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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假說之推導，第二節為樣本選取標準及資料

來源之說明，第三節為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介紹，第四節為研究變數的定義

與衡量。 

第一節 研究假說 

本研究主題為併購前後效率之比較及併購類型與併購效率之間的關係。但

在比較差異之前，必須先探討究竟併購活動是否會影響組織效率。故本研究欲

先探討在不區分併購類型時，其併購前後效率是否有差異，之後再進ㄧ步區分

國內併購與跨國併購，探討在不同併購類型下之併購前後效率是否有所不同，

並提出下列假說：  

假說 1：主併公司於併購前後五年效率有顯著差異。 

假說 1-1：主併公司於國內併購前後五年效率有顯著差異。 

假說 1-2：主併公司於跨國併購前後五年效率有顯著差異。 

2004 年中國大陸聯想公司併購美國 IBM 個人電腦部門、2005 年我國明基

電通公司併購德國西門子手機部門，皆引起國際極大重視，同時也表示，國內

企業希望透過併購國際大型企業或其部門，來達到建立國際品牌及擴大營運規

模的功效。但同樣是跨國併購，前者併購成效顯而易見，後者卻認賠出場。儘

管跨國併購的成效不一，但全球企業仍趨之若鶩。部分研究結果顯示，企業跨

國併購初期，常因人事或文化衝突等內部整合問題，所以無法在短期內達到預

期的綜效，甚至導致經營效率的降低，通常需經一段期間整合後，併購效益才

會逐漸顯現（Harris and Robinson，2002）；亦有研究指出，國內併購後的營運

效率，相較於跨國併購後低（Moeller and Schlingemann，2005），因此，本研究

欲再針對此問題提出探討，並提出下列假說： 

假說 2：主併公司於國內併購後五年與跨國併購後五年效率有顯著差異。 

由於假說 2 僅探討不同併購類型於併購後之效率是否有差異，並未考慮併

購前的效率是否原本就有差異，故本研究再提出下列假說，以輔助假說 2 之進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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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說 2-1：主併公司於國內併購前與跨國併購前效率有顯著差異。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研究跨國併購後之績效是否有別於國內併購前後與跨

國併購前，但上述各項假說並未同時考慮併購前後與併購類型兩項因素，故本

研究提出以下假說，以探討主併公司於跨國併購後之績效與國內併購前後及跨

國併購前是否有差異： 

假說 3：併購前後與併購類型之交乘項有顯著差異。 

上述各項假說中，又以假說 3 為本研究之主要探討內容。其餘假說則為探

討假說 3 之基礎。  

 

第二節 研究樣本與資料來源 

以下將說明本研究樣本之選取標準以及資料蒐集之來源與出處。 

一、研究樣本 

我國於民國 91 年開始實施「企業併購法」，為避免樣本受到「企業併購

法」實施之影響，本研究之樣本選取期間為民國 81 年至民國 90 年間，曾發生

併購事件之公司，共計 53 家，取其併購前後五年之財務資料進行分析。樣本選

取限制如下： 

1. 主併公司必須為可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中取得相關資訊之台灣上市（櫃）公 

司。 

2. 曾於民國 81 年至民國 90 年之經濟日報、工商時報、中央日報、中國時報、

聯合報等五大報中，刊載「併購、購併、收購」消息之公司。 

3. 可取得併購當年度及併購前後五年度之完整財務資料者。 

4. 主併公司於併購事件發生之前後五年間，僅從事單一併購活動者。 

5. 併購之性質必須是吸收合併、資產收購或股權收購，不列入創設合併，以確

保併購公司財務資料之完整性取得。 

6. 排除金融業等性質特殊之產業。 

根據以上限制所選出之樣本，可按併購類型區分為：國內併購 30 筆，跨國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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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筆，共計 53 筆。 

二、 資料來源 

本研究所使用之資料來源如下： 

1. 樣本來源為運用「即時報紙標題索引」，搜尋於民國81年至民國90年之「經

濟日報、工商時報、中央日報、中國時報、聯合報」等五大報中，曾刊載併

購消息之公司。 

2. 樣本公司之基本財務資料係直接取自於「台灣經濟新報社資料庫」中之母公

司財務資料。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資料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 DEA）、科莫果夫-

