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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國際定期海運之市場結構、營運模式與競爭分析，並彙整各國國際

定期海運的競爭規範，以探討我國國際定期海運之競爭規範議題。定期航運服務係

同質性高之產業，各航商面對競爭極為激烈的定期航運市場，紛紛籌組航運聯盟或

航運聯營型態的營運方式，以降低成本、提升服務品質與強化競爭力。由於國際海

運的產業性質特殊，早期各國都給予豁免競爭法的地位，但隨著時代、技術及市場

條件變遷，以及各國競爭法發展成熟及消費者意識抬頭，此種豁免必然受到關注及

檢討。2006 年歐盟決議禁止，並於 2008 年生效，此後任何議價行為在歐盟都涉及聯

合壟斷。各國對定期航運之競爭規範則有其適用差異，各種航運聯營型態對於市場

競爭有不同的影響，各國在其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對定期航運市場之法

規競合，亦有不同的處理實務。我國就海運產業之競爭規範，特別是國際聯營組織

及國際航運協議，相對於一般海運國家之定期調查研究海運市場及提出法律對策，

研究相對不足，我國業者也未予以重視，均有改進之必要。本文結論建議公平交易

委員會提出內部執法原則，或訂定具體審查或判斷原則，並應考量產業發展面、法

制面、實務面、經濟評估面，以因應定期航運產業所面臨的全球競爭規範。 

關鍵詞：海運同盟、策略聯盟、定期航運產業、競爭規範、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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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我國四面環海，係屬海島型經濟，進出口貨物有 90%以上是仰賴海運，但關於

海運產業，我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並未訂定特別的行政規範。由於國際海

運的產業性質特殊，早期各國都給予豁免競爭法的地位，但隨著時代、技術及市場

條件變遷，以及各國競爭法發展成熟及消費者意識抬頭，此種豁免必然受到關注及

不同程度的檢討。 

過去海運同盟的協議與卡特爾的協議類似，以維持價格與服務穩定為訴求，其

在競爭法上的爭議由來已久。2006 年歐盟決議禁止海運同盟，並撤銷先前定期航商

所享有的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待遇，訂於 2008 年 10 月 18 日生效，此後任

何議價行為都涉及聯合壟斷。然而各國對定期航運之競爭規範有其適用差異，各種

航運聯營型態對於市場競爭有不同的影響，各國在其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

關對定期航運市場之管制法規競合，亦有不同的處理實務。 

國際定期航運服務產業係屬同質性極高的寡占市場結構，又有規模經濟、大者

恆大的產業特性，各航商面對競爭極為激烈的定期航運市埸，紛紛籌組航運聯盟或

採用協議合作之營運方式，目的除了增加作業據點、擴大貨源、增加調派船舶航班

之靈活度外，更希望能增加設備利用率、周轉率，以降低成本、提升服務品質與強

化競爭力。海運策略聯盟在 2008 年底全球金融風暴之後，2009 年全球貨櫃運輸量急

速萎縮，更扮演著重要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航運聯營型態包括運費同盟、運價穩定協定、海外聯營總處、策略聯盟等。而

較常見的海運策略聯盟方式有共同派船、艙位互租、艙位互換與艙位租用等方式。

在航業法第 34 條對船舶運送業實施聯營有訂立規範，其以協商運費、票價為協議內

容者，其運價表應申請備查。商港法修正後，簡化航商報請備查之負擔，航商僅需

於必要時，向航政主管機關提供其營運、財務狀況之相關文件，航政主管機關對於

經營機構之營運事項，採低度管制方向，但商港法中有關費率之事前管制部分是否

違反公平法之規定，值得深入分析。 

目前全球有三大聯盟（2M、OCEAN Alliance、THE Alliance），海運航商之間分

分合合變動極快，今日結盟之成員，明日可能就各奔東西，或者合併為同一公司或

購併，聯盟間之變動甚快。對定期海運航商而言，透過彼此的合作策略聯盟，才能

達到互利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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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除緒論外，其餘各節之鋪陳如下：第二節敘述定期航運產業之總覽，第三

