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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價值風險

 一九八○年代興起的企業合併熱潮，在當時被視為傳奇現象，
然而與一九九○年代的併購活動相較，卻是小巫見大巫。
 一九八八年──也就是一九八○年代合併熱潮達到頂峰的那一
年──併購案件數為4,066 件，總成交金額為三千七百八十
九億美元；而單單一九九八年一年，涉及美國企業的併購案
件數便有12,356 件，總成交金額高達一兆六千三百億美元。
 我們也不必訝於這些數據，畢竟，收購仍然是欲進入新市場
與取得新技術的最快捷徑。當市場全球化程度日益普及、科
技變遷持續加速之際，愈來愈多公司將發現，面對迫切的成
長需要，合併與收購勢將成為必須採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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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一項研究，以一千兩百多筆大金額收購交易為對象，研
究人員發現了一致現象：

一九九○年代的收購交易較令人震驚的，是主併公
年代
驚
是 併
司的付款方式
 一九八八年，大約近60
九八八年 大約近60 ％的大金額收購交易（金額超過
％的大金額收購交易（金額超過一億美元者）
億美元者）
完全以現金支付，只有不到2％的交易以股票支付
 一九九八年，在所有大金額併購交易中，其中有50 ％完全以股票支
付，只有17 ％的主併公司完全以現金支付

現金支付的案例中，雙方角色分明，透過現金完成
股份轉換，只是單純的所有權交換
股票交換的案例中，雙方扮演的角色則變得比較糢
糊，很難區分誰是買方、誰是賣方…
 以股票交換乙公司所有權的甲公司（主併公司），將與被其收購的
乙公司（被併公司）共同分享此一交易的潛在價值與風險

 從雙方宣布合併那一刻起，以股票為交易工具的主併公司，其公司
股價表現通常比以現金為交易 具的公司股價表現為差
股價表現通常比以現金為交易工具的公司股價表現為差
 該研究進一步發現，採用股票與採用現金進行的兩種交易方式，二
者之間的股價差距會隨時間愈久，而愈來愈大

 然而不論在公司董事會例會中，或是在報章雜誌的金融理財
版面，卻常被忽略…
版面，卻常被忽略
 經理人和新聞記者最關心的，多半是最後定案的收購價格
 當公司提議──或接受──以交換股票方式進行收購時，雙方
經理人與投資人需要考慮的重點，就不再只是估算公司市值
這 項了
這一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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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交易與股票交易的基本差異是
現金交易與股票交易的基本差異是
 若為現金交易，主併公司的股東將承擔「未實現內含
於收購溢價中之預期綜效價值」的全部風險
 若為股票交易，此一風險即由買賣雙方股東共同承擔。
• 買賣雙方擁有多少合併後新公司股權的百分比
買賣雙方擁有多少合併後新公司股權的百分比，將來便承擔相
將來便承擔相
同百分比的綜效風險

 假設買家公司（Buyer Inc.）企圖收購競爭者賣家公司
（Seller Inc.）。
 買家公司總市值為五十億美元，每股100 美元，總共有五千萬股
 賣家公司總市值為二十八億美元，每股70 美元，總共有四千萬股
 買家公司估計，兩家公司合併後，可創造十七億美元的額外綜效
價值 因而宣布以每股100 美元的價格買下賣家公司全部股權
價值，因而宣布以每股100
 這筆交易意謂後者的市值躍升為四十億美元，比起原先的二十八
億美元，多出十二億美元溢價
 主併公司從收購交易中獲得的預期淨利得（expected net gain）
gain）──或
或
稱「股東附加價值」（shareholder value added, SVA）──為主併公
司從收購交易獲得之預期綜效價值減掉收購溢價後的金額
 若買家公司決定以現金支付，這筆交易的SVA 計算就非常單純，為十
七億美元的預期綜效價值減掉十二億美元的溢價，答案是五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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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買家公司決定發行新股以籌措此筆交易所需現金，該
公司現有股東的SVA 將隨之下降
 假設，買家公司新發行四千萬股股票，每股100 美元，而且
就用這四千萬股股票買下賣家公司
賣家公司得到的價值為 十億美元 和先前使用現金交易的
 賣家公司得到的價值為四十億美元，和先前使用現金交易的
所得相同，只是，買家公司股東將發現他們的股權縮水了
 具體言之，完成收購交易後，他們僅擁有所有九千萬股中55.5
言
完成收購交易後 他們僅
所
千萬股中
％
（五千萬股／九千萬股）的股權
 因此，他們擁有收購後的預期SVA 金額，為五億美元的55.5 ％，答
案是 億七千七百五十萬美元
案是二億七千七百五十萬美元
 其餘金額跑到股份增大後的買家公司新股東那裡，也就是賣家公司
原來的股東

 唯一能夠讓買家公司原有股東從股票交易獲得等同現金交
易SVA 的途徑，是提供賣家公司較少的股票，並說服對
方相信，若納入預期綜效價值，每股市值是更高的
 換言之，新股價將反映買家公司經理人所相信的合併後新公司價
值，而非宣布合併前的100 美元每股股價
 在實務上，除非賣家公司股東相信，合併後的新公司市值甚至高
在實務上 除非賣家公司股東相信 合併後的新公司市值甚至高
於買家公司經理人所估算的價值，否則他們不太可能接受數量較
少的股票收購提議
 回顧過去十年來令人失望的併購成績，我們不難預料，賣方想要
賣一個好價錢的確不容易

9

現金交易vs 股票交易
現金交易vs.

