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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收購者選擇以股票為支付方式進行併購時，為避免股價波動過大影響被收

購者被併購之意願，可能納入 Collar條款降低股價波動對被收購者所獲對價之影

響，以促成併購交易。過去僅少數文獻討論納入 Collar條款與併購宣告日短期異

常報酬之關聯性，且未有文獻探討該條款對併購後長期績效之影響。本研究以

1992-2015年之美國併購案進行分析，探討企業併購時納入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

長期績效之關聯性，實證結果顯示相對於無納入 Collar條款之併購案，納入 Collar

條款之併購案之併購後長期績效較佳，證實 Collar條款能兼顧不同支付方式的優

點，可供未來併購實務做為參考。 

關鍵詞：Collar條款、併購效益、支付方式、企業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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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ar agreements are merger bids using stock as a method of payment that specify 

a range within which the bidder’s stock price can fluctuate. Using collar agreements, 

the bidder undertakes the risk of fluctuations in its stock pric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ransactions. Using a sample of U.S. merger deals between 

1992 and 2015,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llar agreements and long-

run post-merger performance. Evidence shows that merger bids with the inclusion of 

collar agreements,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payment methods without collar 

agreements, a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eturn on assets in the post-merger period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ollar agreements can mitigate detriment generated by using cash 

or stocks as a method of payment. 

Keywords: Collar agreement; post-merger performance; method of payment;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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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企業併購係指企業透過合併、收購另一企業以擴大自身規模或是達到多角化

經營之目的並產生併購後的綜合效益，其管道可能為改善經營績效(Houston, 

James, and Ryngaert, 2001；Heron and Lie, 2002)、擴大規模並增加市場影響力(Kim 

and Singal, 1993；Sapienza, 2002)或是獲取相關稅務利益(Ruback and Jensen, 1983；

Hayn, 1989)。雖然 Devos, Kadapakkam, and Krishnamurthy (2009)實證後發現，企

業獲取併購後綜合效益最主要的方式在於改善經營績效而非其餘二者，但仍不可

否認，企業決定是否併購時可能考量各種併購效益。 

企業併購有別於一般的金融工具投資，其交易金額大、契約標的複雜，因而

有較大的投資風險，是以企業進行併購前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評估與交涉，使得併

購宣告日至實際併購完成日之間往往有數月至數年不等的期間。企業評估投資標

的時，除了考量併購後能獲得的綜合效益外，亦須決定合理的交易價格，避免支

付過高的交易金額，損及併購之整體利益。基於市場存在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被收購者可能握有未公開的內部資訊，使收購者更難評估其價值，

此時收購者可能選擇不同支付方式降低溢付併購對價的風險，但不同支付方式各

有利弊，因此，收購者將評估自身與被收購者的個別情況以及資訊不對稱的嚴重

程度，並衡量不同支付方式可能產生的影響，最終決定以現金、股票或是現金與

股票混合的方式支付併購對價。當被收購者存有嚴重的資訊不對稱情況時，收購

者較可能以股票為支付方式，與被收購者分攤併購風險(Hansen, 1987)。然Myers 

and Majluf (1984)指出當收購者認為自身股票價值被低估時，傾向使用現金支付；

反之，則傾向使用股票來支付。如此將使市場投資者認為，當收購者以現金為支

付工具時，代表收購者公司價值並未被高估，但若以股票支付併購對價，則代表

收購者公司價值可能被高估，進而影響收購者之股價。另外，雖以現金支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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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付併購對價，但可以避免現有經營者的股權遭稀釋，Amihud, Lev, and Travlos 

(1990)實證結果指出當企業控制權益越高時，越不傾向使用股票進行投資；Martin 

(1996)亦指出當企業持有的股數介於 5%至 25%之間時，收購者較不可能以股票

為支付方式。再者，依據Myers (1984)提出的啄食順序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

企業使用內部資金與借款資金的成本較發行股票籌措資金低，因此若收購者擁有

較多的閒置資金或是有能力發行債券籌措資金，應更有可能以現金支付併購對價，

避免支出較多的資金成本。 

由上述內容可知，企業併購之目的在享受併購後產生的綜合績效，但礙於企

業併購之風險較高，若企業做成錯誤的投資決策，將嚴重損及併購效益，甚至造

成龐大損失，因此企業除了選擇投資標的外，最後以何種方式付款也是一項重要

決策。過去文獻顯示，當收購者宣告以現金為支付方式時，收購者會有短期、正

的異常報酬；若宣告以股票為支付方式，則會有短期、顯著為負的異常報酬

(Travlos, 1987；Officer, 2004)。有學者認為，企業併購之效益可能無法於短時間

顯現，因此亦須觀察不同支付方式對併購完成後長期績效之影響，Loughran and 

Vijh (1997)觀察不同支付方式下，併購後五年的績效表現，發現若以股票為支付

之善意併購，平均將賺取負 25%的異常報酬；若以現金支付且形式為公開收購者，

平均可賺取 61.7%的異常報酬，至於以現金支付的善意併購或其他併購案，則平

均賺取負 4.9%或負 14.3%之異常報酬。Moeller, Schlingemann, and Stulz (2004)主

要觀察公司規模大小對併購後績效的影響，但也計算出不同支付方式下三年的長

期績效表現，顯示以現金或股票支付都呈現正的異常報酬，不過皆不顯著。 

除了以支付方式為劃分，觀察宣告後短期績效之影響或併購後長期績效之影

響外，Officer (2004)發現在以股票為支付方式的併購案中，約有 20%的交易案納

入了「Collar」條款1，並發現企業併購之宣告日後的短期績效會因為支付方式的

                                                        
1 所謂「Collar」條款係指當企業選擇以股票支付併購對價時，為避免股價波動過大影響併購結

果，與被收購者協議，當併購完成日前收購者股價低於(或超過)固定價格時，收購者將調整給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008

3 

 

彈性而受影響，若彈性越低(如全部以現金支付，彈性為零)，宣告日後之短期績

效越高；相反的，彈性越高(如全部以股票支付，彈性為一)，則宣告日後之短期

績效越低。當企業於併購案中納入 Collar條款時，將降低支付方式的彈性，使宣

告日後之短期績效增加。 

鑒於收購者宣告以股票為支付工具時可能代表其股價已被高估(Myers and 

Majluf, 1984)，使市場投資者出售投資，導致收購者股價下跌，此時若股價波動

過大，被收購者便可能要求重新商談交易價格或支付內容，使雙方花費更多額外

費用，因此若收購者於交易條件納入 Collar條款，應能降低股價波動造成重新談

判的可能性，減少衍生額外談判費用。同時可能意謂收購者作為資訊優勢之一方

亦確信自身股價並未被高估，否則很有可能觸發 Collar條款，使其必須支付非原

先期望的金額或股票數量，是以收購者使用股票作為支付方式應是基於其他理由

(如被收購者的資訊不對稱)，並希望能促成併購案件，獲取併購後的綜合效益。

由此觀點，應能合理推論，當企業選擇以股票為支付方式進行併購並納入 Collar

條款時，該併購案應能擷取以現金或股票支付之優點，避免以股票或現金支付時

產生的損害，並享有併購產生的綜合效益，因此納入 Collar條款之併購案件應能

產生最大的併購後績效。雖過去文獻中，Officer (2004)計算出納入 Collar條款的

收購者宣告日後短期異常報酬介於以現金或以股票為支付方式者之間，進而得出

短期異常報酬隨支付方式之彈性越高而減少。Fuller (2003)也透過實證發現納入

Collar條款將使收購者獲取負的短期異常報酬，且該異常報酬介於以現金或以股

票為支付方式者之間，而被收購者則可獲取正的短期異常報酬。對此結果的合理

解釋是，於宣告發布日，企業發放股票作為支付方式對市場而言所隱含的負面訊

息，即便於併購條件中納入 Collar條款也未能完全消除市場投資人對該負面訊息

所抱持之疑慮，但納入 Collar條款確實能減輕以股價為支付方式對股價造成的負

                                                        
的併購金額或股票數量，穩定併購對價之價值，以促成併購交易。對於 Collar條款之詳細描述，

請見第貳章文獻回顧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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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響。另外，過去文獻僅探討不同支付方式對併購長短期績效之影響，以及納

入 Collar條款對宣告發布日短期異常報酬之影響，並未討論納入 Collar條款與併

購完成日後長期績效之關聯性，因此基於上述於併購案中納入 Collar條款對企業

未來效益之推論，本研究將探討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長期績效

之關聯性。 

第二節 研究問題 

為瞭解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長期績效之關聯性，本研究分成兩個階段探討： 

首先，Officer (2004)指出企業於支付方式中納入 Collar條款的主要原因在於

解決資訊不對稱以及避免後續重新談判交易條件。當整體市場不穩定，或是收購

者本身擁有較嚴重的資訊不對稱之情況，使得收購者股價波動較大時，若收購者

選擇以股票作為交易對價的支付方式，被收購者對於交易對價之價值便產生疑慮。

此時若於併購條件中納入 Collar條款，能減少被收購者承擔收購者股價波動之風

險，進而增加併購成功的可能性，使企業享有併購後的綜合效益。然併購之綜合

效益可能無法於短時間內顯現，因此希望透過本研究探討當企業選擇以股票為支

付方式進行併購時，納入 Collar條款對併購後的長期績效表現之影響。 

其次，Hansen (1987)指出當被收購者存在較嚴重的資訊不對稱情況時，收購

者越可能選擇以股票作為支付方式，避免溢付併購對價；又 Myers and Majluf 

(1984)指出當企業認為自身股價被高估時，越可能透過股票作為支付方式，因而

對市場投資者產生信號效應(signaling effect)，使收購者股價下跌。此時，於併購

案中納入 Collar條款不但能減少股價波動導致交易破局的可能性，且代表收購者

將承擔交易對價的變動風險，可能隱含其對自身股票價值有一定確信，相信不會

觸發 Collar條款，對於使用股票作為支付方式的目的則在避免溢付併購對價，並

享受完整的併購後綜合效益。退萬步言，即便於納入 Collar條款的併購案中，收

購者亦認為自身股價有被高估的情況，亦代表收購者認為此項併購所能獲得的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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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益或須承擔之被收購者資訊不對稱的風險大於觸發 Collar 條款需額外負擔

的成本。是以，納入 Collar條款不僅能解決全部以股票作為支付方式可能產生的

負面影響，也能避免全部以現金支付時溢付交易對價之風險。過去文獻僅討論於

併購案件中納入 Collar條款對宣告日短期異常報酬之影響，並未討論納入 Collar

條款與併購完成日後長期績效之關聯性，因此，透過本研究可以了解企業併購時，

納入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長期績效表現之關聯性。 

第三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之主要貢獻有兩點： 

首先，過去文獻主要討論不同支付方式(現金、股票或混合)對宣告日後短期

績效(Travlos, 1987)或是併購後長期績效之影響(Loughran and Vijh, 1997；Moeller 

et al., 2004)。Officer (2004)則在探討企業納入 Collar條款的原因時，也針對以現

金、股票與納入 Collar條款之併購案件的宣告日後短期異常報酬進行統計。惟並

未有學者對於納入 Collar條款對併購後長期績效進行討論者，因此本研究可補足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長期績效關聯性之不足。 

其次，Officer (2004)以 1991-1999 年為樣本期間，討論於交易條款中納入

Collar的主要原因，本研究擴大其研究年度，以 1992-2015年為研究期間。相較

於先前的研究期間，美國整體經濟環境又經歷 2000 年的網路泡沫經濟、911 事

件、第六次企業併購潮2、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變化，企業併購的主要支付方式

也出現比例上的明顯差異，在 2000年以後以股票支付併購對價之案件大幅減少，

主要以現金支付者為大宗。因此本研究亦可了解在不同整體經濟變化下，於併購

案中納入 Collar條款對併購後長期績效之影響，提供市場投資人做為未來決策之

參考依據。  

                                                        
2Alexandridis, Mavrovitis, and Travlos (2012)指出第六次併購潮始於 2003年終至 2007年，此段期

間收購者股價高估的情況相對於被併購者較不嚴重，且併購交易以現金支付之比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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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分成五章，各章內容與說明分述如下： 

第壹章 緒論 

主要針對本論文之研究背景及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貢獻做介紹。 

第貳章 文獻探討 

此章將探討企業併購之目的與效益、不同支付方式對併購效益之影響及

Collar條款之意涵與目的，以作為後續本研究假說發展之依據。 

第參章 研究假說與設計 

建立研究假說，並說明選樣標準、資料來源、模型設計及變數定義。 

第肆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根據樣本資料進行橫斷面迴歸分析、敘述性統計、相關係數分析，並分析

迴歸結果，說明實證結果。 

第伍章 研究結論 

根據實證結果加以總結，並提出研究結論、研究限制以及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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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企業併購之目的與效益 

企業併購之目的在透過合併、收購另一企業以擴大自身規模或是達到多角化

經營，並產生併購後的綜合效益。Bradley, Desai, and Kim (1988)以 1963-1984年

間 236個成功的公開收購案件進行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公開收購成功將使宣告日

後的合併權益價值提升 7.4%，且此價值提升並非源於低估併購前對收購者或被

收購者權益價值。後續文獻分析併購後綜合效益的產生原因，主要來自下列三種

管道： 

一、 改善經營績效 

各企業之組織型態、營運管理模式不同，使不同公司間的經營狀況有所差異，

此時經營狀況較差的公司便會逐漸遭市場淘汰，或成為其他公司的併購目標。透

過併購，收購者將其較優異的營運管理模式重新配置被收購者的資源、減少不必

要的費用、改善被收購者的經營績效，或是整合收購者與被收購者的整體資源，

創造額外的綜合效益。Healy, Palepu, and Ruback (1992)研究 1979-1984年間的前

五十大大型併購案，發現併購後公司的營運現金流量報酬有顯著提升，揭示併購

後企業使用合併資產創造出更高的產能，另外也發現這個現象於類似產業的併購

案件中尤其明顯，表示當收購者與被收購者產業類似時，較能透過企業合併整合

重複資源、改善經營效率，並提升合併後產能。Houston et al. (2001)利用管理階

層預測(management forecast)研究 1985-1996年間 41個大型銀行併購案件是否產

生綜合效益，實證結果顯示，併購後銀行價值提升的主要原因來自於類似產業的

併購時，整併重複的營運單位所節省之成本，而非該併購能創造額外未來收益。

Heron and Lie (2002)擴大研究樣本，研究 1985-1997年間共 859個併購案，亦發

現併購後企業的營運表現顯著高於同產業未進行併購的公司，顯示企業併購有助

於提升經營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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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擴大規模並增加市場影響力 

