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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主併公司技術相關併購之技術差異性與競爭對手創
新績效的關係，並加入策略聯盟經驗與吸收能力作為干擾項，進一步探討
是否對主併公司技術相關併購與競爭對手之創新績效具有干擾效果。本研
究以臺灣上市上櫃的高科技產業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期間為 1998 年至 2013
年。
實證結果發現主併公司的技術差異性與競爭對手之創新績效具有Ｕ
型的非線性關係；策略聯盟經驗對技術差異性與創新績效間無正向干擾效
果；吸收能力對主併公司的技術差異性與競爭對手之創新績效有正向干擾
效果。
關鍵詞：技術併購、創新績效、策略聯盟經驗、吸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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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between acquiring firm and target firm on rival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moderators which include strategic
alliance experience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factors on it. This paper adopts the
acquirer’s M&A events of Taiwanese high-tech industry from 1998 to 2013 as the
sampl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between acquiring
firm and target firm on rival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U-type of non-linear
relationship. The argument of the influence of prior alliance was not found in this
study.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would accentuate the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between the acquiring firm and the target firm on rival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eywords：Technology M&A，Innovation Performance，Strategic alliance experience，
Absorptiv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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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知識經濟的到來意謂著知識成為生產中最重要的資源。在以前，對企
業而言資本、設備、勞動力等有形資產是最需要的資源；而現在，對企業
而言知識的創新更為重要。近年來經濟環境大幅變動，許多企業為了改善
產品品質、節省成本、提升產能及市場競爭優勢等問題，漸漸以併購及合
作等方式來達成企業成長及追求利潤等目的。因此，如何產生新知識及新
技術將成為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
在技術迅速變化的環境和日益增加創新的時機，合併和收購成為技術
開發的重要動機，企業透過併購以取得外部技術來提升技術能力。因此管
理學者投入許多努力研究併購的影響。併購可以增強企業的技術能力，一
方面是在這個快速成長的市場可以保持競爭力；另一方面，企業進行併購
使技術多樣化，以減少進入新科技領域的風險。透過這個資源的整合過程，
合併後的實體可以創造一個全新的或改進後的功能，為公司提升業績和競
爭優勢（Priem & Butler，2001； Sorescu et al.，2007）。
企業的經營與發展是在一個動態的環境之中，在企業發展的同時，競
爭對手也在謀求發展。因此，在發展過程中必頇把握好時機，儘可能在競
爭對手之前取得有利的地位。若公司透過併購方式，使技術多樣化，找出
有價值的外部技術、吸收消化，並利用它們，結合現有技術和知識能力，
進入新技術領域，提升認識市場和技術發展的趨勢(Cohen & Levinthal，
1994)以減少風險，在短時間內將企業規模作大、提升競爭能力，將競爭對
手擊敗。尤其是在進入新行業的情況下，誰領先一步，就可以取得原料、
通路、名譽等方面的優勢，在行業內迅速建立領先優勢，一旦建立優勢，
別的競爭者就難以取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通過內部投資，逐漸發展，
顯然不可能滿足競爭和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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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因應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和消費者需求，為了獲取先進技術以在
競爭中取得先機和建立優勢等，越來越多的企業將技術創新、技術戰略作
為企業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獲取技術的途徑一般包括內部研發和外
部導入。而外部導入又分為技術購買、技術聯盟和技術併購等三種方式。
與技術購買、技術聯盟等其它外部導入方式相比，技術併購能使主併公司
