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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行公司與協辦承銷商連結關係之探索 

第一節 緒論 

各國證券市場由於發展歷史、市場結構及業界素質的差異，使得承銷

制度與承銷商之定位各有不同，在已開發國家，如美國，主要執行承銷業

務之投資銀行，無論就公司規模、專業能力或是承銷網絡，國內承銷商實

難望其項背，因此在承銷作業的程序上往往居於相對主控的角色；國內在

承銷價訂定等承銷制度(舊制)與投資人仍以自然人居多數的特殊市場結構

下，承銷商之專業角色與能力遲未能有效發揮(王方伶，2005)，承銷報酬

來源甚至大多來自資本利得(capital gains)，而非以國際承銷商所重視的承

銷手續費(fee income)為主。 

研究一之實證結果發現，西方文獻以主辦承銷商為主導的承銷團合作

夥伴關係連結策略對承銷績效影響之實證並不能在國內承銷市場複製，此

是否與國內承銷商在發行公司與承銷團員之間的中介地位與西方已開發

國家市場不同，亦即，西方大型投資銀行的主控角色與主控程度就好比居

於類似眾多中小型投資銀行的獨家代理，將服務提供給發行公司，發行公

司作為一個服務的接受者，僅能從各代理商取得其所組合後的服務，而無

法直接至供應來源(即承銷團員)取得其所欲之服務，自行組合，而國內主

辦承銷商顯然應無如此強大的中介地位，但其中又如何與西方不同?發行公

司作為一個服務的接受者，是否得以直接跳過中間主辦承銷商的獨家代理

而與服務提供者的協辦承銷商直接連結是本研究關心的重點。 

由於過去的文獻在研究發行公司與承銷商之關係連結時，僅有與主辦

承銷商之間的連結，而本研究所推測的發行公司與協辦承銷商之間的連結

關係與內涵尚屬一探索性的階段，文獻上亦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透過個

案研究方法，利用與樣本發行公司與樣本承銷商的深入訪談，以了解所推

測連結關係之存在，並進一步探討承銷商在協辦承銷市場中參與承銷案的

策略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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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由研究一之實證結果所引發之發行公司與協辦承銷商之關係連結的推

測，過去文獻及相關研究從未探討過，因此尚屬一探索性的階段。質性研

究係一種歸納的演繹邏輯思維，由實地觀察著手，逐步觀察出對研究現象

的解釋觀點，並發展出理論(潘淑滿，2003)，由於本研究的目的在了解發

行公司與協辦承銷商之關係連結現象的存在與原因，因此較適合質性研

究。 

一、個案選擇 

為了解本研究之目的與問題，對個案的選擇在承銷商與發行公司兩方

的原則分別如下： 

(一) 承銷商 

由於需同時了解承銷商邀請與被邀請加入承銷團的原因，因此個案券

商包含具經常主辦經驗與不具經常主辦經驗之承銷商，其中前者可能同時

擁有邀請與被邀請(當其在某些承銷案中非屬主辦承銷)的經驗；後者則主

要是被邀請的經驗。此外，為避免券商規模會影響承銷團員的選擇，因此

個案券商須分別具備大型與中小型規模之特性。準此原則，本研究之受訪

個案券商總計六家，其中四家為具經常主辦經驗的承銷商，另二家在承銷

市場上則主要係扮演協辦的角色。受訪券商之資產規模自小型的新台幣十

億元至較大型的新台幣百餘億元。 

(二) 發行公司 

由於需了解承銷團組成之過程中發行公司的角色，因此個案公司須具

備至少有一次以普通股發行的經驗，且為避免公司規模或上市、上櫃的差

異造成公司所扮演的角色不同，個案公司中需有大、小規模與上市、上櫃

的組合。準此原則，本研究之受訪個案公司總計六家，其中三家公司為上

市公司，三家公司為上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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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的選擇，在承銷商方面係以證券商之承銷部門主管例如承銷

