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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已逐漸關注所

謂的「殺手併購」(killer acquisitions)行為，亦

即，既有的大型事業收購可能成為未來威脅的潛

在競爭對手，以排除或搶占市場未來可能產生的

競爭挑戰，尤其在快速變遷的高科技產業及數位

經濟相關產業中，殺手併購行為已受到廣泛的關

注與討論。

有鑒於殺手併購行為可能對市場競爭的危

害，並避免縱放此行為，英國政府委由經濟學

者於2019年所發布的「解鎖數位時代競爭」 

(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研究報告認為1，藉

由收購價格之評估及基本價值分析方法(Valuation 

Analysis)之運用，可以有效降低縱放的風險。於

此同時，歐盟執委會委由專家學者也在2019年

發布「數位時代競爭政策」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研究報告2，強調市場既存的大

型事業藉由收購產品或技術初期尚無營業額或營

業額較低的事業，以產生正向網絡效果(Positive 

Network Effects)增加市場參進障礙，阻礙競爭者

參進市場，適足以證明其高價收購的理由。

但是，實務上究應如何進行分析，以判斷收

購方為被收購方支付"過多"的費用，而且動機可能

是為排除潛在競爭對手。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首宗以殺手

併購之價值分析作為分析重點的結合案—PayPal / 

iZettle案，3提供了良好的實務分析經驗。

案件背景

本案收購方為PayPal公司，創立於  1998 

年 12 月，為電子支付龍頭商。消費者將銀行帳

戶或信用卡與 PayPal 帳戶連接後，即可使用 

PayPal 帳號在網路上交易，或與其他 PayPal 用

戶轉帳交易。至於被收購方iZettle公司，則為瑞

典新創公司，創辦於2010年，提供電子支付相關

硬體設備等服務，例如信用卡讀卡機等，可使中

小型事業在銷售產品時，無需導入複雜的銷售時

點(Point of Sale；POS)支付系統，即可運用手

機、平板等簡易行動裝置，作為信用卡、行動支

付的收費裝置，大幅降低中小型事業的軟、硬體

殺手併購之價值分析方法—PayPal / iZettle 收
購案
隨著數位經濟產業不斷發展及市場交易型態的快速變遷，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已逐漸關注殺手併購

行為對於市場競爭秩序所產生的危害，藉由收購價格之評估及價值分析方法之運用，適切評估影響收購

價格之因素，可以有效降低縱放殺手併購行為之風險。

■撰文＝許俊雄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長）

1 詳參�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 Report of the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2019)。此為數位經濟競爭專家小組的最終報告。該小組成員由英國財政大

臣於2018年任命，並由美國前歐巴馬政府首席經濟學家Jason Furman教授擔任主席。此小組任務主要係針對英國市場競爭情勢的變化提出建議，以應對數位經濟

所帶來的挑戰。

2 詳參�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此為歐盟執委會委由 Jacques Crémer、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Heike 
Schweitzer等3位專家學者於2019年完成的最終報告。

3 本案審查歷程及最終報告等資料，請詳參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MA)網站，網址：https://www.gov.uk/cma-cases/paypal-holdings-inc-izettle-ab-merger-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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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成本。在2018年時，iZettle公司預估平台總

