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購併相關理論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購併動機與相關理論 

 

2.1 購併動機 

    Cooke(1986)提出有關購併動機的研究，他將 1980 年代 16 個國家的購

併案，分成四大類共十三項動機。 

（一）增加市場的佔有率： 

1. 掠奪市場，維護獲利能力； 

2. 收購競爭對手，減少市場上的競爭者； 

3. 擴大市場銷售網路，建立分支機構； 

4. 增加產品的銷售管道； 

5. 為因應產品生命週期縮短的衝擊。 

（二）綜效的發揮： 

1. 取得國際競爭所必須的規模經濟； 

2. 取得技術、專利、商標； 

3. 取得管理模式與科技人才。 

    （三）1. 分散營運的地理區域以及政治區域，以求降低風險； 

          2. 利用不同公司的盈餘減輕稅賦； 

          3. 透過合併所需成本，較自行建廠的成本來得便宜。 

    （四）政治理由： 

          1. 因應國際貿易可能產生的摩擦； 

          2. 規避本國政府對合併及海外投資的管制。 

 

    其中，綜效部份，可說是購併案最重要的動機因素。而根據 Chatterjee

（1986）提出，綜效的來源有四個： 

（一） 降低營運成本，達到規模經濟的效益。 

（二） 增加營業據點，擴大行銷通路，達到財務規模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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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供更廣大的服務網，增加市場上的競爭力。 

（四） 藉由擴大業務的範圍以求分散風險。 

 

2.2  購併相關理論整理 

    以下彙整有關購併的理論： 

1. 綜效理論：兩家公司合併後，獲取的利益大於雙方未合併前的利益。

（Brighham & Gapenski，1991）。通常又可分為啟動綜效；營運綜效；  

財務綜效和管理綜效。 

（1） 啟動綜效：採取階段式方式介入產品生命週期的階段，包

括原料、研發、生產行銷……等等的規模經濟與綜效，乃

是透過購併取得新成長領域或是面對新的競爭威脅所需要

的新管理技術。 

（2） 營運綜效：又可分為 

a. 規模經濟：透過整合提高經濟規模，以求降低溝通成本和

提高議價與協商能力。 

b. 壟斷力理論：又稱獨占理論，意指藉由購併，以增強企業

對原料或是市場的控制力，如此可使產業的集中度提高，

而較高的市場集中度，將有助於企業於產業內的勾結行

為，使企業對產業的壟斷力增加，形成獨佔利潤。 

（3） 財務綜效：包含評價理論、稅賦效果、風險分散與資金成

本降低。 

a. 評價理論：藉由購買股價被低估的公司，經由適當的整理

後，再將其出售，將公司當作商品買賣。 

b. 稅賦效果：在美國，稅法允許買賣雙方合併計稅，因此透

過合併虧損的公司，使得買方公司得以利用其來使租稅降

低。 

c. 風險分散與降低資金成本：購併後達到多角化的目的，降

低公司的風險，尤其是財務方面的風險，可因此而降低借

貸的資金成本。Levy & Sarnat（1970）認為，購併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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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在資本市場上分散股票的持有，使得非系統性的風險

得以分散。此外，由於內部融資的成本相對較低於外部融

資的成本，因此，擁有大量現金流量，但卻苦無投資機會

的公司，與擁有較多投資機會卻缺乏現金支持的公司合併

的話，可以取得較低成本的內部資金，進行投資。 

        （4）管理綜效：又或稱為差異綜效，意指整合兩家管理能力不

同的公司。若買方效率高，則被併公司可藉此而改善管理

效率；相反的，買方亦可以找尋管理能力較佳的公司，透

過整合以提升本身管理效率。 

 

2. 多角化動機：雖然多角化亦可以透過公司的內部成長獲得，但若公司缺

乏成長所需的資源，或是產業存在生產過剩的危機，則以購併方式是較

為便利的。 

 

