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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國法院判決探討美國政府自冷戰結束後 

對於國防產業廠商結合之管制 

唐克光 
 

摘要 

美國自冷戰結束後，由於國防部的採購預算急遽減少，導致國防廠商尋求結合，

在國防產業的水平結合不斷增加，垂直整合亦持續增多，其主管機關必須決定是否

應質疑國防產業的結合案，其國防部認為在主管機關審查結合案時有共同參與之必

要，俾確認該等結合能保護國家安全及財務資源，然主管機關對於國防部所提供有

關國家安全及結合申請對競爭之影響分析，是否有採納之必要？國防部在何種方面

可扮演具建設性之角色？國防部部長下之國防科學委員會奉命對國防部之參與結合

審查事宜，須自反托拉斯立法之角度提出建言以解決上述問題，歴經多次聽取有關

國防事務、國防產業的經濟問題及反托拉斯審查程序之專家意見後，該委員會於 1994

年對國防廠商之水平結合提出專案報告，1997 年則對廠商之垂直結合提出專案報

告，該二報告皆先說明法律背景，再研究各種國防產業結合的問題， 後提出明確

可行的建議。 

我國並無國防產業結合的文獻，故應檢視我國及美國有關國防產業結合的法律

及實務，以了解我國防產業結合是否有應改進之處，本文對美國防產業結合管制之

研究主要係依據國防科學委員會所提出之報告予以論述，並自美國法院判決予以探

討。本文 後謹提供建議，以供改進我國實務之參考。 

關鍵詞：國防產業結合、水平結合、垂直結合、國家安全、反托拉斯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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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政府所需之國防財物、工程及勞務或可向國外採購，亦可向國內廠商採購，

然若國內廠商有結合之情形發生，例如海軍光華三號計畫之 500 噸級原型巡邏艦原

由廠商－聯合造船廠建造，然該廠旋為中信造船所合併，海軍於辦理後續總值 78 億

元預算之 11 艘巡邏艦之採購時1，若競標廠商減少一家，是否可能造成「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2，而由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禁止其結合？國防部或海軍被徵詢關

於廠商結合之意見時，為符合政府利益，應持何種立場及意見？由於政府所需之國

防財物、工程及勞務種類繁多，數量龐大，供應廠商極多，而廠商間結合之情事屢

屢發生，則國防部對之自應有明確之立場及適當作為，以保障整體經濟利益，本文

試圖探究該等問題及其解決之方法。 

國防廠商結合的現象在美國甚為普遍，美國自冷戰結束後，由於國防預算大幅

删減3，國防廠商為求生存紛紛另行發展產業，或尋求與他公司結合4，然國防廠商之

結合是否有國家安全的疑慮？是否導致國防軍品市場缺乏競爭，產生國防預算增加

及預算排擠之現象？美國國防部認有探究之必要，於是由其所屬之國防科學委員會

（Defense Science Board, DSB）5經過調查及分析後，分別於 1994 年 4 月及 1997 年 5

月發布「自反托拉斯層面探究國防產業結合」（Antitrust Aspects of Defense Industry 

Consolidation），以下簡稱「1994 DSB 專案報告」（1994 DSB Task Force Report），及

                                                        
1 維基百科網站，「錦江級巡邏艦」，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C%A6%E6%B1%9F%E7% 
B4%9A%E5%B7%A1%E9%82%8F%E8%89%A6， 後瀏覽日期：2015/8/1。 
2 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第 1 項：「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者，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若國內具備建造軍艦能力之廠商並不多，而參與本案

之競標廠商過少時，將可能造成競爭利益之減少，有損採購機關之利益。 
3 自 1987至 1997年美國防人員作業維持費減少 33%，自 1985至 1995年軍事採購預算減少 68%。

Defense Science Board, “Report of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Antitrust Aspects of 
Defense Industry Consolidation,” http://www.dtic.mil/get-tr-doc/pdf?AD=ADA278619,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4/8/1.  
4 與他公司結合可減少產能過剩的問題，而有效運用人力並減少人員、法律及會計等間接成本之

支出，廠商因此減少成本，政府亦可於採購案中減少成本，美國國防部統計 6 件結合案於 5 年內

可為國防部節省 32 億 3,000 萬美元。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Report on the Effects of 
Mergers in the Defense Industry,” http://www.dtic.mil/get-tr-doc/pdf?AD=ADA323934,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4/8/1. 
5 國防科學委員會隸屬於國防部掌管獲得及科技事務次長辦公室下，其設立之目的係提供國防部

有 關 各 種 國 防 事 務 之 獨 立 建 言 。 Defense Science Board, “"History" and "Charter", ”   
http://www.acq.osd.mil/dsb/reports2000s.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4/8/1. 



自美國法院判決探討美國政府自冷戰結束後對於國防產業廠商結合之管制    35 
 

「垂直結合及廠商決定」（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Supplier Decisions）6，以下簡稱

「1997DSB 專案報告」（1997 DSB Task Force Report），共兩份專案報告，1994 年專

案報告係針對國防廠商水平結合之現象而提出，而 1997 年報告則係研究國防廠商垂

直結合之結果，該二報告之研究目的、方法及結果等，是否有值得我國借鏡或參考

之處？由於我國迄今幾乎未曾有探究有關國防廠商結合之文獻或裁判7可供比對，該

二報告益顯其參考性，再者，美國一直是我國國防財物及勞務 主要的提供國，該

國廠商結合是否直接或間接影響我國獲得軍品之價格？使我國遭受經濟之不利益？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引發本文研究之動機。 

本文主要探討內容是冷戰後美國防廠商結合情形，本研究之次序及範圍包括：

本文先自其法院對著名結合案件之判決著手，以了解管制機關及法院之見解，再探

討是否尚有其他不受反托拉斯審查之結合案件，又從該國結合管制之準則中與國防

廠商結合相關之部分，探討其行政機關分析及評估結合之依據，再檢視其國防科學

委員會 1994 及 1997 年報告之內容， 後探討是否有可供我國借鏡之處。至於冷戰

前有關美國反托拉斯法制之演變，自屬重要，本文乃將其重點予以引述，藉以瞭解

其原委；本文因受限於篇幅，不克對 1992 及 2010 水平結合準則之差異給予太詳細

之論述，此誠為本文研究之限制。本文之所以限定研究之國家為美國，是因為美國

反托拉斯法立法悠久，其理論及實務見解皆屬健全，故頗有研究之必要，而歐洲共

同體（European Community）競爭法中有關國防廠商結合部分，雖亦有研究之價值，

但歐洲國防廠商目前究非我國軍品之主要供應來源，因此不在本文研究範圍。 

二、國防產業之界定 

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在其歴年的年度報告中從未

對國防產業或國防廠商提出定義8，國防科學委員會所提出之 1994 DSB 專案報告及

1997 DSB 專案報告亦未明確定義國防產業或國防廠商，此誠與大多數美國公司提供

                                                        
6 Defense Science Board,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Supplier 
Decisions,” http://www.dtic.mil/get-tr-doc/pdf?AD=ADA324688,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4/8/1. DSB 除

前揭註 4 與該份兩份報告外，未曾再發布其他有關結合之報告。 
7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施行二十年來指標性之行政法院裁判」，公平交易季刊，第 20 卷第 3 期，

8-15、23-25（2012）。 
8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nual Highlights 2014,” https://www.ftc.gov/reports/annual-highlights- 
2014/enforcemen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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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產品並不侷限於民用或軍用之性質有關9，FTC 審查國防產業廠商結合案件時，主

要係以廠商產品在國防事務之重要性作為其審查重點，而與該廠商之產品主要係供

民用或軍用並無直接關聯。 

雖然實際上美國結合行業並無國防產業的分類，但仍可從美國政府公布之報告

及其他文獻探究其國防產業之梗概。以下分別從其國防產業結構、產業發展概況及

趨勢、美國防部要求國防產業轉型等予以分析： 

（一）國防產業結構 

美國國防支出之經費龐大，2008 年為 6,290 億 950 萬美元，約占世界總國防支

出 41.5%，2011 年為 6,895 億 9100 萬美元10，2014 年為 6,100 億美元11，遠超越其他

國家。美國亦是世界 大的軍火出口國，2008 年為 6,288 億，2010 年為 8,641 億美

元，非其他國家所能比擬12。 

美國國防產業基本上可區分為研究、生產及維修等三大部分，國有研究機關在

研發領域占有重要地位，而私營廠商則在國防產業居主導的位置；在研發領域：國

防部的三分之一研究計畫由其研究機關負責，NASA 承擔大量民用航空研究任務，

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DOE）承擔核子武器及核能的設計及製造等任務，而

廠商則承擔三分之一研究及驗證等工作13。在生產領域：國防產業中的航空、船舶、

電子部分，大多由廠商承擔，海軍 4 家船廠負責維修及改造任務，陸軍部所屬工廠

生產彈藥及槍砲，但其中多採取國有民營之方式運作，能源部所屬工廠生產核子武

器。在維修領域：各軍種皆有維修基地，但自冷戰結束後，部分維修基地關閉，裝

備之維修及升級等業務改由廠商承擔14。 

                                                        
9 主管機關並不容易認定事業之結合是否為國防產業廠商之結合。Supra note 3。 
10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USA,” 
http://milexdata.sipri.org/result.php4,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2/6. 相較於我國 2008 年為 89 億 3,200
萬，2011 年為 88 億 8,800 萬美元。 
11 Wikipedia, “List of countries by military expenditur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
ntries_by_military_expenditure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2/6. 
12 維基百科網站，「國防工業」，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8%B2%E5%B7 
%A5%E6%A5%AD， 後瀏覽日期：2015/12/6。 
13 黄毓敏，「美國國防工業發展概況及趨勢」，新時代國防，2008 年 5 月號，12（2008）。 
1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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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發展概況及趨勢 

美國在冷戰時期，國防預算屢創新高，於 1986 年達到顛峰，經過 1990 年冷戰

結束至 1995 年長期持續地限縮，不啻大廠商受影響，其分包廠商亦難倖免，國防廠

商為求生存，必須經歷戲劇性的轉變，轉變的方式甚多，包括經營範圍之改變，許

多廠商不再從事國防產業，或由單純的國防產業跨足民生產業15；國防廠商同時紛紛

減少僱用員工，導致成千上萬員工失業，由 1987 年的 354 萬 4 千人減至 2002 年 154

萬 3 千人；國防廠商亦積極結合，導致從事國防事業之廠商數目急劇減少，例加從

事戰術飛彈的廠商由原 1990 年的 13 家減至 2002 年 4 家，海面船隻的廠商由原 8 家

減至 5 家，固定翼飛機的廠商由原 8 家減至 3 家，旋轉翼飛機的廠商由原 4 家減至 3

家，人造衛星的廠商由原 8 家減至 5 家，彼等經營事業之方式亦隨之調整，影響深

遠16，可自廠商及美國政府二個領域予以分析。 

1.新廠商難以參進市場 

由於美國國防廠商結合意願高，結合情形普遍，故廠商數目減少，即國防廠商

有集中化的現象，全美國前五大國防廠商占市場銷售總額之比例，由 1990 年的 22%

升至 2002 年的 31%，前十大國防廠商占市場銷售總額之比例，由 37%升至 51%，前

十五大國防廠商占市場銷售總額之比例，由 48%升至 63%，該等廠商擁有經濟規模

龐大及競爭力強之優勢17，又因為國防產業具有資本密集的特性，廠商必須具備雄厚

資金方可完成企劃案、建立高科技的生產能力（例如：精密導引及匿蹤能力等日趨

複雜的科技），及僱用高科技人力，再因新廠商預期國防契約數量不會增多，甚至會

減少，參進國防市場之困難度愈來愈高，所以幾乎無新廠商願意參進國防市場18。 

                                                        
15  Erik Pages, “Defense Mergers: Weapons Cost,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rms Industry 
Cooperation,” Arming the Future: A Defense Industry for the 21st Century, 1st ed.,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207-211 (1999). 
16 美國自冷戰結束後，國防預算緊縮之現象，自 2001 年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始發生變化，國防

預算逐年增加。Erik Kopač, “Defense Industry Restructuring: Trends in European and U.S. Defense 
Companies,” 13(2) Transition Studies Review, 9-10 (2006). 
17 Id., 5. 
18 Supra note 15, 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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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廠商之因應方法 