當企業進行垂直或水平整合時，可擴大企業規模，不僅能享有規模經濟之利

益，也能降低市場競爭，提升市場影響力並增加產品競爭力。當企業的市場影響

力提升，便可向供應商壓低進貨成本，或是提高產品售價，增加企業利潤。然而，

若市場影響力過高可能形成寡佔或獨佔的問題，因而受到更嚴格的法規規範，譬

如美國的反托拉斯法即是由州政府與聯邦政府制定的相關法規集結而成，其目的

在避免企業共謀哄抬物價，或是透過企業併購大幅減少產業競爭，取得獨佔或寡

佔的優勢，使該產業失去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Kim and Singal (1993)研究航空業

間的併購案發現航空業合併後除了藉由整併產能改善經營效率外，企業規模提升

也增加市場影響力，使併購後企業能提高航線價格，獲取更高收益。Sapienza (2002)

研究銀行間的併購案件，發現併購後的銀行亦能提升經營效率與市場影響力，雖

然經營效率提升後，銀行會因為成本降低而收取較低的借款利率，但同時也透過

市場影響力增加中型、大型的借款人人數，賺取更大利益。然而，兩篇文獻皆以

特定產業為研究對象，為避免企業透過併購擴大規模、增加市場影響力的現象僅

限於特定產業，Fee and Thomas (2004)與 Shahrur (2005)擴大研究樣本，發現企業

進行垂直合併後，雖經營效率獲得改善，對供應商的議價能力也有提升，但並無

顯著證據證明能夠增加市場價格。因此，企業併購是否能提升市場影響力於學說

上仍有爭議，過去文獻實證結果顯示透過企業併購增加市場價格的現象可能僅限

於特定產業當中，而非適用於全部產業。 

三、 獲取相關稅務利益 

Ruback and Jensen (1983)推論出企業併購主要動機來自於獲取利益最大化，

而非其他非財務因素。其中，財務動機可能來自於使用被收購者未利用的稅盾

(Tax shield)、增加財務槓桿或是其他稅務利益。Hayn (1989)實證發現被收購公司

所擁有的稅務特質將影響併購宣告日後的異常報酬，當被收購企業擁有較多的前

期虧損或是未利用完之稅務利益時，透過企業合併將產生較高的異常報酬，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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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的動機之一來自收購者為了取得相關稅務利益，進而提升企業合併之綜

合效益。因此收購者可能透過企業併購收購前期虧損的公司，獲取虧損扣抵之份

額，使合併後之企業享有完整的稅務利益或是以公允價值認列併購資產，於合併

後提列較高的折舊金額，減少課稅基礎，降低稅賦。 

鑒於各文獻僅針對產生綜合效益的個別原因進行實證分析，並未探討各原因

之間是否相互影響或是分別對併購後公司價值提升的影響程度，因此 Devos et al. 

(2009)對 1980-2004年間 264件大型併購案進行研究，發現企業併購平均能獲得

10.03%的綜合效益，其中稅務利益佔了 1.64%，其餘 8.38%則是由於經營績效提

升。另外，透過進一步分析也發現經營績效的提升主要來自於整併重複營運單位

後節省營運支出，而非獲取額外營業利潤，代表透過企業合併增加市場影響力，

提高市場價格以獲取併購效益的說法不一定存在，但也可能是受反托拉斯法限制，

禁止企業進行可能造成獨佔或寡佔的併購案，進而使企業併購提升市場影響力的

結果難以顯現。 

綜上所述，企業併購的目的在獲取併購效益，其管道可能透過提升經營績效、

增加企業的市場影響力或是獲取稅務利益，雖然後續文獻顯示各管道提升併購效

益的比重不同，但能確定的是，企業確實能透過併購產生額外效益，提升競爭力。 

第二節 不同支付方式對併購效益之影響 

企業併購時，除了考量併購後的綜合效益外，以何種方式籌措資金支付併購

對價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過去文獻發現，企業併購時，以現金為支付方式的併

購案，收購者宣告日後的短期異常報酬會大於以股票為支付方式者(Wansley, Lane, 

and Yang, 1983；Travlos, 1987)，代表企業選擇不同方式支付併購對價對市場而言

有不同的資訊意涵。參考過去文獻，本研究整理出企業選擇支付方式時主要考慮

下列六種原因：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008

10 

 

一、 投資機會多寡 

雖然在企業擁有未公開資訊的情況下，發行股票籌資被市場視為一項公司散

布的負面消息(Myers and Majluf, 1984)，但 Jung, Kim, and Stulz (1996)發現，當公

司擁有較好的投資機會時，公司仍可能選擇以發行股票的方式籌資，且由於此種

方式將為公司帶來負面影響，經理人決定發行股票籌資時會更加謹慎，確保投資

能創造的未來效益大於發行股票的潛在負面影響。實證結果顯示，當企業擁有好

的投資機會時，即便選擇發行股票籌資，也不會使股價下跌；相反的，企業投資

機會差時，若選擇發行股票，等同向市場宣告其股價已被高估，使發行股票後，

股價顯著下跌。 

二、 資訊不對稱 

當市場存在資訊不對稱時，若收購者擁有較多的未公開資訊，公司會比市場

投資人更瞭解自身股價是否被高估，當公司股價被低估時，公司傾向發行債券籌

措資金；相對的，當公司股價被高估時，則發行股票支付併購對價。因此若公司

選擇發行股票籌措資金或是做為併購對價的支付方式，對市場而言代表一種負面

的訊息，即公司認為自身股價已被高估，使市場重新評估公司價值，造成公司股

價下跌(Myers and Majluf, 1984)。除了收購者可能存有資訊不對稱的情況外，被

收購者也可能擁有未公開資訊，使其價值難以準確評估，因此當被收購者的資訊

不對稱情況嚴重時，收購者容易錯誤估計被併購公司之價值，造成支付過高併購

對價的情況，損及併購之整體效益，此時企業較可能選擇以股票作為支付方式，

使被收購者共同承擔併購風險(Hansen, 1987)。因此收購者與被收購者擁有的資

訊不對稱嚴重程度會影響企業選擇籌資方式，若被收購者資訊不對稱情況嚴重且

收購者認為自身股價亦被高估時，最可能以股票作為支付併購對價的方式。 

三、 稅務考量 

不同支付方式會影響併購年度的稅務處理，因此各支付方式所隱含的稅務因

素也成為企業選擇籌資方式考量原因。當收購者以現金支付時，被收購者股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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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併購當年支付相關稅額；相對的，若收購者選擇以股票支付，則相關稅收將等

到被收購者出售股票時才需支付(Wansley et al., 1983)。此種稅務處理上的差異，

使以現金併購的被收購者在討論併購對價時可能要求收購者額外支付當年需負

擔之稅賦，造成併購對價提升。然而，若併購對價提升，又能使收購者取得更高

的攤銷金額，產生稅盾效果，因此稅務因素對企業選擇支付方式的影響並不明確，

可能因企業財務狀況、營運模式或策略而有差異。Brown and Ryngaert (1991)探討

收購者擁有資訊不對稱時，是否因稅務因素而影響最終支付方式的選擇，並透過

實證發現，當公司認為自身價值較高時，傾向選擇以現金支付併購對價，避免以

較低價格發行股票；當公司認為自身價值較低時，則傾向選擇發行股票，避免以

現金支付併購對價時需於併購當年承擔相關賦稅。該結論更進一步驗證企業發行

股票對市場而言等同企業發布一則負面訊息，也代表企業選擇支付方式時，受稅

務因素影響。 

四、 控制權益 

當收購者選擇發行股票作為支付方式時，將影響舊有股東的持股比例，使經

理人必須承擔外部人介入營運的風險，若原股東持股比例遭過度稀釋，更可能喪

失經營權，影響收購者原有的經營模式與策略規劃。因此收購者選擇是否發行股

票支付併購對價時，亦須考慮股權稀釋的潛在影響，當原股東持股比例不高且無

其他實質控制權時，較有可能以現金作為支付方式，避免喪失經營權；若原股東

持股比例極高，則發行股票產生的股權稀釋效果不明顯，此時收購者可能不會將

發行股票的稀釋效果納入考量；另外，當原股東持股比例極低時，代表原股東可

能有透過其他因素維持經營權，此時發行股票產生的股權稀釋效果亦不明顯。

Martin (1996)實證發現，當公司原有持股數介於 5%至 25%之間時，較不可能選

擇發行股票支付併購對價，避免股權稀釋影響原股東的控制權益。 

五、 可動用資金多寡 

依據Myers (1984)提出的啄食順序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在考量資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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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稱以及財務困難成本等因素後認為，企業使用資金的順序為內部資金、借款資

金，最後才是發行股票籌資，因此若收購者擁有較多的閒置資金或是有能力發行

債券籌措資金時，較可能以現金支付併購對價，避免支出較高的資金成本。 

六、 外部監督強度 

機構投資人有別於一般市場投資人，擁有較專業之資料收集與分析能力，並

能有效監督公司運作。Chen, Harford, and Li (2007)實證發現，若收購者股東有較

多獨立且長期持有的機構投資人，則受到越嚴格的監督效果，使企業選擇支付方

式時亦受到機構投資人影響。 

由上述原因可知，企業選擇支付方式時，除了避免影響原股權結構之控制權

或是受機構投資人影響投資決策外，主要考量因素為資金成本與併購對價的合理

性。當企業選擇以現金支付併購對價時，雖可享有較低的資金成本並維持原有的

股權結構，但卻可能因被收購者資訊不對稱情況嚴重而需承擔溢付併購對價的風

險，同時被收購者也可能將相關稅賦轉嫁給收購者，使併購對價再度提升，損及

原先預期的併購效益；若企業選擇以股票支付併購對價，則需負擔較高的資金成

本並承擔自身股價下跌的風險，但卻能與被收購者分攤併購風險，避免溢付的併

購對價。 

第三節 Collar條款之意涵與目的 

Collar條款係指當企業選擇以股票支付併購對價時，為避免股價波動過大影

響最終併購結果，與被收購者協議，當併購完成日前收購者股價低於(或超過)固

定價格時，收購者將調整給予的併購金額或股票數量，穩定併購對價之價值，使

被收購者免於承擔收購者股價波動之風險，以促成併購交易。依其內容可分為兩

種基本形式，第一種為固定兌換率(Fixed-exchange，以下簡稱 FEX)，代表當收購

者股價在特定區間內時，收購者將以自身股票依固定兌換率交換被收購者股票，

但若收購者股價超過或低於該特定區間，則改以其他方式補償。舉例而言，WS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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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收購者)於 1997年 9月 26日宣告併購 Sagebrush Inc. (被收購者)的新聞稿中

敘述了以下內容3： 

“…While the letter of intent stipulated that the exchange ratio would be 0.3214 shares 

of WSMP common stock for each share of Sagebrush common stock, …If the Average 

WSMP Closing Price (as defined below) is greater than $23.34, then the Exchange 

Ratio shall be adjusted to become $7.50 divided by the Average WSMP Closing Price, 

rounded upward to the nearest ten-thousandth. If the Average WSMP Closing Price is 

less than $21.78, then the Exchange Ratio shall be adjusted to become $7.00 divided 

by the Average WSMP Closing Price, rounded upward to the nearest ten-thousandth.” 

此新聞稿中可以明確看到，當 WSMP 於併購完成日前之股價介於$21.78 到

$23.34之間時，Sagebrush Inc.之股東可以每股 0.3214的兌換率換成WSMP之股

票。但若WSMP股價高於$23.34，Sagebrush Inc.之股東可以每股獲得$7.50等值

的 WSMP 股票，避免收購者因為自身股價不斷升高造成支付過高的併購對價，

有損原股東之權益；若 WSMP 股價低於$21.78，則 Sagebrush Inc.之股東可以每

股獲得$7.00等值的 WSMP 股票，將收購者股價變動風險移轉至 WSMP 公司，

使 Sagebrush Inc.之股東不因收購者股價變動太過劇烈影響收取的併購對價，導

致後續可能產生額外談判成本，甚至交易破局。 

第二種為固定金額(Fixed-payment，以下簡稱 FP)，代表當收購者股價在特定

區間內時，收購者將給予固定金額等值的自身股票，但若收購者股價超過或低於

該特定區間，則提供被收購者股東固定兌換率以交換收購者股票。舉例而言，HBO 

& CO(收購者)於 1997年 3月 14日宣告併購 Enterprise Systems, Inc. (被收購者)

的新聞稿中敘述以下內容4： 

                                                        
3 取自 1997年 11月 25日WSMP INC於 SEC發布之 8-K報表。 
4 取自 1997年 3月 19日 HBO & CO於 SEC發布之 8-K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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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ckholders of Enterprise Systems, Inc. (ESI) will receive shares of HBOC 

common stock in the transaction and the exchange ratio will be determined by 

averaging the closing HBOC stock price for a period of twenty trading days ending 

shortly before the closing of the transaction. If the average price of HBOC common 

stock is between $60 and $68, ESI shareholders will receive a fraction of an HBOC 

share equal to $30 per ESI share. If the average price of HBOC common stock during 

the pricing period is below $60, ESI stockholders will receive .5 of a share of HBOC 

common stock for each share of ESI common stock. If the HBOC average price is above 

$68 up to $72, ESI stockholders will receive .4412 of a share of HBOC common stock 

per ESI share and above $72, ESI stockholders will receive a fraction of an HBOC share 

equal to $31.77 per ESI share.” 