3. 傲慢理論：收購方付出超過目標公司的實際價值，原因是管理階層錯誤

的評估目標公司的價值，使得事實上主併公司並無法獲得利益。 

 

4. 代理理論：管理人為擴大公司規模而進行會使公司價值下降的合併案，

此乃管理人基於個人利益所進行的購併。 

 

5. 互保假說：由 Lewellen(1971)年提出，認為購併有助於雙方的風險降低，

產生互保效益。 

 

6. 掠奪理論：收購者是為了掠奪公司股東的財富以及公司資產，此一強盜

行為僅會使財務重分配，卻不會帶來任何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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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購併績效相關文獻探討 

 

    由於近年來購併案件增加的數量越來越多，使得投身於購併研究的文

獻數量大幅增加。根據 Rhoad(1994)整理出的 19 篇有關購併的文獻中，多

數的研究是著重在比較有進行購併的公司與未有購併案的公司之間的經

營表現，而多數的研究結果顯示購併後的績效表現並未獲得顯著的改善。 

 

    Bradford(1978)嚐試研究1969至1971年間進行購併之83家美國儲蓄貸

款機構(Savings & Loan Association)之購併績效。此研究另選取83家從事購

併之儲貸銀行作為配對樣本，經實證發現主併銀行和未參予購併之銀行，

在購併前之獲利能力、經營效率及企業風險存在顯著差異。購併後的2~3 

年，購併銀行和未參予購併之銀行，並無經營績效的顯著差異。 

 

Rose(1989)從1970至1985年間進行購併之銀行及銀行控股公司中各選

出600家進行問卷調查。其調查之600家樣本中有99家銀行是以提高銀行獲

利為購併之目的，而其中有60%經認定為達成上述目標，另有50家銀行控

股公司以提高銀行獲利為購併之目的，並認為有26家達成目標。 

 

Kwan-Wilcox(1999)根據1985年至1997年間共8,032家購併的銀行作為

研究對象，實證發現購併對降低營業成本有明顯助益，並助長銀行在購併

後ROA明顯上升。不過Kwan-Elsenbeis(1999)則發現，合併後銀行的獲利能

力及經營效率並沒有顯著提昇。 

 

    Berger & Humphrey（1992）提出了 X-效率性的說法，認為在 X-效率

性中有 20～25％是來自於成本方面的影響，而透過購併將可以達到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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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益提高的可能性。然而，在 DeYoung（1998），Peristiani（1997）的研究

發現，在 1980 年代的購併案中，透過購併而有降低成本的購併案中，其

比例是低於 5％的。Akhavein et al（1997）則找出實際上成本上的 X-無效

率性是偏低的。Berger ＆ Humphrey（1992）年研究購併後有降低成本的

案子與購併前被預測會降低成本的案子之間的關聯性，結果發現兩者間並

無相關性。Craig & dos Santos（1997）則發現在購併後，有購併的企業表

現的較同產業為佳。他們認為當發生購併後，主併公司的風險在發佈購併

訊息後會較購併前降低。 

 

    而在國內研究方面，歐陽遠芬(1998)以 45 家台灣銀行為研究對象，實

證發現購併後銀行不一定有具有成本效率，原因為購併初期銀行承受了原

先信合社過多之不良放款，而使成本突然提高。此外，本國銀行購併前皆

具規模經濟且購併後即達最適營運規模，不宜再繼續擴大規模。陳志賢

(1999)分析商業銀行購併後之經營績效，以因素分析法萃取出之因素分數

去評估購併綜合績效。發現購併銀行購併後之綜合績效雖有正面效果，但

不顯著。另外，購併活動對於成長性因素會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但對於資

本適足因素卻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許李瑋(1999)以 84 年至 88 年間曾進行

購併之商業銀行作研究對象，發現購併銀行之營運績效、管理績效、市場

佔有率及規模經濟皆有顯著差異，表示有購併綜效之存在。不過，洪儷文

(2000)研究顯示，購併當年，購併銀行獲利能力會變好，購併後一年，獲

利能力則變差。資本適足性方面，在購併當年，購併銀行的資本適足性有

變好的情形；購併的隔年，購併銀行之資本適足性則降低。 

 