部協理或承銷部經理等曾從事第一線作業或了解第一線作業的主管為

主；而在發行公司方面則以公司發行時之主要參與者例如財務長、財務經

理或總經理特助等實際參與發行作業並與承銷商直接溝通之主管為主。個

案券商、個案公司、受訪者之職稱及受訪時間等相關資料分別如表 4-1 及

表 4-2。 

表 4-1 受訪個案證券商資料 

個案代號 規模 

(資產億元(註

1)/分公司數) 

隸屬集團 經常主

辦 

訪談對象 訪談時間(註

2) 

A 143.3/142 (金控)  承銷部經理 1.0 小時 

B 47.4/57 (金控)  承銷部經理 1.5 小時 

C 47.1/35 (非金控)  承銷部協理 2.0 小時 

D(註 2) 10.8/11   承銷部經理 5.0 小時 

E 15.8/6 (非金控)  承銷部協理 2.5 小時 

F(註 3) N.A. (非金控)  前承銷部人員 1.5 小時 

註 1：2006/12/31 資料。 
註 2：累計訪談時間，其中 D 證券因尚詢及承銷業之業界概況及承銷作業基本實務

細節，故累計時間較其他券商為多。 
註 3：該券商之承銷業務於 2005 年受讓另一家大型券商。 

 
 

表 4-2 受訪個案發行公司資料 
 

個案

代號 

成立 

時間 

隸屬產業 上市/上櫃 訪談對象(註 1) 訪談時間(註

2) 

甲 1999 TFT-LCD 2002(上市) 財務長 3.5 小時 

乙 1972 汽車鑄件 1997(上櫃) 

2000(轉上市) 

財務經理 1.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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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1998 TFT-LCD 2001(上市) 財務人員 1.5 小時 

丁 1977 IC 零組件 

通路商 

2000(上櫃) 

2002(轉上市) 

總經理特助 1.0 小時 

戊 1986 電源供應器 2004(上櫃) 總經理特助 2.0 小時 

己 1991 影音 IC 2003(上櫃) 財務人員 0.5 小時 

註 1：訪談對象係依該公司在上市或上櫃時直接參與承銷案件之人員而定。 
註 2：累計訪談時間，其中甲公司因有多次承銷紀錄及經驗，且參與承銷商家數眾

多，故較其他公司訪談時間為多。 

 

三、資料蒐集與分析方法 

在確定受訪之個案公司及承銷商之後，首先藉由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

業公會、券商或發行公司網站、報章雜誌之報導資料試圖了解個案券商或

公司相關背景資料，以避免不恰當之問題以及訪談之順利。而在訪談部

分，訪談前研究者先將訪談大綱(附錄二)傳真或寄送給受訪者，以提高訪

談效率，但在訪談時，則再根據受訪者回答之內容，適時延伸訪談問題，

且在重點問題得到回覆之外，儘量給予受訪者自由表達的空間。 

在資料整理與分析方面，面訪或電訪後隨即整理成逐字稿，同時根據

研究的目的與網絡鑲嵌之觀點進行概念之釐清，包括網絡關係的屬性、分

類、歸納與連結。每一個個案資料的整理和分析均作為下一個個案訪談的

基礎，並同時達到驗證的目的。 

四、個案簡介 

本研究受訪個案之簡介，發行公司包括公司隸屬產業、上市、櫃經驗；

證券承銷商則包括主、協辦次數、承銷金額及承銷團之形成。以非普通股

為發行種類之發行資料因不屬於本研究之研究範圍，故個案介紹時之發行

資料亦均不列入。 

(一) 發行公司部分 

個案一：甲公司 

甲公司是國內薄膜電晶體液晶面板(TFT-LCD)大廠之一，於 2002 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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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該次 IPO 總計有 15 家承銷商參與，籌資金額近 5 億元。公司後於 2003、

