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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 19 世紀末起併購即開始發展，演變至今，現代併購已不儘是大吃小更是公司治理的一環，

透過併購企業可提升企業效率、取得關鍵或互補技術、多元化自身發展、降低企業開發新技術

或新市場的成本等效益。特別是 2010 年後，包含雲端、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快速發展，

不但加速了新創、獨角獸的誔生，更是快速的被應用至各大傳統領域。本文觀察五大科技巨頭

併購發現 2010 年後，科技巨頭的併購早已遠離拓點式擴大市場、大魚吃小魚類型的併購，絕

大部份是基於提升自身技術考量或者是多元化發展其他業務考量的併購，併購更像是科技巨

頭武功升級、脫胎換骨的策略。藉由科技巨頭併購案件的觀察，不僅讓我們一窺巨頭未來布局

策略，也提供吾人對未來技術發展趨勢的想像。 



自 19 世紀末起併購即開始發展，演變至今，現代併購已不儘是大吃小更是公司治理的一環，

透過併購企業可提升企業效率、取得關鍵或互補技術、多元化自身發展、降低企業開發新技術或

新市場的成本等效益。特別是 2010 年後，包含雲端、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快速發展，不但

加速了新創、獨角獸的誔生，更是快速的被應用至各大傳統領域。 

在傳統大廠欲維持自身市場力以及整備不及又需快速取得新技術情況下，使得各領域大廠

併購新創案件頻生，也讓企業補強技術、多元化發展類型的併購不斷在報章雜誌出現。為聚焦新

興領域之企業併購案件，本文排除私募股權基金併購，並以 2010-201904 之企業併購案件為研究

主體，且限定被併購公司成立在 2008 年後，以粗略排除傳統類型技術併購。 

二、歷年併購趨勢觀察 

受總體經濟發展及新興領域日益蓬勃影響，新創企業被併購案件大致逐年升溫。如同雙城記

名言「這是最美好的時代，這是最糟糕的時代」，2016 年資本寒冬年雖然早期投資案件急凍，但

在併購市場卻是逢低買入的好時機，也因此 2016 年併購案件創下 2010 年來新高，2017 年持續

升溫。2018、2019 年則受全球經濟成長減速和全球正彌漫貿易保護主義氛圍，特別是中美貿易

紛爭及英國脫歐等事件，更是直接衝擊歐洲及來自中國的海外併購，2018 年近十年內成立之公

司併購案件降至 2,643 件，2019 年截至 4 月為止併購案件僅 638 件，預計 2019 年全年併購將較

2018 年更低。 

 

 

註：公司成立於 2008 年後，併購年為 2010 年後者。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計算。 

圖 1、歷年併購趨勢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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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被併購企業成立年至被併購年觀察，2010 年後因新創大幅增加，被併購企業平均年齡

逐年下降，然而，若觀察被併購企業年齡中位數及 2008 年後成立之被併購企業年齡趨勢則是逐

年攀升，足見企業對於被併購之新創企業的考量愈發審慎。 

 
註：併購年為 2010 年後者。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計算。 

圖 2、企業成立年至被併購年份觀察 

若就國別觀之，美、英、印、加、法為 2016-2018 被併購件數前五大國家，然而，美、英被

併購案件占比下降，印、加、法併購案件占比則上升，在亞洲國家部份，被併購公司位於亞洲國

家以印度、新加坡及中國為前三強，2016-2018 中國超越新加坡。 

 
註：公司成立於 2008 年後，併購年為 2010 年後者。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計算。 

圖 3、被併購公司國別分布 

 

 

 

 



若併購方併購件數觀之，科技五哥(Google、Microsoft、Apple、Amazon、Facebook)全在併購

前十強，反應了上述公司透過外部刺激，追求技術創新的積極性。 

 

註：公司成立於 2008 年後，併購年為 2010 年後者。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計算。 

圖 4、併購方案件分布 

三、五大科技巨頭併購分析 

觀察 2010-201904  Google、Apple、Amazon、Facebook 以及 Mircosoft 等五大科技巨頭歷年

併購案件，則可發現五大科技龍頭在 2010-2014 年間併購件數逐年遞增，多數併購案集中在 2014-

2015 年間發生。近十年來，Google 一直是科技五哥中最熱衷於併購新創企業的企業，併購件數

達 133 件。Facebook、Apple、Microsoft 併購件數相近，分別為 58 件、51 件、49 件，其中，

Facebook、Apple、Microsoft 分別於 2010-2012、2013-2015 以及 2016-2018 年，位列併購第二強。 

五大科技巨頭近年併購案件以人工智慧為最大宗，人工智慧領域在 2013-2015 年進入巨頭併

購領域 Top5，2016-2018 年更成為巨頭併購最主要的領域。若將科技巨頭併購目的分為強化既有

技術、多角化經營的業務拓展、拓點式的開發市場與其他等類別，可發現五大科技巨頭在開發市

場的併購案占比偏低，主要是技術升級及多角化經營為考量的業務拓展型併購為主。其中，多角

化經營為考量的業務拓展型併購以 2013-2015 年最多，而這個時期，人工智慧領域併購也進入五

大科技巨頭主要併購類別，足見科技巨頭在此階段積極透過人工智慧技術開拓新領域及提升技

術。 



 
註：公司成立於 2008 年後，併購年為 2010 年後者。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計算。 

