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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購的結果往往不盡人意，已不是祕密，但
成功的案例也不少
 一項有關併購的研究指出，在1984-1994年間儘管有許多案例的
項有關併購的研究指出 在1984 1994年間儘管有許多案例的
收購價格被競爭者哄抬得不太合理，卻仍有大約80％的融資收購
投資公司 其投資回收等於或超過投入併購的資 成本
投資公司，其投資回收等於或超過投入併購的資金成本
 大多數企業經理人都視收購為一次「率領大軍直接攻上山頂」的
行軍，因此多半大聲嚷嚷：「我要買下這家公司。我們先探探底，
算出它的市值 再出 個較低的價
算出它的市值，再出一個較低的價碼，看看我們能否用這個價錢
看看我們能 用這個價錢
買下。」
 實際上的交易管理程序卻通常授權給外部專家執行，如投資銀行
實際上的交易管理程序卻通常授權給外部專家執行 如投資銀行
與律師
 探討成功收購者如何管理其交易程序

• 過濾潛在併購對象、達成初步協議、進行實體查核、達
成最後協議 及完成交易
成最後協議，及完成交易

1.過濾潛在併購對象
收購機會可能在無預警情況下冒出來，經理人必
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評估
 評估潛在收購對象時的最大挑戰
評估潛在收購對象時的最大挑戰，是如何保有一貫的
是如何保有 貫的
策略思考，又能適時抓住商機
 有經驗的收購者都會遵循兩個簡單原則：
有經驗的收購者都會遵循 個簡
則
 四處搜尋
 維持策略重心

1.過濾潛在併購對象
 四處搜尋
 成功收購者永遠伺機而動
• 以思科系統（Cisco Systems）為例，該公司平常就特別留意二、
三個潛在市場，而在每次交易中，經理人通常以五到十個公司
為潛在對象，仔細篩選最佳收購標的

 擴大收購對象的範圍有兩大好處
• 可以培養出整體眼光，幫助該公司找出市場存在哪些策略收購
商機、了解它們值多少價格
• 迫使經理人以訓練有素的方式，快速執行篩選收購標的之程序

 維持策略重心
• 收購新手常犯的錯誤是，一遇到迷人的機會，就不自覺地把既
定策略擺在一邊
• 「我們搜尋的收購標的，一定要成為公司成長策略的核心部分」
(J N
(Joe
Nolan)
l )

2.從紙上談兵到規劃
經理人可以透過很多不同方式進行初期談判
 有的過程事先經過嚴謹規劃，如公開議價
 有非正式的過程，如雙方高層主管在私下場合以口頭方式約定
 不論採用何種方式，第二階段的最大挑戰是讓雙方都同意，若在
此項交易持續投資 將有合 報酬
此項交易持續投資，將有合理報酬
 勿陷入價格泥沼
 確認必須爭取的項目
 友善處理

2.從紙上談兵到規劃
 勿陷入價格泥沼
 談判初期，切勿一心想要敲定明確的收購價格
• 一剛開始，雙方擁有的資訊都不夠充足
剛開始 雙方擁有的資訊都不夠充足
• 「你一定會經歷一段摸索期。如果一開始就太關注價格問
題，將注定會以失敗收場。許多人在一開始非常關心所下
賭金的多寡，最後卻大失所望。我在乎的是新事業有無發
展潛力，如果有，我會想盡辦法讓對方點頭！」(Bob End)

2.從紙上談兵到規劃
 友善處理
 被併公司管理團隊在談判初期，面對未來可能的公司所有人，會
有害怕、甚或懷疑的態度是很自然的。
 主併公司表現出很大的彈性，讓對方產生信任，從而幫助被併公
司經理人看到自己在新組織中的職業生涯機會
• 「我們努力建立合夥關係。從整個過程一開始、從雙方第一次會面，
我們就這麼做。除非你了解賣方真正的需求，否則交易不可能達成，
你一定要想辦法解決對方的問題」(Jeff
你
定要想辦法解決對方的問題」(
Hughes）
g
）

2.從紙上談兵到規劃
 確認必須爭取的項目
 收購初期，公司不值得花時間在一些太瑣碎的項目上面，主事者
仍應依據策略考量，掌握若干重點
• Ex: 被併公司高階主管在合併後組織管理團隊中，應扮演何種
角色
• Ex: 美國家庭用品（American Home Products）和孟山都化
學（Monsanto）這兩家公司在合併過程中一波三折，即因為
兩個執行長爭著當老大，誰也不肯退讓
 在初期階段
在初期階段，主併公司應有心理準備，被併公司一定有一些未浮
主併公司應有心理準備 被併公司 定有 些未浮
上檯面的負面因素
• 如環保工作未做好、 積欠退休員工醫療給付、未了結的勞資
糾紛訴訟案

3.加速進入正式談判階段
下
下一個階段是實體查核，也是整個程序中最耗時間、最沒
個階段是實體查核 也是整個程序中最耗時間 最沒
有創意的階段，從原先對建立合夥關係產生美好憧憬的激
情 來到認清現實狀況的世俗世界
情，來到認清現實狀況的世俗世界
 難怪許多資深經理人偷懶，把此一繁瑣的工作委由事業發展幕僚、
各部經理、會計師、律師及銀行人員執行。
 資深經理人在這個階段偷懶而導致整筆交易失敗的損失額，遠大
於自己在其他階段的疏失
 摒除所有阻礙
摒除所有 礙
 站在對方立場著想
 結合實體查核與事業規畫