交易量可達60億美元。

PayPal公司於2013年以8.8億美元價值收購

Venmo及Braintree等公司後，又於2015年以8.9

億美元收購新創公司Xoom。本案則在2019年

時，PayPal公司決定以22億美元收購瑞典行動

支付新創公司iZettle，創下該公司成立以來最大

一筆收購案。PayPal公司希望透過收購iZettle公

司，以彌補其線下支付能力之不足，讓PayPal公

司的行動支付領域獲得更大拓展的機會，以挑戰

Square、Stripe等公司在行動支付領域的地位，
4因此，收購iZettle公司就成為跨入支付系統市場

新領域競爭的一步棋。

於此同時，在這項收購消息披露前，iZettle 

公司正計畫上市，首次公開募股價值 ( I n i t i a l 

Public Offering)為11億美元，與PayPal公司22

億美元收購價格相較，明顯高出1倍。由於收購

價格過高，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一開始即懷疑

此收購案PayPal公司背後目的，可能是為消除市

場潛在競爭者。

本案經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一連串調查及

審查程序後，最後以參與結合事業所提出價值分

析方法為基礎，評估iZettle公司商業價值、並預

估結合後所產生之產品銷售量增加及成本節省等

綜效後，認定本案非屬殺手併購行為，且無證據

顯示本案是為排除潛在競爭對手或在結合後有抬

高價格之意圖，經綜合評估各項水平結合對於競

爭市場影響後，准予其結合。5

有關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所採用的價值分

析法對未來類此案件之運用甚具參考價值，謹簡

介說明如下6：

價值分析法

當一事業考量併購他事業時，往往會運用數

項價值分析方法評估，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方

法包括現金流折現法(Discounted Cash Flow)及

比較分析法(Comparator based approaches)。

(一)現金流折現法

本方法係先預期事業各年存續期間

產生的現金流，並以資金成本 (Cost  of 

Capital)為折現率，再將現金流以折現率

折現後計算其價值。例如，事業預期5年

存續期間內，現金流依次為2億元、4億

元、5億元、6億元、6億元，假設折現率

為9%，則各年折現後現值分別為2億元、

3.7億元、4.2億元、4.6億元、4.3億元，

合計收購價值為18.8億元。

就理論上而言，收購價值將介於案件

考量結合綜效前、後之間，亦即考量綜效

前為賣方所願意接受的最低價格，考量綜

效後為買方所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至於

綜效包括成本節省、產品整合銷量增加、

銷售區域擴張等。而落在此區間之最終收

購價格，則會受到諸多因素之影響，例如

收購事業在市場中除被收購事業外仍有其

他被收購事業可供選擇；或市場已有類似

收購案評估綜效可資參用；或僅單純受收

購雙方議價能力影響。無論如何，當收購

事業願意就收購案的預期綜效付出占收購

價格極大比例金額時，就可能指出收購事

業關注重點不是在當時被收購事業之廠房

設備等既有資產，而是著眼在未來利益，

有可能是為排除潛在競爭，競爭法主管機

4 Square公司在美國與其他市場是以協助小型企業進行信用卡支付及行動支付而聞名，PayPa公司在此市場原本並未涉入。
5 Completed acquisition by PayPal Holdings, Inc. of iZettle AB, CMA (2019)。
6 參考自�Acquisitions of Potential Rivals in Digital/Tech: Valuation Analysis as Key Economic Tool - PayPal/iZettle〃Charles River Associate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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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不可不察。

至於在實務運用方面，則會視個案事

業經營現況及產業特性等條件而有不同之

考量，例如本案即曾考量產業成長對被收

購事業的影響、收購前後價格及利潤的變

化、產品整合銷量的增加、研究發展的技

術提升、重複資產減除的成本節省等。而

且，收購事業通常會先評估被收購事業資

產價值後，提供初步評估結果給被收購事

業，雙方並以此作為議價基礎。前述各方

面條件之考量及收購雙方就初步評估結果

之議價磋商，皆為評估收購案對市場競爭

影響之重要考量因素。例如，被收購事業

就初步評估結果的特定營運部門、產品線

之營收成長或投資支出做出重大調整，即

可能指出事業對未來營運計畫已有策略方

向，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於競爭評估時

當審慎考量。

(二)比較分析法

本方法是先以被收購事業的營收或利

潤等為收購價格之計算基礎，然後再以

市場競爭事業或近期交易價值加乘調整

前揭計算基礎。如本案當時美國上市公司

Square，係參與結合事業支付系統之市

場競爭者，其營收或利潤等資訊皆可在公

開市場取得，可以此為計算基礎，其後再

就一定之市場狀況加乘調整後，即可做為

被收購公司iZettle 公司收購價格的衡量標

準。

價值分析法之限制

價值分析法並非取代傳統的結合分析方法，

而是另一項輔助的分析思考工具，在運用上也有些

許限制，例如當被收購方僅有微小、或甚至無營業

收入及利潤時，現金流折現法將難以運用，此時就

需要對未來結合預期可能產生的營業收入、現金

流、甚或綜效等，評估適當的倍數加成及可能產生

的影響。另當案件結合審查確定採用價值方析法

時，事業可能會採取逐步刪減或修正收購條件的方

式，以規避該方法所可能引發限制競爭疑慮之分析

結果，故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運用該方法進行相關分

析時，也需要多方注意及防範。

此外，相較現金流折現法而言，比較分析法

的分析方式除較粗糙外，也需要收購當時市場存

有適當的比較標的，在反托拉斯運用分析方面，

也較難適切掌握並提供相當的案例分析經驗。

結語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經由傳統的水平競爭

評估，以及價值分析方法分析相關事證後，最

終認定PayPal 收購 iZettle案並非屬殺手併購行

為，同時也准予其結合，此案所使用的價值分析

方法雖然存有相當之限制，但當有適切收購價

格、預估現金流、交易條件、經營現況及產業

特性等資料，或市場存有合適之比較標的時，

實務運用上並非窒礙難行，且輔以相關事證及

傳統結合分析方法後，不僅可適用在分析數位經

濟市場或殺手併購行為對市場潛在競爭之影響，

在一般結合審查案件中，也可預期扮演越來越重

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