此新聞稿中可以明確看到，當 HBO & CO於併購完成日前之股價介於$60到

$68之間時，Enterprise Systems, Inc.之股東可獲得每股$30等值的 HBO & CO股

票。但若 HBO & CO股價低於$60，Enterprise Systems, Inc.之股東可以每股 0.5的

兌換率換成 HBO & CO之股票；若 HBOC股價高於$68且低於$72，則 Enterprise 

Systems, Inc.之股東可以每股 0.4412的兌換率換成 Owen Healthcare Inc.之股票；

若 HBO & CO股價高於$72，則 Enterprise Systems, Inc.之股東可獲得每股$31.77

等值的 HBO & CO股票。透過此條款，當收購者股價升高時，使 HBO & CO能

夠調整併購對價，避免危害原股東之權益；當收購者股價下跌時，雖然 HBO & 

CO須承擔股價變動風險，提高給予 Enterprise Systems, Inc.之股東之股票數量，

但卻避免後續產生額外談判成本，促成併購交易。另外，透過此新聞稿亦可看出，

Collar條款不一定只有單純的一個價格區間，交易雙方也可能設計多個價格區間，

滿足併購案件的複雜情況。 

依上述對兩種 Collar條款內容之描述，可以下圖 2-1進一步說明其概念，圖

中縱軸代表被收購者股東所收取之報酬，橫軸隨著收購者股價變動影響支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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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FEX的 Collar 條款，如圖 2-1(A)所示，被收購者收取的報酬隨著收購者股

價變動影響，但當股價超出協議的價格區間時，收購者將以固定金額更新支付內

容，避免股價持續下跌使被收購者承擔過大損失，亦避免股價持續攀升使收購者

原股東權益受損；對於 FP的 Collar條款，如圖 2-1(B)所示，則是當股價超出協

議的價格區間時，收購者將以固定兌換率更新支付內容，避免股價持續下跌使收

購者原股東權益受損，亦避免股價持續攀升使被收購者短收併購對價。 

(A)  

(B)  

圖 2- 1 被收購者收取之報酬總額與收購者併購完成日股價之關係。(A)代表納入

固定兌換率(FEX)的 Collar條款(B)代表納入固定金額(FP)的 Collar條款。5 

                                                        
5 資料來源：Officer (2004), p.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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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企業選擇以股票作為支付方式，且存有較嚴重的資訊不對稱情況時，企業

的價值變動程度較高，此時被收購者必須承擔收購者股價變動的風險，且此風險

的不確定性隨著併購宣告日至完成日的期間越長而越高。若收購者股價變動幅度

過大，導致併購對價明顯低於被收購者本身價值，那麼被收購者可能要求重新談

判交易價格，反而增加後續談判成本，甚至可能造成交易破局。因此收購者可能

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避免股價變動幅度過大增加額外重新談判成本，

甚至交易破局，並能增加被收購者對併購對價的信心，促成併購交易。 

Houston and Ryngaert (1997)研究銀行併購案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是

否解決發行股票所隱含的資訊不對稱問題。由於納入 Collar條款的原因在避免併

購對價受收購者股價波動影響，而銀行業受限於法令規定，併購宣告日至併購完

成日之期間通常較其他產業的併購案長，使得銀行併購案件擁有較大的股價波動

風險；也基於此項特性，使得以現金支付併購對價所能獲得的稅務利益無法立即

實現，造成銀行業間之併購案以股票為支付方式的情況較為普遍。在這兩項產業

特性下，發行股票作為支付方式將使被收購者需承擔更大的收購者股價變動風險，

使併購對價價值的不確定性增高，不利被收購者決定是否接受該併購對價，因此

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能使收購者提供的併購對價之彈性降低，較不受收

購者股價變動影響，降低被收購者需承擔的風險，提升併購成功的機率。Houston 

and Ryngaert (1997)的研究結果發現，支付方式對宣告日後異常報酬的影響取決

於支付方式的彈性，若彈性越高(如以全部股票作為支付方式時，彈性為一；以全

部現金作為支付方式，則彈性為零)，則宣告日後的短期異常報酬越低。此項發現

與Myers and Majluf (1984)提出的理論相符，當企業選擇以股票作為支付方式，

將使市場認為收購者股價已被高估，影響市場投資人決策，造成宣告日後短期異

常報酬較低。該研究結果也代表即便納入 Collar 條款能穩定收購者股價波動幅

度，不表示消除市場投資人對收購者股票價值之疑慮，收購者短期異常報酬仍主

要受到發行股票所代表的負面市場訊息影響，使收購者股價顯著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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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er (2003)延續 Houston and Ryngaert (1997)的研究，將研究對象改為非限

制產業，探討當產業無特定限制、宣告發布日至併購完成日較短的併購案件中，

收購者選擇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的因素與目的，並認為納入 Collar條款

不僅能享有以股票支付併購對價的稅務優惠，又能避免被收購者資訊不對稱情況

嚴重時可能溢付併購對價的風險，同時 Collar條款也具有類似現金的效果，使收

購者股價不確定性降低。實證結果發現，在不同支付方式中，納入 Collar條款將

使被收購者獲得最高的宣告日短期異常報酬，其原因可能來自於 Collar條款本身

的價值；相對的，納入 Collar條款對收購者而言則會減少其宣告日短期異常報酬，

其原因可能受發行股票所影響。是以，收購者選擇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應有

其他原因，Fuller (2003)以 logit模型進一步分析後發現，當收購者與被收購者的

相對規模較小、併購前收購者與被收購者內部控制權益越高或是收購者股價波動

不確定性越低時，越可能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雖然最後一項研究結果

與 Houston and Ryngaert (1997)所指出 Collar 條款的目的在減少收購者股價波動

的不確定性不符，但 Fuller推論可能是因為其研究的產業為非限制產業，宣告發

布日至併購完成日相較於金融業等限制產業較短，因此納入 Collar條款較無減少

收購者股價變動風險的效果。另外，研究結果亦顯示，納入 Collar條款有內部控

制權益保護(ownership protection)的效果，使內部控制權益維持在一定比例。 

Officer (2004)亦延續 Houston and Ryngaert (1997)的研究，並將研究範圍擴大

至非限制產業，探討所有產業的併購案中納入 Collar條款與否之目的與影響。基

於資訊不對稱與談判成本最小化(negotiation cost minimization)理論，Officer (2004)

認為收購者於支付方式中納入 Collar 條款的主要目的在於避免併購對價受收購

者股價波動影響過大使交易雙方必須重新談判交易金額，造成額外談判成本，有

損併購效益。雖然談判 Collar條款本身也會產生成本，但納入 Collar條款的目的

之一在避免交易破局，因此企業選擇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時，應已評估

談判該條款產生的成本，並認為該成本少於重新談判產生的額外支出。其實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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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當收購者與被收購者股價對於市場風險的變動之差額越大時，越可能於

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代表 Collar條款能使被收購者免於承擔過度的收購

者股價變動風險，與資訊不對稱理論相符。另外，實證結果亦顯示，納入 Collar

條款能大幅減少後續重新談判的可能性，使談判成本最小化，與談判成本最小化

理論相符。此外 Officer 也發現當收購者所使用的支付方式彈性越低時，收購者

宣告發布日異常報酬越高，且此種情況不限於銀行併購案，而是存在於所有產業。

因此可以得知，雖然收購者選擇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將使其宣告日短期

異常報酬降低，但卻能避免股價波動造成後續重新談判的成本，促成併購交易，

獲取併購產生的綜合效益。 

透過上述文獻可知，企業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之目的在享有以股票

支付併購對價的稅務優惠，並避免被收購者資訊不對稱情況嚴重時可能溢付併購

對價的風險，同時 Collar條款具有類似現金的效果，使收購者股價不確定性降低，

避免交易破局。而企業決定是否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時，則主要考量收

購者股價受市場因素影響的波動程度，避免股價波動過大導致併購交易需重新談

判併購對價或是造成交易破局。雖然文獻中實證發現，即便納入 Collar條款，收

購者宣告日短期異常報酬仍顯著為負，但相較之下比全部以股票支付所產生的異

常報酬還要高，顯示 Collar條款有助於減少收購者股價不確定性之影響，其宣告

日收購者短期異常報酬仍顯著為負的原因主要受Myers and Majluf (1984)所述企

業發行股票所隱含的股價高估訊息影響，非謂納入 Collar條款之併購案未能創造

未來併購效益。然過去與 Collar條款有關之文獻僅討論該條款對宣告日後短期績

效之影響，就本研究所知，並無研究該條款與併購完成後長期績效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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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假說與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假說 

根據過去文獻發現，當收購者選擇以股票支付併購對價時，對市場而言代表

一項負面訊息，使得收購者宣告日後的短期異常報酬顯著為負(Myers and Majluf, 

1984)，於併購案中納入 Collar 條款將使被收購者免於負擔收購者股價波動的風

險，避免後續重新談判成本，甚至交易破局產生額外損失，且收購者宣告日後的

短期異常報酬也隨著支付方式彈性減少而增加(Houston and Ryngaert, 1997；

Officer, 2004)。由此可知，納入 Collar條款能減輕市場對收購者股票價值的疑慮，

提升併購後績效表現。又依據投資機會理論與Myers and Majluf (1984)的啄食順

序理論，當企業選擇以成本較高的資金進行投資時，表示企業認為該項投資能帶

來更高的效益，因此若收購者於併購案中納入 Collar條款，代表企業經理人認為

該項併購產生的未來效益大於談判 Collar條款所需花費的成本，故本研究建立假

說一如下： 

H1：當企業以股票為支付方式進行併購時，相較於未納入 Collar 條款之併

購案，納入 Collar條款之併購案之併購後長期績效表現較佳。 

當收購者選擇以股票支付併購對價時，能避免被收購者資訊不對稱情況較為

嚴重時所需承擔溢付併購對價的風險(Hansen, 1987)，也能避免以現金支付時，被

收購者將必須立即承擔的稅務轉嫁給收購者，使收購對價增加(Wansley et al., 

1983)，損及併購效益。因此，納入 Collar 條款之併購案除了能穩定收購者股價

的波動幅度，增加併購成功的可能性(Fuller, 2003)外，也能同時降低溢付併購對

價的風險。因此本研究認為，納入 Collar條款之併購案應能避免以現金或股票支

付帶來的負面影響，使併購後企業享有較高的併購效益，因而建立假說二如下： 

H2：考量不同支付方式，納入 Collar 條款之併購案之併購後長期績效表現

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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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樣本選取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之樣本期間起自 1992年，係 Securities Data Corporation(SDC)資料庫

中最早發現納入 Collar條款的併購案宣告年度，終至 2015年，以確保併購後企

業有足夠的長期績效供研究分析。資料來源取自 SDC資料庫，為避免各國文化、

社會、政治、經濟等環境因素影響研究結果，本研究排除跨國之併購案，僅納入

該期間美國國內之併購案；另避免併購金額太小使得併購效益難以顯現，因此僅

納入併購金額一百萬美元以上之併購案；最後將收購者四碼的 SIC產業編碼開頭

為 6或 9之併購案排除，亦即排除金融業與公用事業之併購案件，因為這些產業

有較特殊的法規限制，或特殊的公益目的，為了避免特定產業特性影響併購效益

之分析，故將此類產業排除。依上述條件篩選完成後之原始樣本數為 35,050 件

併購案。 

接著再依下表條件篩選，將資料有缺漏者刪除，以得出有意義的統計結果，

最終併購筆數為 9,226筆。 

表 3- 1 樣本選取表 

項目  合計 

原始樣本數 1991-2015年之美國國內併購案 35,050 

減除： 於 CRSP與 Compustat資料庫無資料者 (12,745) 

 併購後，收購者持有股數小於 50% (23) 

 併購前，收購者帳面價值小於零 (602) 

 無充足的併購後一年之股價資訊 (1,855) 

 無充足的併購後一年之 ROA資訊 (133) 

 無完整的併購前財務資訊 (2,816) 

 併購金額小於收購者總資產的 1% (1,682) 

 SDC辨識的支付方式為未知者 (3,981) 

 無充足的併購後三年之股價資訊 (1,937) 

 無充足的併購後三年之 ROA資訊 (50) 

最後樣本數  9,2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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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模型設計與變數定義 

一、衡量併購後績效 

本研究參考過去文獻(Chen et al., 2007；Li, Qiu, and Shen, 2018)採用

多種不同的變數衡量併購後績效，分別為買進持有異常報酬(buy-and-

hold abnormal return，以下簡稱 BHAR)或是資產報酬率(return on assets，

以下簡稱 ROA)變動，並以一年或三年為衡量期間，探討併購案件的影

響範圍，因而建立 BHAR1、BHAR3、ROA1以及 ROA3共四個衡量併購

後績效的變數。 

Barber and Lyon (1997)建議於衡量股票長期異常報酬時，以 BHAR

衡量較累積異常報酬(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以下簡稱 CAR)好，認

為 CAR計算時未考慮複利之影響，是 BHAR的偏誤結果，容易導致研

究人員錯誤推論實證結果。因此本研究以 BHAR 計算併購後企業之異

常報酬，並採用市場模型計算，公式如下： 

𝐵𝐻𝐴𝑅𝑖𝑡 = ∏[1 + 𝑅𝑖𝑡]

𝑇

𝑡=1

− ∏[1 + 𝐸(𝑅𝑖𝑡)]

𝑇

𝑡=1

 

其中𝑅𝑖𝑡代表 i公司於 t時間點的報酬，是以 CRSP之股價資訊調整

累積影響數後計算得之；𝐸(𝑅𝑖𝑡)則代表 i 公司於 t 時間點的預期報酬，

並以 CRSP資料庫的等權重市場指數(equal-weighted market index，𝑅𝑚𝑡)

作為各公司的預期報酬6。 

然而，併購宣告日之併購完成日通常間隔數月至數年之久，股價對

                                                        
6 本研究選取 CRSP資料庫中的 equal-weighted return (includes distributions)作為各公司的預期報

酬。這筆資料係考量股利分配後計算出的市場報酬，因本研究於計算各公司的報酬時，已針對股

價調整累積影響數，故選擇市場預期報酬時，也將影響股價的因素納入考量，避免衡量基礎不一

致，影響實證結果。另外於 CRSP資料庫中還有價值加權市場指數，value-weighted return (includes 

distributions)，本研究也有以該市場指數作為各公司預期報酬，後續實證結果顯示選用不同的加

權市場指數並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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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市場消息的敏感性較高，企業發布併購消息時，股價將反映該項併購

案之未來效益，以致併購完成日後的股價變動受企業併購的影響可能較

小，因此若單純以持有收購者股價之異常報酬作為併購後績效之衡量，

可能無法完全代表該企業併購之效益，惟基於 Loughran and Vijh (1997)