圖 5、五大科技巨頭歷年併購案件數 

 
註：公司成立於 2008 年後，併購年為 2010 年後者。 
 
資料來源：crunchbase，台經院計算。 

圖 6、五大科技巨頭併購領域及目的 

 



四、科技五哥 2019 年重要併購案件 

1.Google-雲端數據運算與人工智慧為 2019 年併購重心 

Google 過去的併購重點集中在人工智慧、雲端、作業系統與 Youtube 的技術提升，2019 年

延續過往布局，除了 Nightcorn 影音分享與 Youtube 業務相關外，下列 4 起併購案件皆與人工智

慧、雲端、大數據相關： 

(1) Google 以 6,000 萬美元收購 Superpod，加強 Google 語音助理智慧程度。Superpod 加入

Google 版圖後，最大的可能是用來加強 Google 語音助理的智慧程度。因為 Superpod 本身就是一

款允許用戶提出問題，然後由專家解答的應用。這顯然能夠有助於提升 Google 語音助理的智慧

程度在回答用戶問題方面的能力。 

(2) Google 收購雲端運算公司 Alooma，Alooma 成立於 2013 年，是一家做即時資料管道的

公司，可整合任何資料源，如資料庫、應用程式和任何 API。Alooma 整合當下最流行的資料源、

Alooma 和 AWS、Azure 有業務往來，熟悉對手、此外，Alooma 使用相當多 Google 的產品

進行產品開發，對 Google 來說收購一家創始團隊，專業、熟悉對手又「懂自己」的公司，非常

適合。 

(3) Google 26 億美元併購分析軟體新創企業 Looker， Looker 創立於 2012 年，服務核心是

將企業內部跨軟體的資料數據集結在一個統一平台上，並且在此進行資料分析與數據圖表呈現，

顛覆過去每個單獨軟體都有各自數據分析圖表，但無法跨服務使用的問題。Google 希望 Looker

未來能將其納入旗下的雲端運算部門，並利用該公司的技術，來增強其 ｢多雲戰略｣。 

 

 
資料來源：Google。 

圖 7、Google 斥資 26 億美元買下雲端數據分析公司 Looker 

 



2.Apple-持續為 AI 人才而併購 

早期 Apple 的併購布局以發展 MAP 為主，然而 2015 年後，併購之 MAP 相關公司併購大幅

減少 AR 與人工智慧技術成為 Apple 布局關鍵。2019 年 Apple 併購 2 家公司，其中之一為 

Stamplay 的義大利小型創業公司。Stamplay 成立於 2012 年，專注於雲端應用開發和基於 API 

的後端開發-這些領域的專家可以使 Apple 的雲端服務受益。 

另外一起併購為 2016 年成立的自動駕駛決策公司 Drive.ai，其為從史丹福大學的人工智慧

實驗室獨立出來的公司。該公司最初的重點不僅僅是建立自動駕駛系統，而且還想建立智慧通訊

系統，以幫助自動駕駛車輛更好地與人類駕駛員融為一體。此次 Apple 收購 Drive.ai 動機不明，

一說 Apple 只為人才而收購，一說 Apple 對自駕車的發展仍未死心。但無論如何，Apple 持續提

升人工智慧技術是肯定的。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圖 8、Apple 收購 drive.ai 最終動機不明 

3.Amazon-深化雲端、智慧倉儲、智慧家居技術 

Amazon 收購變化可說是所有科技巨頭中變化最大的，由傳統擴大市場考量的收購支援電子

書、媒體走向大幅收購雲端企業；同時也布局線上線下消費，強化電子商務運作；甚至也跨足醫

藥界與智慧家居服務。2019 年 Amazon 已併購 6 家企業，除了收購知名社交網站 Bebo 及廣告技

術公司 Sizmek，來挑戰 Google、Facebook 網路廣告雙頭壟斷地位等偏向擴大市場型的併購外，

其他皆屬技術提升型的併購。 

在雲端領域，今年 Amazon 併購是 Google 也有意併購的以色列新創 CloudEndure ，該公司

提供雲計算，提供備份服務降低雲端災害風險；另一個是加拿大的新創公司 TSO Logic，TSO Logic

提供了一項服務，幫助客戶了解在雲上運行當前的工作負載需要多少成本，這對於試圖贏得新業

務的亞馬遜網絡服務銷售人員來說，似乎是一個實用性極強的工具。這兩項併購有助企業更便捷、

安全和高效地實現雲端遷移。 



在智慧家居部份，Amazon 收購家用 Wi-Fi 新創公司 Eero，顯示布局智慧家庭市場的企圖心，

並與 Google 推出的無線路由器 OnHub 正面交鋒。此外，Amazon 也收購了倉儲用機械人公司

Canvas，Canvas 的 AGV 技術則偏向了自駕車的概念，採用了多組鏡頭、超音波感測器、一個

LiDAR 及其他感測器等等，來建立其自動導航的功能。Canvas 強調運用越少組合的導航定位系

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錯誤與失靈，但又可以保持一定的彈性。而在定位上，Canvas 強調不需要