廠商為節省研發及生產成本，避免重複性的投資，除採取結合方法外，亦可採

取策略聯盟，簽訂共組團隊之協議書（teaming arrangements）共同投標、報價，或合

資企業（joint ventures）的方式，其合作廠商並不限於美國廠商，亦可包括外國廠商，

主要是歐洲廠商；於 1991 年至 1994 年由於美國及歐洲並無軍事威脅，即無大規模

戰爭發生之可能，再加上廠商規模大小懸殊，科技能力不同，彼此也都有保護國家

安全之考量，所以幾無廠商發生橫跨大西洋而結合之情形，至 1998 年此現象始有改

變，英國廠商 GEC 購併美國軍用電子廠商 Tracor，2000 年美商洛克希德公司

（Lockheed Martin） 所屬兩個軍用電子部門被英商 BAE Systems 購併，2001 年至

2003 年間歐洲廠商為求進入美國國防市場，仍努力設法購併美國廠商，但效果有限，

美國廠商則認為歐洲國防市場較小，顯得較無意願，但彼此之間仍有小規模廠商結

合之情形發生19。 

雖然美國大型規模的國防廠商與歐洲廠商結合之情形並不多見，但廠商願採取

其他較具彈性之作法，特別是合資企業，此與受政府間推動之計畫相關聯，例如美

國波音公司（Boeing） 與英國 BAE 之合作便是一例，此外尚有若干廠商簽訂跨大西

洋的共組團隊之協議書，此現象仍在持續發生中20。 

3.美國政府之憂慮 

由於國防廠商數目減少，導致能在各種不同專業領域滿足國防需求的廠商可能

只剩一家或二家，廠商在市場競爭壓力減少情況下，降低其價格之壓力亦隨之減低，

此正是美國國防部所憂慮的現象，在其於 1996 年對國會的報告中指出：「結合為國

防部帶來風險，國防部將不能再享受國防廠商競爭的利益，包括促使廠商降低價格、

改進品質及激勵創新等利益。」21，美國防部的憂慮絕非空穴來風，其憂慮可從下列

                                                        
19 Supra note 16, 6-8. 有關 1986 至 1995 年期間，美國與歐洲廠商間購併及合資企業之詳細分析，

見 Richard A. Bitzinger,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Defense Industr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rming the Future: A Defense Industry for the 21st Century, 1st ed.,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305-333 (1999). 
20 Supra note 16, 6-8. 
21 Historical Office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FY 1996: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http://history.defense.gov/HistoricalSources/SecretaryofDefenseAnnualReports.aspx,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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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層面予以探究： 

(1)確保競爭性之價格 

國防部期待廠商之結合可提升效能並節省經費，然國防部所屬採購機關則認為

廠商之結合造成競爭壓力減少，不利於節省經費及按時程交付軍品，如在政府採購

之特定軍品市場僅存有 1 家或 2 家廠商，則該等廠商所受降低價格的市場壓力就會

減少，依現行政府採購法令強調充分及公開競爭的政策及程序22，固然可收競爭之利

益及效能，但廠商可能依其專業，擁有不對稱的專門知識，政府與其協商契約內容

及價格時，結果往往有利於廠商，現行政府採購法令並非完美，未必能達成預期理

想，所以政府可採取不同促進廠商競爭的方式，包括要求第三者組成設計團隊、要

求參與結合廠商處分其資產、要求廠商提供各種能達成國防任務之勞務、甚至採購

外國分包廠商生產之軍品等措施23，以促成廠商競爭24。有學者認為在未來十年內軍

品市場內應可維持充分競爭25，但另有學者認為廠商之結合將不利於競爭，亦不利於

節省國防經費26。 

(2)確保科技之領先 

廠商結合對於科技的創新，是否將帶來負面的影響？美國國防部的決策者確有

此類憂慮，蓋在特定的軍品市場中僅存的唯一或唯二廠商可能認定如投入創新的科

技，則可能損及其既得利益，因而鎖定舊科技，不願再創新，也就不會有新的武器

問世，廠商沒有新科技就可能沒有了商機，恐將被迫離開軍品的市場。但事實證明

決策者的憂慮並未真正發生，廠商為求生存，無不在激烈的競爭中爭取政府的採購

契約，例如美國正研發適合空軍、陸戰隊及海軍通用的聯合打擊戰鬥機 Joint Strike 

Fighter，各主要飛機製造商皆投入競爭，縱使 大的飛機製造商－波音及洛克希德馬

丁公司（Lockheed Martin）亦擔心如未參與研製該戰鬥機，恐將無法在未來的戰鬥機

供應市場中存活27。 

                                                        
22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 6.000, 6.101.  
23 向外國購買價廉之軍品，固然可降低成本，但易引起政治性的爭論。Ann R. Markusen & Sean 
S. Costigan, “Policy Choices in Arming the Future,” Arming the Future: A Defense Industry for the 21st 
Century, 1st ed.,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412-413 (1999). 
24 Supra note 15, 211-213, 220. 
25 William E. Kovacic & Dennis E. Smallwood, “Competition Policy, Rivalries, and Defense Industry 
Consolidation," 8(4)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1-110 (1994).  
26 Supra note 15, 218-220. 
27 Supra note 15,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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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國政府之措施 

美國政府除對於國內廠商之結合予以管制外，尚採取下列措施： 

(1)推動軍用民用產業之整合 

美國於冷戰期間，由於國防預算經費充足，軍事研究及發展的成果豐碩，可為

民生產業帶來利益，但自 1990 年冷戰過後，國防預算經費逐年減少，國防部為節省

開銷，已無力再全力支持以純軍事用途為基礎的計畫，也期望民生產業的先進技術

能嘉惠國防產業，故應打破當時許多從事國防產業的廠商不曾跨足民生產業，而從

事非國防產業的廠商卻又不願與國防部訂約之現象，於是採取二種具體作法：一、

簡化政府採購程序，删除繁瑣的報告及稽察程序，以吸引民用產業之廠商參與政府

採購，另減少開立軍用規格，以利裝置商用零組件在武器系統中；二、同意支持軍

民通用的研發計畫，例如由國防部所屬之國防高等研究暨計畫署（ 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and Projects Agency, DARPA）連續數年支持 Sematech 機購發展半

導體製造計畫，以利發展民用及軍用科技。國防部希望經由上述措施，每年能節省

100 億至 200 億美元的經費28。 

(2)推動與外國盟邦之國際防衛合作計畫 

美國防部部長培瑞（William James Perry）於 1994 年至 1997 年間曾致力推動與

其歐洲及亞洲盟邦簽訂國防工業合作計畫，但執行結果遠不如預期，此乃因美國及

歐洲各國的國防廠商熱衷於與本國廠商結合，導致各國對於國防產業普遍存有保護

主義，再因各國國防預算均有緊縮情形，購買本國國防產品之壓力日增，如確需他

國的軍品，則可以邀請外國廠商公開競爭的方法獲得，所以培瑞計畫幾乎不可能完

成，例如英國長久以來一直購置美國廠商生產的軍品，但於 1996 年決定採購其國內

廠商生產的飛彈及反裝甲武器等軍品， 後邀請本國、美國及歐洲公司公開競標，

並與得標廠商簽訂價值 62 億美元之契約。逐漸增多的歐洲廠商結合情形，恐不利於

美國廠商進入歐洲國防市場29。 

                                                        
28 Id., 214-215. 然有學者認為推動軍民通用科技之政策有其隱憂，即有可能發生技術之出口管

制、政府對貿易之過當管制、國家安全之漏洞等問題，但如美國政府仍決定推展此政策，則美國

應保有軍用科技之核心技術。Judith Perry, “Dual-Use Technology: Back to the Future? ” Arming the 
Future: A Defense Industry for the 21st Century, 1st ed.,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280-281 
(1999). 
29 Supra note 15,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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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審查美國與外國廠商之結合 

依據艾克森－彿若理歐修正案（The Exon-Florio Amendment）30對國防生產法

（Defense Production Act of 1950）第 721 條之修正，如美國政府認為外國廠商與本國

廠商之結合將影響國家安全，得審查該結合之申請，如認定該結合將損害國家安全，

且該結合不能依法律解決時，則美國總統得禁止該結合，即國防部認定被購併之美

國廠商擁有不應洩漏於敵手之尖端科技時，得禁止該結合之申請。 

（三）美國防部近期對國防產業轉型之要求 

2002 年美國國防部部長倫斯斐 Donald H. Rumsfeld 有鑑於當時美國正於世界各

地進行反恐的持久自由軍事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OEF），美國國防產業

應如何共同達成保護國土及基地安全、保護網路訊息之安全、強化指揮、管制、通

信、資訊、情報、監視和偵查（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s、computers、

intelligence、surveillance、reconnaissance, C4ISR）互通性等議題，遂令所屬研究對策，

2003 年 2 月美國國防部公布「國防工業基礎轉型路線圖」（Transforming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 Roadmap） 報告31，以利國防廠商了解未來至 2020 年時國防產業之

發展趨勢，該報告經訪查 24 家國防廠商後，認為未來戰爭型態將不斷轉變，建議國

防部之行動應以效能為基礎（effects-based operations, EBO），並應評估廠商科技及產

業能量，而以網路為中心的作戰模式（Network Centric Operations, NCO）可將各武器

之感應系統串聯，使戰鬥人員保持相互聯絡，故此勢將成為產業轉型的有力跳板，

該報告並建議強化化學及生物感應能力、飛彈防禦及現有戰鬥機、運輸機之有效運

用，以克服未來挑戰，而美國的國防產業為要確保領導目標，必須於若干特定科技

中，包括太空梭等，取得領先（Be Ahead）地位，並於若干特定科技中，包括飛彈防

禦等，取得遙遙領先（Be Way Ahead）地位32。 

由於「國防工業基礎轉型路線圖」所提供者係概念性質，僅提供了工業基礎轉

                                                        
30 50 U.S.C. app. 2107. 
31 Department of Defense, “Transforming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 Roadmap,” 
http://www.dtic.mil/get-tr-doc/pdf?AD=ADA492918,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2/8. 
32 Id. 並非美國所有科技都須保持在領先或遙遙領先地位，若干科技只要保持與敵手相同（Equal）
水平即可，另有與敵手不相關的 （Neutral）科技。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Capabilities Study: Force Application,” http://www.dtic.mil/get-tr-doc/pdf?AD=ADA431904,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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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路線圖，至於落實的具體規劃則待另案提出，國防部遂於 2004 年至 2005 年間陸

續推出一系列針對國防工業基礎能力的研究報告（Defense Industrial Base Capabilities 

Study），共 5 份，依序為戰場識別（Battlespace Awareness）33、指揮及控制（Command 

& Control）34、武力運用（Force Application）35、保護（Protection）36及重點後勤（Focused 

Logistics）37 等，由於該等報告內容龐雜，大致可歸納為下列重點： 

1.聯合作戰概念之強化 

未來作戰將是聯合作戰的型態，所以國防部必須要建立並貫徹聯合作戰的概念

（joint Function Concept, JFC），應有效使用包括全球鷹（Global Hawk）等裝備以完

成戰場識別任務，有效使用包括空中作戰中心武器系統（Air Operations Center Weapon 

Systems, AOC-WS）等裝備以完成指揮及控制任務，有效使用包括 F/A-22 型戰鬥機

等裝備以完成武力運用任務，有效使用包括愛國者三型飛彈（PAC-3）等裝備以完成

保護任務，有效使用包括 C-130 型運輸機等裝備以完成重點後勤任務，為達成上述

任務，國防部應檢視國防廠商是否具備所需科技以利生產新的系統及武器。國防部

應特別注意與潛在敵手對抗時能占有領先地位，亦應利用有限資源有效達成聯合作

戰之能力，務期各項聯合作戰之能力保持在領先及遙遙領先之狀態，所以國防部應

從報告內臚列之數量龎大科技名稱中，確認應優先達成聯合作戰之各項關鍵科技，

再徵詢廠商是否具備發展的能力，如廠商的工業基礎能力不足，協助解決其資金等

困難，但如唯有外國廠商擁有該等科技，則應於引入時實施若干風險控管的措施38。 

2.確保廠商間的競爭 

國防部於採購國防所需之勞務、財務及工程時，為確保採購市場中有足夠廠商

之競爭及其創新能力，對於申請結合之廠商，應與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

                                                        
33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Capabilities Study: Battlespace Awareness,”   
http://www.dtic.mil/get-tr-doc/pdf?AD=ADA431915,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2/8. 
34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Capabilities Study: Command & Control,” 
http://www.dtic.mil/get-tr-doc/pdf?AD=ADA431914,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2/8. 
35 Supra note 32. 
36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Capabilities Study: Protection,” 
http://www.dtic.mil/get-tr-doc/pdf?AD=ADA431913,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2/8. 
37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Capabilities Study: Focused Logistics,” http://www. 
ebookdb.org/item/32294/,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2/8. 
38 Supra not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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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聯邦交易委員會協調，依據哈特－史考特－羅迪諾反托拉斯促進法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39 提供意見，例如國防部在雷神公司

（Raytheon）申請購併索利希斯公司（Solipsys） 時，為確保國防部所需之協同作戰

能力科技（Cooperative Engagement Capability, CEC）不致成為獨占科技，要求雷神公

司於結合前，必須簽定索利希斯公司得移轉其關鍵技術至其他公司之同意書，方准

許其結合，以利未來國防部採購此種科技時，廠商間能維持競爭40。1997 年洛克希德

馬丁公司申請購併羅斯諾普格魯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國防部認為全美只有

該二公司具備機載預警（airborne early warning, AEW）雷達技術，全美只有雷神公司

及羅斯諾普格魯曼公司具備活動式電子掃描陣列（active electronically scanned array, 

AESA）雷達技術，如同意彼等結合，克希德馬丁公司將具備 AEW 及 AESA 雷達技

術，不利於未來供應雷達廠商之競爭，因此表示不同意該結合申請41。 

3.使用現成的商用品 

自冷戰結束後，由於國防預算減少，參與政府國防採購的競爭廠商數量減少，

競爭態勢變弱，然國防部需要具備成熟技術之武器裝備，因此使用具備現成技術的

商用產品（commercial off-the-shelf, COTS）42不僅可節約研發費用，且技術成熟度高，

並通過消費者之驗證，自然成為國防廠商依靠之方法43，例如海軍於潛艦使用的靜音

系統，便具有其優越性44，無人飛行載具（UAV）中亦大量使用現成的商用品45。 

美國國防產業產品先進，且廠商規模龐大，足以供應其陸、海、空軍之所需，

甚至以軍售或商售方式支援其友邦，橫跨國防與非國防等民生產業，具有國際競爭

力，即使其市場僅界定在美國國內，仍具有可觀的規模。而我國國防產業僅少數廠

商投入，主要係因國防採用預算不足，以及多採取外購武器政策，因此國內廠商多

跨足民生產業，故兩國國防產業發展規模顯有差距，然縱使目前我國從事國防產業

廠商之規模較小，我國的國防預算亦不若美國國防預算雄厚，所幸若干主管國防產

                                                        
39 15 U.S.C. § 18a (2015); supra note 32. 
40 Supra note 36.  
41 Supra note 33; supra note 36. 
42 現成的商用品（commercial off-the-shelf）之採購作業規定於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 
12.103。 
43 前揭註 13，12-13。 
44 Supra note 33. 
45 Supra not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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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有識之士已決定將巡邏艦等武器交由國內廠商負責研發及製造，國內廠商仍有