史密諾夫兩樣本檢定（Kolmogorov-Smirnov two-sample test）、威爾卡克森兩樣

本檢定（Wilcoxon two-sample test）、多變量分析（ANOVA）及Tobit 迴歸分

析為研究方法。茲將各種方法簡述如下： 

一、 資料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 DEA） 

探討績效的方法相當多，而學術界最常用的三種方法，一為財務比率分析

法（financial ratio analysis），二為參數分析法（parametric approach），三為非

參數分析法（non-parametric approach）。由於財務比率屬於落後指標，而我們

又無法得知母體真實情況，故無法採用參數分析法。為避免上述缺點，再加上

DEA具有下列幾項特性： 

1. 不需設定投入與產出函數關係 

2. 不受大樣本的限制 

3. 可同時衡量多重產出與投入項 

4. DEA 效率值為一相對效率指標，可了解決策單位資源使用的狀況，提供管

理者決策時之參考 

5. 可提供相對無效率的單位產出不足或是投入過多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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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選擇採用屬於非參數分析法的資料包絡分析法，作為效率分析之工

具。 

有關效率衡量的討論，最早源自Farrell（1957）利用線性規劃（ linear 

programming）的技巧求出效率前緣（efficiency frontier），並將總效率分為兩

部分，一為以實質觀察值與此效率邊界的相對位置關係所求出的技術效率

（ technical efficiency），二為考慮投入要素與價格比所測得的配置效率

（allocative efficiency）。而總效率（overall technical efficiency）為技術效率及

配置效率的乘積。後來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 三位學者（1978）依據

Farrell之效率衡量觀念，推廣至多元投入與多元產出，建立了一般化之數學模

式，並定名為資料包落分析法（DEA）。 

所謂DEA是利用包絡線的技術來衡量效率和生產力的一種模型，並藉由線

性規劃的方式轉換成生產函數的型態。包絡線在經濟學上的意義是指所有最有

利的解所組成的邊界曲線，亦稱效率邊界。DEA模型利用包絡線的觀念將所有

決策單位（decision making unit；以下簡稱DMU）之投入項與產出項投射至幾

何空間中，尋找出最大產出或最低投入的DMU，且依各DMU與包絡線之距離

判斷其相對效率程度。凡是落在邊界上的DMU，表示其投入與產出組合是有效

率的，DEA的效率值為1；若是落在邊界外的DMU，則表示其投入與產出組合

是無效率的，其DEA效率值將介於0與1之間。由於DEA求得的效率值是經由相

對比較所得來的，故除了能衡量各DMU的效率值外，還能計算出各DMU應如

何調整其投入與產出值，以達更高效率的營運狀態。 

一般來說，DEA基本模型可分為CCR模型及BCC模型。以下將分別介紹

這兩種模型。 

1. CCR模型 （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 Model） 

前已提及，所謂的 CCR 模型，即為 Charnes et al.（1978）提出一種衡量 DMU
對多元投入和多元產出的效率指標模型。CCR 模型又可分為投入導向（Input 
Orientation）及產出導向（Output Orientation）。投入導向是由投入面作為考

量，評估在固定產出下，被衡量樣本之投入是否有效率；產出導向 則 由產出面作

為考量，評估在固定投入下，被衡量樣本之產出是否有效率，求算最大產出

量為何。對於 DMU 來說，效率的衡量可由下列各式求解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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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CR模型評估 DEA的效率值時，皆假設各 DMU的生產技術具有固定規模

報酬（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以下簡稱 CRS），之後再在找出結合各項產出與

投入的權數ur 與v ii ，將上述（3.1）式轉換為線性規劃式，並設定投入項加權值

為1，以求得產出加權極大值，此即為投入面的CCR模型。其轉化為線性規劃式

後的型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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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CC模型（Banker, Charnes and Cooper Model） 

BCC模型是 Banker, Charnes and Cooper 在 1984年提出，該模型為 CCR模型

之擴充，將CCR模型固定規模報酬的假設延伸到非固定規模報酬（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的假定，進一步將技術效率分解為純粹技術效率（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與規模效率（scale efficiency）之模型，以進一步衡量變動規模下的