3.加速進入正式談判階段
 摒除所有阻礙
 收購者若在實體查核階段發現苗頭不對而打退堂鼓，
事後通常證明他們做了明智抉擇
• Ex:一家有遠見的企業計劃收購某公司，後者是一家消費
者服務公司 事業正快速起飛 其產品頗具競爭力 在
者服務公司，事業正快速起飛，其產品頗具競爭力，在
所屬利基占有最大市場占有率…
– 經初期評估
經初期評估，資深主管一致認為收購該公司是筆上算的投
資深主管 致認為收購該公司是筆上算的投
資。但進入實體查核階段後，主併公司卻發現，那家公司
的創始人雖有不錯的前瞻眼光，財務控制卻做得一塌糊塗
– 錢的問題被隱藏了，但這還是次要的事，真正重要的問題
是，被併公司的經營團隊隱瞞真相是不被允許的，這甚至
關乎最基本的誠信原則

3.加速進入正式談判階段
 站在對方立場著想
 藉由實體查核，有經驗的收購者可以深入了解對方的經營團隊，
從而與他們建立關係
 每一次互動均讓收購者進一步評估對方經理人的能力及意向，這
種機會極其難得
• 對方經理人是否通盤掌握作業層面的細部資訊？
• 面臨重大變動，他們是驚惶失措或充滿敵意？
• 他們是否滿心期待公司被收購，或更關切個人的前途？
他們是否滿心期待公司被收購 或更關切個人的前途

 結合實體查核與事業規畫
 有經驗的收購者卻知道要密切結合實體查核與事業規畫
 能在實體查核階段確認併購是否繼續進行，是明智的抉擇

4.敲定最後條件
 運用多重談判管道
 成功的收購者通常會把交易小組劃分為兩、三個談判小組：經理人
組、律師組，或許加上投資銀行組。
 允許數個不同作業同時進行
 分組談判有助孤立一些尖銳言論，使其產生的負面效果不至於擴散

 腳踏多條船
 當某個機會出現，經理人正全力與之周旋時，對其他機會多半視而
不見，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人的時間與精力有限
 經理人仍應和潛在收購對象保持相當程度的連繫
• 了解自己還有哪些選擇，有助於經理人評估手邊交易的相對價
值，有必要時，甚至可立即轉移重心
• 當交易小組知道自己還有其他選擇，其成員會顯得更有自信，
當交易小組知道自己還有其他選擇 其成員會顯得更有自信
在談判時，這種自信便會不經意地流露

4.敲定最後條件
雙方經營團隊及諮詢人員開始碰觸最敏感地帶：
價格與策略
 沒有經驗的人常犯
沒有經驗的人常犯一個典型錯誤：帶著清單來到談判桌前，卻還
個典型錯誤 帶著清單來到談判桌前 卻還
未為清單上一長串待解決的重要議題，排定優先順序。這樣做的
危險是 雙方可能會因為細枝末節僵持不下 之前好不容易培養
危險是，雙方可能會因為細枝末節僵持不下，之前好不容易培養
出來的良好合作氣氛，也將一點一滴耗盡

 運用多重談判管道
 腳踏多條船
 留意競爭對手

4.敲定最後條件
 留意競爭對手
 在大多數案例中，被收購對象也有選擇，有時，雙方的談判像極
了一場公開拍賣過程
 在採取任何戰術之前，收購者應評估本身的優勢及弱點，並和其
他潛在競標者做比較
• 例如：長期而言，如果欲收購對象被競爭者買去，你們將付出
多少代價？
 部分有經驗的收購者通常不允許競爭對手的出現
• 某些財務收購機構嚴守不參與競價的原則，因為他們相信常有
得標者做了冤大頭而不自知
• 許多企業收購者，如思科，堅持和欲收購對象進行一對一的談
判，不允許對方同時和其他企業打交道

5.堅持到最後一刻
 而統計數字顯示
而統計數字顯示，有不少收購案，即使雙方已簽妥最後協議，
有不少收購案 即使雙方已簽妥最後協議
後來還是有一方變卦，其比例出人意外地高
 交易在這個階段失敗，有兩個主因：
• 主併公司未向利害關係人耐心解釋及推銷觀念
• 主併公司在這個階段拖延太久，對方不耐久候而決定說再見
主併公司在這個階段拖延太久 對方不耐久候而決定說再見

 推銷、推銷、再推銷
 動作快

5.堅持到最後一刻
 推銷
推銷、推銷、再推銷
推銷 再推銷
 聰明的收購者會馬上展開下一個重要工作：主動仔細規劃公共關
係與投資人關係的說明活動方案。
 為有效達成目標，他們常委請專業公關公司執行。充分、明確地
揭露合約條文內容，並讓人明瞭公司進行此項交易的合理性，是
說服投資人接受公司所做決定的關鍵
 「情願溝通過了頭，也不能溝通不夠。我們必須讓外面的投資人
充分了解公司採行的策略，以及某個收購案為何對我們最有利。」
(Cisco System, Ammar Hanafi)

 動作快
 當主併公司以最快速度辦妥成交手續時
當主併公司以最快速度辦妥成交手續時，無異向各利害關係人
無異向各利害關係人
（包括投資人）傳遞明確的訊息：我們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6.涉取過去教訓
 從成功收購者的經驗得知
從成功收購者的經驗得知，有效的併購交易管理已成為持
有效的併購交易管理已成為持
久競爭優勢的來源，特別是在快速成長的產業，或者同業
之間經常合併的產業
之間經常合併的產業。

附件：你是最強的收購者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