2004、2005 每年均各有一現金增資案，籌資金額自數億元至數十億元不

等，每一次參與之承銷商均逾 10 家。甲公司後於 2006 年與另一家同業公

司合併，並以該家公司為存續公司。 

個案二：乙公司 

乙公司成立近 40 年，係國內規模相當大之私有鑄造集團。公司在 1997

年正式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OTC)掛牌(即上櫃)，籌資金額約 38 百萬元，

參與承銷商家數總計 4 家。乙公司後於 2000 年上櫃轉上市，2005 年始辦

理第一次現金增資，籌資金額 1.7 百萬元，參與承銷商家數計 4 家。 

個案三：丙公司 

丙公司亦為國內 TFT-LCD 大廠，產品主要應用領域除了筆記型電腦顯

示器及桌上型電腦監視器外，亦延伸至網路資訊家電與視聽設備，在與日

本 T 公司進行技術策略聯盟之後，主要產品亦開始擴及大尺寸 TFT-LCD

電視面板，且已擁有兩個自有品牌。丙公司係於 2001 年上市，總發行金

額 1.4 億元，參與承銷的券商家數計 9 家。公司在隔年辦理了 2 次的現金

增資案，分別籌資約 7 億元及近 70 億元，前者參與承銷之家數高達 17 家，

而第二次之承銷家數則為 5 家。 

個案四：丁公司 

丁公司成立於 1977 年，係以經銷代理各種電子零組件、資訊通路產品

並提供技術服務起家之中小型企業，直至獲得國際品牌之代理權，業務才

逐漸大幅拓展，並於 2000 年正式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籌資金額約

5.5 億，參與之承銷商家數為 6 家。隔年，丁公司辦理現金增資，籌資金

額約 4 億元，此次則有 5 家承銷商參與。2002 年公司則轉上市於台灣證券

交易所掛牌。 

個案五：戊公司 

戊公司成立於 1980 年代資訊及電子產業開始蓬勃發展的時代，主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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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大廠代工製造 470W 至 1100W 之高階電源供應器，該高階之供應器佔

其營收比重七成以上。戊公司於 2004 年才正式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

籌資金額約 80 百萬元，參與之承銷商家數為 5 家。 

個案六：己公司 

己公司為國內專業設計及製造之音效晶片廠商，所生產的音效晶片係

應用在主機板、筆記型電腦、音效卡及相關的電腦產品，己公司的音效晶

片產品在全球的市場佔有率約 2 成。己公司於 2003 年正式在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掛牌，籌資金額約 3 億元，參與之承銷商家數為 4 家。 

 

(二) 證券承銷商部分 

個案一：A 證券 

無論就資金規模或是通路涵蓋範圍而言，A 證券均屬國內最大的綜合

證券商之一，隸屬於 Y 金控公司，亦為承銷市場上最主要的承銷商之一。

過去十年(1998 年至 2007 年)，A 證券每個年度均有主辦以普通股發行之承

銷案件，平均每年約 13 件，此外，扣除自己所主辦的承銷案，A 證券平

均每年約參與 40 件由其他承銷商所主辦之案件。 

個案二：B 證券 

相對於 A 證券，同樣隸屬於金控公司的 B 證券以綜合證券商的規模來

看雖不若 A 證券，但在承銷市場上同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B 證券每個

年度均以平穩的案件數活躍在主辦承銷市場中，平均每年約 13 件，與 A

證券相同，但年度之間的差異較其為小。此外，扣除自己所主辦的承銷案，

B 證券平均每年約參與由其他承銷商所主辦之案件約 38 件。 

個案三：C 證券 

C 證券隸屬於 T 企業集團，規模與前述 B 證券相似，但就主辦案件數

來看，其在主辦市場上表現不若 B 證券，然每個年度亦均維持一定數量之

主辦案件，平均每年主辦近 6 件之普通股承銷案，若扣除自己所主辦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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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案，C 證券平均每年約參與由其他承銷商所主辦之案件約 33 件。 