預先導入地圖，透過機器學習可以在幾天內建構出工廠或倉儲的環境，並可以應付每天都在變動

的環境、基本的避障、路線選擇、開創新路線等等，像自駕車一樣應付不同的道路環境。 

 

資料來源：Canvas。 

圖 9、Amazon 收購具自駕車功能的倉儲用機械人 Canvas 

4.Facebook-2019 年併購案件透露打造 Facebook 交易體系王國的意圖？ 

2018 年前，Facebook 併購重點為大筆併購 VR/AR 企業以及強化圖像辨視、電腦視覺識別能

力等。然 2018 年 Facebook 因為先前的隱私權風波而不堪其擾，因此在用戶隱私權這方面開始補

強漏洞，透過收購兩家有 AI 辨識技術的新創公司來提升資安實力，Bloomsbury AI 是能夠透過

AI 技術審核臉書上的內容；confirm.io 將成為臉書推出實名制的重要推手。收購目的都是為了減

少網路詐騙、線上交易詐欺以及帳戶盜用等不法行為。 

2019 年 Facebook 收購了由英國倫敦大學創立的區塊鏈公司 Chainspace，其對公司的定位為

「一個全球性的智慧合約平台」，採用了「分散式區塊鏈網路，旨在實現可擴展性、速度和隱私」，

收購區塊鏈新創 Chainspace 是打造自家區塊鏈的第一步。此外，2019 年 Facebook 還收購

GrokStyle 曾與打造的家具陳列體驗 APP，讓消費者能以 AR 技術嘗試將虛擬化的 IKEA 家具「擺

放」在家中，藉此確認預計購買家具是否合適，FB 此次併購將加快旗下 Marketplace 上架商品銷

售機會。2019 年 Facebook 接連購買區塊鏈公司、家具陳列體驗 app 公司以及欲發行 Libra 幣，

似有打造 Facebook 交易體系王國的意圖。 

 

 

 



 

資料來源：Chainspace。 

圖 10、Facebook 收購區塊鏈公司 Chainspace  

5.Microsoft-以雲端業務為基礎，進軍物聯網業務 

Microsoft 的併購布局基本上以雲端企業為主，加強雲端優勢；另外，則是結合大數據分析商

業軟體開發商或協助現場應用及企業管理之廠商。2019 年 Microsoft 併購 3 件，除了 Double Fine 

Productions 為遊戲開發商外，其餘兩件則與雲端業務有關。Microsoft 收購開源方案公司 Citus 

Data，事實上微軟已經在 Azure 上有提供 SQL 資料庫透過收購 Citus Data 的開源  PostgreSQL 

extension 產品，將 PostgreSQL 資料庫變得能夠擴充以及能分散式運作。 

Microsoft 收購物聯網即時操作系統(RTOS)和微控制器單元(MCU)支持的邊緣設備領導者

Express Logic，希望通過此次收購能夠覆蓋超過 90 億設備。並希望 Express Logic 的 ThreadX 

RTOS 成為 Azure Sphere 設備上實時處理要求的一個選項，並且當物聯網解決方案需要邊緣計算

功能時，還可以使 ThreadX 支持的設備連接到 Azure IoT Edge 設備。就 Microsoft 今年度併購布

局觀之，大有以雲端業務為基礎，進軍物聯網業務的可能〫 

 
資料來源：AiThority。 

圖 11、Microsoft 收購物聯網公司 Epress Logic 擴充邊緣運算能力  

  



五、結語 

無論就數據面或者是 2019 年五大科技巨頭併購個案來看，2010 年後科技巨頭的併購早已遠

離拓點式擴大市場、大魚吃小魚類型的併購，絕大部份是基於提升自身技術考量或者是多元化發

展其他業務考量的併購，併購更像是科技巨頭武功升級、脫胎換骨的策略。其中，Google 2019

年以雲端數據運算與人工智慧為併購重心、Apple 則透過併購來擴增其人工智慧人才、Amazon

則在深化自身雲端、智慧倉儲、智慧家居技術做努力、Microsoft 的併購則以雲端業務為基礎，

進軍物聯網業務做考量、Facebook 2019 年併購案件則似乎透露著打造 Facebook 交易體系王

國的意圖。藉由科技巨頭併購案件的觀察，不僅讓我們一窺巨頭未來布局策略，也提供吾人對未

來技術發展趨勢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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