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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政府於 2000 年、2001 年底陸續頒布「金融機構合併法」、「金融控股公

司法」後，金融機構購併熱潮不斷，購併方式主要係以換股方式辦理。由

於換股比率之合理與否，對於股東權益影響最大，本研究乃針對 2001 年

11 月金控公司開放設立迄 2004 年 4 月金控公司以換股方式購併案件 29 件

為研究對象，彙整換股比率評價方法，探討現存問題並提出建議；建立國

內金控公司購併溢酬、購併總價佔淨值倍數等指標，作為檢驗換股比例合

理性初步指標；篩選換股比率偏離同類交易案例或遭質疑案例或一般案

例，以文獻上一般評價模型或 L-G 換股比率模型，推估理論上之換股比率

或換股比率協商區間，並與實際換股比率比較，以檢視其換股比率合理

性。研究結論如下： 一、在無其他較佳評估方法前，本研究有關分析架構

不失為一研判換股比率合理性之參考方法，並提供可資援用的評價過程與

方法，以協助投資人、主管機關等在資訊相對不對稱的情形下，做出合理

之決策。 二、主管機關應積極督促業者加強公司治理，於購併案公開說明

書揭露有關換股比率評估方法、有關權數以及量化之綜效等，以避免相關

利害關係人，如股東、債權人、分析師、投資人在資訊不對稱情下，處於

不利地位。 三、依行業別建立之購併溢酬指標可作為未來購併案及後續研

究之參考。 四、以宣告日前 30 日股價計算之購併溢酬最大，後隨訊息漸

批露，溢酬漸小，至前一日被併公司股價已大幅反映訊息，溢酬最小。此

一現象反映購併協商過程保密不嚴，甚或有若干程度內線交易可能，主管

機關應注意監理。 五、金控公司購併案評價方法應納入現金流量折現法。 

關鍵字：金融控股公司、換股比率、評價模型、L-G 模型、購併溢酬  

摘

要

(英) 

ABSTRACT After the government publishing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erger 

Law”, and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Act” in 2000 and 2001. There is a 

trend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M&A）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aiwan. The 

offerings are commonly made through stock-for-stock exchanges. How to assess 

whether the acquirer is offering a reasonable price to the target is relevant in M&A. 

The fairness of exchange ratio has great significance on the interest of relative 

shareholders. This paper collects 29 cases of M&A of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FHC) from Nov. 2001 to Apr. 2004 in Taiwan for study. From those cases 

analyses，investigate valuation methodology for decision of exchange ratio, discuss 

the problems of current practice and draw some suggestions. By analyzing 

acquisition premium ＆ acquisition price to equity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as 

preliminary indicator to access whether the exchange ratio is reasonable. Then I 

select cases whose exchange ratios are bias from peer group or questioned by the 

public to investigate the fair exchange ratios through general valuation methodology 

and L-G model.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 1. The framework of the 

study could be a reference for assessing the fairness of exchange ratio, and offering 

an available approach of valuation. This helps investors, shareholders, and the 



authority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2. The authority should supervise aggressively 

to enh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ask the acquirers to 

disclose valuation methodology, the weight, the value of synergy, etc. 3. Setting up 

acquisition premium by industries as indicators for future M&A and advanced 

studies. 4. The acquisition premium calculated by the price of 30 days before 

announcement date is the biggest, and by the price of 1 day before announcement 

date is the smallest. This implies the possibility of insider trading. The authority 

should watch closely. 5. Discount cash flow model should incorporate into valuation 

methodology in M&A of FHC in Taiwan. Keywords: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exchange ratio、valuation methodology、L-G model、acquisition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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