節檢視各主要區域或國家對於定期航運之競爭規範，第四節就定期航運產業之競爭

規範議題研擬， 後一節則為本研究之結論與政策建議。 

二、定期航運產業總覽：競爭市場與經營商業模式 

定期航運服務係屬作業與服務同質性高之產業，各航商面對競爭極為激烈的定

期航運市埸，紛紛採取「籌組航運聯盟」或運用「協議合作」之營運方式，除了增

加作業據點、擴大貨源及增加調派船舶航班之靈活度外，更希望能達到增加設備利

用率、周轉率，以降低成本、提升服務品質與強化競爭力之目的。在 2008 年底全球

金融風暴之後，2009 年全球貨櫃運輸量急速萎縮，海運策略聯盟對於定期海運航商

更扮演著重要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故對於定期海運航商而言，透過彼此的合作策

略聯盟，才能達到互利雙贏。 

（一）我國定期航運之主要特徵與產業現況 

我國定期航運公司在全球市場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產業有以下主要特徵： 

1. 定期航運市場為寡占市場，主要航線上之經營者通常在 20 家以下，而前 5 名航商

之運能大都占總運能的 50%以上1。 

2. 定期航運公司組織龐大，目前我國前三大定期航運公司長榮海運、陽明海運及萬

海航運，其船舶運能分別為全球第 6名（1,068,506 TEU，市占 5.0%）、第 8名（579,826 

TEU，市占 2.7%），及第 16 名（225,271TEU，市占 1.1%），參見表 1。 

3. 由於定期航運公司組織龐大、業務複雜、分工細密，必須在所泊靠之各港口設立

分支機構，或委託長期固定代理行（Agent）辦理各項事務與手續，以便船舶到港

時迅速泊靠裝卸，準時開航。 

4. 互換艙位、租傭艙位及策略聯盟風氣盛行。 

5. 多角化經營，例如長榮海運與陽明海運投入碼頭經營及轉投資物流產業等。 

6. 市場需求對於運價有顯著之影響決定，因為航商成本、服務品質差異化及市場競

爭對手之反應等，皆會影響市場中客戶需求，故會遞延影響運價之制定。 

7. 定期航運公司之營運，依其提供可靠的服務及穩定的運費來招攬貨物，運價係由

                                                           
1 林光、張志清，航業經營與管理，3 版，航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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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航線之運費同盟（已於 2008 年廢止）或航運公司本身事先釐定公布其運價表

（Tariff），使貨主或託運人（Shippers）易於估算成本2。 

貨櫃航運的旺季通常由每年的 7、8 月開始，至 10 月結束，目前船舶大型化已

是貨櫃運輸業的趨勢，全球前 20 大航商中市占率已高達 85%，表 1 顯示前 20 大航

商的船隊皆擁有破 10 萬 TEU（20 呎貨櫃計算單位）貨櫃輪。且航商搶造超大型貨櫃

船（Ultra Large Container Ship, ULCS），因船舶能量每增 1,000TEU，可節省營運成本

10%，因此船舶大型化成為趨勢。然而，遠洋航線船商相繼搶造大船導致船滿為患，

致使航運價格大幅下跌，加上 2008 年金融海嘯波及定期航運產業，歐美與新興國家

經濟景氣成長放緩，各大定期航運公司開始出現虧損，市場供過於求情形嚴重。 

 