10

現金交易vs 股票交易
現金交易vs.

 股票交易似乎讓被併公司的股東更有機會從「主併公司股
東期待收購交易能夠創造高於溢價的潛在綜效利得」獲利
 被併公司的股東也不是傻瓜，當他們拿到的是股票而非現
金時，即意謂他們也要承擔主併公司的風險
 買家公司以交換股票方式完成收購賣家公司，最後卻未實現先前
的預期綜效價值。若為現金交易，買家公司的股東將承擔付給賣
家公司十二億美元溢價的損失。若為股票交易，他們的損失僅為
溢價的55 5 ％。剩下44.5
溢價的55.5
％。剩下44 5 ％的損失，即五億三千四百萬美元，則
由賣家公司的股東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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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股份

在提議收購或接受對方收購提議時，除了
在提議收購或接受對方收購提議時 除了
全股票與全現金兩種交易外，董事會與股
東其實還有其他選擇

 選擇發行固定股份，係指公司發行一定數量的股票，但是從
宣布發行股票當日一直到交易完成日，交易價格將隨著主併
公司的股價不斷波動
 買賣雙方股東均將受股價波動的影響，不過，他們在合併後
新公司所擁有股權的百分比絲毫不受影響
 儘管實際股東附加價值（SVA）與預期數值不同，雙方公司
股東從特定合併交易衍生之SVA 而獲得的利益不變

 選擇發行固定數量的股份
 選擇發行固定價值的股份

 在固定股份模式交易中，被併公司的股東較容易因為主併
公司股價下跌而吃虧，原因是，自主併公司正式公布該公
司將進行交易的那一日起，被併公司的股東即需負擔價格
下跌的風險。
的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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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股份或固定價值？

固定價值
 在此一模式中，公司發行的股票數量不固定，一直要等到交易正
式敲定那一天，再根據當時股價決定發行股票的數量
 雙方公司股東擁有合併後新公司股權的百分比，要等到雙方正式
簽約的那一日才能揭曉

 採固定價值模式，從宣布交易之日起一直到成交日的價格
採固定價值模式 從宣布交易之日起 直到成交日的價格
風險，將全部由主併公司的股東承擔
 如果股價下跌，主併公司必須多發行一定數量的股票，其總值必
價
主併
多 行 定數 的
總值
須等於當初答應支付給對方的金額

 主併公司的股東不僅被迫減少新公司的持有的股份，他們
主併公司的股東不僅被迫減少新公司的持有的股份 他們
可獲得的預期SVA 也將相對降低
 被併公司的股東可享有較大保障，一直到正式成交日，都
被併公司的股東可享有較大保障
直到正式成交日 都
可確保獲得一定的價值，而不會蒙受任何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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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不同的支付方法，對股東權益將產生極大影
付
響

主併公司該問的問
主併公司該問的問

 買賣雙方公司的董事會必須在決策過程中審視考慮這類影響
買賣雙方公司的董事會必須在決策過程中審視考慮這類影響，
以不負全體股東所託
 主併公司應向股東解釋清楚，他們為何必須與被併公司的股
主併公司應向股東解釋清楚 他們為何必須與被併公司的股
東共同負擔此交易的綜效利得
 同時讓被併公司股東了解，承諾其擁有合併後新公司一定數
同時讓被併公司股東了解 承諾其擁有合併後新公司 定數
量的股權，實質為承擔一項新投資風險

 在決定以何種方式支付之前，主併公司的管理
階層與董事會該問三個與經濟議題有關的問題
• 第一，主併公司的股價是被低估、被高估，還是合
理呢？(評估主併公司的股價)
• 其次，未實現「為支付收購溢價所需之預期綜效」
的風險為何？(綜效風險)
– 正確答覆這兩個問題，有助於主併公司決定要以現金還是

以股票支付

• 最後，交易結束前，主併公司股價下跌的可能性為
何 成交前的市
何？(成交前的市場風險)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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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主併公司的股價
併

綜效風險
綜效風險

 如果主併公司相信現行股價被市場低估，就不應該發
行新股 否則就是在懲罰現有股東
行新股，否則就是在懲罰現有股東
• 許多研究結果一致指出，一家公司發行新股，通常意謂著該公
司經理人──他們最了解所屬公司的前景──相信公司股價被高
估了
• 因此，有太多證據顯示，當一家公司決定發行股票以籌措收購
資金時 該公司股價下跌的機率即相對增大
資金時，該公司股價下跌的機率即相對增大

