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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分為二節探討，第一節將介紹併購之定義、方式與型態，第二節則

為相關文獻之探討。 

第一節 併購之定義與型態 

一、併購之定義與方式 

企業併購（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包含合併（merger）與收購

（acquisitions）兩種不同法律特性的型態，合稱企業合併，係指一企業個體取

得另一企業之淨資產，或取得另一企業之權益並控制該企業。合併係指兩個或

兩個以上企業體經由公司法、企業併購法或其他法律之規定程序而進行合併，

結合成一家公司，或另行成立一家新公司，依合併後存續型態，可分為「吸收

合併」、「新創合併」與「控股合併」三種。收購則指在法律上雙方進行資產

或股權的買賣行為，買方透過此商業行為取得賣方公司內的經營權或資產所有

權，可分為「股權收購」與「資產收購」。以下就各併購的類型詳述如下： 

1. 合併後存續型態分： 

   (1) 吸收合併（Mergers） 

又稱為存續合併，係指兩家或兩家以上公司結合，其中一家存續，其

餘皆消滅，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全部資產與負債。 

(2) 創設合併（Consolidation） 

又稱新設合併或設立合併，係指兩家或兩家以上公司結合形成一個新

的實體公司，新公司承擔合併公司的資產與負債，而合併公司喪失獨立生存

權而全部消滅。 

2. 依取得項目分： 

(1) 股權收購（Stock Acquisition） 

股權收購之類型實係基於股份轉讓之理念而來，意指收購公司直接或

間接購買目標公司部分或全部的股權，使目標公司成為收購者之轉投資事

業，進而控制其經營與決策，故收購方至少在所收購股權價值範圍內概括承

擔被收購公司之債權。 

(2) 資產收購（Assets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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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營業讓與，收購者只依企業本身某方面需求，直接或間接購買目

標公司部分或全部之資產，由於僅止於一般資產之交易，並不涉及股份，因

此不必概括承受目標公司相關的權利與義務。 

二、 併購之型態 

企業併購就收購公司與被目標公司所經營的產業是否相同來區分，共有三

種型態，及水平併購、垂直併購及多角化經營。分述如下： 

1. 水平併購（Horizontal Growth） 

係指同產業中兩家或兩家以上公司位在同一生產階段或是從事相同業務，

透過合併方式成為同一控制權下的合併行為。 

2. 垂直併購（Vertical Growth） 

係指在同一產業中，上游與下游公司之間透過合併方式成為同一控制權下

的合併行為，又分為向前垂直合併（ Forward Intergration）與向後垂直式合併

（ BackwardIntergration）。向前垂直合併係指下游企業合併其上游供應商以加

強其一貫作業生產者。合併可為下游公司獲得穩定且較便宜的供貨來源。而向

後垂直式合併（Backward Intergration）係指上游公司對其下游公司進行合併，

因而取得固定的銷售管道，掌握住產品的銷售及行銷的自主權。 

3. 多角化經營（Diversified Growth） 

係指目標公司所經營之產業與併購公司之本業並無多大關係，為了產品擴

展或市場延伸等目的之合併，又稱為多角化合併（conglomerate combination）。 

 

第二節 相關文獻整理 

以下為與本研究問題相關之文獻整理，共分為三個部分：併購前後績效研

究之相關文獻、併購類型與併購績效關聯性研究之相關文獻、相對規模比與併

購績效關連性研究之相關文獻。 

一、 併購前後績效研究之相關文獻 

隨著全球併購風潮，國內外學者對於這方面的研究也日益盛行，學者多以

股價或財務面來衡量併購後績效，以下我們將之區分為國內及國外文獻。 

1. 國外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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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風潮早在一百多年前就已經開始，其中發生企業併購最早及最多的國