計算企業併購的長期績效時，係衡量併購完成日後起五年之 BHAR，因

此仍納入此項變數。 

併購後績效除了反映在股價變動外，也會表現在企業的營運成果上，

透過營運效率提升、整合重複產能或享受稅務利益，使營運績效提升，

因此也透過 ROA變動觀察企業併購之效益對營運成果的影響。 

另外對於股價變動與資產報酬率變動亦透過一年與三年之期間衡

量併購後的績效表現，是因為某些企業可能會透過併購其他公司拓展版

圖，更快速地提升規模或跨入不同領域的產業，這些企業可能於短時間

內併購多於一間公司(Fuller, Netter, and Stegemoller, 2002)，為了瞭解特

定併購案對併購後企業績效之影響，以一年為衡量期間比三年的衡量期

間更準確。 

二、橫截面迴歸模型(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 

本研究首先探討以股票為支付方式的併購案中，納入 Collar條款與

併購後長期績效表現之關聯性；進一步探討不同支付方式與納入 Collar

條款與否對併購後績效之影響。參考過去文獻所考量的控制變數後，以

橫截面迴歸分析設計出以下兩個迴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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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𝑂𝑆𝑇_𝑃𝐸𝑅𝐹𝑂𝑅𝑀𝐴𝑁𝐶𝐸𝑖,𝑡 

= 𝛼 + 𝛽1COLLAR𝑖,𝑡 + 𝛽2𝐻𝑂𝑆𝑇𝐼𝐿𝐸𝑖,𝑡

+ 𝛽3𝑇𝐸𝑁𝐷𝐸𝑅𝑂𝐹𝐹𝐸𝑅𝑖,𝑡 + 𝛽4𝑃𝑈𝐵𝐿𝐼𝐶𝑖,𝑡 + 𝛽5𝑃𝑅𝐼𝑉𝐴𝑇𝐸𝑖,𝑡

+ 𝛽6𝐷𝐼𝑉𝐸𝑅𝑆𝐼𝐹𝑌𝑖,𝑡 + 𝛽7𝑅𝑂𝐴𝑖,𝑡−1 + 𝛽8𝐹𝐼𝑅𝑀_𝑆𝐼𝑍𝐸𝑖,𝑡−1

+ 𝛽9𝑀𝐵𝑅𝐴𝑇𝐼𝑂𝑖,𝑡−1 + 𝛽10𝐿𝐸𝑉𝐸𝑅𝐴𝐺𝐸𝑖,𝑡−1

+ 𝛽11𝑅𝐸𝐿𝐴𝑇𝐼𝑉𝐸𝑖,𝑡−1 + 𝛽12𝑃𝐴𝑆𝑇_𝑅𝐸𝑇𝑈𝑅𝑁𝑖,𝑡−1

+ ∑INDUSTRY_FIXED_EFFECT + ∑YEAR_FIXED_EFFECT

+ 𝜀𝑖,𝑡 

其中𝑃𝑂𝑆𝑇_𝑃𝐸𝑅𝐹𝑂𝑅𝑀𝐴𝑁𝐶𝐸𝑖,𝑡 為併購後之長期績效，分別以一年

與三年的 BHAR或 ROA變化帶入，觀察當企業選擇以股票支付併購對

價時，納入 Collar條款與否對不同績效衡量方法與期間之影響；其餘變

數說明如本節第三部分變數定義所述。 

𝑃𝑂𝑆𝑇_𝑃𝐸𝑅𝐹𝑂𝑅𝑀𝐴𝑁𝐶𝐸𝑖,𝑡 

= 𝛼 + 𝛽1𝐴𝑙𝑙_𝐶𝐴𝑆𝐻𝑖,𝑡 + 𝛽2𝐴𝑙𝑙_𝑆𝑇𝑂𝐶𝐾𝑖,𝑡 + 𝛽3COLLAR𝑖,𝑡

+ 𝛽4𝐻𝑂𝑆𝑇𝐼𝐿𝐸𝑖,𝑡 + 𝛽5𝑇𝐸𝑁𝐷𝐸𝑅𝑂𝐹𝐹𝐸𝑅𝑖,𝑡 + 𝛽6𝑃𝑈𝐵𝐿𝐼𝐶𝑖,𝑡

+ 𝛽7𝑃𝑅𝐼𝑉𝐴𝑇𝐸𝑖,𝑡 + 𝛽8𝐷𝐼𝑉𝐸𝑅𝑆𝐼𝐹𝑌𝑖,𝑡 + 𝛽9𝑅𝑂𝐴𝑖,𝑡−1

+ 𝛽10𝐹𝐼𝑅𝑀_𝑆𝐼𝑍𝐸𝑖,𝑡−1 + 𝛽11𝑀𝐵𝑅𝐴𝑇𝐼𝑂𝑖,𝑡−1

+ 𝛽12𝐿𝐸𝑉𝐸𝑅𝐴𝐺𝐸𝑖,𝑡−1 + 𝛽13𝑅𝐸𝐿𝐴𝑇𝐼𝑉𝐸𝑖,𝑡−1

+ 𝛽14𝑃𝐴𝑆𝑇_𝑅𝐸𝑇𝑈𝑅𝑁𝑖,𝑡−1 + ∑INDUSTRY_FIXED_EFFECT

+ ∑YEAR_FIXED_EFFECT + 𝜀𝑖,𝑡 

其中𝑃𝑂𝑆𝑇_𝑃𝐸𝑅𝐹𝑂𝑅𝑀𝐴𝑁𝐶𝐸𝑖,𝑡 將分別以一年與三年的 BHAR 或

ROA 變化帶入，觀察不同支付方式及納入 Collar 條款與否對不同績效

衡量方法與期間之影響；其餘變數說明如本節第三部分變數定義所述。 

三、變數定義 

1. 應變數 

(1) 買進持有異常報酬(BHAR1、BHAR3)：以市場模型分別計算出併

購完成日後一年與三年的 BHAR。 

(2) 資產報酬率變化(ROA1、ROA3)：對於一年的 ROA變化是以併

購完成日後一年的 ROA減去宣告發布日前一年的 ROA；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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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OA變化則是以併購完成日後三年的 ROA之平均減去宣告

發布日前一年的 ROA。 

2. 自變數 

本研究自 SDC 資料庫取得併購案件支付方式之資訊以及是否

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並產生三個類別變數，若屬該種支

付方使與條件則為 1，否則為 0： 

(1) 現金支付(All_CASH)：支付方式為全部以現金支付者。 

(2) 股票支付(All_STOCK)：支付方式為全部以股票支付者。 

(3) 納入 Collar條款(COLLAR)：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者。 

3. 控制變數 

本研究之控制變數參考過去文獻，以併購型態設多個類別變數，

包括併購交易是否為敵意併購(HOSTILE) (Schwert, 2000)、是否為

公開收購(TENDEROFFER) (Rau and Vermaelen, 1998)、被收購公司

是否為公開發行公司或非公開發行公司(PUBLIC、PRIVATE) (Fuller 

et al., 2002)、收購者與被收購公司是否非同產業 (DIVERSIFY) 

(Morck, Shleifer, and Vishny, 1990)，另外也觀察收購者併購前的基

本財務資訊與企業特質對併購後股價變動的影響，包括資產報酬率

(ROA) (Fama and French, 2000)、公司規模(FIRM_SIZE) (Moeller et 

al., 2004)、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比(MBRATIO) (Davis, Fama, and 

French, 2000)、負債比率(LEVERAGE) (Maloney, McCormick, and 

Mitchell, 1993)、相對規模大小(RELATIVE) (Asquith, Bruner, and 

Mullins Jr, 1983)以及過去盈餘表現(PAST_RETURN) (Li et al., 2018)。

各控制變數的衡量方法將於表 3-2描述。 

有關上述實證模型所使用之相關變數，其衡量方法與預期方向整理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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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本研究變數彙總整理 

 變數名稱 預期 

方向 

衡量方法 

應

變

數 

BHAR1  以市場模型分別計算出併購完成日後一年的 BHAR； 

BHAR3  以市場模型分別計算出併購完成日後三年的 BHAR； 

ROA1  以併購完成日後一年的 ROA減去宣告發布日前一年的 ROA； 

ROA3  以併購完成日後三年的 ROA之平均減去宣告發布日前一年的 ROA； 

自

變

數 

All_CASH + 類別變數，支付方式是否為全部以現金支付者，是則為 1，否則為 0； 

All_STOCK - 類別變數，支付方式是否為全部以股票支付者，是則為 1，否則為 0； 

COLLAR + 類別變數，併購交易中是否納入 Collar條款者，是則為 1，否則為 0； 

控

制

變

數 

HOSTILE + 
類別變數，依 SDC「Attitude」辨識的併購態度，若為 Hostile或

Unsolicited則為 1，否則為 0； 

TENDEROFFER + 
類別變數，依 SDC「TenderOffer」所辨識之是否為公開收購案件，若

是則為 1，否則為 0； 

PUBLIC - 
類別變數，依 SDC「target public status」紀錄的子公司型態，Public為

1，否則為 0； 

PRIVATE + 
類別變數，依 SDC「target public status」紀錄的子公司型態，Private為

1，否則為 0； 

DIVERSIFY - 
類別變數，收購者與被收購公司是否非同產業。若併購公司與被併購

公司的 SIC前二碼不同則為 1，否則為 0； 

ROA - 
併購宣告日前最近期年報上的息前特別事項前之利益(IBCOM)除以總資

產； 

FIRM_SIZE - 併購宣告日前最近期年報上的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 

MBRATIO - 

公司的市場價值除以帳面價值。帳面價值是宣告日前最近期年報上的

股東權益，加財務報表上的遞延所得稅資產，再減除特別股的帳面價

值。其中特別股的帳面價值以贖回價格、清算價值、面額的順序記

入。市場價值則為股價乘以流通在外股數（皆調整累積的影響因子）； 

LEVEAGE + 
公司宣告日前最近期年報上的負債帳面價值除以負債帳面價值與市場

價值的總額； 

RELATIVE + 交易對價除以併購宣告日前最近期年報上的資產總額；以及 

PAST_RETURN - 收購者宣告發布日前一年的 B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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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實證結果分析 

第一節 敘述統計分析 

表 4-1為迴歸變數的敘述性統計量，衡量併購後績效的指標中，BHAR1平均

為-4.0%、BHAR3平均為-17.7%，其中以現金為支付方式的併購案產生的買進持

有異常報酬皆高於以股票為支付者，顯示當企業發行股票時可能代表企業價值被

高估，使市場做出相對反應，與Myers and Majluf (1984)提出之理論相符；ROA1

平均為-2.3%、ROA3 平均為-4.1%，其中以現金為支付方式的併購案產生的資產

報酬率變化皆高於以股票為支付者，可能是因為以股票為支付方式之併購案通常

交易金額較高，使併購後資產增加幅度較大，導致併購後營運績效提升的幅度相

對較小。 

本研究之併購案件中有 50.5%是以現金為支付方式、21.2%是以股票支付併

購對價。另有 2.4%的案件納入 Collar條款，約占以股票為支付方式的 11.3%7。 

控制變數中，當併購案以股票為支付方式時，被收購公司較可能為公開發行

公司且 RELATIVE較高，顯示當併購對價金額越高時，收購者較難籌措足夠現金，

因此越可能以股票作為支付方式；MBRATIO 與 PAST_RETURN 亦較高，代表當

企業可能被高估時，傾向選擇以股票作為支付方式，也可能代表企業選擇以股票

作為支付方式前，有操弄損益表現的情況。當併購案以現金為支付方式時，

FIRM_SIZE與 LEVERAGE較高，意謂收購者規模越大，越有能力以借款方式籌

措資金進行投資。  

                                                        
7 Officer(2004)觀察到納入 Collar 條款的併購數量約佔以股票為支付方式的 20%，與本研究所觀

察到的比例不符，其原因可能在資料年度與篩選條件不同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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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係數分析 

表 4-2為迴歸變數之 Pearson相關係數，由表中可以發現除了依變數之間相

關係數較高，自變數間的相關係數普遍不高(All_CASH與 All_STOCK間的相關係

數為-0.52，是因為支付方式本身為相互排斥的關係)。自變數與依變數間則以 ROA

與 ROA1、ROA3之相關係數較高(分別為-0.36、-0.38)，是因為 Fama and French 

(2000)指出 ROA長年下來具有平均回歸(mean reversion)的緣故。 

另外，BHAR1、BHAR3 與以現金支付之併購案為顯著正相關、與以股票支

付之併購案則呈現顯著負相關，與預期的方向一致。ROA1、ROA3於以現金支付

之併購案為顯著正相關，顯示企業併購確實能產生綜合效益；ROA1、ROA3於以

股票支付之併購案則呈現顯著負相關，可能是因為以股票支付時通常交易金額較

高，使併購後資產增加幅度較大，導致併購後營運績效提升的幅度相對較小，因

此呈現負相關。至於納入 Collar 條款對併購後績效的關係則與 BHAR1、BHAR3

呈顯著負相關，可能是受企業以股票作為支付方式對市場帶來的負面訊息影響

(Myers and Majluf, 1984)，但其係數略小於單純以股票支付者，或代表納入 Collar

條款能減少股價變動，穩定其價值。但納入 Collar 條款對 ROA1、ROA3 的關係

則不顯著，仍待後續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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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樣本之敘述統計表 

變數名稱 

ALL ALL_CASH ALL_STOCK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BHAR1 -0.040 0.509 -0.013 0.438 -0.069 0.613 

BHAR3 -0.177 0.985 -0.083 0.867 -0.291 1.134 

ROA1 -0.023 0.143 -0.016 0.096 -0.041 0.193 

ROA3 -0.041 0.155 -0.027 0.102 -0.073 0.218 

All_CASH 0.505 0.500 1.000 0.000 0.000 0.000 

All_STOCK 0.212 0.409 0.000 0.000 1.000 0.000 

COLLAR 0.024 0.153 0.000 0.000 0.112 0.316 

HOSTILE 0.004 0.060 0.004 0.062 0.003 0.055 

TENDEROFFER 0.047 0.211 0.076 0.266 0.015 0.121 

PUBLIC 0.201 0.401 0.155 0.362 0.361 0.480 

PRIVATE 0.499 0.500 0.441 0.497 0.536 0.499 

DIVERSIFY 0.607 0.488 0.598 0.490 0.603 0.489 

ROA 0.020 0.155 0.049 0.102 -0.007 0.200 

FIRM_SIZE 5.992 1.944 6.498 1.760 5.652 2.021 

MBRATIO 3.786 4.384 3.104 3.335 5.611 5.884 

LEVERAGE 0.275 0.202 0.299 0.198 0.218 0.198 

RELATIVE 0.355 0.634 0.194 0.343 0.570 0.874 

PAST_RETURN 0.352 0.809 0.235 0.579 0.612 1.101 

N 9,226 4,663 1,956 

註：樣本期間為 1992年至 2015年，共 9,226筆併購交易。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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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Pearson相關係數矩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 BHAR1 1                  