效率值。本研究採用BBC模型進行併購績效之分析。 

 

圖 3.1 CCR 模式與 BCC 模式之關係 

二、 科莫果夫-史密諾夫兩樣本檢定(Kolmogorov-Smirnov two-sample test) 、威   

    爾卡克森兩樣本檢定(Wilcoxon two -sample test)與變異數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 

 由於本研究衡量出的 DEA 效率值大部分趨近於 1，而非常態的分配於 0 與

1 之間，故本研究採用無母數檢定。Kolmogorov-Smirnov 兩樣本檢定用來檢定

兩個樣本群的機率分配程度是否相同，Wilcoxon 兩樣本檢定則是用來檢定兩個

樣本群的中位數是否相等，而 ANOVA 通常被使用在檢定兩個以上母體的平均

數與變異數是否有顯著差異。本研究採用以上三種方法進行單變項檢定。 

BCC

CCR

Input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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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Tobit 迴歸分析 

在迴歸模型中，在應變數發生截斷，致其數值均介於某些範圍中的情況下，

若利用傳統的最小平方法（OLS）來進行迴歸估計，將會造成誤差項的平均數不

等於零，同時將使參數估計值產生偏差（Biased）與不一致（Inconsistent）的現

象。為了避免此偏誤，Tobin 在 1958 年提出了修正的截斷迴歸模型（censored 

regression model; Tobit model）。由於由 DEA 估計而得之各項效率值均介於 0 與

1 之間，所以本研究採用 Tobit 迴歸來找出變數與效率值之間的關係，以作為改

善併購後績效的根據。 

 

圖 3.2 本研究選用之研究方法彙整 

 

第四節 研究變數定義衡量 

一、 DEA之投入產出項目 

使用DEA最重要的步驟為投入與產出項目之選取，因為不同的變數可能會導

致不同的結果，故選擇適當的投入與產出變數為評估績效的重要步驟。以下將說

明各變數之選取與衡量。 

選取適當決策單位 

決定投入與產出項目

選取適當之 DEA 模型 

利用 DEA 之效率值進行相關分析 

敏感性分析 效率分析 單變項檢定 Tobit 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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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DEA 投入產出項目說明表 

變數 產出/投入 定義 

SR 產出 全年銷貨收入淨額 

PM 產出 純益率 

WAGE 投入 全年薪資費用（含銷管） 

WC 投入 營運資金 

FA 投入 全年平均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淨額 

詳細說明如下： 

1. 全年銷貨收入淨額（SR） 

銷貨收入淨額代表公司主要營業收入，通常與經營效率呈現正向關係，銷貨

收入淨額高表示公司主要業務經營良好，為衡量公司績效最直接又簡單的方式。

因此本研究以此做為產出項目之ㄧ。 

2. 純益率（PM） 

由於銷貨收入淨額為一絕對的數值，故本研究另選一個相對數值概念的產出

項目，來衡量公司績效。由於純益率另考慮了成本費用的概念，為公司營運效能

之代表之ㄧ，因此本研究以此做為另一個產出項目。其計算方式如下： 

純益率＝稅後淨利÷營業收入淨額×100 

3. 全年薪資費用（WAGE） 

在經濟學中的生產投入要素之ㄧ就是勞動，本研究在這方面選取的變數是

「全年薪資費用」，由於薪資費用為公司投入勞動多寡的指標之ㄧ，因此本研究

以此作為投入項目之ㄧ，用來衡量主併公司於勞動方面的投入。包括直接、間接

人工及銷管費用，不包括員工分紅費用。 

4. 營運資金（WC） 

在經濟學中另一生產投入要素為資本，本研究在這方面選取的變數為「營運

資金」。由於營運資金代表公司短期內可供營運週轉用之資金，亦顯示對短期債

權人保障程度及企業用來吸收非現金資產變現損失的安全邊際。營運資金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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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企業的資金越充裕，償債能力越佳。故本研究以此作為投入項目之ㄧ。其計