個案四：D 證券 

D 證券的前身是國內歷史最久的券商之一，原業務重點僅在經紀業

務，後因承銷市場頗具知名度之證券商的承銷團隊在 S 企業集團之支持買

入該公司後，原由該承銷團隊服務之發行公司部分亦隨團隊移至該公司繼

續之後的各種財務顧問及資金籌措的業務。D 證券在主辦市場上之策略強

調以「質」深耕發行公司，以取得後續之投資銀行業務之承作。但在協辦

市場上仍屬積極，平均每年參與協辦案件數仍有逾 10 件之多。 

個案五：E 證券 

E 證券隸屬國內頗具知名之企業集團，但屬中小型綜合證券商，過去

亦無任何和其他證券商合併或被合併的紀錄，但在主辦市場上，自 2001

年開始，E 證券持續每年均至少爭取一件普通股主辦承銷案，期望持續培

養承銷部門在市場上的主辦能力，也藉此增加與發行公司的談判力。然而

E 證券仍然在協辦市場上相當積極，平均每年參與由其他承銷商所主辦之

案件約 21 件。 

個案六：F 證券 

F 證券原隸屬一旗下擁有頗具知名度之創投公司的企業集團，規模係

一小型之綜合證券商，在承銷市場上以參與協辦為主，後於 2005 年由市

場另一家券商以營業受讓之方式持有而結束營業。若截至該年度之資料，

F 證券平均每年參與由其他承銷商所主辦之案件約 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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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發現與分析 

圖 4-1 為本研究發現的重點圖示，與圖 1-1 之西方文獻中承銷活動之

網絡核心以及成員之間的連結不相同者是發行公司與協辦承銷商之間具

有直接連結關係，本節摘要擷取訪談內容討論所發現的連結事實，並進一

步討論其中對發行公司及承銷商在協辦市場之特性與意涵。 

 

 

一、主辦承銷商介於承銷團員與發行公司間之「獨家代理」角色

並不明顯 

主辦承銷商在西方文獻中係居於發行公司與協辦承銷商之間的重要

中介角色，發行公司在決定主辦承銷商時，跟隨在主辦承銷商背後承銷團

員—班底—往往連帶決定(Baum et al., 2004)，故是一個類似獨家代理的角

色(如圖 4-2)，代理其背後所有的承銷團員之服務給予發行公司，故對其背

後之承銷團員而言，主辦承銷商是一個邀請者及分配者，而分配者必然扮

演主導及主動的角色，因而可以決定誰為邀請者及被分配者，究竟要鞏固

圖 4-1 研究發現之概念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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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誼還是要廣結善緣才能讓每一次以及下一次的承銷案中迅速且順利地

發行，達到良好績效，都是主辦承銷商在各種邏輯思考下的網絡策略。 

 

 

 

 

 

 

 

 

 

 

 

 

 

 

 

 

但是上述西方大型投資銀行之主辦地位及獨家代理角色在個案訪談

中發現似乎並不存在於國內承銷市場，國內主辦承銷商或許由於過去各種

歷史因素註一的演進下在發行公司和承銷團員之間的中介地位及角色並不

明顯，主辦承銷商縱然有建議的事實，但承銷團員的選擇及決定並不主控

在其手中。 

怎麼選擇協辦喔，我們沒有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一向都由發行公司決定，不會

干涉，他們說要找誰進來，我們就找誰進來，就都聽他們的… (D 證券) 

 
我們在業界算是規模大的沒錯，可是基本上我們在找協辦承銷商的時候，還是會

先諮詢公司的意見，問問看公司希望哪些人進來…，當然有些很大的案子，公司

不會一一指定啦，有部分還是由我們去邀請，但是重點是名單一定要給公司看過

才行… (A 證券) 

 

圖 4-2 西方大型投資銀行之主辦地位及獨家代理角色 

承銷團員 主辦承銷商 發行公司 

註：箭頭方向代表服務提供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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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名單主要是公司決定的，大家都是這樣吧…尤其是好的案子，公司神氣的不