為追求利益而有結合之行為，例如光華三號計畫預算即達 78 億元，錦江級原型艦之

建造廠商－聯合造船廠於 2003 年被中信造船廠併購，此乃因二國國防廠商追求利益

之性質則並無不同，再者自國家安全之確保及產業競爭秩序之維持等角度而言，美

國及我國對於國防產業之界定並無重大差異。 

由上述美國國防產業之結構及發展趨勢等分析，不難歸納出凡從事各級軍品相

關研製維修活動之公司或工商行號應可認定為國防產業廠商，而軍品則係指國防部

執行國家安全及國防目的直接相關並符合軍用規格之武器彈藥及作戰物資，武器彈

藥係指各式具殺傷力之槍、砲、火箭、炸彈、飛彈、水雷、魚雷、動能武器等與搭

載發射之車輛機艦載具，以及支援前揭系統及載具之指揮、管制、通訊、資訊、情

報、監視與偵查設備。作戰物資係指糧秣、被服、燃料、陣營具、醫療器材、藥品、

個人防護裝備等，製造或使用武器彈藥所需之材料或儀器準用之。資訊網路攻防之

硬軟體應視為武器彈藥，而通用個人電腦與行動裝置應視為作戰物資46，而軍品應不

限於財物，尚應包括勞務及工程。 

三、結合管制之依據 

結合管制之依據應從立法、司法及行政等三權分別敍述，有關美國反托拉斯法

制之演變，即立法部分，由於坊間已有諸多論述之文獻可供參閱，故本文將僅引述

其重點，以下先從重要的法院判決、其他不受反托拉斯審查之案件及行政機關公布

之結合管制標準等三方面予以研析，即從司法及行政管制等實體內容予以分析，以

期能全盤了解美國結合管制之依據。 

                                                        
46 立法院網站，「振興國防產業條例草案」，http://misq.ly.gov.tw/MISQ/IQuery/misq5000QueryBi 
llDetail.action?billNo=1040921070200300， 後瀏覽日期：2015/11/15。該草案中有關武器裝備及

作戰物資之定義，係參照國防部公布之特殊軍事採購適用範圍及處理辦法訂定，該草案將軍品依

其機敏性與獲得困難度之不同，分類為一般軍品、三等列管軍品、二等列管軍品、一等列管軍品

及外購列管軍品等。參見美國國防大學（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所屬三軍工業學院（Industrial 
College of the Armed Forces, ICAF）於 1996 年公布其派員訪視及評估全美各種國防工業能力之結

果，以作為支持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之依據，共分 18組：高級製造、高級材料、農業、飛機、生物

技術、建築、教育、電子、能源、環境、財務、醫療、資訊、地面作戰系統、彈藥、造船、太

空、運輸等產業，範圍亦屬寬廣且相似，Gerald Abbott, In Touch with Industry: ICAF Industry 
Studies, Academic Year 1996, 1st ed., Industrial College of the Armed Forc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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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 1994 DSB 專案報告公布止，聯邦交易委員會共審查三百多件結合申報案，大

都給予同意結合之處分，但 FTC 認為有 4 件申報案有害於競爭，該等案件後皆由法

院受理47，分述如下。 

（一）法院判決 

1. Grumman v. LTV Corporation 

Grumman 公司於 1981 年發覺 LTV 公司打算透過其控股之 CKH 公司以每股高於

市價一倍之價格，即每股 45 美元，於市場中收購 70%Grumman 公司之普通股股票，

另打算再收購剩餘 30%股票，認為 LTV 公司違反克萊登法（the Clayton Act, 15 U.S.C. 

§ 18 (1976)）第 7 條之規定，向法院提起禁止 LTV 公司收購股票之行為，聯邦交易

委員會（FTC）亦向該法院聲請暫時禁止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制止 LTV 公司

之行為48，地方法院認為 LTV 公司之收購股票行為將在艦載飛機、主要飛機機身組

件及引擎機艙之產品市場上，將造成減少競爭之實質損害，因而禁止 LTV 公司之行

為，案經上訴至第 2 巡迴法院，第 2 巡迴法院認為縱使海軍暫無向 LTV 公司購買 A-7

海盜 II 式艦載攻擊機之計畫，該公司未來的競爭重要性（competitive significance）

係受限的，但證據顯示美國防部所屬之空軍國民警衛隊（Air National Guard）仍甚有

可能向該公司購買 A-7 式攻擊機，LTV 公司透過其子公司在艦載機市場占有率為

7.7%，Grumman 公司 41.5%，法院認有防止市場過度集中之情形，又該公司自我評

估結果認定其在未來的艦載飛機市場中具有競爭性，維持地方法院禁止 LTV 公司收

購股票之行為，故巡迴法院認為該公司仍應於未來的艦載飛機市場中提供競爭性，

因而駁回 LTV 公司主張撤銷地方法院禁止其之收購 Grumman 公司股票之聲請49。 

法院並未通知美國防部派遣證人到場，亦未要求國防部提出書證，然地方法院

曾通知兩位退役之海軍高階軍官到場作證，該二位前海軍高階軍官咸認為：LTV 公

司之收購股票行為將減少競爭，而減少競爭將影響武器的品質及價格，公眾利益應

                                                        
47 Joseph Kattan, “The Declining Defense Sector and Feder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23(1) Public 
Contract Law Journal, 34 (1993); supra note 3. 
48 Grumman v. LTV Corp., 527 F. Supp. 86 (E.D.N.Y. 1981). 
49 Grumman v. LTV Corp., 527 F. Supp. 86 (E.D.N.Y.), aff'd, 665 F.2d 10 (2d Cir.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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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 LTV 公司之收購股票行為，法院同意採納彼等意見50。 

2. FTC v. PPG Industries, Inc. 

聯邦交易委員會於 1986 年向法院聲請暫時禁止令禁止 PPG 公司合併 Swedlow

公司之行為，PPG 公司是時為全球 大之航空用玻璃透明物體（窗户、駕駛艙檔風

玻璃、座艙罩）之製造商，亦製造玻璃及壓克力合成透明物體，Swedlow 公司則為

空用壓克力透明物體之製造商，該二公司皆主張其產品材質不同，並無相互競爭之

現象，而應具備互補之功能，但 FTC 反駁並證明在產品市場（product market）中，

該二公司產品具有相互競爭性，至於地理市場（geographic market）則限於美國本地；

地方法院認為雖然該二公司生產的材質並不相同，但都可供應軍用及商用飛機所需

之透明物體，二種材質各有優劣之處，未來可能互相替代，在高科技的空用透明物

體產品市場中，係居於直接競爭者之地位，又二公司結合前市場集中度 HHI 指數51已

超過 1800，係屬高度集中之市場，結合後市場將更集中，此正是 FTC 認為結合行為

將造成反競爭之結果，而違反克萊登法（the Clayton Act）第 7 條，又高度市場進入

之困難（high market-entry barriers）恐將再造成市場的更集中而不利競爭，然地方法

院認為合併 Swedlow 公司，可解決其財務困難，並免遭其他外國公司合併，及強化

該公司之研發能力等理由，未同意 FTC 聲請之暫時禁止令，僅判決該二公司仍應各

自獨立經營52，但華盛頓特區上訴巡迴法院則認為該二公司係處於競爭狀態，不僅在

投標時是如此，甚至早在提出企劃書之階段時，便試圖研發新透明物體以影響未來

機身組件之設計，又該二公司結合將改變市場結構，並對競爭造成嚴重傷害，故應

同意 FTC 聲請之暫時禁止令，該案發回地方法院53。 

地方法院及華盛頓特區上訴巡迴法院之判決中並未敍述任何美國防部之意見或

立場。其間美國海軍競爭倡導官（Competition Advocate）Stuart F. Platt 少將曾同意到

場表示其反對結合之意見並作證，然是時美國國防部法律總顧問（General Counsel）

                                                        
50 二位證人：Elmo R. Zumwalt. Jr. 海軍上將，曾為美國防部聯席會議成員；George Spangenberg
先生曾任海軍部評估部門主管。Supra note 3. 
51 依據是時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及 FTC 會銜公布之水平結合準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係以該市場中所有廠商占有率的平方和之指數。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ttp://www.justice.gov/atr/herfindahl-hirschman-index,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2/8. 
52 FTC v. PPG Indus., Inc., 628 F. Supp. 881 (D.D.C. 1986). 
53 FTC v. PPG Indus., Inc., 628 F. Supp. 881 (D.D.C.) aff'd in part, 798 F.2d 1500 (D.C. Ci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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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Platt 少將作證，故國防部未能對本結合案表示其立場54。 

3. FTC v. Imo Industries, Inc. 

Imo Industries Inc.（Imo）公司於 1989 年提出合併 Optic-Electronic Corporation

（OEC）公司之申請，FTC 向法院聲請暫時禁止令禁止其結合，法院同意發出暫時

禁止令。Imo 及 OEC 公司為全美具備生產精密夜視影像增強筒（image intensifier 

tubes）能力的五家廠商中之二家，是時美國國防部正採購 後一批第二代 25mm 影

像增強筒，地理市場限定於美國，惟有美國廠商方得投標，以跨多年度預算方式55辦

理，法院認為該結合將可能產生實質的反競爭效果，法院採信並引述國防部官員 Mark 

Farr（夜視鏡之技術主管）的證言，證明結合案將使政府支付更多價金，但法院亦考

量該結合可改進第三代之產品，而有利強化國防之效果，法院考量並引述國防部官

員 Martin Michlik 上校（掌管夜視系統之研究及獲得）的證言，證明結合案可使其第

三代產品更具競爭力，另國防部掌理夜視及光電系統之助理專案經理 John Greshem

先生亦曾作證並表示，結合案有利於 Imo 公司及 OEC 公司互相分享技術，亦可強化

其財務能力，但法院經考量結合之全盤利弊後， 後認定結合之優點並不能超越保

留競爭之利益，且 Imo 公司於結合後，有證據証明其可能提高售價，故同意 FTC 之

聲請而發出暫時禁止令禁止其結合。唯有關第三代產品之研製事宜，FTC 主張 Imo

公司及 OEC 公司可以簽定協力契約（teaming agreements）方式互相分享技術，但法

院認為該二公司在研製第二代產品時，曾簽定協力契約，但卻未能達成分享技術的

結果，故該二公司在研製第三代產品時結合符合公共利益，法院並未同意 FTC 意見56。 

Imo 及 OEC 公司各自努力在國防部的跨多年度預算採購案中競標，事實證明

FTC 之聲請的確撙節公帑，原國防部預估每只二代影像增強筒決標價為 1450 美元，

Imo 公司得標（另二廠商因專注於研發第三代產品而表示不參與投標或未能得標）價

為每只 950 美元，採購機關共節省 2250 萬美元57。 

採購機關於決標後，Imo 公司仍向 FTC 申報結合文件，希望合併 OEC 公司，此

                                                        
54 Supra note 3。 
55 跨多年度預算採購（multiyear procurement）規定於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 17.105。 
56 FTC v. Imo Industries, Inc.,1992-2 Trade Cas. (CCH) ¶ 69,943 (D.D.C. Nov. 22, 1989). 
57 Dennis A. Yao & Susan S. DeSanti, “Antitrust Analysis of Defense Industry Mergers,” 23(3) Public 
Contract Law Journal, 387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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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FTC 已不再拒絕結合案，即同意結合案將可使其第三代產品更具競爭力之主張58。 

4. FTC v. Alliant Techsystems, Inc. 

美國陸軍於 1993 年預算編列採購 M1A1 及 M1A2 戰車所需 120mm 彈藥之經費，

自 1994 年起以跨五年度契約執行之，由唯一得標廠商負責交付，地理市場限於美國

本地，是時全美僅有二廠商具有生產該彈藥能力，即 Alliant Techsystems, Inc.及 Olin

公司的彈藥部門（Olin Corporation's Ordnance Division），該二公司各自擁有一種獨家

技術。為求獲得政府的採購契約，遂由 Alliant 公司於政府採購機關招標前向 FTC 申

報合併 Olin 公司的彈藥部門之結合文件，若結合申請經同意，則美國國內將僅存唯

一製造廠商，採購機關自不能以競標方式辦理採購，縱使陸軍於招標時僅一廠商投

標，尚不致違反契約競爭法（Competition in Contracting Act, CICA）59之規定，但藉

結合以免除競爭程序，恐有不適法之疑慮；依法院之認定，因為該二公司之不再競

爭，將可能提高契約價金 5%至 23%，或 2500 萬美元至 1 億 1500 萬美元，而陸軍事

實上又不能自行生產該款彈藥，或引進其他廠商競標，也無能力控制成本，顯然造

成國防部的經濟不利益：然 Alliant 公司主張若結合案獲得同意，可使人員及設備發

揮更高效率，可有效降低生產成本，若結合案未獲同意，則兩公司間不克相互交換

先進彈藥的科技將導產品品質下降及延遲交付，致有損國家安全，法院固然同意國

防安全高於其他公共利益，但國防部作證認定：縱使兩公司間不克相互交換先進彈

藥的科技，其風險亦不高，故法院採信國防部意見，認為不同意其結合之處分及判

決尚不致影響國防安全，經綜合考量結合之利弊後，認為 Alliant 公司之主張顯有投

機之意圖，故同意 FTC 所聲請 Alliant 公司及 Olin 公司之結合將實質上減少競爭並造

成獨占，而違反克萊登法（the Clayton Act）第 7 條規定之主張，同意發出暫時禁止

令，Alliant 公司及 Olin 公司不得結合60。 

本案有五位國防部證人，四位是陸軍官員，另一位則是國防契約稽核局（Defense 

Contract Audit Agency, DCAA）官員，其中兩位-Franklin Y. Hartline 上校（時任戰車

裝甲系統之專案經理）及 Stephen K. Conver 先生（陸軍助理部長）贊成結合，主張

結合有利國防部獲得標的物，陸軍對於價金上漲應有自我保護之道，但不為法院所

                                                        
58 Id. 
59 10 U.S. Code § 2304 (1988). 
60 FTC v. Alliant Techsystems, Inc. 808 F. Supp. 9 (D.D.C. 1992); supra note 57, 38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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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另二位官員（分別為戰車彈藥之研發主管及 DCAA 官員）則主張再好的稽核