家應該算是美國，美國在過去一百多年來，曾發生過五次重要企業併購風潮。

因此國外關於企業併購績效之相關研究，早從1960年代就開始，且相較於國內

研究更蓬勃發展。以下將從股價、財務面及效率與生產力分別介紹： 

(1) 以股價衡量併購績效 

學者對於併購活動是否能為主併公司帶來正向異常報酬的看法不一。如：

Kim and McConnell（1977）的研究結果發現，股價的異常報酬與併購後經營績

效有顯著正相關。Asquith, Bruner, and Mullins（1983）亦表示，主併公司可獲

得顯著且正的累積異常報酬，但在宣告日到合併日期間，合併成功的主併公

司，其平均的累積超額報酬為不顯著的-0.46%。Beattie（1980）也認為主併公

司的股票價值於併購後並未有增加的情況產生。因此Longhran and Vijh

（1997）便提出宣告日的股價報酬並不能完全代表併購活動會影響股東財富的

看法。Agrawal, Jaffe and Mandelker（1992）則以長期股價來衡量，指出主併公

司的股東在合併完成後5年內，股東財富顯著地減少了10%。 

(2) 以財務面衡量併購績效 

從財務面來衡量的結果與從股價衡量的結果一樣，部分學者認為併購活動

會為企業帶來綜效，部分則持相反意見。支持的學者如：Kinthing（1967）的研

究中，併購後以財務綜效表現最佳，生產與技術綜效表現次佳。行銷綜效表現

最差。Ansoff et al.（1971）以共同銷貨管理、倉儲或分配通路與研究發展等綜

效表現最佳。Kim and McConnell（1977）、Healy, Palepu and Ruback（1992）

的研究結果皆發現，參與併購的公司在併購之後其營運現金流量報酬率有顯著

增加，尤其是主併公司和目標公司屬於高度相關的產業。Hoshino（1982）認為

公司於併購後，其流動性有上升的趨勢。Banerjee and Eckard（1998），則是以

公司市值來作為衡量併購後的績效指標，結果發現，併購後由於營運效率的提

高，使公司價值的增加率高達12%-18%。Gugler（2003）研究過去15年來世界

各地企業併購利潤的變動，得知平均而言，企業在併購後利潤會有明顯的增

加。而Ramaswamy 與Waegelein（2003）二位學者對併購公司過去5年的財務績

效研究結果則發現，企業併購後的財務績效雖有增加，但並不明顯。 

Hoshino（1982）雖然認為公司於併購後，其流動性有上升的趨勢，但其獲

利性及負債比率卻有下降的趨勢。其他持相反意見的學者尚有：Beat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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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表示，雖然併購後經營風險會減少，但經營報酬並未增加。Muller

（1985）以市場佔有率為衡量變數，結果發現，在併購後其市場佔有率並未增

加，反而有減少的現象。Vester（2002）直接表示大部分的併購在企業價值增

加上是失敗的。Ravenscraft and Scherer（1989）則是以目標公司為研究對象，

發現目標公司在併購前有顯著高於同業的獲利率；但在併購後，目標公司獲利

率則急遽下降。Fowler and Schmidt（1989）的研究結果顯示，目標公司與主併

公司併購前之績效有顯著差異，但併購後的營運綜效不但沒有改善，反而比併

購前差。 

(3) 以效率與生產力衡量併購績效 

用生產力來衡量併購績效的文獻不太多。一開始的研究，認為併購活動的

發生是由於「物競天擇」，即管理效能不好或是沒有效率的公司，越希望透過

併購活動改善其管理能力（Meade，1968）。而這些目標公司在主併公司的帶

領下，通常能從併購活動中獲得綜效及經濟規模效益（Jensen，1988）。

Lichtenberg and Siegel（1987，1990）也發現併購活動對這些目標公司的總要素

生產力有正面影響。但Caves（1989）卻認為併購會降低公司生產力。 

後來又有另一派學者認為，企業進行併購是為了提升本身的營運效率，因

此生產力越高的企業，越希望能再透過併購活動提升其營運效率（McGuckin 

and Nguyen，1995）。McGuckin and Nguyen（1995）就指出，目標公司的勞動

生產力在被併購後有快速成長。McGuckin, Nguyen and Rezenk（1995）也認

為，高生產力的公司會傾向以併購方式，併購生產力高於同業水準的公司，來

增加本身的營運效率。 

2. 國內文獻 

國內對於併購績效的研究起步較國外晚，從民國60幾年開始，國內才陸陸

續續有研究，但或許由於採用的樣本或變數不同，所以並沒有一致的結論。在

國內文獻中，用來衡量併購績效的方式，與國外文獻一樣，大致分為以下兩

種： 

(1) 以股價衡量併購績效 

首先，在國內上市公司併購宣告與股票報酬率之關係研究中，蕭惠元

（1996）、傅志偉(1998)、孫梅瑞(1999)、朱心怡 （1999）、孫梅瑞、陳隆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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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及洪宏達（2003）都認為，這兩者具有顯著正相關，即併購活動之宣