得了，每家都要搶著進來，公司光是決定要給哪家就很頭痛了，哪輪得到我們來

找人哪；可是如果是不是很熱的案子，說公司會比較客氣也是真的的啦，有時候

市場不好，我們當然也會去找一些合作的不錯的幫忙幫忙…，每一個案子狀況不

同，但如果一定要說承銷團有多少成分是公司決定話，我個人經驗是大概至少有

六成吧…。(B 證券) 

 

因此，若主辦承銷商在承銷團成員選擇上非主要的決策者，或是中間受到

其他因素干擾而無法完全遵循其網絡策略自由選擇合作夥伴，則吾人藉由

次級資料中每一次承銷案承銷團員的組成來看主辦承銷商與協辦承銷商

之間的強弱連結關係就已受到某些因素的干擾，並非主辦承銷商的網絡策

略下的體現，此或許可說明本論文第一個研究中，為何我們以主辦承銷商

為主體去看其與各個協辦承銷商的網絡連結關係並未對主辦承銷商的承

銷績效顯現無論是正向或是負向關係的原因。 

二、發行公司與協辦承銷商的直接連結關係無需主辦承銷商的信

任代理 

 圖 4-2 所示之西方承銷活動之承銷團員，其必須藉由與主辦承銷商之

關係連結才得以進入承銷團，而發行公司亦僅在為數不多的大型投資銀行

之間做選擇，這些經常主辦的大型投資銀行幾乎寡占承銷市場；但國內在

個案訪談中發現，國內的承銷商—不論是否經常主辦—大多能透過各種關

係與發行公司直接連結(如圖 4-3)，而發行公司似乎亦有其之所以不透過主

辦承銷商而直接選擇承銷團員的背後理由。 

 

決定名單的時候，主辦通常會跟我們商量，你知道，我們每次發行的時候總有一

些人(筆者按：即協辦)會透過各種關係要叫我們『照顧』一下，譬如跟我上面老闆

的關係，還有和我們處長的關係、我個人的關係也有…，那像你在資料上看到的

HS 證券是我們的股東，所以他要進來也進來啦…(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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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啊，我們會和主辦一起決定，他們通常會給我們建議，當然最後的名單當然

一定是還要給我們老闆看一下才可以…，有一些協辦是我們的股東，像我們上一

次的現增，XX 是我們的法人股東，他直接跟我們說，當然要讓它進來… (丙公司) 

 

有一部分的確是我們跟主辦說要這些人，可以請他們進來，沒辦法，有些關係你

跑不掉的，譬如我們曾經在市場很不好的時候，有幾家小的券商很幫忙，那下一

次我們有案子的時候，當然就會把他們考慮進來… (甲公司) 

 

國內發行公司並不像西方發行公司僅在為數不多的大型投資銀行之間

做選擇，然後由其自行籌組承銷團；國內發行公司透過與欲參與協辦之承

銷商不論是個人、股權或是過去的往來經驗的連結，其中所產生的信任關

係應是發行公司得以或是傾向自行決定其承銷團員的重要原因。中間若需

經過主辦承銷商這樣的「代理商」，則發行公司無法確定其「原始」服務

提供者—即協辦承銷商—是否符合其信任的標準。 

我們除了有我們自己要照顧的關係之外，你想想看，我們怎麼可能都由主辦決定，

我們不管，萬一其中有一些是我們比較『忌諱』的啦或是有仇的啦(研究者按：即

圖 4-3 國內承銷市場中承銷團員與發行公司之直接連結 

承銷團員 主辦承銷商 發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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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不愉快的合作經驗者)你還讓他進來喔?不可能嘛? … (己公司) 

 

此外，個案訪談發現，國內承銷商若具備有為發行公司所重視的資源

或能力，例如與承銷商隸屬於同一個集團或金控的銀行若與發行公司已有

先前的融資關係(特別是具有中、長期融資往來的關係時)；或是某些承銷

商在引薦外資等策略性投資人方面有其專業及管道；或是某些承銷商在公

司理財顧問方面良好服務的紀錄及名聲，也往往會形成與發行公司的直接

連結關係，發行公司對其能力及其所能提供的資源的信任亦是發行公司傾

向自行決定其承銷團員的另一重要原因。 

 