機制不能取代競爭機制，競爭可帶來無限的利益，包括品質及創新之提升，縱使只

有一次競爭之機會，該二廠商亦將努力創新以求得標，至於國防部的官方立場是沒

意見，既不贊成亦不反對結合61。 

5.評論 

經分析上述四判決中，可歸納兩個重要意義，分述如下： 

(1)法院判決充分考量競爭利益 

法院於審理 Imo 及 Alliant 案，判決是否同意結合時，皆考量結合後之廠商是否

將於競標過程中提高產品售價，由於未來採購案係分別以簽定跨多年度預算之契約

方式辦理，FTC 可從標價之提高程度評估其對市場之影響。法院於審理 Alliant 案時，

尚考量獨家廠商可能提高契約價金之特殊情况，而禁止其結合62。審理 Imo 案的法院

考量採購機關在辦理第二代及第三代夜視影像增強筒採購時，廠商競爭程度並不相

同，在採購 後一批第二代產品時，實質競標廠商只有 2 家，若允許其結合，則投

標廠商僅剩 1 家，該廠商甚有可能提高售價，而機關採購第三代產品時，實質競標

廠商至少有 3 家，廠商提高售價之可能性相較為低，故法院不同意廠商在辦理第二

代產品投標時結合。假設採購機關仍將賡續採購第二代產品（並非 後一批採購），

則各廠商參與第二代產品標案之誘因增加，結合之廠商提高售價可能性相對較低。 

兩廠商因結合可能導致競爭之實質減少，此種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s）於廠

商獨占市場時 為明顯63，例如法院在審理 Alliant Techsystems, Inc.案時，認定 Alliant

公司及 Olin 公司之結合將實質上減少競爭並造成獨占，而違反克萊登法第 7 條規定，

故禁止 Alliant 公司及 Olin 公司結合，同理，法院於審理 Imo Industries, Inc.及 PPG 

Industries, Inc.時，亦考量結合是否對競爭造成傷害，即造成反競爭結果，廠商間充

分之競爭可使政府獲得比較及競爭利益。 

競爭可促使廠商創新，FTC 可從廠商結合後其創新誘因之多寡評估其研究及發

展能力之趨勢，所謂研究及發展能力係指改進成品或另創造新品的能力64，此可自市

                                                        
61 Supra note 3, 13-14. 
62 Supra note 57, 389. 
63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2010),”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 
files/attachments/merger-review/100819hmg.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2/8. 
6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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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具研發能力的廠商的數目、其各別研發能力及是否願參與投標等現象，評估有

關創新的獨立競爭情形，但值得注意的是廠商間可能以簽定協力契約（teaming 

agreements）方式互相競爭，但在實務上廠商研發的成果可能充滿不確定性，再者，

國防部對於新一代採購標的物的功能可能因作戰任務需求之變化或未來預算之多寡

而改變該標的物的規格或功能，故研判廠商創新能力或競爭力並非易事65，例如在 Imo

及 Alliant 案中 FTC 及法院便難以判斷廠商結合後其產品之競爭力如何，故以之作為

同意或不同意其結合之依據恐失之武斷。 

(2)國防部意見之重要性 

FTC 及法院於管制或審查結合案時，必須重視產品買受人之意見，由於國防部

是國防廠商的產品的唯一買受人，故國防廠商結合時，國防部意見顯得格外重要。

首先，由國防部決定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的範圍，例如在 Imo 及 Alliant 案中，FTC

及法院皆尊重並採納國防部基於其需求而表示之意見，將產品的地理市場限於美

國；由於國防部具有與國防廠商多次訂約及履約經驗，對於各廠商的成本結構及技

術能力亦較為熟稔，故其對於市場中是否有代替物之研判當然較具可信性，同時亦

可控制或監督廠商之成本66，確保契約價格及履約品質67。 

其次，國防部可依契約競爭法（Competition in Contracting Act, CICA）決定廠商

競爭程度之強弱，即依該法所列公開及限制招標之規定辦理招標，由於限制性招標

未經公告程序，則競爭程度當然不若公開招標強，又在諸多的公開招標採購案件中，

國防部甚至可於招標文件中載明外國合格廠商亦可參與競標，則廠商更易進入市

場，更有利於競爭；國防部亦可決定自行生產或製造所需之財物、勞務或工程而限

制進入市場68；一般學者普遍認為競爭可促使廠商提升品質，降低價格，廠商在競爭

壓力下將會使其產品及生產程序不斷創新69。 

另外尚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國防部不若一般公司完全基於營利之目標而採購

                                                        
65 Supra note 57, 389-391. 
66 例如成本計價型契約（cost reimbursement contracts）之履約過程中，採購機關可監督廠商支出

的成本。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 Subpart 16.3. 
67 Alliant 案聯邦華盛頓特區地方法院判決書中指出：國防部縱有確保契約價格及履約品質之優

勢，但絕不可因此而替代競爭之機制。FTC v. Alliant Techsystems, Inc. 808 F. Supp. 16, supra note 60. 
68  Alliant 案中，美陸軍表示其無自行生產戰車彈藥的能力，法院採信之，FTC v. Alliant 
Techsystems, Inc. 808 F. Supp. 9 (D.D.C. 1992). 
69 William E. Kovacic, “Merger Policy in a Declining Defense Industry,” 36 Antitrust Bulletin, 543, 579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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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標的，國防部可能基於確保國家安全的理由，特別重視若干標的可靠度、品

質及適合野戰、廠商履約及交付時程等特性而採購，價格之高低可能並非惟一的考

量因素，而各種需求可能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從事國防產業的廠商結合是否妨礙國

防部的任務需求，是否影響國家安全？國防部意見自應有其重要性70。 

（二）通過結合審查之案件 

若將未通過結合審查與通過結合審查之案件數量相較，則前者所占之比率甚

微，但欠缺精確的統計數字，此係因各方對何謂國防產業之定義看法不一所致，

Grumman、Imo、Alliant 案中廠商製造之產品主要供軍用，此認定尚無爭議，然 PPG

公司所製造航空用玻璃透明物體卻是軍、民通用，PPG 公司並不直接出售其產品予

國防部，故 PPG 公司打算合併 Swedlow 公司之行為是否為國防產業廠商之結合？並

不容易界定。自 1980 年至 1994 年間至少有 300 件國防產業之結合案獲得同意，其

中不乏著名國防產業公司的結合，例如休斯（Hughes Aircraft）公司併購通用動力公

司飛彈部門（General Dynamics' Missiles Division）便是71。 

（三）國防科學委員會之專案報告 

1.1994 自反托拉斯層面檢視國防產業廠商結合之報告 

國防廠商結合是否造成實質競爭之減少，導致結合後廠商的市場支配力（market 

power）增加，也就是提高其售價的力量增加，這將增加公帑的支出，但國防產業的

競爭究與一般產業不同，國防部所需物品中部分是軍民通用的，例如辦公用品、生

活用品等，但也有是專供軍用目的，且價格極昂貴者，例如飛機、聲納系統等，國

防科學專案委員會特別針對當時生產純軍用物品之廠商結合，而提出本專案報告。

本報告係依當時司法部（DOJ）及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共同發布之「1992 水平結

合準則」（199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為檢視標準而提出，該準則適用於各種

                                                        
70 Supra note 57, 393-395. 
71 Supra note 3,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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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但 FTC 得針對各結合案之特殊事實及情況合理地及彈性地適用該準則72。 

1992 水平結合準則係於 1992 年發布，後於 1997 年修正其有關效率（Efficiencies）

內容，2010 年 DOJ 及 FTC 將 1992 水平結合準則增修後，另發布新版「2010 水平結

合準則」（2010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在 1992 年版水平結合準則定義所謂結

合行為之主管機關（Agency）係 FTC73，但在 2010 年版則將主管機關定義為 DOJ 及

FTC74，本文從 2010 年版的定義，將一併敘述及分析。 

(1)概觀 

廠商結合可能使廠商產生或強化其市場支配力，造成實質競爭之減少，可提高

其售價，或降低產品品質，即產生了反競爭效果，但結合亦可能使廠商效率增加，

而降低售價或提升產品品質，產生競爭利益，主管機關應調查各種證據予以分析，

並決定是否同意結合之申請。調查或審查之要件係多面向的，絕非單一要件便可畢

其功於一役，例如結合後市場占有率及集中度之數據（concentration data）就只是分

析競爭影響之啓始點75。 

(2)市場之定義 

分析結合對市場結構之影響，首應界定相關產品市場及相關地理市場， 高法

院於 Tampa Elec. Co. v. Nashville Coal Co.76案中，將相關市場定義為「出賣人經營及

買受人可實際獲得該產品之地域」，市場是由需求端決定，而於市場確定後，供應端

則常被用以確認市場參進者之主要依據77。結合行為對於競爭之影響必須在所受影響

之市場內予以評估78，以下分述該二種市場： 

a.相關產品市場 

                                                        
72 DOJ 及 FTC 為求審查結合案件之程序更加透明及促使反托拉斯立法更易為人（特別是從事反托

拉斯法的律師及商業界人士）所瞭解，於 2006 年發布「水平結合準則之註釋」（Commentary on the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該文件係以 1992 水平結合準則（1997 年修正版）為基礎而撰寫，

內容皆以實務為導向，較原準則更為細緻及具體。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1992),”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merger-review/hmg.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2/8. 
73 Id. 
74 Supra note 63. DOJ 之 Antitrust Division 為負責執行單位。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he 
Enforcers,”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competition-guidance/guide-antitrust-laws/enforcer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2/8. 
75 Supra note 3; supra note 72. 
76 Tampa Elec. Co. v. Nashville Coal Co., 365 U.S. 320, 327 (1961). 
77 Supra note 3; supra note 72. 
78 林心怡，論全球化時代美國與歐體國際結合管制差異與衝突之緩和，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碩士論文，5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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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水平結合準則從買受人（顧客）角度定義所謂相關產品市場，假設性的獨

占廠商將提高產品「微小但顯著且非短暫方式」之價格（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SSNIP），2010 水平結合準則更精確指出係以結合前之

標價（benchmark prices）為標準作比較79，一般為增加 5%，但仍應視產業本質之不

同而調整該百分比，則顧客將改買其他替代產品，出賣人的銷售量將減少，利潤也

將喪失，該等次佳替代品（next best substitute）將納入相關產品市場80。 

國防部從市場中獲得其所需之軍品（含武器）時，該等軍品可分成兩類：第一

類是市場中已有的現貨，第二類是市場中並無現貨，有待廠商研發，國防部為達成

其各別任務而必須採購特殊軍品，該特殊軍品可能有替代品，但也可能無替代品，

即惟有一種軍品方可滿足需求，或一種正在研發的軍品可滿足需求，則該軍品的相

關產品市場就無其他產品可以替代。由於國防部是這兩類軍品的惟一顧客，具備較

專業知識，故可提供有關產品市場之資訊交由主管機關參考，例如兩種聲納系統是

否是在同一相關產品市場？國防部便可表示該兩種聲納系統之功能是否相同、可否

互為替代品、多少合格廠商可參與競爭等之意見以供參考；至於結合後廠商對新軍

品之研發能力是否能滿足國防部的需求？主管機關固然可從廠商申報結合的文件中

予以評估，但國防部之意見，包括：是否將採購該新軍品、相關產品市場之情形等，

應具有相當重要性81。 

b.相關地理市場 

所謂地理市場係指假設性的獨占廠商將在某一區域提高「微小但顯著且非短暫

方式」之產品價格，則顧客將到其他區域改買該產品，出賣人的銷售量將減少，利

潤也將喪失，該區域謂之地理市場。主管機關評估相關地理市場之方法與評估相關

產品市場之方法相同，皆以上述假設性的獨占廠商測試法（the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測試之82。 

在國防部獲得軍品的實務中，縱使外國廠商亦有產製能力，但為維持國內機動

生產能力，保障本國勞工就業機會及鼓勵國內廠商研發高科技軍品，都將外國廠商

屏除在外，不准其投標，也就是將相關地理市場限制於美國，外國廠商惟有成為美

                                                        
79 Supra note 63. 
80 TFC 可從顧客將改買其他替代產品所增加支付之成本以研判其是否將改購其他替代品，即使用

假設性的獨占廠商測試法（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予以評估。Supra note 63. 
81 Supra note 3. 
82 Supra note 3; supra note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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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承包商之分包廠商，方可參與國防部的採購案83，除非美國國內國防廠商不斷減