告，對主併公司股東財富具有顯著的影響。 

而在併購後股價報酬表現方面，胡慈容（2002）的研究結果顯示，有2/3 

的公司在併購後價值降低。洪宏達（2003）也表示，整體而言，在併購後3年

內，台灣上市公司從事併購活動後的短期股票異常報酬及長期營運績效表現並

不如預期。傅志偉(1998)甚至發現，就股價長期績效而言，併購後的公司績效

不但並未改善，反而呈現顯著負向異常報酬，有劣化趨勢。但謝惠貞（1997）

則抱持不同看法，認為國內公司從事併購活動，大體上能獲取正向報酬，但並

不顯著。  

(2) 以財務面衡量併購績效 

早期學者以多重構面進行綜合評估，各學者所考量的構面各有不同。吳雅

章（1982）以五個構面進行衡量，企業在合併後，其銷貨變動分析及短期償債

能力方面皆有改善；財務結構、獲利能力分析及股票市價方面，則雖有提升，

但並不顯著。林聰哲（1989）將吳雅章（1982）的股票市價構面，改為營運能

力構面進行衡量，結果發現合併後，在財務結構、短期償債能力、獲利能力及

銷貨皆有改善，而在營運能力方面，僅應收帳款週轉率改善，但不顯著。方螢

基（1990）一樣是以財務結構、償債能力經營能力及獲利能力四大構面進行研

究，但在營運能力方面的結果與林聰哲（1989）不一致。其認為這四大構面均

呈現正向變化，但在獲利能力的改善並不明顯。顏秀玲（1991）則改從安定

力、活動力、收益力及成長力四個構面來探討，研究結果發現，主併公司在併

購後，能改善其流動性，使企業安全性提高、市占率也提升，但在經營效能及

收益力上卻比併購前低落。吳昭欣（1992）和顏秀玲（1991）一樣，分成安定

力、收益力及成長力三個構面，並另外增加規模性、資產效率及資本結構，以

這六大構面進行衡量，結果顯示，併購有助於規模性的擴大，及收益性的增

加，但僅有安全性與資產效率產生綜效，對整體綜效非但沒有幫助，反而使績

效落後。 

近期學者則將併購綜效的來源大致分為三種探討：營運綜效、財務綜效及

市場綜效。在營運綜效方面，陳志光（1991）、劉育秀（1993）、吳美麗

（1995）、林永隆（1998）、謝佩霓（2001）、李淑芬（2005）及孫梅瑞、陳隆麒

（2002）的實證結果皆發現，併購後之營運綜效並不存在，林永隆（1998）、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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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瑞、陳隆麒（2002）甚至發現併購後會出現反綜效的不利績效，而王佳宜

（1995）雖認為營運綜效會降低，但並不顯著。但林嬋娟、吳安妮（1992）及

蕭惠元（1996）的研究結果卻相反，認為上市併購公司併購後會產生營運綜效

與績效；在市場綜效方面，陳志光（1991）、林永隆（1998）及孫梅瑞、陳隆麒

（2002）皆認為有顯著成長，林嬋娟、吳安妮（1992）則認為僅非上市主併公

司具有顯著市場綜效。但劉育秀（1993）、謝佩霓（2001）與李淑芬（2005）則

持相反意見，認為整體來說，台灣企業在併購活動中並不能產生市場綜效，部

分指標甚至呈現負向，而王佳宜（1995）雖認為市場綜效會降低，但並不顯

著；在財務綜效方面，除了劉育秀（1993）認為財務綜效中除經營風險變異

性、現金流量穩定性及償債能力等與非併購公司有顯著差異，而舉債能力下

降、王佳宜（1995）表示企業於併購後其舉債能力及償債能力皆較併購前低，

及吳美麗（1995）認為併購後以財務綜效表現最好之外，其他學者如林永隆

（1998）和謝佩霓（2001）則認為無顯著差異。 

另外也有學者採用較特別的研究方法或衡量變數評估併購績效。例如：顏

銘志（2000）採用市場附加價值（MVA）及自由現金流量（FCF）兩個新型指

標來衡量企業併購的總體績效，發現併購活動無法增加全體上市企業市場附加

價值及自由現金流量，但可為上市電子產業提高其市場附加價值。李世豪

（1998）則以配對樣本的方式，將從事併購活動的上市公司分成功與不成功群

組，發現成功的群組在併購後前兩年會為企業帶來營運與財務綜效，但不成功

的群組則會對企業之營運產生長達五至六年的重大負面影響。 

除了以上研究之外，國內也有少許以個案研究方式，探討併購活動對績效

的影響。在這些個案中，華隆（張曼成，1980、王若葦，1981）、遠東紡織、寶

隆紙業（王若葦，1981）、潤泰紡織染整及朝陽木業（王若葦，1981），皆屬成

功之併購案例，整體績效於併購後皆有改善。吳啟銘（1984）則從五個構面

（財務、行銷、管理、生產、營運）來衡量個案績效，結果在華隆併購案中，

以財務、行銷與管理綜效最顯著；中興景美併購案中，則僅管理綜效最為顯

著。 

(3) 以效率與生產力衡量併購績效 

目前國內外討論併購前後績效的文獻中，只有蕭靜芳（2001）採用資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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洛分析法來評估全球光通訊廠商的併購績效，結果發現光通訊系統設備商併購