…像我們現在有一些往來的銀行是他們同一個集團的，這些集團就是那些金控

啦，他們就會一起來拜訪，叫我們幫忙讓他們證券的那邊也進來參一下，我們一

般都是會同意的啦，互相嘛…，所以就跟主辦說哪些人要進來…當然主辦也會給我

們一些建議啦… (丙公司)  

 
我們往來的銀行很多，有案子的時候，有些銀行(也具有承銷商資格)會來跟我要案

子，像你看到的 CL 銀行就是我們的聯貸行之一，當然不是每一家和我們往來的銀

行都來要或是幫他們金控的承銷要(有些金控整合的很好，有些各做各的)，但是只

要來跟我們說，我們幾乎都會讓他進來… (甲公司) 

 

有人要進來(研究者按：即參與該公司的發行案)，我們當然有我們的考量，想到以

後可能會有一些策略上的合作，譬如幫我們引進一些好的投資人哪(研究者按：即

一般市場所說的策略性投資人)，還有像有一家前一陣子在香港買了一家銀行，我

們在大陸有設廠，也許往後有合作的機會等等都是考量因素。總之，主辦會尊重

我們的意見，他們建議的承銷商名單我們其實也不太會拒絕，除非有特殊因素，

而且名單也會請老闆過目… (乙公司) 

 

我們那次上櫃的承銷團名單，大多是當初一起來爭取主辦的券商，其中有幾家雖

然後來因故沒有獲選為主辦(研究者按：有些發行公司會在最後的四到五家券商

中，依公司各別的考量從中挑選一家)，但是在輔導期我們同時都有問他們意見，

因為有些事情主辦過去可能沒有經驗過，可是其他券商有，他們也會提供我們解

決方案…所以上櫃之後也有可能會合作，幫我們在公司財務上做一些建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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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不會排除以後會跟他們合作下一個案子或其他的案子… (戊公司) 

 

因此協辦承銷商與發行公司之間的直接連結代表了發行公司對其信用、能

力等的信任，不再需要透過中間的主辦承銷商來代理如此的信任關係，協

辦承銷商並不是跟著特定的主辦走，而是跟著發行公司走，此一訪談結果

亦可從次級資料的量化分析(詳見附錄三的補充性分析)中，協辦承銷商重

複參與某一家發行公司數次發行案的平均比例不因主辦承銷商的不同而

不同的實證結果得到支持。 

三、協辦承銷商在承銷活動中參與的「多」與「廣」 

承銷商藉由其與發行公司所建立之直接連結關係，積極爭取進入發行

公司發行案之承銷團，而且由個案訪談顯示，承銷商傾向爭取愈多的發行

案件數(承銷金額似非協辦的重點)，爭取得愈多，對其愈有利。 

 

有案子(研究者按：即發行案)的時候，我們大多會直接找公司談，我們有我們的辦

法找到它們，不用透過主辦，像上次那次我們就是因為認識公司一個很重要的客

戶，所以叫他們幫我們說的，… (D 證券) 

 

…你不要看我們只做協辦，碰到行情亂噴(研究者按：即股價漲幅超越理性預期漲

幅)的時候，我們雖然每個案子只拿個三、四百張，但是搶到幾個案子下來，也差

不多吃飽了… (F 證券) 

 

每一家承銷商都有其各自的資源和能力向發行公司爭取進入承銷團，

然而個案中亦顯示，承銷商也會運用其自身經常做為主辦的能力，爭取發

行公司不選定為主辦也也給予協辦機會；或是與其他類似狀況的承銷商彼

此換案互惠而能爭取到更多的協辦承銷案件。 

 

我們沒有爭取到主辦的時候，通常公司會讓我們進去作協辦，不好意思嘛，主辦

只能有一家，而且不是每一家都有資格去爭取主辦的，所以我們也不錯啊，我們

當然就順理成章做協辦，多少分一些，… (B 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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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同一個期間，市場會有好幾個案子在進行，也許這個案子他們作，有的案子