(2) BHAR3 0.48c 1                 

(3) ROA1 0.13c 0.05c 1                

(4) ROA3 0.21c 0.21c 0.70c 1               

(5) All_CASH 0.05c 0.10c 0.05c 0.09c 1              

(6) All_STOCK -0.03c -0.06c -0.07c -0.11c -0.52c 1             

(7) COLLAR -0.02b -0.03b -0.01 0.01 -0.16c 0.30c 1            

(8) HOSTILE -0.01 0.01 -0.01 0.00 0.01 0.00 0.03b 1           

(9) TENDEROFFER 0.01 0.00 -0.02a 0.00 0.14c -0.08c 0.00 0.17c 1          

(10) PUBLIC 0.01 0.00 -0.05c -0.02 -0.12c 0.21c 0.24c 0.12c 0.43c 1         

(11) PRIVATE -0.03c -0.04c 0.03b -0.04c -0.12c 0.04c -0.12c -0.06c -0.21c -0.50c 1        

(12) DIVERSIFY 0.01 0.02a -0.02b 0.01 -0.02a 0.00 0.01 0.00 0.00 0.05c -0.04c 1       

(13) ROA 0.00 0.08c -0.36c -0.38c 0.19c -0.09c 0.00 0.02a 0.05c 0.03c -0.03c -0.03c 1      

(14) FIRM_SIZE -0.01 0.04c 0.00 0.03c 0.26c -0.09c 0.08c 0.06c 0.18c 0.29c -0.28c 0.00 0.28c 1     

(15) MBRATIO -0.06c -0.09c 0.01 -0.11c -0.16c 0.22c 0.03c -0.01 -0.01 0.01 0.07c 0.02b -0.09c -0.06c 1    

(16) LEVERAGE 0.07c 0.06c 0.12c 0.18c 0.12c -0.15c 0.03c 0.04c 0.03c 0.05c -0.20c -0.01 -0.04c 0.28c -0.33c 1   

(17) RELATIVE -0.05c -0.06c -0.06c -0.08c -0.26c 0.18c 0.08c 0.02b 0.00 0.20c -0.11c 0.03b -0.16c -0.24c 0.23c -0.15c 1  

(18) PAST_RETURN -0.06c -0.10c 0.11c -0.08c -0.15c 0.17c 0.02b -0.02 -0.05c -0.03c 0.09c 0.00 -0.04c -0.13c 0.26c -0.11c 0.19c 1 

註一：樣本期間為 1992年至 2015年，共 9,226筆併購交易。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3-2。 

註二：a代表達 10%顯著水準；b表示達 5%顯著水準；c表示達 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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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迴歸分析 

本研究首先探討以股票為支付方式的併購案中，納入 Collar條款對併購後長

期績效之影響，實證結果如表 4-3所示。該結果顯示在以股票為支付方式的併購

案中，納入 Collar條款與 BHAR1、BHAR3皆為負相關，但不顯著，可能是因為

Collar 條款的目的在維持收購者股價於宣告發布日至併購完成日間之波動幅度，

而 BHAR1、BHAR3衡量的是併購完成日後股價的異常報酬，使納入 Collar條款

與否對其影響並不顯著。然而納入 Collar 條款與 ROA1、ROA3 之關係則為顯著

正相關，代表當收購者選擇使用資金成本較高的 Collar條款時，會謹慎評估投資

決策，當投資標的預期報酬較高時才會納入 Collar條款，希望促成併購交易，享

受併購利益，與投資機會假說相符。因此當企業選擇以股票支付併購對價時，納

入 Collar條款能提升購後績效，與假說一相符，惟該現象於 ROA變化較顯著。 

本研究接著探討不同支付方式中，納入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長期績效之關聯

性，結果如表 4-4所示。該結果顯示當企業選擇以現金作為支付方式時，與 BHAR1、

BHAR3皆為顯著正相關，但以股票支付時，則不一定顯著，且係數也較低。支付

方式與 ROA1、ROA3 則皆為顯著，且以現金支付時為正相關，以股票支付為負

相關，與過去文獻所發現的結果大致相符(Chen et al., 2007；Li et al., 2018)。而本

研究最關切的乃是不同支付方式中，納入 Collar 條款與併購後長期績效之關聯

性，依表 4-4實證結果所示，當企業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與 BHAR1、

BHAR3皆為負相關，但不一定顯著，可能代表此類併購案中，部分併購案之收購

者股價波動幅度過大以致觸發 Collar條款，即便透過 Collar條款能使被收購者獲

得相對應的補償，但也意味收購者股價可能有被高估的情況，因而影響市場投資

人決策，使併購後股價下跌；然而，納入 Collar條款之併購案與 ROA1、ROA3之

關係則皆為顯著正相關，且係數大於以現金或以股票支付者，代表納入 Collar條

款之併購案除了使企業享有以股票支付併購對價的稅務優惠，避免被收購者資訊

不對稱情況嚴重時可能溢付併購對價的風險外，又依據投機機會理論，收購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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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股價波動過大以致觸發 Collar條款，會更謹慎思考投資決策，選擇預期報酬

較高的投資標的，使納入 Collar條款之併購案擁有勝於單純以現金或單純以股票

進行支付的併購後 ROA 變化，該結果與假說二相符，惟該現象於 ROA 變化較

顯著。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當企業選擇單純以股票支付併購對價時，與併購後的

ROA 變化呈負相關，其原因可能是股票支付的併購案件交易金額普遍較大，使

併購後資產增加的幅度大於營運績效增加的幅度，導致與 ROA變化呈負相關；

但納入 Collar條款之併購案同樣是以股票為支付方式，卻能與 ROA變化呈正相

關，意謂經理人選擇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時會更加謹慎，僅選擇好的投

資標的，使併購後營運績效的增加幅度大於資產增加的幅度，使納入 Collar條款

之併購案與 ROA變化呈正相關。 

由此結果可以推論，當企業決定以股票作為支付方式時，對於市場所代表的

負面訊息難以透過納入 Collar條款消除，惟此條款要求收購者承擔自身股價變動

造成併購對價變動的風險，為了避免觸發 Collar條款，收購者可能更謹慎決定相

關投資決策，選擇較好的投資標的，使股價不確定性降低，也使納入 Collar條款

的併購案擁有高於單純以現金或單純以股票支付的 ROA1、ROA3。 

另外，在控制變數方面，併購前的 ROA與 ROA1、ROA3的關係為顯著負相

關，與 Fama and French (2000)所發現，長期下來資產報酬率會處於平均迴歸的關

係相符；併購前的 MBRATIO 則與大多數併購後績效呈顯著負相關，與 Rau and 

Vermaelen (1998)實證發現當企業的 MBRATIO越高時(即屬於 Glamour的公司)，

長期績效表現越差的結果相符。FIRM_SIZE與 BHAR1、BHAR3呈現顯著負相關、

LEVERAGE與 BHAR1、BHAR3、ROA1及 ROA3大部分呈顯著相關，亦與Moeller 

et al. (2004)；Maloney et al. (1993)實證結果相符。其餘變數與併購後績效之關係

亦與過去文獻大致相符(Fuller et al., 2002；Schwert, 2000；Morck et al., 1990)。此

結果使本研究更相信資料並無太大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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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績效之關聯性：以股票為支付方式 

 BHAR1 BHAR3 ROA1 ROA3 

COLLAR -0.057 -0.054 0.028** 0.042*** 

 (-1.21) (-0.62) (2.02) (2.77) 

HOSTILE -0.275 -0.245 0.054 0.030 

 (-1.06) (-0.51) (0.70) (0.36) 

TENDEROFFER 0.018 -0.110 -0.007 -0.004 

 (0.15) (-0.50) (-0.20) (-0.10) 

PUBLIC -0.001 -0.009 0.002 0.005 

 (-0.03) (-0.09) (0.16) (0.29) 

PRIVATE -0.050 -0.065 0.033** 0.014 

 (-1.03) (-0.72) (2.26) (0.88) 

DIVERSIFY -0.004 0.001 -0.012 -0.003 

 (-0.14) (0.02) (-1.36) (-0.27) 

ROA 0.015 0.539*** -0.328*** -0.405*** 

 (0.18) (3.61) (-13.75) (-15.57) 

FIRM_SIZE -0.020** -0.014 0.008*** 0.011*** 

 (-2.10) (-0.80) (2.96) (3.48) 

MBRATIO 0.002 -0.004 0.003*** -0.001 

 (0.60) (-0.75) (2.93) (-0.92) 

LEVERAGE 0.359*** 0.737*** 0.093*** 0.107*** 

 (3.85) (4.28) (3.37) (3.58) 

RELATIVE -0.032* 0.003 -0.020*** -0.011* 

 (-1.79) (0.09) (-3.76) (-1.95) 

PAST_RETURN -0.024* -0.076*** 0.027*** -0.011** 

 (-1.69) (-2.91) (6.53) (-2.37) 

_cons -0.515* -0.465 -0.164** -0.110 

 (-1.84) (-0.90) (-1.98) (-1.23) 

INDUSTRY_FE Yes Yes Yes Yes 

YEAR_FE Yes Yes Yes Yes 

N 1,956 1,956 1,956 1,956 

adj.R2 0.060 0.063 0.174 0.233 

F 2.630 2.720 6.340 8.700 

註一：樣本期間 1992年至 2015年，共 9,226筆併購交易。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3-2。 

註二：***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採用雙尾

檢定(two-tailed tests)，括弧內為 t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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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績效之關聯性：不同支付方式 

 BHAR1 BHAR3 ROA1 ROA3 

All_CASH 0.049*** 0.115*** 0.020*** 0.027*** 

 (3.67) (4.52) (6.04) (7.68) 

All_STOCK 0.021 0.058* -0.020*** -0.022*** 

 (1.24) (1.80) (-4.71) (-4.83) 

COLLAR -0.063* -0.075 0.025*** 0.043*** 

 (-1.70) (-1.07) (2.69) (4.31) 

HOSTILE -0.071 0.241 0.007 -0.010 

 (-0.79) (1.41) (0.32) (-0.40) 

TENDEROFFER -0.018 -0.107* -0.003 -0.006 

 (-0.61) (-1.93) (-0.47) (-0.80) 

PUBLIC 0.033* 0.026 0.000 0.004 

 (1.77) (0.75) (-0.10) (0.75) 

PRIVATE -0.027** -0.058** 0.010*** 0.005 

 (-2.07) (-2.34) (2.99) (1.34) 

DIVERSIFY 0.010 0.023 -0.005* 0.004 

 (0.84) (1.07) (-1.71) (1.27) 

ROA 0.024 0.513*** -0.398*** -0.457*** 

 (0.63) (7.12) (-41.79) (-45.30) 

FIRM_SIZE -0.020*** -0.021*** 0.008*** 0.010*** 

 (-5.38) (-3.00) (8.16) (9.80) 

MBRATIO -0.002* -0.008*** 0.001** -0.002*** 

 (-1.74) (-3.15) (2.37) (-4.57) 

LEVERAGE 0.218*** 0.390*** 0.024*** 0.041*** 

 (6.59) (6.18) (2.89) (4.58) 

RELATIVE -0.034*** -0.025 -0.020*** -0.014*** 

 (-3.57) (-1.38) (-8.29) (-5.39) 

PAST_RETURN -0.030*** -0.086*** 0.025*** 0.001 

 (-4.16) (-6.37) (13.76) (0.28) 

constant -0.086 -0.212 -0.077** -0.071** 

 (-0.69) (-0.89) (-2.44) (-2.12) 

INDUSTRY_FE Yes Yes Yes Yes 

YEAR_FE Yes Yes Yes Yes 

N 9,226 9,226 9,226 9,226 

adj.R2 0.027 0.055 0.212 0.251 

F 4.200 7.590 31.690 3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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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樣本期間 1992年至 2015年，共 9,226筆併購交易。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3-2。 

註二：***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採用雙尾

檢定(two-tailed tests)，括弧內為 t統計量。 

第四節 進一步分析 

本節針對納入 Collar條款對併購後績效的影響是否限於特定產業，以及收購

者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是否影響納入 Collar 條款對併購後績效的影響進行進一

步測試，分為以下兩部分說明： 

一、高科技產業與非高科技產業 

產業之間可能因產業特性影響實證結果，Houston and Ryngaert (1997)基

於銀行業受法規限制程度較多，宣告發布日至併購完成日間相較於其他產業

長，使收購者股價的不確定性增高，導致以股票作為支付方式時，被收購者

需要承擔較大的併購對價變動風險。在這樣的產業特性下，若於併購交易中

納入 Collar條款將使併購對價的變動風險移轉至收購者，降低被收購者需承

擔的風險，增加併購成功的機會，進而探討支付方式的彈性是否影響宣告發

布日的短期股價。其結果發現，當支付方式的彈性越高，宣告日後的短期異

常報酬越低。 

然而，本研究認為金融產業受法規限制的影響程度較大，因此若與其他

產業一併討論於支付方式中納入 Collar 對併購後績效的影響可能推論出錯

誤的實證結果，因此將金融產業排除，另外政府產業除了受法規限制外，同

時也可能基於政策、公益性因素或是法定義務而影響其決策，因此亦予以排

除。但對於其他產業，即便受法規限制的影響程度相對較小，產業之間仍有

特殊的產業特性，Kohers and Kohers (2019)提到高科技產業 (High-Tech 

industry)具有高成長、高風險的特性，使高科技產業相異於其他產業，譬如

藥品開發從了解市場需求、研究藥物配方、進行人體試驗至最終藥物完成，

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與金錢，若成功研發出新藥品，將使企業價值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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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失敗，則血本無歸，因而需承擔較大的風險。相較之下，其他產業需承