表 1  全球二十大船公司排名 

  總運量 自有船隊 租用團隊 已下訂單 

排

名 
公司 市占率

艙位數

(TEU) 
船

數 
艙位數

(TEU) 
船

數
艙位數

(TEU) 
船

數
比例

艙位數

(TEU) 
船

數 
比例 

1 APM-Maersk 16.5% 3,540,374 656 1,782,736 250 1,757,638 406 49.0% 224,990 18 6.4% 

2 
Mediterranean 
Shg Co 

14.6% 3,127,760 506 1,082,622 189 2,047,138 317 65.5% 367,038 22 11.7% 

3 
CMA CGM 
Group 

11.6% 2,481,455 494 922,170 118 1,559,285 376 62.8% 352,286 24 14.2% 

4 
COSCO 
Shipping  

8.5% 1,817,848 331 503,413 83 1,314,435 248 72.3% 522,617 29 28.7% 

5 Hapag-Lloyd 7.0% 1,497,490 212 1,020,000 115 477,490 97 31.9%    

6 
Evergreen 
Line 

5.0% 1,068,506 194 551,817 105 516,689 89 48.4% 271,408 29 25.4% 

7 OOCL 3.1% 672,159 98 487,235 56 184,924 42 27.5% 42,826 2 6.4% 

8 
Yang Ming 
Marine 

2.7% 579,826 95 209,150 45 370,676 50 63.9% 70,000 5 12.1% 

9 MOL  2.7% 568,789 79 240,846 27 327,943 52 57.7% 20,182 1 3.5% 

10 
Hamburg Süd 
Group 

2.6% 563,769 105 327,073 49 236,696 56 42.0% 22,980 6 4.1% 

11 NYK Line 2.5% 537,763 93 238,574 40 299,189 53 55.6% 112,208 8 20.9% 

12 
PIL (Pacific 
Int. Line) 

1.8% 380,736 136 272,229 113 108,507 23 28.5% 131,753 12 34.6% 

13 
Hyundai 
M.M. 

1.7% 358,647 61 111,358 13 247,289 48 69.0% 22,020 2 34.6% 

14 Zim 1.7% 356,869 73 27,800 6 329,069 67 92.2%
   

15 K Line 1.6% 341,746 58 80,150 12 261,596 46 76.5% 69,350 5 20.3% 

                                                           
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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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Wan Hai 
Lines 

1.1% 225,271 88 172,286 72 52,985 16 23.5%    

17 
X-Press 
Feeders 
Group 

0.7% 145,571 94 24,020 20 121,551 74 83.5%
   

18 KMTC 0.6% 124,715 59 60,236 29 64,479 30 51.7% 1,000 1 0.8% 

19 
Antoing 
Holdings 
(QASC) 

0.5% 104,694 99 71,259 41 33,435 58 31.9% 24,440 10 23.3% 

20 SITC 0.5% 104,453 78 71,625 52 32,828 26 31.4% 6,066 6 5.8% 

資料來源：Alphaliner3（統計至 2017 年 11 月 5 日） 

（二）定期航運產業之國際競爭市場與經營模式 

在國際定期航運市場中，因為市場的變化迅速且航商在運能進行大規模投資，

造成運價的波動趨勢劇烈；圖 1 所顯示為 Ocean Partners Shipping 於 2017 年4所發布

之 HRCI 國際貨櫃租船指數（運價指數）。可以明顯觀察過去 10 年海運的貨櫃運價，

在 2008 年遭遇金融海嘯之後，多數期間運價在低檔的行情。且因為航商競相建造超

大型貨櫃船，形成運能過剩的現象，更使運價難以提升。 

 

圖 1  HRCI 國際貨櫃租船指數（運價指數） 

         資料來源：Ocean Partners Shipping5 

                                                           
3  Alphaliner, “TOP 100,” https://alphaliner.axsmarine.com/PublicTop100/,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7/11/5. 
4 Ocean Partners Shipping, “HRCI - Last 10 Years,” http://www.op-shipping.com/markt/hrci.php,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7/3/24. 
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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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因船商削價競爭致使貨櫃海運運價低於合理成本，航商為求自救紛紛自

