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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面對全球強大的競爭環境下，企業無不持續地在追求成長－從內部改革

到外部擴張。內部改革係指穩定本身的基本面，外部擴張則係指透過投資和組

織成長來擴大規模，其中最直接且快速的方式，就是選擇適當標的物進行併

購。在成長平台策略下，每件併購案的目標與動機都不同：有基於擴大市場規

模、建立通路優勢、或基於提升產能、抑制成本、追求規模經濟，也有基於取

得技術、多角化經營、發揮經營效率，提升國際競爭力等。 

近年來幾宗有名的併購案，如：2002年惠普（Hewlett-Packard）併購康柏

(Compaq Computer)、2003年鴻海併購國內網通大廠國碁、2004年賽門鐵克併購

Veritas、2005年華碩併購亞旭、2006年渣打銀行（Standard Chartered Bank）併

購新竹商業銀行，2006年友達併購廣輝，一直到2007年荷商派瑞修國際公司

（Parexel）併購國際精鼎科技等，這一連串的例子，顯示全球正掀起一股併購

風潮。而全球併購市場熱絡原因，不外乎(1)市場自由化競爭(2)微利時代，規模

經濟需求(3)全球化趨勢，及(4)跨入新市場。 

我國在 91 年 2 月 6 日公布施行《企業併購法》以來，有關企業併購法施行

迄今已滿 6 年，併購件數逾 900 件，金額達 4,300 多億元（參表 1-1），其中跨

國併購共計 34 件，總金額為 581.7 億元（參表 1-2），顯示企業併購活動相當活

絡，但相較於國外，我國企業進行跨國併購尚不普遍。依據聯合國貿易暨發展

委員會於 2005 年出版之「世界投資報告」統計，近年來，全球跨國併購約占國

外直接投資的 5 至 8 成。在 2007 年的報告中更直接點出，跨國併購已成為目前

對外直接投資之主要型態。由此可知，隨著全球經濟成長，併購已成為國際趨

勢，且併購標的不再侷限於國內公司，而是擴展至世界各地，只要具有發展潛

力的公司，都有可能成為被併購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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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企業併購案件統計表 
                                                        單位：億元 

      併購類型 

  年度 合併 收購 股份轉換 分割 合計 

件數 36 5 9 0 50 91 年 
金額 254.4 18.7 391.4 0 664.5 
件數 12 7 1 0 20 92 年 
金額 38 35.6 55.5 0 129.1 
件數 162 12 11 33 218 93 年 
金額 330 27.3 176 192 725.3 
件數 196 10 10 29 245 94 年 
金額 365.4 7.6 139.8 127.4 640.2 
件數 181 2 3 17 203 95 年 
金額 1188 1.9 8.8 33.6 1265 
件數 173 2 3 19 197 96 年 
金額 827.6 6.4 11.7 117.1 962.8 
件數 760 38 37 98 933 

合計 
金額 3003.4 97.5 783.2 502.8 4386.9 

資料來源：2008/3/27，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全球台商服務網 

表 1.2 跨國併購案件統計表 
併購類型 合併 收購 股份轉換 新設分割 吸收分割 合計 

34 件 
數額 21 1 3 5 1 

581.7 億元

資料來源：2008/3/27，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全球台商服務網 

縱使企業併購已成經濟常態活動之ㄧ，然其成效不一，有企業因併購案而

提升整體盈餘：如中國聯想併購美國IBM的PC部門後，讓聯想在北美市場轉虧

為盈，並且在歐洲市場連續三季營收成長高達50％；也有企業蒙受重大損失甚

或陷入危機者：我國明基併購德國西門子手機部門，則以付出250億元的慘痛代

價，失敗收場。究竟併購是否能為組織帶來綜效？主併公司是否能透過併購達

成目標？隨著實務界風潮的盛行，學術界以併購為主題的研究也日益增加，本

研究便以上述作為背景，進行相關性研究。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我國受限於腹地狹小，資源與技術有限，國內市場日趨飽和，以及面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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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化市場形成的衝擊等因素，許多國內公司正面臨如何突破現存瓶頸尋求新的

出 路 。 而 根 據 「 國 際 化 網 路
1 」 假 說 （ Positive Multinational Network 

Hypothesis），跨國併購不但可降低市場風險、提供互補性資源與彈性、提升產

品與技術需求與拓展國際行銷通路，而且能使併購綜效發揮。然而併購活動真

的能提升企業競爭能力嗎？國內併購與跨國併購哪一種對組織較有利？併購國

內企業後之績效，是否有別於外國企業？其實這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但在國

內研究中甚少探討部分，此為本研究之初步動機。 

綜觀國外文獻，針對併購類型與併購績效之間關係進行研究者並不多，國

內以此為主題者更是少之又少。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國內併購及跨國併購兩種

類型探討「台灣地區」的併購績效是否會隨著併購類型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近年來在法令開放以及環境不斷變遷的驅策下，台灣企業併購活動相當活

絡，除了國內併購以外，亦有越來越多的國際併購案，例如：2005年美商艾睿

電子併購台灣奇普仕、2007年8月台灣宏碁併購美國個人電腦公司捷威

（Gateway），從這些跡象顯示，不僅外商公司收購台灣企業，已成為一股趨

勢，台灣企業也漸漸有能力收購國外的大型企業，但併購行為對公司績效的影

響為何？不同併購類型間之績效是否有差異？這些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因此，本研究目的便在探討併購前後績效是否會隨著是否隨併購類型不同

而有差異。為了達成此目的，本研究先對併購類型作出以下定義： 

 國內併購係指主併公司與併購對象所在地皆為台灣；跨國併購係指主併公

司所在地為台灣，併購對象所在地為台灣以外的國家。 

並歸納出下列兩項研究問題： 

1. 併購前後效率是否有差異？ 

2. 國內併購與跨國併購前後之效率是否有差異？ 

 

                                                 
1 由 Doukas and Travlos 於 1988 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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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流程與架構 

本研究架構共分五章： 

第一章 緒論 

簡介研究背景、說明研究動機、提出研究問題及建構研究流程與

架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簡介併購定義、型態及國內外相關文獻之整理。 

第三章 研究方法 

說明研究假說、樣本選取標準與資料來源、介紹資料包絡分析

法、科莫果夫-史密諾夫兩樣本檢定、威爾卡克森兩樣本檢定、變

異數分析、Tobit 迴歸分析，及各項變數的定義與衡量。 

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描述敘述性統計、利用單變項檢定及 tobit 迴歸分析效率值，並進

行敏感性分析。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對研究結果做成結論、說明研究限制、並對企業、主管機關及後

續研究者提出建議及提供未來可行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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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流程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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