我們作，我們會有一些換案的情形，就是你那個案子分我一點，我這個案子也分

你一點… (A 證券) 

 

大券商之間會換案很常見啊，小券商沒有什麼案子可以換吧，可能偶爾會有一些

他們的關係牽到的生意可以跟我們合作…不過有時候某些小券商和我們老闆或是

承辦那個案子的人關係不錯，可能也會因為這樣多少也分他們一些… (C 證券) 

 

平常我們雖然也和幾家主辦保持比較密切的往來，但也不能說這幾家就是我們的

好朋友，業界在做主辦的我們都跑過啊。我們雖然不常作主辦，但有些因為我們

自己的關係我們不能做主辦的時候，就會介紹給他們作，大家有來有往嘛… (E 證

券) 

 

然而，協辦承銷商與發行公司之間的直接連結雖使得協辦承銷商並不

是跟著特定的主辦走，而是跟著發行公司走。但即便是跟著發行公司走，

卻是傾向跟著形形色色的發行公司走，亦即，承銷商藉由參與許多發行公

司的一兩次的發行案而達到「多」的目的；而非藉由參與有限的發行公司

的每一次累積的發行案件來達到「多」的目的。舉例來說，承銷商傾向參

與 10 家發行公司的某一次或某兩次發行案件，而非參與 5 家公司的大多

數發行案(如圖 4-4)。 

 

像我們承銷的業務那邊，沒事的時候就是整天在跑公司啊，探聽一些市場上的行

情，也看看有什麼服務可以幫公司做的，公司有案子的時候，切進去才容易…(E

證券) 

 

我看我們老闆的主要工作就是常常出去拜訪，看有什麼生意可以做啊，我們雖然

小，但好歹也算個集團，我們還是有我們的資源啦，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建立一些

關係，有案子的時候不要忘了我們… (F 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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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附錄三的次級資料分析亦可看出端倪，承銷商重複兩次參與同一發

行公司的發行案件為 29%，僅約三成。表示第一次參加承銷團者，七成均

未再參加第二次，或是說第二次參加的團員七成都是此次重新再進來的承

銷商。 

換言之，承銷商依其各自的資源和能力跳過主辦承銷商而直接向發行

公司爭取進入承銷團期望爭取更多的承銷案件，但其方法並非「深交」去

參與發行公司累積的發行案件而是「廣結」去參與許多發行公司的一兩次

的發行案而達到其「多」的目的。 

而協辦承銷商與發行公司的「廣結」呈現在承銷市場上，吾人在次級

資料上看到的是主辦承銷商與協辦承銷商之間的連結鬆散(FONC 僅約

0.14)且無規則可循(如圖 4-5)，此應亦可解釋研究一有關主辦承銷商的連結

關係對其承銷績效並無統計上正向或負向的影響。 

 

 

圖 4-4 國內承銷市場中承銷團員與發行公司之廣泛連結 

承銷團員 主辦承銷商 發行公司 

註：菱形代表同一發行公司之先後發行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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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承銷商與發行公司的「廣結」呈現在與主辦承銷商的連結 

承銷團員 主辦承銷商 發行公司 

註：主辦承銷商的實心橢圓代表次級資料呈現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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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討論 