後的經營績效明顯優於併購前，但光通訊零組件廠商於併購後則無優於併購前

經營績效，整體而言，全球光通訊廠商併購前後生產力並無明顯改變趨勢。 

二、 併購類型與併購績效關聯性研究之相關文獻 

這部分文獻，也是以股價和財務面為主要衡量方向，但相較於第一部分，

國內外以併購類型與併購績效之關聯性為主題的研究較少。有學者認為，企業

進行跨國併購後，能取得不同的資源、技術、獲得更大的市場、克服政府政策

限制，以及分散風險（孫梅瑞、陳隆麒，2002），同時能減少建立新市場的成

本（Pfaffermayr， 1999；Caves，1996），故跨國併購後的績效優於國內併

購；但亦有學者認為，由於主併公司與目標公司不同文化背景的關係，造成整

合上的困難，使跨國併購的效益不佳。以下將依不同衡量指標，分為三個部分

來介紹： 

(1) 以股東報酬為衡量指標 

關於併購類型與併購績效關聯性之研究，大部分是以主併公司為研究對

象、以對股東報酬的影響為衡量指標，而且除了Conn et al.（2001）以跨國和國

內併購後三年之報酬，進行併購後的長期績效比較研究，指出國內併購報酬為

負，跨國併購報酬則為正外，其他研究都是以併購宣告日股價來衡量績效。

Doukas and Travlos（1988）針對美國主併公司進行研究，發現跨國併購對股東

財富並無影響，但若目標公司與主併公司屬於不同產業，或是主併公司能藉由

併購行為進入一個新市場，則會為股東帶來超額報酬。其中Fatemi and Furtado

（1988）、Markides and Ittner（1994）、Datta and Puia（1995）也都是以美國主

併公司為樣本，研究跨國併購是否會為股東帶來異常報酬。Fatemi and Furtado

（1988）和Markides and Ittner（1994）的實證結果皆指出跨國併購會為股東帶

來正的異常報酬，但不顯著；而Datta and Puia（1995）的結果則為負的異常報

酬。其他以非美國主併公司為研究對象的有：Kang（1993）發現日本主併公司

於跨國併購後，會為股東帶來正的異常報酬。Corhay and Rad（2000）則認為跨

國併購並沒有為荷蘭主併公司的股東增加財富。Chatterjee and Aw（2000）及

Eckbo and Thorburn（2000）分別以英國及加拿大公司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跨

國併購後的績效優於國內併購後。Eun et al.（1996）和Cakici et al.（1996）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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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不同國家的主併公司於跨國併購後對股東報酬影響為何。結果Eun et al.