少或基於節省成本等因素之考量84，原則上都將相關地理市場限制在美國。 

(3)市場參進者及市場占有率 

1992 水平結合準則§ 1.3 認為參進市場的廠商（participants）之確認及各參進廠

商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等，係構成市場集中度的二個重要因素，而市場集中度則為

衡量廠商結合是否將產生或易於行使市場支配力（market power）之重要因素。 

參進市場的廠商係指在正在生產或銷售相關產品或具備快速且容易生產能力之

廠商，參進市場的廠商尚應包括「未進入廠商」（uncommitted entrants），未進入廠商

係指有能力於 1 年內進出生產相關產品行列，且不須支付相當沈沒成本（sunk costs）

之廠商。國防部應可協助主管機關確認某廠商是否為參進市場者，抑或為未進入廠

商，市場中是否尚有其他進入廠商，國防部可提供如下資訊：有關廠商的機器設備、

人員及研發能力、滿足交付時程的能力、是否有能力於 1 年內進出生產相關產品行

列的能力等。該等訊息對於辨識該特殊市場的參進者應具重要參考價值，對於若干

正在研發武器系統的廠商結合案件，由於主管機關不易獲得查證資訊，國防部的確

認其建議應更具建設性及可信性85。 

市場集中度係用於分析一特定市場之大小及廠商數目，以 HHI 指數計算之，1000

以下者為非集中市場，1000 至 1800 者為中度集中市場，1800 以上者為高度集中市

場86。由於 HHI 指數係依過去的市場資料而計算所得出之數據，故該指數有可能低估

或高估廠商或其結合之競爭影響性87，國防廠商的 HHI 指數更是容易被低估或高估，

蓋若干廠商雖有極大的市場占有率，但或因無法突破高科技的研發，或因考量國防

預算日益緊縮，不願在誘因減少之情況下再參與國防採購案，繼續投標，則其 HHI

                                                        
83 Supra note 3. 
84 美國於 2005 年向我國購買 1 億顆子彈，另看上我國廠商宏基電腦的飛行控制器、和盛陶瓷的防

彈裝甲、控創電腦的軍用電腦、方礎科技的鐳射瞄準器和測距儀、能元科技的鋰電池、微精科技

的 感 應 器 和 億 威 電 子 的 軍 用 通 話 器 。 華 夏 經 緯 網 站 ，

http://big5.huaxia.com/zt/js/05-097/541539.html， 後瀏覽日期：2015/8/11。 
85 Supra note 3. 
86 Supra note 51; supra note 63 則將指數分別修正如下：非集中市場：低於 1500；中度集中市場；

介於 1500 至 2500 之間及高度集中市場：2500 以上。於中度集中市場中，廠商結合後之增加指數

大於 100，主管機關應推定該結合將引起重大的競爭疑慮，應予以檢視；於高度集中市場中，廠商

結合後增加之指數介於 100 至 200 間，主管機關應推定該結合將引起重大的競爭疑慮，並應檢視

其結合，如於高度集中市場中，廠商結合後之指數高於 200，主管機關應推定該結合將可能強化其

市場支配力（market power）。 
87 Supra 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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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容易被高估，而其他廠商的 HHI 指數則容易被低估，故 HHI 指數並非完全值得

信賴，此時國防部若能提供結合廠商及其他廠商的財務能力及研發能力之資訊，當

較 HHI 指數更具價值性。 

(4)參進市場之障礙 

新廠商參進市場可防止原在市場之廠商提高售價，即防止其使用市場支配力，

如參進市場的廠商於結合後與結合前相較不能提高售價以維持其利潤，則該結合並

無削減競爭之疑慮，如廠商依其規模、特性及經營範圍可及時、可能且具足夠規模

地威懾或阻擾其他廠商的競爭影響力，則參進市場應屬容易88。 

1992 水平結合準則§ 3.2 規定，所謂「及時參進」市場是指自 初計畫參進起 2

年內應完成進入之行為，此規定對於國防廠商而言並不適當，蓋國防部的採購案可

能於 3 年後才辦理，但亦可能半年後就要辦理，故國防廠商「及時參進」顯然不應

受 2 年內完成之限制，2010 年版水平結合準則已删除「2 年」之規定89，改以較抽象

「快速」一字代之，顯賦予行政機關較多之裁量權。 

所謂「可能參進」市場是指廠商結合後並參進市場時，其可擁有足夠銷售量，

且以結合前的市場價格計價為標準，可獲得利潤之可能性；故如可獲得利潤之可能

性高，則廠商結合後參進市場之可能性亦高，至於國防產業廠商之「可能參進」市

場情況如何？一般咸認為新廠商參進該市場之障礙甚高，再者，由於美國國防預算

屢遭删減，亦可能減少廠商參進市場之誘因，而不願參進市場90。美國國防部可選擇

僅研發或製造若干重要武器系統，以撙節國防預算，則該等從業之廠商當仍有足夠

參進市場之誘因。所謂「具足夠規模地參進」市場是指廠商參進市場時其規模不能

太小，必須能將市場價格回復到廠商結合前的水準，故如新廠商參進市場後，其產

品並非結合廠商之代替品，因此不能防止原在市揚之廠商提高售價，此便是不具足

夠規模地參進市場91。 

(5)競爭效率 

1992 水平結合準則§ 2.1 及 2.2 載明二種因結合而損害競爭的現象：1.經由協調

的互動行為致減少競爭；2.經由單方效果致減少競爭，以下分述之： 

                                                        
88 “Entry is that easy if entry would be timely, likely, and sufficient in its magnitude, character and scope 
to deter or counteract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concern.” supra note 3. 
89 Supra note 72. 
90 Supra note 3. 
91 Supra note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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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經由協調的互動行為致減少競爭92 

廠商結合後可能與仍在市場中的其他廠商以默示或明示勾結，以行使市場支配

力，致產生減少競爭之結果。故經由協調的互動行為應予以規範。 

造成市場中反競爭現象之原因很多，如市場中少數廠商占有巨大的銷售量，則

該等廠商便能相互勾結並達成協議，例如採取提高售價或減少產量之行為等，俾能

行使市場支配力，此現象可稱之為協調的互動行為理論（the coordinated interaction 

theory），而該協議之內容應包含對於不貫徹該協議廠商致降低獲利能力的調查及處

罰等方法93。在非國防產業的市場中，大部分遭受主管機關調查之結合案皆屬廠商勾

結致減少競爭類型的案件94。 

在國防產業的市場中，依據協調的互動行為理論，市場集中度僅為調查範圍之

一部分，其他有待調查之範圍尚包括下列事項：1.各廠商的產品是同類或是異類；2.

買受該產品人數之多寡，及買受人採購方法；3.買受人購買廠商產品之頻率及數量大

小；4.各競爭廠商是否皆有相似之成本控管及技術能力。在諸多廠商結合案中，因廠

商勾結致影響競爭之情形甚為罕見，縱使在高度集中的市場中，少數競爭者因結合

而消滅之情況下亦然，此乃因高科技的精密武器系統採購案中，各競爭廠商的成本

控管及科技能力不一，因此不易達成勾結的協議，再者，國防部可使用競標的機制

防止廠商勾結的情事發生，例如使用跨多年度預算之採購（multi-year procurements）

契約且僅限一得標廠商，加大廠商相互競爭之誘因，同時亦增加廠商違背該勾結協

議之誘因（指如已達成勾結協議之情形），此外，由於國防預算自冷戰結束後大幅減

少，很多採購案可能不實施，或減少或延後實施，則廠商為追求利潤便會各自投標，

並無需要勾結協議95，又退一步而言，縱使國防產業的市場中確有勾結協議之存在，

但非協議成員廠商有可能得標，則廠商並無必要參與勾結協議。總之，在國防產業

的市場，並不易產生廠商勾結的情事96。 

                                                        
92 Supra note 72 對於廠商的勾結行為（collaborations）僅提供綱要性的敘述，有鑒於勾結行為日趨

複雜，主管機關（DOJ 及 FTC）認為有統一釐清之必要，於 2000 年公布「競爭者間勾結行為之反

托拉斯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該準則對於勾結行為

有精細之規範。 
93 Supra note 72. 
94 Supra note 3. 
95 非國防產業市場的顧客是多元的，廠商之產品已在市場中銷售，消費者購買的數量並不大，而

國防產業市場的顧客只限國防部，國防部所需的產品可能尚待研發，目前並無成品，廠商在投標

時可能要通過資格標、價格標或 有利標的重重考驗，在國防產業市場中較不易達成勾結協議。 
96 Supra 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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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經由單方效果致減少競爭 

結合之廠商可能發現除與其他廠商勾結互動之方法外，只要單方改變其行為以

提高售價及減少產出方法亦可獲利，而產生減少競爭之結果。但若結合廠商之市場

占有率低於 35%，則難以實施市場支配力，2010 水平結合準則則將 35%修正為「實

質銷售量之比率」（substantial share of the sales）97。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s）源

自芝加哥學派學者所提出之理論，可分為異質產品市場及同質產品市場二種情形，

若廠商結合而其產品具有高度替代性，而市場中並無其他高度替代性之產品，則該

結合後之廠商便能提高售價以獲利；另一種情形是廠商結合後而其產品在市場中尚

有其他高度替代性之產品與之競爭，則較不易以提高售價方法獲利，但若能以產能

（capacity）獲得競爭優勢，則仍可提高售價方法及減少輸出產品而獲利98。如市場

中存在強力買受人（powerful buyers），則該買受人常與廠商談判而有降低廠商提高

售價之可能性99。 

在實務中，依據單方效果之理論，若生產某國防產品的市場中僅存的二廠商打

算結合，或雖市場中有許多廠商，但投標價格 低的二廠商計畫結合，則國防部確

有可能因此減損應獲得之競爭利益。1992 及 2010 水平結合準則所稱之市場支配力係

以廠商提高售價或減少輸出的方法獲利之現象為觀察重點，但國防產業往往更重視

產品之品質及研發科技，在採購機關為若干全新武器系統之設計招標時， 為明顯，

此時非價格項目，包括品質及創新等常較價格所占之評分權重更多。若廠商尋求結

合，則國防部可能將面臨廠商所報價格上揚、品質較差、科技較落伍、選項較少等

現象，特別在兩家技術 佳的二廠商企圖結合，而該二廠商之品質及產能又超越其

他廠商甚多時，國防部在面對此因單方效果所生的反競爭利益時，或可將所持立場

通知結合管制機關或法院，以求競爭利益的 大化。由於國防部所需之各種軍品大

多非同質，故結合之廠商難以產能獲得競爭優勢而得標。 

國防部可利用其在採購的特殊地位，降低廠商結合所產生的負面效應，蓋國防

部的採購與一般消費者之採購情形並不相同，國防部常是若干軍品的唯一買受人，

或是 重要的買受人，預算較雄厚，可能重複採購該軍品，國防部在廠商履約階段

                                                        
97 Supra note 63. 
98 Supra note 72. 參前揭註 78，54。 
99 Supra note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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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稽核其支出之成本，亦可行使變更100契約內容等權利，以監督國防廠商之履約情

形，故國防部談判籌碼顯較一般消費者強大，可發揮「強力買受人」的談判力量，

以求降低廠商售價並提升其交付之品質101。 

(6)廠商所持效率之主張102 

廠商於結合時大都以效率將提升當成理由，主張結合後將有利技術移轉，提升

研發能力，強化管理能力及節約成本等各種益處，因此可以節省成本，即節省公帑，

但美國 高法院於 FTC v. Procter & Gamble Co.103曾明白宣示：「因結合所可能帶來的

經濟上撙節不得作為非法之抗辯理由... ...它破壞了保護競爭之平衡。」近年下級法院

已不採納 高法院見解，而願檢視結合案之效率問題，並考量結合後之效率與是否

准許結合之關聯性104，即行政機關應將結合後效率之提升與結合之反競爭性一併考

量。國防廠商於結合時尚有可能主張結合行為可強化國家安全，此時國防部對於廠

商陳述之意見是否贊成，應具相當重要性。 

結合固然可帶來顯著效率，包括對既有資產的更佳利用，可有效降低成本、改

良品質，因為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的降低，有利新廠商之產生，所以廠商經由

協調的互動行為致減少競爭之情形比較不會發生，而在單方效果方面，廠商也因成

本下降而不敢提升售價，有利於競爭，結合尚可使廠商生產新產品，增加其競爭性，

但是結合亦可能帶來减少競爭而產生反競爭之後果。 

廠商於申報結合時，必須證明唯有結合方可引起之效率，該效率謂之「結合特

定效率」（merger-specific efficiencies），至於若無結合亦可產生之效率或其他具反競

爭效果之效率，皆非所稱之「結合特定效率」，負責審查結合之機關應調查結合特定

效率之真實性，但效率並不易量化亦不易調查，所以該等主張仍應由廠商負舉證責

任，1992 水平結合準則（1997 修正版）仍列舉若干情形下，廠商所主張之效率較易

                                                        
100 變更（change）係政府採購契約中之一條款，採購機關變更契約內容時，廠商常請求調整價金

以彌補其損失及利益，唐克光，「政府採購契約中價金之調整－美國聯邦政府採購及我國法制之

比較研究」，軍法專刊，第 57 卷第 5、6 期（2013）。 
101 Supra note 3. 
102 1994 DSB Task Force Report 對於廠商所主張效率（efficiencies）之抗辯係以 199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 4 版本為基礎而撰寫，然該版本§ 4 部分業經 DOJ 及 FTC 於 1997 年修正，故