    Caves(1989)針對過往的購併研究加以分析，發現在被併公司方面，股

東的確有獲得超額報酬，但是在主併公司一方，超額報酬則是近乎於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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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雙方整體來看，權益價值則是有顯著的增加。不過在進一步深入研究綜

效時，發現超額報酬與綜效的來源則是沒有顯著的關係存在。Healy , 

Palepu , and Ruback(1992)認為，這種結果隱含權益價值的提高，或許是由

於市場對於股價的高估。因此針對 1979~1984 年間 50 家美國最大的購併

案件進行購併後經營績效變化的研究，利用營運現金流量報酬率為衡量變

數。結果顯示，參與購併的公司在購併後其營運現金流量報酬率有顯著的

改善，尤其當主併公司與被併公司於產業間有高度相關性時。 

 

    Agrawal , Jaffe and Mandelker(1992)亦針對購併後績效進行研究。他們

採用較多的樣本數，其中包含 937 個購併案與 227 個股價收購提議案。且

採用的樣本公司規模也比 Healy 等人的研究(集中在前 50 大購併案)要小。

在調整規模效應與衡量β的市場報酬之後，發現主併公司的股東在購併

案完成的 5 年期間之中，承受了約有 10%的財富損失。此項發現有兩種意

義存在：首先，表示此為一反常現象，因為一般認為購併後會獲得正面的

投資報酬機會，若以此結果來看，表示主併公司在購併後的營運績效並未

能改善，投資人應逆向操作，於購併宣告後放空主併公司的股票。其次，

Healy et al.,(1992)發現經產業因素或市場經濟整體的調整，將會帶來負報

酬。綜合以上的意見，得到的結論是，購併活動容易在績效較整體市場或

整個經濟表現較差的產業中。 

 

    Bacon , Shin and Murphy(1994)研究於 1942~1988 年間的美國電子產

業，被併公司與非被併公司之間財務特性的差異性。研究樣本取自同業中

免稅且為非上市公司的 50 家目標公司，以此進行樣本配對。其選擇 18 項

財務指標，分成為 5 個財務構面(獲利性、效率性、槓桿程度、流動性以及

活動性)。經研究發現，被併公司在獲利能力、效率性、流動性這三項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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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均弱於非被併公司；而非被併公司則是總銷管費用佔總資產的比例較

高。 

Pilloff（1996）發現購併後的 ROE 並沒有顯著改變。然而，當他採用

Operating Income 代替 Net Income 來計算 ROE 時，購併後的報酬則有顯著

的增加。Akhavein et al 則發現在 1981-1989 年間，即使購併後的 ROE 沒有

顯著改變時，在利潤的效率性方面確有顯著的改善。Peristiani（1997）也

發現，即使 ROE 並沒有改善，合併後的企業表現的比購併前雙方相加總

的表現還更好。 

 

Banerjee & Eckard(1988)以 1987~1903 年間，第一波購併風潮下的公司

為樣本，透過公司市值為購併後績效的衡量指標。研究結果發現，由於營

運效率的提高使得公司的價值增加率達到 12%~18%，而非獨占力造成的

影響。 

 

Delong（2001）發現在銀行業購併案中若是雙方的經營領域或地域性

相近，會增加公司的價值，但若為不同領域，則不會產生任何附加價值。 

Houston et al（2001）年提出，大多數購併案估計產生的價值多半是來自於

刪去過多的人力成本，例如雙方重疊的管理階層和顧問。同時還發現 1990

年代的購併案產生比 1990 年以前的購併案更高的超常盈餘報酬。DeLong 

& DeYoung（2004）也發現，市場似乎越來越能預測出成功的購併案，而

且不同購併方式所產生的長期價值也不斷在變換。他們甚至提出一個結

論，認為市場分辨購併案的能力會提升 1990 年代合併後公司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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