倘若主併公司經理人確信其股價被嚴重低估，改採現金交
易應是合理的作法。
我們卻不斷地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公司負責人一方面公開宣稱股價遠低於
合理水準，另一方面卻以如此「低價格」發行新股，以支付收購特定公司
所需的資金。面對這兩個互相矛盾的訊息，市場人士該相信哪一個呢？
所需的資金
面對這兩個互相矛盾的訊息 市場人士該相信哪 個呢？

 一家公司決定採用股票或現金收購另一家公司，亦顯示
主併公司對此筆交易是否能達成預期綜效的風險評估
 自信的主併公司應會選擇用現金支付交易所需金額，如
此一來，公司股東將來便無須和被併公司的股東分享預
期的合併利益
 如果經理人相信，將來未能達到期望綜效水準的可能性
如果經理人相信 將來未能達到期望綜效水準的可能性
頗高，他們便有可能改採股票交易方式，好為自己下的
賭注避險
• 由於已自行稀釋對新公司股份的所有權，主併公司
在交易完成前後需負擔的損失 將相對減少
在交易完成前後需負擔的損失，將相對減少
事實上，許多實證研究均提出一致的調查結果：市場人士對現金交
易的反應較熱絡，對股票交易的反應較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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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傳遞給市場兩個強有力的訊息
股票交易傳遞給市場兩個強有力的訊息

成交前的市場風險
成交前的市場風險
 主併公司展現出「承擔更多成交前市場風險」的意願，
以表示對自己股票的價值很有信心，市場通常會給予正
面的評價
 提供固定股份的收購條件，就不是一個展現信心的作法，
因為賣方的報酬將隨著主併公司的股價下跌而減少

 主併公司本身的股價被高估了
 管理階層對該收購交易缺乏信心
管 階層對該收購交 缺 信
大多時候，公司可能因為一時沒有那麼多現金，或
時籌不到足夠現金 而無法以現金交易 此時的
一時籌不到足夠現金，而無法以現金交易。此時的
決策就比較繁雜，董事會必須考慮是否值得多支付
額外成本 來發行被低估股票
額外成本，來發行被低估股票。

• 除非雙方確定成交前的市場風險相對偏低，否則不建議採用固
定股份的收購條件
當雙方同屬 個產業 或所屬兩個產業有密切關連 它們很有
• 當雙方同屬一個產業，或所屬兩個產業有密切關連，它們很有
可能（但不必定）會採用固定股份的收購模式，因為雙方股價
均受經濟大環境影響，因此到成交時，雙方仍維持先前交換比
例的可能性很高
 主併公司也可以改變固定股份模式的內容，而不至於傳遞其股價被高估
的訊息。例如，主併公司可以訂定 最低價格底線以保護賣方
的訊息。例如，主併公司可以訂定一最低價格底線以保護賣方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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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價值提議傳遞的訊息是，主併公司對
固定價值提議傳遞的訊息是 主併公司對
交易更有信心，因為一方面保證賣方可獲
得事先約定的市場價值 另 方面 成交
得事先約定的市場價值，另一方面，成交
前因股價下跌而造成的成本損失，將由主
併公司悉數吸收。

賣方的問題
賣方的問題
 若為現金交易，賣方公司董事會要應付的課題就較為
單純 他們只需視自己公司為 獨立經營事業，再評
單純。他們只需視自己公司為一獨立經營事業，再評
估它是否值得主併公司開出的那個價格。
 面臨的唯一風險是，再等一陣子，說不定會有人開出
更高價碼；或現行管理團隊發揮功能，為此一獨立經
營事業創造出更高身價。
 董事會面臨的抉擇是，要掌握手中機會，還是寄望公
司能在未來收回相等的投資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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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公司的股東必須評估，將來新公司組成後，
成
如果當初被認定為溢價一部分的預期綜效未實現
時 切身利益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時，切身利益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他們預備拿多少百分比的公司市值，當作收購成
敗的賭注？

股東價值風險
 主併公司以其答應付給對方的溢價，除以雙方正式公布合併
交易前，主併公司的市值
 主併公司若未實現收購後的預期綜效，將有多少百分比的公
司市值面臨化為烏有的風險
 主併公司付給被併公司的溢價愈高、被併公司市值對主併公
司的市值比愈高，股東價值風險就愈大

溢價風險
 可以幫助賣方公司股東評估
可以幫助賣方公司股東評估，將來若未實現預期綜效，他們
將來若未實現預期綜效 他們
將負擔多少風險
 賣方公司股東想問的是，若為股票交易，溢價風險多高？答
賣方公司股東想問的是 若為股票交易 溢價風險多高？答
案是賣家公司股東將擁有的合併後新公司股份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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