（1996）發現日本主併公司的股東報酬最高，其次為加拿大，英國則為負，而

Cakici et al.則發現日本、澳洲、英國和荷蘭主併公司的股東報酬皆為正。近期

Moeller and Schlingemann（2005）的研究發現，跨國併購後的宣告股價相較於

國內併購低，並且隨著產業特性的不同與併購其他公司數量的增加，股價報酬

甚至呈現負向成長。Moeller and Schlingemann（2005）另外也發現，主併公司

報酬與目標公司所在地的法律制度是否保障投資人權益有正向關係，與經濟活

動限制則有負向關係。而Gregory and McCorriston（2005）則發現，短期績效並

不因為是否為跨國併購而有差異，反而是受匯率及主併公司所在地稅制的影

響。就長期而言，國內併購後的長期績效並無顯著提升，但跨國併購後則帶來

正向報酬。 

國內葉秋美（1993）、顏錫銘、彭一正（1993）和陳匯中（1995）皆以股

價異常報酬為衡量標準，以上四位皆發現跨國併購在宣告日當天有顯著正的異

常報酬，表示跨國併購會為股東帶來正向財富。葉秋美（1993）並指出跨國併

購的異常報酬明顯大於國內併購；但謝惠貞（1997）的研究結果則與上述相

反，整體而言，國內併購績效大於跨國併購績效。而陳匯中（1995）則表示兩

者的差異並不顯著。 

其他少部分以目標公司為研究對象的學者，例如 Conn and Connel 

（1990）、Shaked, Michel and McClain（1991）與 Harris and Ravenscraft

（1991）。Conn and Connel （1990）的研究結果顯示，跨國併購後目標公司在

併購宣告當月有顯著異常報酬。Shaked, Michel and McClain（1991）則指出，

在併購宣告前二個月，被外國企業所併購的公司與本國企業所併購公司，在股

東報酬上並無不同，但在併購宣告前後七日內，被外國企業併購的公司在股東

報酬上比被本國企業所併購的公司還高。Harris and Ravenscraft（1991）也發現

跨國併購的目標公司股東較國內併購的目標公司股東有較多的報酬。 

(2) 以財務指標為衡量指標 

前面有提到，國外學者多以股東報酬為衡量指標，因此以下將只介紹國內

文獻，但國內探討併購類型與併購績效關聯性研究者並不多。例如：方仕豪

（1999）則只針對台灣進行跨國併購前後進行差異檢定，結果指出，併購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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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營績效率及獲利能力有明顯下降情況。但顏銘志（2000）則認為跨國併購

可增加上市企業的市場附加價值。而孫梅瑞、陳隆麒（2002）則認為目標公司

所在地與併購績效無顯著關連性。 

(3) 以效率及生產力為衡量指標 

以效率及生產力比較不同併購類型績效的研究很少，都是以目標公司為研

究對象。Piscitello and Rabbiosi（2003）及Arnold and Smarzynska（2005）分別

發現，跨國併購改善了在義大利及印度尼西亞的目標公司生產力，但Harris and 

Robinson（2002）的研究結果卻顯示，部分原本高生產力的製造商，在被外資

併購後，生產力反而下降。。Girma and G o&&rg（2002）則針對英國不同產業的

跨國併購進行研究，發現電子業於併購後生產力下降，但食品業則上升。

Conyon et al.（2002）將國內併購與跨國併購後之目標公司進行生產力比較，並

指出跨國併購使得的勞動生產力提升，而國內併購後則下降，但並不顯著。

Bertrand and Zitouna（2005）則認為，無論是長期或短期，國內併購都沒有為目

標公司帶來利益，但有提升其生產力；而跨國併購則同時帶來利益與生產效率

的增加。 

三、 相對規模比與併購績效關連性研究之相關文獻 

雖然本研究並非探討相對規模比與併購績效之間的關係，但在DEA的規模

效率值中，可得知公司是否應該擴大或縮小規模，以達到最適規模及效率最佳

化，故這方面的文獻對本研究或許會有些幫助。所謂相對規模係指目標公司與

主併公司的資產規模比，大部分的學者皆同意相對規模對於併購後績效是有影

響的，以下為相關文獻整理。 

Asquith, Bruner and Mullin（1983）認為，若目標公司相對於主併公司的規

模越大，則主併公司因併購宣告所產生的超額報酬越大，越能為主併公司股東

帶來財富。其主要的原因在於，因為目標公司的規模越大，併購後所引發的增

值效果對主併公司的影響會較為顯著；而當目標公司的規模越小，或相對於主

併公司越小時，其被併購後對主併公司的影響越不容易由資本市場上反應出

來。Frank, Harris and Timan（1991）亦表示目標公司規模相對越大，併購後主

併公司的績效受到所收購資產的影響越顯著。國內張紹基、楊勝淵（2000）的

實證結果則顯示，主併公司規模越大，對目標公司所能提供的改善力量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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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更有效減少其中所需整合成本。但Beatty（1994）的研究則指出，選擇的

目標公司規模越小，未來營運成功的機會將越大。Agrawal, Jaffe and Mandelker

（1992）則無法針對規模比對併購的影響，做出絕對的結論。 

Kitching（1967）、Salter and Weinhold（1978）提出併購後能產生綜效的

方式之ㄧ，就是雙方規模要達成均衡。Kusewitt（1985）之實證結果顯示，併

購雙方之相對規模是影響併購後長期財務績效之重要因素之一，如果相對規模

處於適度均衡之情況下，將會產生較佳之併購綜效。李世豪（1998）也同意

Kusewitt（1985）的看法，認為相對規模在一適當程度時，若使控制併購活動

所產生之風險，同時公司管理當局所投入之注意力亦符合成本效益時，較有可

能提高經營績效改善之程度，而產生併購綜效。 

 綜合上述文獻發現，併購是否產生績效，國內外實證結果並非一致，至於

跨國併購是否會增加經營績效，雖然理論上認為跨國併購能取得新的技術與資

源，較易產生併購效益，但國內外實證結果，在不同產業、規模、股票報酬、

期間長短或營績效上也相當分歧，因此，本研究在探討跨國併購是否能產生經

營績效，將進一步控制公司規模、產業別、主併公司營運特性、併購標的大小

及總體經濟發展來探討跨國併購與非跨國併購之對主併公司之經營績效的影

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