本文之分析原則上係採用 1997 年修正版，至於 2010 年版本§10"Efficiencies "與 1997 年修正版§ 4
相較，內容大致相同。 
103 FTC v. Procter & Gamble Co. 386 U.S. 568 (1976). 
104 FTC v. University Health Inc. 938 F.2d 1206, 1222 (11th Cir.1991); United States v. United Tote Inc., 
768 F. Supp. 1064, 1084-85 (D. Del. 1991) cited by 1994 DSB Task Force Repor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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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也較易查證，例如廠商因結合將原分散各處的生產線予以變更，因而降低邊際

成本，該效率便易於查證，至於研發能力之提升，其本質上可能有反競爭之效果，

也較不易查證。 

如廠商主張結合可降低其生產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及間接成本，而使消費者受

益，國防部對此主張應予查證105，若調查結果認為結合行為可降低廠商間接成本或

若干直接成本，則可肯認降低成本係結合效率因素之一，但國防部是否因此受惠？

應另查證之。又有鑒於國防廠商結合仍可能產生傷害競爭的後果，國防部可允許廠

商採用其他替代結合之方法辦理採購，例如允許廠商共同承攬、分包、直接外購或

遲延同意廠商結合等，既可收結合之效率利益，亦可免除結合可能傷害競爭的疑慮

106。 

(7)國家安全之抗辯 

國防廠商結合時是否將影響軍品之價格及品質？如價格較結合前升高，則產生

預算排擠效應，壓縮其他軍品之獲得，又如品質降低，則無法滿足作戰需求，故價

格及品質影響國家安全，反之，則對國家安全有正面助益。國防廠商於申報結合時，

常以結合有利國家安全為理由。1992 水平結合準則並未對國家安全一詞給予任何定

義及敍述107，國家安全之主張宜認定為一種「效率」的主張，正如同效率一樣，並

不易量化亦不易調查108，廠商對於國家安全的主張仍應負舉證責任，但若國防部願

證明廠商的結合對於某項重要武器系統之研發及製造確屬必需，結合後的廠商可降

低價格，提升品質，充分運用其資產及人員，產製更精良的產品，在緊急情況下，

甚至結合廠商應擴大生產該武器系統以滿足國防安全之需求，則該國家安全至上之

重要性有可能高於其他反競爭後果等因素，而廠商的結合申請便應獲准許，但類此

特殊案件恐將甚為罕見109。 

高法院在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v. United States110案中，不

                                                        
105 國防部辦理的採購案中，一般公開招標採購案的投標價已包括直接及間接成本，以 低標或

有利標方式決標，國防部不須分析其成本，但如使用成本計價型契約（cost reimbursement 
contracts）辦理的採購，則可能必須進行成本分析，故應具備查證廠商成本之經驗及能力。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 15.404. 
106 Supra note 3. 
107 Supra note 63，亦未對國家安全有任何敍述。 
108 反托拉斯法的主管機關並無能力評估非價格因素的重要性。Joseph Kattan, supra note 47, 34. 
109 Supra note 3. 
110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v. United States, 435 U.S. 679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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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全國職業工程師協會（the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所主張競爭

將違反其內規，而其內規符合「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之抗辯理由， 高法院

認定其內規顯然違反競爭法之規定，應屬違法，然卻未能闡釋公共利益的內容；但

爾後的下級法院則願檢視國家安全與結合主張之關聯性，例如在 FTC v. Alliant 

Techsystems, Inc.案111中，Alliant 公司主張若結合案獲得同意，可使人員及設備發揮

更高效率，若未能結合將威脅國家安全，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高於「公共利益」中的

競爭利益，並主張法院應拒絕暫時禁止令之聲請，然國防部並未表示結合後對國家

安全之增進高於其他結合利益之意見， 後法院認為，廠商未能證明國家安全受威

脅，此外，國家安全不得作為結合所生反競爭結果之抗辯理由，故判決 Alliant 公司

及 Olin 公司不得結合。由本案不難發現國家安全一詞具有內容的不確定性，正如同

公共利益一詞，其範圍及內容並無統一見解。其他法院也未曾同意廠商所提出國家

安全之抗辯，而同意其結合112。 

(8)垂危廠商之抗辯 

若廠商經營失敗，必須退出市場，則市場中將減少一競爭者，故不如允許其結

合，使其繼續存活於市場中以利競爭113。1992 水平結合準則§ 5.1 對於垂危廠商之抗

辯設有嚴格的條件：1.該垂危廠商在短期內難以負起財務責任；2.該垂危廠商不能依

破產法第 11 章之規定成功地重整；3.該垂危廠商已善良地尋求其他合理的被收購條

件以保存具資產於市場中，卻未能成功；4.若不經結合，則該垂危廠商之資產將自市

場中退出114。該等嚴格條件適用於所有產業，但卻引起國防廠商的憂慮，蓋自冷戰

結束後，國防預算遭大幅削減，諸多廠商的產能過剩，普遍有機具閒置，人力效能

不佳的現象，若此現象不能改善，則該等廠商之資產包括研發能力恐將退出市場，

故國防科學委員會認為水平結合準則對於垂危廠商之抗辯條件可適度放寬限制，特

別是影響國家安全的國防廠商，實需要較為寬鬆的結合條件，以免其生產及研發能

力退出市場，不過國防科學委員會並未提出具體的修正條文，僅建議國防部可將軍

品市場需要某重要國防廠商之理由及建議向主管機關表達。 

                                                        
111 808 F. Supp. 9 (D.D.C. 1992); supra note 60. 
112 Supra note 3. 
113 United States v. General Dynamic Corp., 415 U.S. 507 (1974). 
114 1992 水平結合準則 § 5.1 認定垂危廠商之的四個條件中，2010 水平結合準則 § 11 保留前三個

要件，但將第四要件修正為：該垂危廠商已善良地尋求其他合理的被收購條件，該條件較原所申

報的結合所生的反競爭風險為低，卻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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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私營企業相較，國防部對於相關國防廠商的生產、研發能力及財務情況

較為熟悉，但應不具備檢視廠商全盤財務情況之專業能力，故可向主管機關或法院

盡可能提供相關資訊及證據115，國防部亦可將其對結合後之存續或新設廠商的預測

通知主管機關或法院以供其參考。 

(9)檢討及建議 

DSB 除以 1992 水平結合準則作為基礎外，並引用歴年法院對於國防產業結合現

象之判決而發布 1994 DSB 專案報告，該專案報告除對國防產業結合予以結構性的分

析外，另提出具體的建議如下。 

國防部必須獲得軍品以維護國家安全，較其他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更了解廠商結

合後的各種能力（生產、研發、降低成本、提升品質等能力）及影響力（交付時程、

任務完成、國家安全等影響），故國防部應將其對結合之意見及證據通知主管機關或

法院以供其參考。因申請結合廠商必須申報相關資料，主管機關對於結合行為，為

求能掌握全盤的法律及經濟層面的資訊，必須善盡調查職責，同時考量國防部所提

供資訊之專業性，而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結合的處分。若主管機關與國防部能分工辦

理，避免重複耗費資源，便可發揮 高效力，故有待彼此協調之。主管機關於調查

結合行為之初便與國防部協調，將可有效地進行案件之調查。 

國防部應培養熟悉反托拉斯法的人員。有鑒於結合涉及法律、經濟、科技及財

務等各面向問題，國防部應建立內部具分析反托拉斯法案件的能力，國防科學委員

會建議主持人由具備法律背景之人擔任，協調並綜整其他專長領域之人的意見，這

樣的安排係屬任務性的編組，爾後可適時檢討其成效，將不會增加政府的人事成本，

卻可以發揮 大效能。國防部所屬人員之素養不須達到主管機關中專家之水準，因

為主管機關的專家都具備深入、獨立及全盤分析結合案件的能力，再者，主管機關

大量培訓專家乃其職掌，國防部不須浪費資源，只要能建立內部具備分析並能適時

協助主管機關完成調查的人力即可滿足需求。 

資訊分享的法律問題。主管機關於調查結合案件時，如將廠商申報的資料包括

廠商的敏感性財務及商業資訊等交付國防部，依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5 U.S.C. § 552(b)(4)規定：「經授權所獲得之營業秘密及商業或財務的資

                                                        
115 Supra 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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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得豁免公開。」116故國防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117，若國防部將廠商的

資料交付主管機關，則主管機關亦應保守秘密。 

2.1997 垂直結合及廠商決策之報告 

(1)審查標準 

國防科學委員會依司法部於 1984 年發布之 1984 結合準則（1984 Merger 

Guidelines）中第 4 章「非水平結合之水平效應」118為基礎而撰寫本報告，非水平結

合包括垂直結合及多角結合119，由於法院及主管機關對於非水平結合皆採寬鬆的審

查態度，鮮少質疑此結合，該章內容迄今仍然有效120，其中§ 4.13 規定：司法部於審

查非水平結合案件時應使用一套客觀的方法以檢視廠商之結合是否可能產生反競爭

的危害，司法部於審查非水平結合所造成的二種反競爭效果時，應使用與審查水平

結合之架構式分析方法相同，依潛在競爭理論（the theory of potential competition）該

二種反競爭效果皆屬對潛在競爭之危害，分別是「被察覺之潛在競爭」（perceived 

potential competition）危害及「實質之潛在競爭」（actual potential competition）危害，

以下分述之。 

潛在競爭理論是指於若干情況下，以非水平方式由一家潛在參進市場的廠商（結

合廠商）結合一家已在市場的廠商（被結合廠商）將可能對市場造成反競爭效應。

若該結合有效地使結合廠商離開該市場，則可造成二種反競爭之危害121：一、被察

覺之潛在競爭危害：該結合因為消除市場中廠商的重大競爭威脅而可能導致市場競

爭之立即惡化，市場中的獨家廠商或其他廠商勾結，抑制彼等售價以阻却新廠商加

入市場。由於結合廠商參進市場之威脅並不存在，市場中的廠商可能提高售價，市

場競爭因而受到危害122；二、實質之潛在競爭危害：結合將造成了喪失增加一個競

                                                        
116 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7 款有相似的規定：「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七、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其公

開或提供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利、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者。」 
117 Supra note 3. 
118 Section 4 "Horizontal Effect from Non-horizontal Mergers". 
119 1984 Merger Guidelines, footnote 25. 
120 Christine Siegwarth Meyer & Yijia Wang, “Determining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Mergers,” 11 Economics Committee Newsletter, 7-11 (2011).前揭註 78，57。Wikipedia, 
“Merger guidelin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rger_guideline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8/21. 
121 Supra note 119, § 4.11. 
122 Supra note 119, §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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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者來改進市場的機會，導致其他更具競爭效果的方法之喪失（包括單獨參進市場

或以結合小廠商作為立足點之喪失）123。 

1984 結合準則對於上述的二種潛在競爭危害在反競爭效果之評估上並無二致，

即都必須經下列五種條件的檢查，若符合該五種條件，則司法部將對非水平結合提

出質疑：一、被結合廠商的市場集中度高於 1800HHI 指數124；二、參進市場並非容

易，反言之，若進入市場容易，則市場中廠商的行為並不致受影響125；三、垂直結

合廠商參進市場之優勢少於三家廠商所享有126；四、司法部對被結合廠商的市場占

有率低於 5%者將不提出質疑，至於被結合廠商的市場占有率增加高於 5%者，司法

部將可能提出質疑，被結合廠商的市場占有率超過 20%，則司法部將可能對被結合

廠商的結合提出質疑127；五、至於結合後的效率問題，則應與檢視水平結合之效率

方法是相同128。 

(2)國防廠商垂直結合之情況 

由於美國國防預算大幅删減，各國防廠商紛紛尋求整合機會以發展多重能力，

並期望減少成本及增加銷售機會，廠商數目逐年減少，整合結果即為水平結合及非

水平結合，廠商尋求水平結合之機會明顯遠大於非水平結合129。但國防廠商為求獲

得採購案，仍常併購其他廠商之獨立生產部門，包括電子、通訊、槍砲及軟體等製

造部門以求強化競爭力130，此垂直結合行為將可能產生反競爭之疑慮，例如：1.垂直

結合廠商可建立垂直能力以排除其他廠商參與之機會，結合廠商常要求內部部門製

造軍品，不再向外採購，則其他廠商便不能有競爭的機會，但垂直結合廠商將考慮

此作法是否符合成本效益；2.垂直結合廠商可使其他廠商處於競爭之劣勢，即垂直結

合廠商不給予其他廠商任何獲知重要軍品或技術之機會，使其他廠商處於競爭之劣

勢，但事實上，廠商為求降低成本常與其他廠商共同合作研發，而非長期處於競爭

狀態；3.垂直結合廠商可利用其設計以強化垂直競爭力，即結合廠商利用設計軍品系

統的機會，由其內部部門自行製造次系統或零組件，巧妙地將其他廠商排除，由於

                                                        
123 Supra note 119, § 4.112. 
124 Supra note 119, § 4.131. 
125 Supra note 119, § 4.132. 
126 Supra note 119, § 4.133. 
127 Supra note 119, § 4.134. 
128 Supra note 119, § 4.135. 
129 Supra note 6. 
130 Supra no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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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器系統需要昂貴研發成本、複雜技術及軟硬體的整合，例如匿蹤武器系統便是