擔的研發風險可能較低。因此當收購者為高科技產業時，其股價變動的風險

可能高於其他產業，此時若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對併購後績效之影

響是否更顯著便值得探討。本研究以 SDC所辨認的高科技產業8作為區分，

將研究樣本區分為高科技產業與非高科技產業，並分別依假說一、假說二之

情況進行迴歸分析，觀察在此產業區分下，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對

併購後績效之影響是否更顯著。 

實證結果如表 4-5 至 4-8，由表中可以發現，不論是對以股票為支付方

式的併購案或是對不同支付方式的併購案進行迴歸分析，在高科技產業之併

購案中納入 Collar條款皆可帶來正面影響，使併購後 ROA變化顯著為正且

影響程度提升，代表納入 Collar條款確實能使高科技產業之併購案產生正面

的未來營運效益；與 BHAR1、BHAR3則仍為負相關，但皆不顯著，其原因

可能如上所提及，係因 Collar條款維持的股價波動期間與異常報酬衡量期間

差異所致。相較之下，於非高科技產業之併購案中，納入 Collar 條款對其

ROA1、ROA3之關係則變為不顯著，且與 BHAR1、BHAR3呈現負相關，可

能代表對於股價不確定性程度較低的產業，納入 Collar條款能產生的效益有

限，且因為原本股價不確定性程度較低，此時仍選擇於併購交易中納入Collar

條款來維持股價穩定性，將使市場投資人懷疑收購者的股票價值，導致在非

高科技產業的併購案中，納入 Collar條款與 BHAR1、BHAR3呈現顯著負相

關。因此可以推論，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對於未來不確定性程度較

高的產業能產生較大的正面影響。 

表 4- 5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績效之關聯性：以股票為支付方式下高科技產業 

 BHAR1 BHAR3 ROA1 ROA3 

COLLAR -0.067 -0.030 0.035* 0.056** 

 (-1.05) (-0.25) (1.77) (2.58) 

                                                        
8 本研究中之併購公司依照 SDC辨認為高科技產業者，詳細產業類別整理如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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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ILE -0.328 -0.175 0.082 0.043 

 (-0.81) (-0.23) (0.66) (0.32) 

TENDEROFFER 0.068 -0.158 -0.017 -0.015 

 (0.42) (-0.53) (-0.35) (-0.27) 

PUBLIC -0.039 -0.212 -0.004 0.005 

 (-0.55) (-1.62) (-0.19) (0.22) 

PRIVATE -0.097 -0.215* 0.033 0.014 

 (-1.45) (-1.74) (1.63) (0.64) 

DIVERSIFY 0.033 0.065 -0.010 -0.004 

 (0.85) (0.89) (-0.83) (-0.29) 

ROA -0.029 0.571*** -0.301*** -0.382*** 

 (-0.29) (3.17) (-10.10) (-11.57) 

FIRM_SIZE -0.016 -0.013 0.008** 0.011*** 

 (-1.32) (-0.55) (2.23) (2.63) 

MBRATIO 0.002 -0.003 0.003*** 0.000 

 (0.69) (-0.52) (2.87) (-0.08) 

LEVERAGE 0.379*** 0.719*** 0.148*** 0.164*** 

 (2.91) (2.99) (3.71) (3.73) 

RELATIVE -0.019 0.013 -0.026*** -0.015* 

 (-0.86) (0.31) (-3.85) (-1.95) 

PAST_RETURN -0.033* -0.049 0.031*** -0.011* 

 (-1.90) (-1.53) (5.88) (-1.89) 

_cons -0.012 1.156 -0.087 -0.022 

 (-0.03) (1.58) (-0.72) (-0.17) 

INDUSTRY_FE Yes Yes Yes Yes 

YEAR_FE Yes Yes Yes Yes 

N 1,352 1,352 1,352 1,352 

adj.R2 0.084 0.084 0.183 0.232 

F 3.060 3.060 6.040 7.790 

註一：樣本期間 1992年至 2015年，共 9,226筆併購交易。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3-2。 

註二：***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採用雙尾

檢定(two-tailed tests)，括弧內為 t統計量。 

表 4- 6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績效之關聯性：以股票為支付方式下非高科技產業 

 BHAR1 BHAR3 ROA1 ROA3 

COLLAR -0.027 -0.140 0.001 -0.003 

 (-0.42) (-1.21) (0.09) (-0.19) 

HOSTILE -0.215 -0.348 0.045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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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 (-0.64) (0.62) (0.16) 

TENDEROFFER -0.007 -0.119 -0.050 -0.018 

 (-0.04) (-0.38) (-1.20) (-0.45) 

PUBLIC -0.032 0.170 0.003 -0.015 

 (-0.47) (1.39) (0.16) (-0.96) 

PRIVATE 0.036 0.114 0.013 -0.002 

 (0.56) (0.97) (0.81) (-0.15) 

DIVERSIFY -0.065 -0.100 -0.004 0.009 

 (-1.53) (-1.31) (-0.39) (0.87) 

ROA 0.355** 0.293 -0.490*** -0.552*** 

 (2.10) (0.96) (-11.92) (-14.04) 

FIRM_SIZE -0.020 0.020 0.015*** 0.021*** 

 (-1.36) (0.76) (4.02) (6.05) 

MBRATIO 0.003 -0.005 0.001 -0.001 

 (0.48) (-0.38) (0.60) (-0.44) 

LEVERAGE 0.469*** 0.681*** -0.022 -0.028 

 (3.70) (2.96) (-0.70) (-0.94) 

RELATIVE -0.044 -0.025 -0.003 -0.002 

 (-1.40) (-0.43) (-0.37) (-0.22) 

PAST_RETURN 0.018 -0.096* 0.027*** 0.015** 

 (0.65) (-1.96) (4.10) (2.39) 

_cons -0.627*** -0.652 -0.136** -0.140** 

 (-2.60) (-1.49) (-2.31) (-2.48) 

INDUSTRY_FE Yes Yes Yes Yes 

YEAR_FE Yes Yes Yes Yes 

N 604 604 604 604 

adj.R2 0.088 0.117 0.225 0.286 

F 1.790 2.080 3.360 4.260 

註一：樣本期間 1992年至 2015年，共 9,226筆併購交易。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3-2。 

註二：***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採用雙尾

檢定(two-tailed tests)，括弧內為 t統計量。 

表 4- 7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績效之關聯性：不同支付方式下高科技產業 

 BHAR1 BHAR3 ROA1 ROA3 

All_CASH 0.044** 0.134*** 0.023*** 0.036*** 

 (2.27) (3.62) (4.37) (6.42) 

All_STOCK 0.007 0.068 -0.023*** -0.019*** 

 (0.31) (1.56) (-3.78)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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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R -0.055 -0.038 0.031** 0.061*** 

 (-1.08) (-0.40) (2.25) (4.17) 

HOSTILE -0.004 0.556** 0.010 -0.036 

 (-0.02) (2.04) (0.25) (-0.87) 

TENDEROFFER -0.032 -0.118 0.001 0.001 

 (-0.80) (-1.56) (0.10) (0.06) 

PUBLIC 0.011 -0.037 -0.007 -0.006 

 (0.43) (-0.73) (-1.06) (-0.82) 

PRIVATE -0.043** -0.076** 0.006 -0.001 

 (-2.28) (-2.13) (1.13) (-0.11) 

DIVERSIFY 0.020 0.037 -0.002 0.005 

 (1.23) (1.21) (-0.55) (1.14) 

ROA -0.013 0.473*** -0.381*** -0.445*** 

 (-0.29) (5.38) (-30.78) (-33.42) 

FIRM_SIZE -0.017*** -0.021** 0.009*** 0.011*** 

 (-3.48) (-2.23) (6.55) (7.70) 

MBRATIO -0.002 -0.007** 0.001*** -0.001* 

 (-1.04) (-1.98) (3.14) (-1.72) 

LEVERAGE 0.188*** 0.317*** 0.053*** 0.069*** 

 (3.82) (3.39) (4.03) (4.86) 

RELATIVE -0.027** -0.033 -0.023*** -0.016*** 

 (-2.08) (-1.35) (-6.78) (-4.36) 

PAST_RETURN -0.041*** -0.093*** 0.028*** 0.000 

 (-4.41) (-5.24) (11.17) (-0.00) 

constant 2.132*** 0.459 -0.044 -0.073 

 (3.92) (0.44) (-0.30) (-0.47) 

INDUSTRY_FE Yes Yes Yes Yes 

YEAR_FE Yes Yes Yes Yes 

N 5,477 5,477 5,477 5,477 

adj.R2 0.047 0.077 0.219 0.268 

F 4.670 7.250 22.070 28.450 

註一：樣本期間 1992年至 2015年，共 9,226筆併購交易。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3-2。 

註二：***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採用雙尾

檢定(two-tailed tests)，括弧內為 t統計量。 

表 4- 8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績效之關聯性：不同支付方式下非高科技產業 

 BHAR1 BHAR3 ROA1 ROA3 

All_CASH 0.039** 0.066** 0.013***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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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2.03) (3.63) (3.44) 

All_STOCK 0.024 0.047 -0.005 -0.005 

 (1.02) (1.04) (-1.08) (-0.99) 

COLLAR -0.086* -0.163* 0.007 -0.001 

 (-1.70) (-1.66) (0.61) (-0.11) 

HOSTILE -0.106 -0.080 0.006 0.002 

 (-1.04) (-0.41) (0.26) (0.12) 

TENDEROFFER 0.022 -0.113 -0.013 -0.019** 

 (0.55) (-1.45) (-1.48) (-2.37) 

PUBLIC 0.046* 0.077 0.004 0.005 

 (1.89) (1.64) (0.79) (1.01) 

PRIVATE 0.005 -0.030 0.012*** 0.006 

 (0.31) (-0.94) (3.23) (1.64) 

DIVERSIFY 0.000 0.007 -0.007** 0.003 

 (0.03) (0.25) (-2.05) (1.02) 

ROA 0.235*** 0.519*** -0.488*** -0.534*** 

 (3.25) (3.72) (-31.12) (-36.13) 

FIRM_SIZE -0.017*** -0.004 0.007*** 0.011*** 

 (-3.19) (-0.40) (6.12) (9.85) 

MBRATIO -0.003 -0.012*** -0.001 -0.002*** 

 (-1.39) (-2.69) (-1.17) (-3.91) 

LEVERAGE 0.270*** 0.458*** -0.020** -0.014 

 (6.44) (5.66) (-2.24) (-1.59) 

RELATIVE -0.031** 0.002 -0.014*** -0.008*** 

 (-2.36) (0.08) (-4.85) (-3.10) 

PAST_RETURN 0.004 -0.037* 0.022*** 0.013*** 

 (0.32) (-1.76) (9.16) (5.84) 

constant -0.211* -0.356 -0.054** -0.063*** 

 (-1.86) (-1.62) (-2.18) (-2.70) 

INDUSTRY_FE Yes Yes Yes Yes 

YEAR_FE Yes Yes Yes Yes 

N 3,749 3,749 3,749 3,749 

adj.R2 0.081 0.077 0.242 0.293 

F 5.200 4.950 16.170 20.690 

註一：樣本期間 1992年至 2015年，共 9,226筆併購交易。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3-2。 

註二：***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採用雙尾

檢定(two-tailed tests)，括弧內為 t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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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構投資人 

根據 Chen et al. (2007)實證結果發現，當公司擁有較多長時間持有且獨立

的機構投資人時，對公司的監督影響力較高，使企業能透過併購產生較好的

績效。延續此概念，當企業擁有較多的機構投資人時，在外部監督程度較高

的情況下，若企業仍選擇以股票支付併購對價並納入 Collar條款，可能代表

收購者相信本身的價值並未被高估，且即便談判 Collar條款需付出額外協商

成本，但若併購交易成功，能透過該併購獲取更大的綜合效益。因此本研究

以機構投資人持股作為衡量變數，將樣本依照各年度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的

中位數分成機構投資人持股數高與機構投資人持股數低兩組，並分別依假說

一、假說二之情況進行迴歸分析，且預期當企業的機構投資人持股數高，監

督效果較好，此時若企業選擇以股票作為支付方式並納入 Collar條款，代表

收購者股價並未被過度高估，且該併購案應能帶來較高的併購後效益。 

當企業選擇以股票為支付方式時，實證結果如表 4-9、4-10，由表中可

以發現納入 Collar條款對 BHAR1、BHAR3、ROA1與 ROA3皆未能產生顯著

影響；當收購者擁有較少的機構投資人時，納入Collar條款雖同樣與 BHAR1、

BHAR3、ROA1皆未能產生顯著影響，但與 ROA3呈顯著正相關；若以不同

支付方式之併購案進行分析，實證結果則如表 4-11、表 4-12，由表中可以發

現，當收購者擁有較多的機構投資人時，納入 Collar條款對 BHAR1、BHAR3、

ROA1皆未能產生顯著影響，僅與 ROA3呈顯著正相關；當收購者擁有較少

的機構投資人時，納入 Collar條款雖同樣與 BHAR1、BHAR3、ROA1皆未能

產生顯著影響，且僅與 ROA3呈顯著正相關，但其對於 ROA3的影響程度較

高。該結果可能表示，當企業擁有較多的機構投資人時，企業受到的外部監

督程度較高，在此監督壓力下，其股價變動程度應較小，且機構投資人不論

對投資案的併購對價或是併購後綜合效益的評估較為謹慎，使得收購者選擇

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所能帶來的效益減少，導致納入 Collar條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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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對擁有較多機構投資人的企業之影響較不明顯。因此可以推論，當企業擁

有的機構投資人較多時，本身受到的外部監督程度較高，將減少納入 Collar

條款帶來的潛在利益，使納入 Collar條款未能改善以股票作為支付方式時對

市場而言所代表的負面意涵，使 Collar條款對 ROA變化之影響程度降低。 

表 4- 9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績效之關聯性：以股票為支付方式下高機構投資人持股 

 BHAR1 BHAR3 ROA1 ROA3 

COLLAR -0.060 -0.002 0.010 0.016 

 (-1.17) (-0.02) (0.82) (1.14) 

HOSTILE -0.267 -0.203 0.066 0.062 

 (-1.11) (-0.42) (1.20) (0.94) 

TENDEROFFER 0.021 -0.077 -0.001 -0.009 

 (0.17) (-0.30) (-0.03) (-0.26) 

PUBLIC -0.070 -0.135 0.021 0.038** 

 (-1.08) (-1.06) (1.43) (2.15) 

PRIVATE -0.090 -0.088 0.031** 0.022 

 (-1.43) (-0.70) (2.13) (1.28) 

DIVERSIFY 0.018 -0.144** -0.009 0.001 

 (0.49) (-2.01) (-1.13) (0.12) 

ROA 0.071 1.072*** -0.332*** -0.290*** 

 (0.40) (3.08) (-8.31) (-6.04) 

FIRM_SIZE 0.000 -0.021 0.005* 0.001 

 (-0.02) (-0.75) (1.65) (0.36) 

MBRATIO 0.002 -0.006 0.001 -0.001 

 (0.51) (-0.77) (1.37) (-0.92) 

LEVERAGE 0.310** 0.925*** 0.017 0.068** 

 (2.50) (3.76) (0.61) (2.01) 

RELATIVE -0.022 0.022 -0.030*** -0.033*** 

 (-0.96) (0.48) (-5.76) (-5.25) 

PAST_RETURN -0.022 -0.048 0.021*** -0.019*** 

 (-1.06) (-1.18) (4.56) (-3.41) 

_cons -0.509 -0.442 -0.146** -0.071 

 (-1.60) (-0.70) (-2.01) (-0.81) 

INDUSTRY_FE Yes Yes Yes Yes 

YEAR_FE Yes Yes Yes Yes 

N 1,080 1,080 1,080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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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R2 0.054 0.106 0.188 0.258 

F 1.820 2.700 4.340 6.010 

註一：樣本期間 1992年至 2015年，共 9,226筆併購交易。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3-2。 

註二：***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採用雙尾

檢定(two-tailed tests)，括弧內為 t統計量。 

表 4- 10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績效之關聯性：以股票為支付方式下低機構投資人持股 

 BHAR1 BHAR3 ROA1 ROA3 

COLLAR -0.025 -0.149 0.047 0.073** 

 (-0.25) (-0.89) (1.44) (2.18) 

HOSTILE 0.000 0.000 0.000 0.000 

 (.) (.) (.) (.) 