本研究經由探索性的個案訪談，發現國內承銷市場中，主辦承銷商在

發行公司與承銷團員之間的中介地位並不明顯，若將發行公司比作一個服

務的接受者(end user)，則它可直接至原服務提供者(即各協辦承銷商)自行

選擇符合其所需要的對象，不需要透過主辦承銷商的居中代理。 

從發行公司來說，其與協辦承銷商無論是高層個人關係、股權關係或

曾在過去情義相挺的關係，在某種程度上均屬於一種信任，選擇這些承銷

商對承銷活動的順利進行會有正面的預期，不會承受風險與傷害(例如一發

行即在市場賣出股票) (Bhattacharya et al., 1998)。而與協辦承銷商(所屬集

團)其他業務的往來關係或是對其所擁有資源的未來運用則是對協辦承銷

商資源與能力的考量，而擁有這些關係連結，發行公司得以選擇及調配承

銷團員組合達到其直接掌控的目的。 

相對地，從協辦承銷商來說，其所擁有上述讓發行公司所信任之關係、

資源及能力，使其得以其不透過主辦承銷商作為其關係代理，直接與發行

公司建立連結進入承銷團；同時，協辦承銷商傾向爭取更多的發行案，以

弭補每一次承銷數量的有限。此外，當承銷商所擁有的主辦能力愈強，似

乎對其欲爭取在協辦市場中更多的發行案有正向的影響。 

然而，協辦承銷商與發行公司的關係連結雖然存在，但從個案訪談及

次級資料的補充分析(附錄三之量化實證分析)得知，協辦承銷商傾向參與

多個發行案並非透過參與有限的發行公司大多數的發行案；而是透過參與

極為廣泛的發行公司發行案件中的一件或兩件等少數案件來達成其多的

目的。 

協辦承銷商在承銷市場活動中的「多」與「廣」如何呈現在網絡理論

中行動者之間的連結以及其行動者在網絡中的結構地位形成? 

一、協辦承銷商的「多」與網絡意涵—承銷商的結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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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理論中企業佔據顯著性網絡地位的主要來源是網絡居中性

(centrality)，也就是一個網絡中與別人發生關係最多的人，網絡分析技術

係以一個組織在網絡中的連結總數來看組織之程度居中性 (degree 

centrality)。當協辦承銷商的連結愈多(透過主辦承銷商與發行公司的發行

案件連結，每參與一個發行案為一個連結)，其在網絡中的程度居中性就愈

高，其在網絡中的顯著性地位就愈強。 

而這些能創造多連結的承銷商，透過本研究的個案探索與分析，其背

後是跟著資源和能力而來，使得這些承銷商能較其他承銷商參與更多的承

銷案而產生較多的連結。 

二、協辦承銷商的「廣」與網絡意涵—承銷商的弱連結關係 

網絡理論中企業對偶關係的直接連結依其互動頻繁與情感涉入之程度

可分為強連結與弱連結，或鑲嵌連帶與疏遠連帶。前者就網絡分析技術來

看就如同與一個人互動 10 次，後者就如同與 10 個人各互動各一次，前者

屬於「深交」，後者屬於「廣結」。 

承銷商的連結多並非上述與一個人互動 10 次，而較接近後者 10 個人

各互動各一次的弱連結狀況。而這些能創造廣連結的承銷商，透過本研究

的個案探索與分析，其背後除取得發行公司對其上述之資源和能力之信任

外，亦有藉由與發行公司之各種關係取得發行公司對其產生對預期結果正

面的信任。 

然而，對發行公司而言，僅維持與少數主辦承銷商的關係，再由其代

理負責與承銷團的關係所涉及之關係成本應較其自行負責來的低且有效

率，何以發行公司亦願意維持這樣的廣泛連結關係? 與西方成熟資本市場

比較起來，在開發中國家之發行市場中，決策所需資訊之正式來源較少，

必須高度依賴人際互動，各大小協辦承銷商均可能為重要資訊來源，發行

公司因此不透過主辦承銷商的關係代理，而必須與眾多之協辦承銷商產生

直接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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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個案的探索，本研究除了對於研究一有關主辦承銷商的關係連結

與承銷績效間無統計上顯著相關之疑問提供可能答案，對於進一步所發現

協辦承銷商與發行公司的連結特性及其網絡意涵，是否有可能對其承銷績

效有與先前主辦不同結論? 本論文繼續在研究三以次級資料量化實證上述

相關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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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註釋 

註一：何以國內的主辦承銷商在決定承銷團員的決策上並非如歐美投資銀

行業中主辦行是主要的決策者的各種歷史背景及國內法規環境等因素非

本研究的探討內容，故暫不予以討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