典型例子，非有合作無間之團隊恐難完成任務，垂直結合廠商具備此競爭優勢，可

較有效整合研發及生產部門，故常獨立自行完成任務。 

國防產業從另一層面而言，卻必須面臨環境的快速變化，驅使垂直結合廠商向

其他廠商尋求合作機會，或不得不與其他廠商競爭，致緩和垂直結合所造成的反競

爭影響，這些變化包括：1.任務及科技的快速變化，例如電子科技常只有 3 至 5 年的

市場壽命，新科技很快取代舊科技，若垂直結合廠商拒絕與其他廠商合作，分享技

術，恐將遭受淘汰命運；2.基於成本或技術考量，結合廠商開放其次系統或零件之採

購由其他廠商競標，換言之，結合廠商未必交由其內部部門從事研發及生產；3.國防

部採取引進更多市場參與廠商之措施，例如鼓勵各機關使用商用品，開放國外廠商

競標，則市場將出現更多競爭廠商131。 

1997 年國防科學委員會專案報告中認為，國防產業中雖然出現垂直結合的現

象，而垂直結合容易引起市場中反競爭結果，然結合廠商為節省成本及降低因改變

供應商所造成的風險，未必會要求內部部門從事生產，故尚未發現產業界中垂直結

合已造成系統性的問題132。然該報告發現國防部官員對於垂直結合潛在競爭問題未

具適當的觀察能力，此乃因主辦獲得軍品的官員未能與廠商的分包廠商有任何互動

行為，又對全部產業亦欠缺充分了解，例如市場中是否有其他競爭廠商及重要廠商

的市場占有率等，致使在評估市場是否出現垂直結合之反競爭行為時缺乏足夠資訊

及證據，故若能對負責獲得的官員加強有關經驗的累積及專業知識的灌輸，則可有

效發現及監視垂直結合行為所帶來的反競爭行為133。又國防部亦可研究並發布垂直

結合的各種現象及觀察重點，例如市場中已少於 3 家廠商或廠商在企劃書中表示其

對某種軍品的自製比例與昔日之自製比例相較，突然大幅成長，則國防部應特別觀

察該廠商是否有結合行為及結合行為之影響等134。 

                                                        
131 Supra note 6. 
132 Supra note 6. 
133 Supra note 6. 
134 Supra no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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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92 及 2010 水平結合準則之異同 

美國司法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為負責結合管制的主管機關，為闡述其分析結合

之技術、實務及執法政策等，由司法部於 1968、1982 及 1984 公布結合準則，後再

由該二機關於 1992 年會銜公布水平結合準則，水平結合準則雖無法律拘束力，卻為

行政機關執法的重要法源，由於諸多結合申請案件在行政程序時便結案，並未進入

司法訴訟程序，水平結合準則在行政審查時極具重要性135，而法院於審理結合案件

時亦多依照該等準則所列之分析架構進行審查136，自 1992 年至 2010 年共 18 年間，

美國司法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將若干有關水平結合準則之新觀念引進 2010 水平結合

準則，新引進之觀念對於國防廠商的水平結合行為將不無影響，以下將 1992 及 2010

水平結合準則之相同及不同之處分述如下： 

（一）相同之處 

1.審查結合之理念未變 

1992及2010水平結合準則之審查理念均為審查結合行為是否使結合廠商具有創

造力，增加市場占有力，若結合導致一家廠商或數廠商提高價格、降低產量、減少

創新或以其他方式損害消費者，則主管機關應檢視其結合情形。 

2.審查結合之考量因素並無重大改變 

2010 水平結合準則雖未若 1992 水平結合準則之採用線性分析方式，但仍將 1992

水平結合準則之諸多考量因素更予以細緻化，並加列若干調整的因素，以利審查結

合案件137。 

                                                        
135 Supra note 63. 
136 前揭註 78，44-50。 
137 邱德儒，美國水平結合指導原則之修正對於我國水平結合管制之啟示，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

研究所碩士論文，57-5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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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之處 

1.2010 水平結合準則具靈活的實用性 

2010 水平結合準則之概論即載明：水平結合之分析並非僅為單一方法之統一適

用（uniform application of a single methodology），而應由主管機關本於廣泛經驗，使

用各種分析工具以檢討具體事實，2010 水平結合準則所提供之原則僅屬例示性質，

並不排斥相關原則之適用138。2010 水平結合準則§2 引入「反競爭效應之證據」，主

管機關依其過去經驗介紹如何研判結合時競爭效果的證據，及該等證據之分類法。§3

引入「目標客戶與差別取價」藉以說明該二概念與後續章節之關聯性139。 

2.市場之界定 

1992 水平結合準則係以市場定義作為分析結合行為之核心，2010 水平結合準則

§ 4 則認為主管機關在分析結合行為時，未必非從市場之定義着手，但市場之界定仍

然為必要步驟，§4 更新「假設性的獨占廠商測試法」之敘述，即以假設性的獨占廠

商將提高於市場上至少一產品「微小但顯著且非短暫方式」之價格以界定相關產品

市場及地理市場，此測試法可於測試任何相關市場時適用之，但此測試法並非測試

結合的唯一方法，§ 4 修正並詳列諸多驗證該測試法的方法。§5 將市場結構分為三部

分：「市場參與者、市場占有率、市場集中度」市場參與者旨在說明市場參與者之特

殊種類，而市場占有率及市場集中度係水平結合分析之一部分，在查明結合所造成

競爭效果方面均屬有效方法，主管機關在計算及解讀市場占有率的資料時，常使用

以年為基礎建立之資料，但若結合行為之性質係屬龐大且非尋常者，則主管機關應

蒐集並使用更多更久之資料以利分析；主管機關在計算及解釋現時廠商市場占有率

之資料時，應考慮未來市場的變化，例如新科技對未來市場的長期影響，現時市場

占有率高的廠商未必其具有未來的高度競爭力140。 

HHI 指數並不能準確地判斷該結合是否會有反競爭效果，而主管機關應注意該

水平結合是否會有反競爭效果；2010 水平結合準則修正市場集中度之指標，原結合

                                                        
138 Supra note 63. 
139 前揭註 137，58-59。 
140 Supra note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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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非集中市場（HHI 指數低於 1000），中度集中市場（HHI 指數介於 1000 及 1800），

且結合後 HHI 指數增加高於 100，高度集中市場（HHI 指數高於 1800），且結合後

HHI 指數增加高於 50，修正為非集中市場（HHI 指數低於 1500），中度集中市場（HHI

指數介於 1500 及 2500），且結合後 HHI 指數增加高於 100，高度集中市場（HHI 指

數高於 2500），且結合 HHI 指數增加介於 100 及 200 之間，則主管機關應評估結合

後競爭效果，如結合 HHI 指數增加高於 200，則主管機關應推定廠商已強化其市場

支配力，但有足夠證據證明不能增加廠商市場力量者，不在此限141。 

3.單方效果之重視 

主管機關依據多年之經驗，發現單方效應實際上單方效應較勾結效應常見，勾

結效應並非如此容易發生，故增加對單方效應之觀察，減少對勾結效應之討論，2010

水平結合準則重新敍述單方效應及勾結效應，分別在§ 6, 7 對該等效應有更深入的敘

述，同時補正或修正 1992 水平結合準則的部分內容，例如在§ 6.1「差異化產品之定

價」部分以「移轉率」（diversion ratios）及「向上定價壓力」（upward pricing pressure）

等經濟學工具檢驗反競爭效果是否出現142，此外，2010 水平結合準則注重非價格效

果（non-price effects）之考量，例如在§ 6.4 加入結合後創新及產品多樣化對競爭之

影響，在§10 加入競爭對效率之影響，在§ 7.1 允許主管機關在未具備具體證據的情

況下仍可質疑廠商的結合行為，蓋該結合可能有勾結行為以致危害競爭。 

4.其他部分之修改 

參進市場之困難程度，如廠商可及時、可能而且足夠地參進市場，則結合廠商

不易行使市場支配力，即提高售價，2010 水平結合準則除簡化 1992 年版之分析方法

外，特別強調主管機關應重視廠商參進相關市場的歴史，以作為評估之重要依據143。

2010 水平結合準則另加入強力買受人（powerful buyers）144、競爭的買受人結合行為

（mergers of competing buyers）145、部分併購（partial acquisitions）146等敘述。 

                                                        
141 Supra note 63. 前揭註 86 及隨附之本文。 
142 有關「移轉率」等經濟學工具之內容，詳見前揭註 137，60-61。 
143 Supra note 63. 
144 Supra note 63. 
145 Supra note 63. 
146 Supra note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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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2010 水平結合準則與 1992 年版相較，2010 年版之內容較能反映行

政機關的實務運作情形，二者相似度非常高，2010 年版可謂為 1992 年版之進化版，

而非革新版147。DSB「1994 DSB 專案報告」及「1997 DSB 專案報告」之立論基礎雖

係 1992 水平結合準則及 1984 結合準則中第 4 章「非水平結合之水平效應」，但與 2010

水平結合準則之內容相較，差別仍屬有限，DSB 的兩份專案報告仍具參考價值。 

五、我國之借鏡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發布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

（以下簡稱「處理原則」）對於事業之水平結合、垂直結合及多角化結合皆有規範，

如將該處理原則與 2010 水平結合準則及 1984 結合準則中第 4 章「非水平結合之水

平效應」之內容相較，2010 水平結合準則及 1984 結合準則中第 4 章之內容顯較抽象

及繁瑣，且不具法律效力，然處理原則授權主管機關對於結合案件之諸多情形，包

括市場占有率等皆有認定之權利，顯賦予主管機關較大且有彈性的執行權限，另其

規定較明確易於執行，但綜括而言，處理原則與 2010 水平結合準則及 1984 結合準

則中第 4 章之內容基本上似乎大致相同，然真是如此？又 DSB「1994 DSB 專案報告」

及「1997 DSB 專案報告」係針對美國國防廠商之結合而提出，雖然美國國防部在該

二報告公布前，並不了解其在廠商結合時應有之地位，該二報告分析並建議美國防

部可採取之措施，對於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產生建設性的影響，貢獻卓著148，但是

否在我國亦將發生或適用？ 

此等問題應分二部分予以分析：法制之比較及國防產業之比較，有關法制之比較

部分，本文將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事業結合之規範包括意義、申請、許可之

審酌等與美國反托拉斯的法制相比較，如二國相關法制並無衝突或矛盾之處，則可推

論二國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母法本質上是相同的，而1992及2010水平結合準則與1984

結合準則中第 4 章之內容係附麗於美國主管機關之職權，處理原則係公平交易委員會

依職權發布之行政規則，二者方有相同之可言，則 DSB「1994 DSB 專案報告」及「1997 

                                                        
147  Chadbourne & Parke, “Revised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Issued by FTC, DOJ, 2010,” 
http://www.chadbourne.com/files/Publication/ad33dd92-4ef5-4ec6-b945-ade1634834f3/Presentation/Pub
licationAttachment/9b405157-9048-4f10-bc1d-b5f98022236a/Horizontal%20Merger%20Guidelines_Cli
ent%20Aler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8/21. 
148 Supra note 15,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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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B 專案報告」對我國方具法律上之參考價值，但兩國的國防產業是否相同？若不相

同，該二報告仍不具參考價值，以下分別探討之。 

（一）法制之比較 

1.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 

公平交易法第 1 條規定：「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從立法體例予以分析，該法可分為三大部

分：一、處罰事業有違反商業善良行為之不正競爭法；二、保護消費者的消費者保

護法；三、要求事業相互競爭之反托拉斯立法149。本文研究國防廠商之結合行為係

反托拉斯法所規範，並不包括不正競爭法及消費者保護法。 

美國反托拉斯法（競爭法）自 1890 年薛曼法（Sherman Act 15 U.S.C. §§ 1-7）立

法迄今已逾百年，但美國學者們對於反托拉斯法的立法目的，並無一致見解。各家

學說大致可區分為傳統學派（traditionalist, realist, Populist）及芝加哥學派（the Chicago 

School）兩類，美國自薛曼法立法之初，法院及學術界主要受傳統學派主導，自 1970

年代中期芝加哥學派掀起反托拉斯法制的思想革命，美國上訴法院及 高法院漸採

芝加哥學派的見解150，傳統學派主張反托拉斯法之制定係為保障競爭秩序，消除脅

迫及剝削的市場行為，維護一個競爭者得以對抗之狀況，該法促進效率，並不禁止

生產效率之提升， 強的效率誘因是競爭，故競爭與效率可並存；芝加哥學派則認

為反托拉斯法之制定係為增進市場效率，因為反競爭行為減低效率，故應禁止反競

爭行為，反托拉斯法應該只禁止非效率的行為，幾乎所有的廠商行為皆是合乎效率

的，只有在單純取得市場支配力時才是無效率的，效率是可測量的151；自芝加哥學

派興起後，美國法院漸採其見解，將反托拉斯法的目的由多數競爭者維持市場結構

轉向增進效率以追求消費者利益之極大化，行政機關亦不斷採納其見解，屢屢修正

結合管制制度152。至於垂直交易限制是否將反競爭？傳統學派主張垂直交易限制通

常是反競爭的，而芝加哥學派則認為垂直交易限制很少會反競爭，縱使廠商提高價

                                                        
149 賴源河，公平交易法新論，2 版，月旦出版社，21（1995）。 
150 有關傳統學派（哈佛學派）之變革及芝加哥學派的興起與影響，參前揭註 78，29-34。 
151 前揭註 149，30-31。 
152 前揭註 78，32-33。 



7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格，亦會加強服務，因而提高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共同利益，1984 結合準則第 4 章之