算方式如下： 

營運資金＝流動資產－流動負債 

5. 全年平均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淨額（FA） 

本研究在資本方面選取的另一變數為「固定資產淨額」。由於固定資產為公

司資本投入的指標之ㄧ，因此本研究以其作為投入項目。但為避免年度中變動劇

烈，因此本研究採用全年平均淨額以求平穩化。 

假說1之目的為驗證併購前後之效率是否有差異。為驗證本研究第1項假說，

本研究之虛無假說如下： 

BEFF ＝ AEFF  （3.3）

EFF代表效率值。 BEFF ：併購前效率值； AEFF 併購後效率值。 

假說1-1之目的為驗證國內併購前後之效率是否有差異。為驗證本研究第1-1

項假說，本研究之虛無假說如下： 

D
BEFF ＝ D

AEFF  （3.4）

EFF代表效率值。
D

BEFF ：國內併購前效率值；
D

AEFF 國內併購後效率值。 

假說1-2之目的為驗證跨國併購併購前後之效率是否有差異。為驗證本研究

第1-2項假說，本研究之虛無假說如下： 

F
BEFF ＝ F

AEFF  （3.5）

EFF代表效率值。
F

BEFF ：跨國併購前效率值；
F

AEFF 跨國併購後效率值。 

假說2之目的為驗證不同併購類型於併購後之效率是否有差異。為驗證本研

究第2項假說，本研究之虛無假說如下：          

D
AEFF ＝ F

AEFF      （3.6）

EFF代表效率值。
D

AEFF ：國內併購後效率值；
F

AEFF 跨國併購後效率值。 

假說2-1之目的為驗證不同併購類型於併購前之效率是否有差異。為驗證本

研究第2-1項假說，本研究之虛無假說如下：          

D
BEFF ＝ F

BEFF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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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代表效率值。
D

BEFF ：國內併購前效率值；
F

BEFF 跨國併購前效率值。 

由於上述模型皆為單變項檢定，並未控制其他變數，因此本研究針對上述模

型發展出下列迴歸模型，並用同樣的模型對假說3進行檢驗，檢定併購前後與併

購類型之交乘項是否有差異。迴歸模型如下： 

EFFi＝β0＋β1 BA＋β2 KIND＋β3 BA×KIND＋β4 LEVEL  

＋β5 lnSIZE＋β6 INDUSTRY＋β7 COST＋β8 DTA 

＋β9 CASH＋β10 TA_RATE＋β11 PF_GROWTH 

＋β12 GDP＋ε                                      （3.8）  

EFFi：i＝1為整體技術效率（EFF_all）、i＝2為純技術效率（EFF_pure）、 

      i＝3為規模效率（EFF_scale） 

BA：併購前後之虛擬變數。1＝併購後；0＝併購前 

KIND：併購類型之虛擬變數。1＝跨國併購； 0＝國內併購  

LEVEL：併購標的之虛擬變數。1＝併購全體；0＝併購部門 

lnSIZE：主併公司規模 

INDUSTRY：產業別之虛擬變數。1＝同業併購；0＝異業併購 

COST：營業費用率 

DTA：負債比率 

CASH：現金流量比率 

TA_RATE：總資產報酬率 

PF_GROWTH：營收成長率 

GDP：國民生產毛額成長率 

二、Tobit迴歸分析之研究變數 

1. 效率指標（EFFt） 

本研究在此以效率指標作為迴歸模型之應變數，並將效率指標分成整體技術

效率、純技術效率與規模效率三種，用以分別測試併購前後與在不同併購類型

下，其效率是否有顯著差異。其計算方式，為運用前述資料包絡分析法之投入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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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項目加以求算而得。為求之後敘述方便，本研究將整體技術效率、純技術效率