TENDEROFFER -0.044 0.037 -0.026 0.000 

 (-0.17) (0.09) (-0.31) (-0.00) 

PUBLIC 0.091 0.182 -0.016 -0.017 

 (1.05) (1.24) (-0.55) (-0.59) 

PRIVATE 0.021 0.054 0.036 0.009 

 (0.26) (0.41) (1.38) (0.34) 

DIVERSIFY -0.036 0.187** -0.018 -0.010 

 (-0.70) (2.14) (-1.03) (-0.59) 

ROA 0.021 0.491*** -0.361*** -0.489*** 

 (0.19) (2.61) (-9.88) (-12.98) 

FIRM_SIZE -0.039** -0.045 -0.001 0.005 

 (-2.32) (-1.58) (-0.10) (0.95) 

MBRATIO 0.001 0.001 0.005*** 0.000 

 (0.27) (0.16) (2.97) (0.00) 

LEVERAGE 0.409*** 0.817*** 0.186*** 0.200*** 

 (2.66) (3.14) (3.68) (3.83) 

RELATIVE -0.041 -0.011 -0.016* 0.005 

 (-1.39) (-0.22) (-1.68) (0.53) 

PAST_RETURN -0.032 -0.099*** 0.027*** -0.009 

 (-1.49) (-2.74) (3.89) (-1.31) 

_cons -0.682 -0.591 -0.129 -0.072 

 (-1.34) (-0.68) (-0.77) (-0.42) 

INDUSTRY_FE Yes Yes Yes Yes 

YEAR_FE Yes Yes Yes Yes 

N 876 876 876 876 

adj.R2 0.059 0.050 0.204 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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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760 1.640 4.110 5.660 

註一：樣本期間 1992年至 2015年，共 9,226筆併購交易。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3-2。 

註二：***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採用雙尾

檢定(two-tailed tests)，括弧內為 t統計量。 

表 4- 11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績效之關聯性：不同支付方式下高機構投資人持股 

 BHAR1 BHAR3 ROA1 ROA3 

All_CASH 0.035** 0.114*** 0.017*** 0.017*** 

 (2.10) (3.39) (4.69) (4.21) 

All_STOCK -0.002 0.056 -0.009* -0.015*** 

 (-0.09) (1.33) (-1.89) (-2.93) 

COLLAR -0.052 -0.060 0.008 0.020** 

 (-1.32) (-0.77) (0.91) (2.16) 

HOSTILE -0.118 0.011 0.014 -0.010 

 (-1.34) (0.06) (0.74) (-0.48) 

TENDEROFFER -0.034 -0.119* -0.017** -0.018** 

 (-1.07) (-1.89) (-2.53) (-2.40) 

PUBLIC 0.023 0.023 0.009* 0.018*** 

 (1.08) (0.54) (1.94) (3.54) 

PRIVATE -0.036** -0.069** 0.009*** 0.005 

 (-2.31) (-2.21) (2.61) (1.27) 

DIVERSIFY 0.001 -0.037 -0.001 0.003 

 (0.07) (-1.36) (-0.44) (0.92) 

ROA 0.156** 0.825*** -0.431*** -0.467*** 

 (2.08) (5.47) (-26.73) (-26.16) 

FIRM_SIZE -0.013** -0.013 0.006*** 0.006*** 

 (-2.30) (-1.21) (5.30) (4.35) 

MBRATIO -0.003* -0.007** 0.000 -0.001*** 

 (-1.81) (-2.04) (1.12) (-2.98) 

LEVERAGE 0.204*** 0.358*** -0.023** 0.009 

 (4.70) (4.11) (-2.50) (0.82) 

RELATIVE -0.021* 0.001 -0.031*** -0.029*** 

 (-1.72) (0.03) (-11.61) (-9.83) 

PAST_RETURN -0.023** -0.067*** 0.022*** -0.005** 

 (-2.27) (-3.29) (9.99) (-2.06) 

constant -0.193 -0.250 -0.054* -0.030 

 (-1.47) (-0.95) (-1.91) (-0.95) 

INDUSTRY_FE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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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_FE Yes Yes Yes Yes 

N 4,916 4,916 4,916 4,916 

adj.R2 0.046 0.075 0.217 0.251 

F 3.960 5.990 18.070 21.560 

註一：樣本期間 1992年至 2015年，共 9,226筆併購交易。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3-2。 

註二：***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採用雙

尾檢定(two-tailed tests)，括弧內為 t統計量。 

表 4- 12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績效之關聯性：不同支付方式下低機構投資人持股 

 BHAR1 BHAR3 ROA1 ROA3 

All_CASH 0.058*** 0.120*** 0.025*** 0.037*** 

 (2.71) (3.06) (4.24) (6.21) 

All_STOCK 0.033 0.042 -0.036*** -0.036*** 

 (1.24) (0.86) (-4.96) (-4.88) 

COLLAR -0.071 -0.147 0.035 0.064*** 

 (-0.91) (-1.03) (1.64) (2.91) 

HOSTILE 0.007 0.722* 0.010 0.014 

 (0.03) (1.79) (0.17) (0.23) 

TENDEROFFER 0.012 -0.073 0.019 0.011 

 (0.21) (-0.71) (1.21) (0.72) 

PUBLIC 0.038 0.021 -0.010 -0.009 

 (1.16) (0.35) (-1.14) (-1.00) 

PRIVATE -0.008 -0.027 0.011* 0.004 

 (-0.36) (-0.70) (1.85) (0.63) 

DIVERSIFY 0.017 0.088** -0.009* 0.005 

 (0.91) (2.55) (-1.70) (0.94) 

ROA 0.010 0.448*** -0.408*** -0.484*** 

 (0.20) (4.87) (-29.85) (-34.25) 

FIRM_SIZE -0.025*** -0.034*** 0.006*** 0.008*** 

 (-4.13) (-3.06) (3.38) (4.75) 

MBRATIO -0.003 -0.010** 0.001* -0.002*** 

 (-1.19) (-2.43) (1.94) (-3.62) 

LEVERAGE 0.229*** 0.455*** 0.071*** 0.084*** 

 (4.44) (4.80) (5.03) (5.75) 

RELATIVE -0.044*** -0.040 -0.011*** -0.002 

 (-3.02) (-1.50) (-2.68) (-0.40) 

PAST_RETURN -0.034*** -0.097*** 0.024*** 0.002 

 (-3.35) (-5.19) (8.63)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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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 0.124 -0.111 -0.065 -0.059 

 (0.47) (-0.23) (-0.91) (-0.80) 

INDUSTRY_FE Yes Yes Yes Yes 

YEAR_FE Yes Yes Yes Yes 

N 4,310 4,310 4,310 4,310 

adj.R2 0.023 0.052 0.228 0.277 

F 2.240 3.910 16.710 21.410 

註一：樣本期間 1992年至 2015年，共 9,226筆併購交易。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3-2。 

註二：***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採用雙

尾檢定(two-tailed tests)，括弧內為 t統計量。 

第五節 敏感性分析 

某些企業可能會透過併購其他公司拓展版圖，更快速地提升規模或跨入不同

領域的產業，這些企業可能於短時間內併購多於一間公司(Fuller et al., 2002)，並

且這些企業的表現可能高於其他企業，在迴歸分析時，併購多於一間公司的企業

之併購後績效可能有重疊，使它們的企業表現於同一期間重複計算，可能導致迴

歸結果因為這些好的企業而產生正面推論，因此本節將刪除在特定衡量期間(一

年或三年)內併購多於一間公司的企業，僅留下一筆併購交易，避免這些企業的

併購後績效於相同期間重複計入，影響迴歸結果。 

延續 Loughran and Vijh (1997)針對併購多於一間公司之企業所使用分析方法，

若企業於績效衡量期間(一年或三年)內併購多於一間公司，本研究將保留最後的

併購案，僅計入最終的併購案所代表的企業績效表現。依此處理原則，於企業以

股票為支付方式的併購案中，當衡量期間為一年時(BHAR1與 ROA1)，共刪除 586

間併購案；當衡量期間為三年時(BHAR3與 ROA3)，共刪除 958間併購案，實證

結果如表 4-13 所示。由表中可以發現，刪除衡量期間內的複數併購案後，各變

數對併購後績效產生負面的影響，顯示原先假說一的實證結果可能受少數較佳的

收購公司影響，惟值得注意的是，ROA3仍為顯著正相關，代表剔除少數營運表

現表現較佳的收購公司後，長期而言，於併購案中納入 Collar條款能帶來正面的

ROA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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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不同支付方式的併購案中，當衡量期間為一年時(BHAR1與 ROA1)，共

刪除 2,297 間併購案；當衡量期間為三年時(BHAR3 與 ROA3)，共刪除 3,933 間

併購案，實證結果則如表 4-14 所示，由表中可以發現，刪除衡量期間內的複數

併購案後，各變數對併購後績效的影響方向與規模大致相同，惟值得注意的是，

納入 Collar 條款之併購案時，其 ROA1、ROA3 仍顯著為正相關，且高於其他支

付方式，顯示在排除績效較好的公司後，納入 Collar條款依然能使併購後企業享

受併購效益，產生較高的 ROA變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納入 Collar條款之

併購案，其 ROA3雖仍為顯著正相關，但其影響程度降低，可能的原因是觀察併

購案之支付方式可以發現，美國在 2000 年、2002 年與 2008 年的網路泡沫經濟

危機、911恐怖攻擊事件與金融海嘯後，支付方式漸漸轉為以現金為主，此時若

依照上述的處理原則僅保留三年內併購多於一間公司的企業之最後一件併購案，

該併購案便很有可能為以現金支付，使原本納入 Collar條款的併購案之企業表現

計入以現金為支付者，導致納入 Collar條款之併購案的 ROA3影響程度降低。另

外由表 4-14 亦可發現，以現金支付之併購案，其併購後績效更加提升，代表上

述推論之合理性。 

綜上所述，經此敏感性測試後，可以確認當企業選擇於併購交易中納入Collar

條款時，對併購後的 ROA變化有正面影響，透過 Collar條款，可以避免以現金

支付時可能溢付併購對價的風險，使企業享受更高的併購利益，進而產生較好的

ROA表現。然而，此敏感性測試中，納入 Collar 條款之併購案，其 ROA3 影響

程度降低的原因可能是受到樣本處理過程中產生的偏誤影響，但結果顯示，其效

益仍優於未納入 Collar條款之併購案。 

表 4- 13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績效之關聯性：以股票為支付方式下衡量期間單一併購 

 BHAR1 BHAR3 ROA1 ROA3 

COLLAR -0.072 -0.123 0.026 0.042* 

 (-1.35) (-1.01) (1.56) (1.86) 

HOSTILE -0.397 -0.608 0.033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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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0.86) (0.38) (-0.41) 

TENDEROFFER -0.083 -0.064 0.019 -0.022 

 (-0.63) (-0.21) (0.46) (-0.39) 

PUBLIC 0.054 0.166 -0.004 0.014 

 (0.92) (1.28) (-0.21) (0.57) 

PRIVATE -0.055 0.084 0.021 0.014 

 (-0.96) (0.66) (1.21) (0.58) 

DIVERSIFY -0.028 -0.037 -0.004 0.001 

 (-0.79) (-0.47) (-0.40) (0.07) 

ROA -0.073 0.127 -0.300*** -0.405*** 

 (-0.77) (0.64) (-10.29) (-11.03) 

FIRM_SIZE -0.018 0.044* 0.010*** 0.016*** 

 (-1.51) (1.72) (2.71) (3.40) 

MBRATIO -0.001 -0.005 0.003*** -0.002 

 (-0.17) (-0.60) (2.84) (-1.56) 

LEVERAGE 0.246** 0.219 0.089*** 0.083* 

 (2.21) (0.90) (2.62) (1.84) 

RELATIVE -0.027 0.024 -0.020*** -0.013 

 (-1.31) (0.52) (-3.18) (-1.48) 

PAST_RETURN -0.020 -0.088** 0.039*** 0.009 

 (-1.12) (-2.20) (7.14) (1.21) 

_cons -0.310 -0.724 -0.194* -0.163 

 (-0.88) (-1.06) (-1.79) (-1.30) 

INDUSTRY_FE Yes Yes Yes Yes 

YEAR_FE Yes Yes Yes Yes 

N 1,370 998 1,370 998 

adj.R2 0.032 0.032 0.151 0.164 

F 1.600 1.440 4.200 3.570 

註一：樣本期間 1992年至 2015年，共 9,226筆併購交易。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3-2。 