快速獲取新技術資源，快速研發新產品並進入新市場或快速實現多元化發
展，如在併購後實現有效整合，則能發揮多種經濟效應和協同效應，如規
模經濟效應、範圍經濟效應、速度經濟效應、空間經濟效應等優勢，皆有
利於企業績效的提升。由於技術併購獨特的優勢，其日益成為關注議題。
近期探討技術取得之相關研究指出，相關技術的併購可以幫助獲得或
重新獲得接觸到研究之前的專業領域(Kamien & Schwartz，1982)。透過辨
識主併公司與目標公司在技術知識的相關性程度，有助於評估及衡量主併
公司併購後的創新績效表現 (Ahuja & Katila，2001；Cassiman et al.，2005；
Cloodt et al.，2006；Hagedoorn & Duysters，2002；Makri et al.，2009)；過
去許多研究均認為透過併購方式，取得外部相關性程度愈高的技術知識，
愈有助於公司併購後在技術知識上的吸收學習及整合。主併公司對於這些
技術知識的內涵通常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才能加速公司重組其研
發活動 (Martin & Mitchell，1998；Stuart & Podonly，1996)，主併公司與
目標公司之知識相關程度是主併公司吸收目標公司之知識，並據以創新的
成功關鍵 (Prabhu Chandy & Ellis，2005)。而 Ahuja & Katila (2001)亦有相
同的論點，他們主張同產業技術併購下，主併公司與目標公司在併購前為
相同技術領域，雙方對彼此的瞭解程度較高，故主併公司在併購後較容易
從目標公司取得技術性資產，可直接應用這些技術，並從中獲得利益，因
此，同業相關技術併購可使主併公司之創新績效較快速地獲得改善。總結
而論，主併公司與目標公司透過相關性技術併購，將有助於促進技術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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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及整合，進而對主併公司併購後的創新績效有所助益。
而每一個併購事件的發生，都將影響產業內的競爭程度，例如當微軟
的 Windows Phone 軟體帄台與諾基亞的手機深度結合，將挑戰 Google 的
Android 與蘋果的 iOS 帄台，手機市場不再是硬體規格戰，將轉變為帄台
戰爭。諾基亞在手機擁有許多足夠威脅競爭對手的專利，加上微軟手中的
專利，合併後將能有效嚇阻競爭對手，故此案例為本研究提供一個基礎，
探討主併公司進行技術相關併購時，對競爭對手產生何種影響。因併購行
為會影響各個方面，除了投資者必頇知道併購是如何影響市場價格；收購
公司關注價格與併購後對他們公司未來業績產生之影響；而競爭對手必頇
認識併購事件如何影響他們的競爭環境，以及該如何策略性地回應他們，
將是本研究想要研究之動機，本研究結合過去文獻，將完整地研究技術併
購對於競爭對手公司的影響。
然而，企業搜尋新知識的貣點是企業經驗(Nelson & Winter，1982；
Rosenkopf & Nerkar，2001)，影響企業未來的創新(Pisano，1990)。技術授
權的經驗越多，企業越可能以技術授權作為創新績效的管道，而策略聯盟
經驗可改善企業對夥伴評價的能力(Gulati，1995)。策略聯盟可作為創造產
業競爭者進入障礙的工具，也可透過策略夥伴更容易進入市場、加速擴展
速度或降低其他競爭者的競爭優勢。由此可知，策略聯盟之目的主要在增
強企業本身的競爭優勢以及維持市場競爭的帄衡，企業的策略聯盟經驗進
而影響競爭者的競爭優勢。
除了策略聯盟經驗之外，吸收能力也是影響創新績效的因素之一。良
好的吸收能力也有助於公司進行創新活動的發展，其中吸收能力的提昇來
自於企業不斷的發展、累積以及建構與之前具有相似性之技術知識。因此
本研究將策略聯盟經驗與吸收能力兩個因素作為干擾變數，探討是否會對
主併公司的技術相關併購與競爭對手創新績效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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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技術相關併購研究大部份針對技術併購對主併公司及目標
公司創新績效之影響，較少針對技術併購對競爭對手公司創新績效之影響
進行相關探討。Song et al.(2000)把過去併購的研究重心「被併公司」
，引導
到「對手公司」，陸續文章開始研究對手公司，但至今較少有學者研究技
術相關併購對於競爭對手公司的影響，併購行為對主併公司與目標公司有
影響之外，競爭對手公司創新績效亦可能會產生相當程度之反應。故技術
相關併購對競爭對手創新績效有何影響，亦是一重要之探討議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想探討在臺灣上市上櫃的高科技產業下，當主併公司進行技術
相關併購時，對競爭對手的創新績效是否有影響。接著將策略聯盟經驗與
吸收能力作為干擾變數，探討策略聯盟經驗與吸收能力是否會影響主併公
司的進行技術相關併購與競爭對手創新績效間之關係。因此，本研究欲探
討之內容為下列三項：
(一)主併公司技術相關併購與競爭對手創新績效之影響。
(二)策略聯盟經驗對主併公司技術相關併購與競爭對手創新績效之干擾影
響。
(三)吸收能力對主併公司技術相關併購與競爭對手創新績效之干擾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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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研究背景與動機

確定研究目的

探討相關文獻

研究方法與設計

樣本資料收集

實證分析與結果

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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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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