與規模效率分別定義為EFF_all、EFF_pure、EFF_scale。 

2. 併購前後之虛擬變數（BA） 

由於假說1、1-1、1-2探討的是併購前後之效率是否有顯著差異，因此本研

究在此以併購前後之虛擬變數作為迴歸模型之自變數之ㄧ。以1代表併購後；0代

表併購前。 

3. 併購類型之虛擬變數（KIND） 

由於假說2與2-1探討的是不同併購類型於併購前後之效率是否有顯著差異，

因此本研究依目標公司所在地分為跨國併購與國內併購兩類，以併購類型之虛擬

變數作為迴歸模型之自變數之ㄧ。以1代表跨國併購；0代表國內併購。 

4. 併購標的之虛擬變數（LEVEL） 

由於併購目標公司整體或部門，所取得的資源與技術的多寡不同，對於併購

效率也許會有影響，因此本研究在此以其作為迴歸模型之控制變數之ㄧ。以1代

表併購整體；0代表併購部門。其中部門系指目標公司某ㄧ部門或廠房。 

5. 主併公司規模（lnSIZE） 

由於主併公司規模大小表示擁有資源之多寡與管理階層經營能力之強弱，這

些也許都會對併購後之績效有所影響，因此本研究在此以其作為迴歸模型之控制

變數之ㄧ，以資產總額代表主併公司規模。 

6. 產業別之虛擬變數（INDUSTRY） 

目標公司之產業是否與主併公司相同對併購績效也許會有影響，因此本研究

將樣本公司依台灣經濟新報社資料庫（TEJ）產業分類為準，定義主併與目標公

司所屬之產業，並以分類的前兩碼做為判斷產業相關程度之標準，以併購標的產

業別之虛擬變數作為控制變數之ㄧ。以1代表同業併購；0代表異業併購。 

7. 營業費用率（COST） 

營業費用率為衡量營運綜效的指標之ㄧ，用以評估企業控制營業費用的情

形。當企業營業費用率越低，代表企業可以使用越少的成本創造營業收入。若併

購後主併公司的營業費用率小於併購前之營業費用率，則表示併購活動帶來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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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效。但由於此非本研究之範疇，故以此作為控制變數之一。其計算方式如下： 

營業費用率＝營業費用÷營業收入淨額×100 

8. 負債比率（DTA） 

負債比率為衡量財務綜效的指標之ㄧ，主要在評估債權人提供之資金佔企業

資金比率的大小。負債比率越高代表公司資金由債權人提供之部分越大，即企業

向外籌募資金能力就越高。若併購後主併公司的負債比率大於併購前之負債比

率，則表示併購活動會為主併公司帶來財務綜效。但由於此非本研究之範疇，故

以此作為控制變數之一。其計算方式如下：  

負債比率＝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9. 現金流量比率（CASH） 

現金流量比率為衡量財務綜效的指標之ㄧ，表示企業每年度現金流量償還流

動負債的能力，現金流量比率越高，代表企業支付債務能力越強。若併購後主併

公司的營業現金流量大於併購前之現金流量比率，則表示併購活動為主併公司帶

來財務綜效。但由於此非本研究之範疇，故以此作為控制變數之一。其計算方式

如下： 

現金流量比率＝來自營業現金流量÷流動負債×100 

10. 總資產週轉率（TA_RATE） 

總資產週轉率為衡量市場綜效的指標之ㄧ，用來評估營業收入與各項營運資

產之間是否保持著合理的關係。當總資產週轉率越高，表示企業運用各項資產的

效率越高、獲利能力越好。若併購後主併公司的總資產週轉率大於併購前之總資

產週轉率，則表示併購活動為主併公司帶來市場綜效。但由於此非本研究之範

疇，故以此作為控制變數之一。其計算方式如下： 

總資產週轉率＝營業收入淨額÷平均資產總額×100 

11. 營收成長率（PF_GROWTH） 

營收成長率為衡量市場綜效的指標之ㄧ，營收是市場變化及市場占有率的綜

合結果，成長率通常代表產品市場正蓬勃發展或公司的市場占有率持續擴張，營

收成長率越高，表示企業擴展市場的速度越快。若併購後主併公司的營收成長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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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併購前之營收成長率，則表示併購活動為主併公司帶來市場綜效。但由於此

非本研究之範疇，故以此作為控制變數之一。其計算方式如下： 

營收成長率＝（今年營收淨額－去年營收淨額）÷去年營收淨額×100 

12. 國民生產毛額（GDP） 

由於總體經濟好壞也會影響到併購績效，而其代表指標之ㄧ便是國民生產毛

額，因此本研究以其作為控制變數之一。 

由於本研究期間為20年，期間較長，為避免研究結果受到物價波動影響，以

民國90年消費者物價指數（CPI）為基期，將上述各項財務數值加以平準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