註二：***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採用雙尾

檢定(two-tailed tests)，括弧內為 t統計量。 

表 4- 14 Collar條款與併購後績效之關聯性：不同支付方式下衡量期間單一併購 

 BHAR1 BHAR3 ROA1 ROA3 

All_CASH 0.063*** 0.128*** 0.021*** 0.034*** 

 (4.15) (3.91) (5.47) (7.06) 

All_STOCK 0.015 0.081* -0.024*** -0.020*** 

 (0.75) (1.90) (-4.88)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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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R -0.068 -0.142 0.027** 0.043*** 

 (-1.64) (-1.53) (2.53) (3.11) 

HOSTILE -0.078 0.068 0.013 -0.016 

 (-0.79) (0.31) (0.50) (-0.49) 

TENDEROFFER -0.047 -0.115 -0.005 -0.009 

 (-1.43) (-1.61) (-0.53) (-0.85) 

PUBLIC 0.056*** 0.046 0.000 0.004 

 (2.69) (1.02) (0.07) (0.55) 

PRIVATE -0.021 -0.031 0.008** 0.003 

 (-1.46) (-0.96) (2.24) (0.70) 

DIVERSIFY 0.005 0.001 -0.003 0.006 

 (0.42) (0.02) (-0.79) (1.36) 

ROA -0.040 0.400*** -0.368*** -0.424*** 

 (-0.93) (4.43) (-33.38) (-31.88) 

FIRM_SIZE -0.016*** 0.000 0.008*** 0.012*** 

 (-3.74) (-0.05) (6.92) (8.70) 

MBRATIO -0.004** -0.009** 0.001*** -0.002*** 

 (-2.51) (-2.52) (2.73) (-4.21) 

LEVERAGE 0.183*** 0.310*** 0.031*** 0.0372*** 

 (4.88) (3.85) (3.18) (3.14) 

RELATIVE -0.025** -0.009 -0.020*** -0.011*** 

 (-2.30) (-0.38) (-7.26) (-3.36) 

PAST_RETURN -0.017* -0.080*** 0.030*** 0.011*** 

 (-1.95) (-4.24) (13.39) (3.75) 

constant -0.004 -0.406 -0.083** -0.094** 

 (-0.03) (-1.41) (-2.36) (-2.21) 

INDUSTRY_FE Yes Yes Yes Yes 

YEAR_FE Yes Yes Yes Yes 

N 6,929 5,293 6,929 5,293 

adj.R2 0.021 0.042 0.195 0.212 

F 2.850 3.840 21.710 18.580 

註一：樣本期間 1992年至 2015年，共 9,226筆併購交易。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3-2。 

註二：***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採用雙

尾檢定(two-tailed tests)，括弧內為 t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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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根據 Devos et al. (2009)研究結果顯示，企業於併購中主要透過提升經營績效

與享受稅務利益獲得併購後之綜合效益。過去許多文獻亦討論不同支付方式的優

缺點以及對併購後企業產生的影響，而在 Fuller (2003)提到於支付方式中納入

Collar條款能兼顧不同支付方式的優點、Officer (2004)則述及企業選擇於支付方

式中納入 Collar條款之目的在避免股價波動造成後續重新談判成本，由此可見於

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應能增進企業之整體併購效益。然這些文獻僅討論企

業宣告發布日若於併購交易納入 Collar條款對買入持有異常報酬之影響，未討論

該條款是否對併購後的長期績效產生正面影響，因此本研究以 1992-2015年為研

究期間，探討當企業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時，是否能使併購後的長期績

效產生正面影響，並分別以一年、三年衡量該條款的影響程度，又以買入持有異

常報酬與資產報酬率變化分別探討該條款的影響範圍。 

本研究發現，當企業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時，僅於資產報酬率變化

觀察到該條款帶來之顯著正面影響，未於買入持有異常報酬觀察到該條款之影響。

此結果可能代表市場敏感程度較高，企業宣告發布併購訊息至實際完成併購之間

往往耗時數月至數年，市場可能已於此段期間評估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

帶來之影響，因此未能觀察到該條款對併購完成後買入持有異常報酬之影響。然

透過該條款確實能使企業避免溢付併購對價，使併購效益顯現於資產報酬率變化，

因此本研究結果顯示當企業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 條款能使併購後資產報酬

率變化最高。 

本研究另分析在不同產業與企業特性下，納入 Collar條款之影響，結果發現

當企業為高科技產業或是企業擁有的機構投資人較少時，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條款對企業帶來的正面效益較能顯現。其原因在於高科技產業的未來不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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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較高、風險較大，納入 Collar條款能減少市場對此不確定性的評估，因而使

Collar條款產生正面效益。機構投資人較少的企業基於外部監督程度較低，納入

Collar條款能減少以現金或以股票支付可能產生的風險，提升併購效益；相對的，

機構投資人較多的企業則因為外部監督程度較高，降低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

條款所能帶來之效益。 

綜上所述，於不同支付方式的併購案中，當企業決定於併購交易中納入Collar

條款時，未能顯著影響併購後買入持有異常報酬，但能提升併購後資產報酬率變

化，並獲得最好的表現，證實 Collar條款能兼顧不同支付方式的優點，並促使經

理人謹慎思考投資決策，使併購後效益最大化。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長期績效之衡量 

衡量長期績效的方式多元，若以異常報酬率衡量時，計算上可採市場模型(本

研究所採)或是 Fama and French (1992)提出的三因子模型、五因子模型等；若以

財務績效指標衡量時，則有資產報酬率變化(本研究所採)、營業活動損益、每股

盈餘變化等指標。以不同模型或財務指標衡量長期績效各有優缺點，本研究僅以

市場模型計算異常報酬率，以資產報酬率變化衡量財務績效指標，可能使研究結

果限於特定長期績效的衡量方式。 

二、樣本選擇的偏誤 

本研究之併購資料取自 SDC 資料庫，但最終樣本僅納入於 CRSP 與

Compustat 資料庫中資料齊全之公司，並非樣本期間的全部併購公司。若取得全

部併購公司的股價與財務資訊，可能影響本研究之實證結果。 

三、模型解釋能力較低 

Collar 條款僅出現於以股票為支付方式的併購案中，隨著 2000 年以後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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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逐漸以現金為主，即便以股票支付的併購案中納入 Collar條款者在 2000

年以後比例普遍較高，但納入 Collar條款的併購案數量相較於全部併購案，比例

上仍占少數，使得本研究模型解釋能力可能偏低。 

第三節 研究建議 

由於近年美國的支付方式出現明顯變化，逐漸以現金支付為主，主要原因在

於美國歷經 2000年、2002年與 2008年之網路泡沫經濟、911攻擊事件以及金融

海嘯影響，使企業傾向接受價值穩定的現金。本研究探討當企業選擇以股票作為

支付方式時，可能納入 Collar條款，減輕發行股票時產生的負面影響，並進一步

發現當企業於併購交易中納入 Collar 條款時，能為企業產生較高的併購後 ROA

變化。然企業併購之條款不限於 Collar條款，建議可以觀察近年多以現金支付併

購對價時，企業是否於併購協議中納入特定條款，減少以現金支付可能產生的相

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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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高科技產業 

Biotechnology 

Blood Derivatives 

Drug Delivery Sys(Not IV Sys) 

General Med. Instruments/Supp. 

General Pharmaceuticals 

Healthcare Services 

Lab Equipment 

Medical Imaging Systems 

Medical Lasers 

Medical Monitoring Systems 

Medicinal Chemicals 

Other Biotechnology 

Over-The-Counter Drugs 

Rehabilitation Equipment 

Research & Development Firm 

Surgical Instruments/Equipment 

Vaccines/Specialty Drugs 

Computer Equip.-continue 

Data Processing Services 

Database Software/Programming 

Disk Drives 

Mainframes & Super Computers 

Micro-Computers(PCs) 

Modems 

Monitors/Terminals 

Networking Systems (LAN,WAN) 

Operating Systems 

Other Computer Related Services 

Other Computer Systems 

Other Peripherals 

Other Software (inq. Games) 

Portable Computers 

Printers 

Programming Services 

Utilities/File Management Software 

Workstations Communications 

Alarm Systems 

Cellular Communications 

Internet Services & Software 

Messaging Systems 

Microwave Communications 

Other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Telephone Interconnect Equip 

Electronics 

Other Electronics 

Precision/Measuring Test Equip 

Printed Circuit Boards 

Process Control Systems 

Search,Detection,Navigation 

Semiconductors 

Superconductors 

Computer Equip. 

Applications Software(Business) 

CAD/CAM/CAE/Graphics Systems 

CD Rom Drives 

Communication/Network Software 

Computer Consulting Services 

General Tech. 

Defense Related 

Lasers(Excluding Medical) 

Other 

Robotics 

資料來源：Securities Data Company並經本研究整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008

53 

 

參考文獻 

Alexandridis, G., Mavrovitis, C. F., & Travlos, N. G. (2012). How have M&As changed? 

Evidence from the sixth merger wave.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Finance, 18(8), 

663-688. doi:10.1080/1351847x.2011.628401 

Amihud, Y., Lev, B., & Travlos, N. G. (1990). Corporate control and the choice of 

investment financing: The case of corporate acquisition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45(2), 603-616.  

Asquith, P., Bruner, R. F., & Mullins Jr, D. W. (1983). The gains to bidding firms from 

merger.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1-4), 121-139.  

Barber, B. M., & Lyon, J. D. (1997). Detecting long-run abnormal stock returns: The 

empirical power and specification of test statistic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3(3), 341-372.  

Bradley, M., Desai, A., & Kim, E. H. (1988). Synergistic gains from corporate 

acquisitions and their division between the stockholders of target and acquiring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1(1), 3-40.  

Brown, D. T., & Ryngaert, M. D. (1991). The mode of acquisition in takeovers: Taxes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46(2), 653-669.  

Chen, X., Harford, J., & Li, K. (2007). Monitoring: Which institutions matter?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6(2), 279-305. doi:10.1016/j.jfineco.2006.09.005 

Davis, J. L., Fama, E. F., & French, K. R. (2000). Characteristics, covariances, and 

average returns: 1929 to 1997.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5(1), 389-406.  

Devos, E., Kadapakkam, P.-R., & Krishnamurthy, S. (2009). How Do Mergers Create 

Value? A Comparison of Taxes, Market Power,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as 

Explanations for Synergie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2(3), 1179-1211. 

doi:10.1093/rfs/hhn019 

Fama, E. F., & French, K. R. (1992). The cross‐section of expected stock return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47(2), 427-465.  

Fama, E. F., & French, K. R. (2000). Forecasting profitability and earnings.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73(2), 161-175.  

Fee, C. E., & Thomas, S. (2004). Sources of gains in horizontal mergers: evidence from 

customer, supplier, and rival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4(3), 423-

460. doi:10.1016/j.jfineco.2003.10.002 

Fuller, K., Netter, J., & Stegemoller, M. (2002). What do returns to acquiring firms tell 

us? Evidence from firms that make many acquisition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7(4), 1763-1793.  

Fuller, K. P. (2003). Why some firms use collar offers in mergers. Financial Review, 

38(1), 127-15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008

54 

 

Hansen, R. G. (1987). A theory for the choice of exchange medium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75-95.  

Hayn, C. (1989). Tax attributes as determinants of shareholder gains in corporate 

acquisi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3(1), 121-153.  

Healy, P. M., Palepu, K. G., & Ruback, R. S. (1992). Does corporate performance 

improve after merg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1(2), 135-175.  

Heron, R., & Lie, E. (2002).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the method of payment in 

takeov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37(1), 137-155.  

Houston, J. F., James, C. M., & Ryngaert, M. D. (2001). Where do merger gains come 

from? Bank merg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iders and outsid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0(2-3), 285-331.  

Houston, J. F., & Ryngaert, M. D. (1997). Equity issuance and adverse selection: A 

direct test using conditional stock offer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2(1), 197-

219.  

Jung, K., Kim, Y.-C., & Stulz, R. (1996). Tim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managerial 

discretion, and the security issue decis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2(2), 159-185. doi:10.1016/0304-405x(96)00881-1 

Kim, E. H., & Singal, V. (1993). Mergers and market power: Evidence from the airline 

indust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49-569.  

Kohers, N., & Kohers, T. (2019). The Value Creation Potential of High-Tech Mergers.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56(3), 40-51. doi:10.2469/faj.v56.n3.2359 

Li, K., Qiu, B., & Shen, R. (2018). Organization Capital an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53(4), 1871-1909. 

doi:10.1017/s0022109018000145 

Loughran, T., & Vijh, A. M. (1997). Do long‐term shareholders benefit from corporate 

acquisition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2(5), 1765-1790.  

Maloney, M. T., McCormick, R. E., & Mitchell, M. L. (1993). 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 and capital structure. Journal of Business, 189-217.  

Martin, K. J. (1996). The method of payment in corporate acquisition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management ownership.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1(4), 

1227-1246.  

Moeller, S. B., Schlingemann, F. P., & Stulz, R. M. (2004). Firm size and the gains from 

acquisi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3(2), 201-228. 

doi:10.1016/j.jfineco.2003.07.002 

Morck, R., Shleifer, A., & Vishny, R. W. (1990). Do managerial objectives drive bad 

acquisition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45(1), 31-48.  

Myers, S. C. (1984). The capital structure puzzl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39(3), 574-

59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008

55 

 

Myers, S. C., & Majluf, N. S. (1984).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 (0898-2937). Retrieved 

from  

Officer, M. S. (2004). Collars and renegotiation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9(6), 2719-2743.  

Rau, P. R., & Vermaelen, T. (1998). Glamour, value and the post-acquisition 

performance of acquiring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9(2), 223-

253.  

Ruback, R. S., & Jensen, M. C. (1983).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 5-50.  

Sapienza, P. (2002). The effects of banking mergers on loan contract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7(1), 329-367.  

Schwert, G. W. (2000). Hostility in takeover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5(6), 2599-2640.  

Shahrur, H. (2005). Industry structure and horizontal takeovers: Analysis of wealth 

effects on rivals, suppliers, and corporate custom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6(1), 61-98. doi:10.1016/j.jfineco.2004.01.001 

Travlos, N. G. (1987). Corporate takeover bids, methods of payment, and bidding firms' 

stock return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42(4), 943-963.  

Wansley, J. W., Lane, W. R., & Yang, H. C. (1983). Abnormal returns to acquired firms 

by type of acquisition and method of pay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1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