內容揚棄鞏固理論（entrenchment theory）153，該準則認為除非多角及垂直結合造成

市場支配力，該結合將不違反競爭秩序，顯已受芝加哥學派之影響。主管機關 FTC

認為反托拉斯法係旨在保障經濟自由及企業自由之體系，並執行競爭性市場之規則

（反托拉斯法）154。 

公平交易法第 1 條所規定之「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

競爭」係高度抽象文字，其內容應包含反托拉斯立法，而「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之目標必須經由廠商間競爭達成，故難謂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美國反托拉

斯法立法有顯著不同。 

2.事業結合之規範 

(1)意義 

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 

「本法所稱結合，指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與他事業合併。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 

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153 指「在多角結合後透過效率的提升，產品多元性或是財務資源之擴充等方式鞏固市場上既存優

勢力量，並使市場上其他小廠商難以生存，以致於侵害市場競爭之現象」。林心怡，「論全球化

時代美國與歐體國際結合管制差異與衝突之緩和」，公平交易季刊，第 13 卷第 2 期，136（2005）。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Procter & Gamble Co., 386 U.S. 568 (1967)。該案係美國 高法院首次

對多角結合所為之判決， 高法院認為此結合案將實質降低產品在市場之競爭而駁回P&G聲請，

理由包括：1.該結合將提高漂白劑商品進入市場的障礙；2.由於漂白劑商品高度集中，該結合將

終止 P&G 的潛在競爭效果，並認為可能的經濟效益不能作為結合案之抗辯理由。前揭註 78，
41-42。 
154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Counts,” http://www.ftc.gov/search/site/competition%20 
count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9/6；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Guide to Antitrust Laws,” 
http://www.ftc.gov/tips-advice/competition-guidance/guide-antitrust-law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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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前項第 2 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

與該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

或出資額一併計入。」 

美國法律除克萊登法第 7 條（Clayton Act Section 7）155外，並未對結合有明確定

義，然一般總稱之為「merger」，例如歷年 DOJ 及 FTC 所發布之結合準則（Merger 

Guidelines），即以該字統稱結合行為156。該條文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如下157： 

「若取得股票、股份資本或資產之行為將在本國任何一地區，對任何一種商業型態

或影響商業之活動造成實質競爭的減少或可能導致獨占，則任何從事商業或影響

商業活動之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取得另一從事商業或影響商業活動之人之全部或

一部之股票或股份資本，且任何受聯邦交易委員會管轄之人，不得取得另一從事

商業或影響商業活動之人之全部或部分資產。 

若取得股票、股份資本或資產之行為或使用該股票以行使表決權或授權代理表決

權或其他方式，將在本國任何一地區對任何一種商業型態或影響商業之活動造成

實質競爭的減少或可能導致獨占，則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取得一個或多個從事

商業或影響商業之人之全部或一部之股票或股份資本，且任何受聯邦交易委員會

管轄之人，不得取得一個或多個從事商業或影響商業之人之全部或部分資產。」 

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與克萊登法第 7 條規定相較，前者規定之分類較為精確，易

於執行，然後者對於適用範圍則採概括性之敍述，兩者實質差異不大。 

(2)申報 

公平交易法將申報規定作如下之規定：1.將結合管制原第 11 條所採行之「事前

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異議制」，並增訂「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得由主管機

關擇定行業分別公告之。」；2.第 12 條規定，不適用事業結合申報之情形（指事業結

合對市場競爭機能並無減損之情形）；3.主管機關對於事業結合得附加附款（第 13 條

第 2 項）及違反附加條件或負擔之法律效果（修正第 13、39 條條文）158。故事業結

合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所列 5 種情形之一，並達到第 11 條第 1 項所列之

                                                        
155 15 U.S.C. § 18. 
156 前揭註 78，21。 
157 同條文第 3 項至第 6 項為結合之除外適用規定。前揭註 78，37。 
158 沈麗玉，「事業結合之管制與變革－兼論公平交易法之 新修正」，公平交易季刊，第 11 卷

第 1 期，5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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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占有率或銷售金額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8 條

規定申報之主體。 

美國於 1976 年制定哈特－史考特－羅迪諾反托拉斯促進法（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159，規定符合一定門檻金額以上的結合應向主管機關（DOJ

及 FTC）申報，若干購併或公開收購案件須俟等待期間過後，始得實施結合，DOJ

及 FTC 為便於分工，會利用「釐清程序」（interagency clearance process）決定受理機

關160。故我國及美國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皆採事前申報異議制，由主管機關負責受

理事業之申報，但申報門檻及申報程序則各依其法令辦理。 

(3)許可之審酌 

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規定：「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

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主管機關對於第 11 條第 8 項

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公平交易委員會為使結合申報案件審查標準更臻明確，於 2015 年 4 月 13

日發布修正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俾利事業遵循。美

國克萊登法第 7 條規定，事業結合後，影響商業之活動造成實質競爭的減少或可能

導致獨占者，不得為之。其主管機關歷年來已多次發布結合準則，臚列諸多審查之

要項包括：市場占有率、市場集中度等，我國的處理原則與 2010 水平結合準則及 1984

結合準則中第 4 章之內容基本上並無顯著重大差異。 

（二）國防產業之比較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每年依法受理結合案件之申報，1999 年共 1,064 件，核准

1,032 件，2000 年共 1,187 件，核准 1,177 件，2001 年為例共受理申請結合案 1,090

件，占該年受理案件之 42.641%，核准 1,087 件161，被檢舉者行業別結構中製造業占

17.20%，然在行業別之分類中並無國防產業類，同時期美國主管機關（DOJ 及 FTC）

於 1999 年共受理 4,642 件，2000 年共 4,926 件，2001 年 2,376 件，2001 年其中聯邦

交易委員會未直接許可結合申報者 23 件，司法部未直接許可者 32 件，在申報結合

                                                        
159 15 U.S.C. § 18a (2015).  
160 前揭註 158，62-65。 
161 公平會網站，「貳、業務執行提要分析」，http://www.ftc.gov.tw/cgi-bin/search/query.cgi， 後

瀏覽日期：201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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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之分類中製造業占 33.5%，然並無國防產業之分類162。該二國可能將國防產業

納入製造業或其他產業中，故無法一窺國防產業的結合申報案數量。 

美國國防產業中之廠商不乏舉世聞名者，其產品自潛艇、戰艦、車輛、飛彈至

飛機無所不包，該等廠商規模龐大，常跨足於國防產業及民生產業，於各種市場中

充分競爭以追求利潤，使美國國防產業成為領先世界各國之頂尖產業，雖然美國國

防產業自冷戰結束後面臨預算緊縮之窘境，主管機關仍採取結合管制，廠商終能渡

過考驗，而我國的國防產業廠商除中船、中鋼、漢翔、聯勤各兵工廠及中山科學研

究院等曾有自製國防裝備之紀錄外，其他廠商於國防產業所占之比率有限，此與政

府常決定外購武器有關，國內廠商們眼見可爭取之國防採購預算不足以產生足夠誘

因使其從事軍品之研發及製造，紛紛跨足民生產業並以之為營業主要項目163，然若

民用成品之功能優異且可滿足國防所需，則亦可能被國防產業廠商所採用，國內廠

商並非全然不具備生產國防產品之工業基礎能力，一旦政府重視並決定自行籌建所

需之國防武器或裝備，則國內廠商在強大誘因之吸引下，應有再投入國防生產之意

願，例如海軍決定將巡邏艦及飛彈快艇等交由國內廠商負責研發及製造便是一例，

而廠商為追求利益，其間結合管制的問題自應受到重視。 

綜上所述，簡言之，美國從事軍品生產之廠商常跨足民生產業及國防產業，為

追求利益，而發生結合的情形，我國目前從事軍品生產之廠商則大多從事民生產業，

然一旦政府強化彼等從事國防生產之誘因，廠商為追求利益，自然會投入國防產業，

未來亦可能會有結合之情形，故國防部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宜及早準備因應之道。 

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所提出報告的發現及結論在我國亦可能發生或適用，果能

在我國經過廣泛調查及嚴謹分析之程序以評估改進之可行性，實為 佳方法，然我

國政府從未有類此調查及研究，學術界亦無探究，殊為可惜，此或因該調查之範圍

甚為廣泛，涉及法律、科技、產業經濟及國防等專業，非有充沛之人力、物力實難

完成，我國未來是否有此意願及能力從事該調查及研究，不無疑問，因此可參考美

國相關法制及實務經驗，期求國防產業結合之公平競爭，促進產業發展並厚植國力。 

                                                        
162 FTC & DOJ,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Fiscal Year 2001,”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 
documents/reports_annual/24th-report-fy-2001/hsrarfy/2001_0.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4/8/31. 
163 徐強、陳振燧，「從清清楚楚到模模糊糊台灣國防工業何去何從？」，全球防衛雜誌，第 245
期，90-9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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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美國自冷戰結束後由於國防預算大幅删減，國防廠商為求生存，常尋求與他公

司結合，然國防廠商之結合是否有反競爭之疑慮？法院於審理結合之訴訟案件時，

係以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作為判決之核心準繩，而國防科學委

員會於 1994 年及 1997 年發布 1994 及 1997 二篇專案報告，分別依「1992 水平結合

準則」及 1984 結合準則中第 4 章「非水平結合之水平效應」為基礎並詳細檢視其國

防廠商結合之情形而撰寫，1994 專案報告內容包括相關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之定

義、市場參進者及市場占有率、參進市場之障礙、競爭效率、經由協調行為致減少

競爭、經由單方效果致減少競爭、效率之抗辯、國家安全之抗辯、垂危廠商之抗辯

等，司法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在審查結合案時，常請國防部提供專業意見以供參考，

國防部意見甚為重要。至於 1997 垂直結合之報告中發現當時廠商尋求水平結合之機

會明顯遠大於非水平結合，垂直結合廠商可利用其設計以強化垂直競爭力，即結合

廠商利用設計軍品系統的機會，由其內部部門自行製造次系統或零組件，巧妙地將

其他廠商排除，由於新武器系統需要昂貴研發成本、複雜技術及軟硬體的整合，例

如匿蹤武器系統便是典型例子，非有合作無間之團隊恐難完成任務，垂直結合廠商

具備此競爭優勢，可較有效率地整合研發及生產部門，故常獨立自行完成任務。當

時該國國防廠商垂直結合之情況並無系統性的風險，但宜注意垂直結合可能造成的

反競爭現象。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發布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

對於事業之水平結合、垂直結合及多角化結合皆有規範，如將該處理原則與 2010 水

平結合準則（2010 水平結合準則係 1992 水平結合準則之改進版，2010 年版之內容

較能反映行政機關的實務運作情形，二者相似度非常高，2010 水平結合準則將 1992

水平結合準則之諸多審查因素予以更細緻化之論述）及 1984 結合準則中第 4 章「非

水平結合之水平效應」之內容相較，並無顯著的重大差異。若將公平交易法之立法

目的、事業結合之規範包括意義、申請、許可之審酌等與美國反托拉斯的法制相比

較，不難發現二國相關法制並無明顯衝突或矛盾之處，故可推論二國對於事業結合

之規範母法本質上是相同的，則美國國防部所屬國防科學委員會發布之「1994 專案

報告」及「1997 專案報告」對我國具法律上之參考價值。 



自美國法院判決探討美國政府自冷戰結束後對於國防產業廠商結合之管制    75 
 

由於國防部必須獲得軍品以維護國家安全，較其他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更了解廠

商結合後的各種能力（生產、研發、降低成本、提升品質等能力）及影響力（交付

時程、任務完成、國家安全等影響），故國防部應將其對結合之意見及證據通知主管

機關或法院以供其參考。此外，國防部應培養熟悉公平交易法的人員，有鑒於結合

涉及法律、經濟、科技及財務等各面向問題，國防部應建立內部具分析競爭法案件

的能力，俾能適時協助主管機關完成調查，主持人宜由具備法律背景之人擔任，協

調並綜整其他專長領域之人的意見，此種安排當可發揮 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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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ger Control of Defense Industries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fter the Cold War in the Context of Its Courts’ Decisions 

Tang, Ko-kuang 

Abstract 

The sharp decline in procurement spending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following the Cold War has resulted in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roposed mergers. 

Horizontal mergers have increased in the defense industry,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is 

expected to grow, too. Antitrust enforcement agencies have to decide whether to challenge 

defense industry mergers. The DOD has found that it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a 

merger review to ensure that consolidation in the defense industry occurs in a way that 

maintains national security and does not squander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enforcement 

agencies receptive to information from the DOD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facts affecting 

the competitive analysis of the proposed mergers? What are important areas where the 

DOD can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DSB) under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s requested to provide 

advice on the DOD’s participation in an antitrust review of defense industry mergers. After 

hearing presentations from experts on defense affairs, economic issues in the defense 

industry, and the antitrust review process, the DSB Task Force issued a report on 

horizontal mergers in the defense industry in 1994 and issued another report on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1997. These two reports first provide the legal background and then address 

substantive issues on defense industry mergers, before finally proposing clear 

recommendations that can be quickly implemented without adding to the bureaucratic 

burden. 

There have so far been no articles on defense industry mergers in the R.O.C. It has 

become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laws and practices of the R.O.C. and the U.S. to see 

whether any improvements in reviewing defense industry mergers in Taiwan are required. 

This research on the U.S. merger control of defense industries focuses on the reports 

provided by the DSB Task Force. Some U.S. litigated cases dealing with issues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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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discussed. This study finally offer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practices in the R.O.C.. 

Keywords: Defense Industry Mergers, Horizontal Mergers, Vertical Integration, National 

Security, Antitrus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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