發性減產，除將船舶加入閒置行列，也實施漲價計畫，隨著大船運力增速放緩，2016

年初運價已落底反彈。因為韓進海運（Hanjin Shipping）於 8 月 31 日被宣告破產及

其他航商採取撤船漲價策略，2016 下半年歐美線已重返「爆艙榮景」，運價扶搖直上。

這一波運價漲幅主要是各大船公司刻意冬季減班，加上運價整體來說太過低迷，在

供給量縮小下，價格自然維持不墜。再來就是中國大陸農曆過年落在 2017 年 1 月底，

因此製造商要出貨勢必都要提早，船商農曆過年前一週便不再收貨，更加速運貨需

求的客戶提早出貨，美國線的艙位幾乎全滿，歐洲線載貨也有 90%以上6。 

展望未來貨櫃輪海運景氣，全球運力持續供過於求，2016 年下半年海運市況轉

熱，航商與承攬業者多採謹慎態度持續觀察全球海運市場的供需狀態。根據海運研

究機構 Drewry (2017)7報告指出，2017 年需求成長 2.5%，供給成長 5.8%，預測 2018

年貨櫃供給將成長 5.9%，貨量成長 3.1%；2019 年貨櫃供給為成長 3.2%，貨量成長

則為 3.3%，供需逐年拉近，預計 2019 年為需求大於供給的一年，需求將大於供給

0.1 個百分點。 

定期航運公司之競爭總體策略可分為兩種形態：「成本領導」及「差異化」。船

公司為委託人創造價值，首先以較低之運價提供與對手相等利益之服務，較低報價

必須來自有效之作業及較低之成本領導地位之價格競爭。再者是提供特殊之服務，

收取與競爭對手相同或較高之運價，其利基來自於差異化策略。 

因應改變中的競爭環境，航商在未來可能對資訊之投資，是取得服務差異化優

勢的具體做法8。除此之外，仍有其他項目可以用差異化之作為與競爭者區分： 

1. 爭取健康的財務績效，低成本策略努力不能中斷。 

2. 越太平洋航線之雙向貨櫃流量，如何有效控制市場供需失調。 

3. 追求成長聯盟及互換艙位具關鍵性地位。 

4. 顧客已全球化，船公司須因勢操作，滿足變動的需求。 

5. 物流服務及資訊系統之整合、連結是成功關鍵因素。運務及物流持續擴張，以滿

足客戶之變動需求。全球化之作業管理，集中或分權，低成本之競爭，策略目標

                                                           
6 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交通運輸及航運產業鏈簡介」，http://ic.tpex.org.tw/introduce.php?ic=T000，
最後瀏覽日期：2017/7/4。 
7 Drewry Shipping Consultants Ltd., Multipurpose Shipping Market Review and Forecast (2017). 
8 王安生，定期貨櫃航運之資源、能力與競爭策略之關係，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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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是不容忽視的。 

 服務差異化可透過垂直整合營運來完成，而定期航運業者垂直整合之營運模式

可分為「港埠經營」及「物流加值服務」兩種（如圖 2 所示），茲詳述如下： 

 

 

圖 2  定期航運公司垂直整合之營運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港埠經營 

 港埠經營隨整體經營環境之變遷、各主要航線之船舶大型快速化，以及運輸多

元化之發展，各國港口碼頭營運產生變化。碼頭之民營化，物流及配銷系統之需求，

加上資訊系統之支援，航商之投資，使其智慧化、效率化而增加其附加價值。港埠

經營核心服務通常包括： 

(1) 航務服務：航道與保護、引水、拖船、船舶交通管理、火災防護服務、船舶用品。 

(2) 碼頭服務：船舶繫留服務、貨櫃裝卸與轉運、散雜貨裝卸、乾與濕散裝貨處理、

貨櫃拆併、包裝與貨物儲存。 

(3) 維修服務：濬深與維護航道、裝卸設備維護、船塢船舶維修、貨櫃與車架維修。 

 港埠經營的實際案例以陽明海運為例，其業務包括： 

(1) 高明碼頭（高雄）：陽明海運原為全資（100%持股），近期賣掉持股約剩 47%。  

(2) 鴻明裝卸承攬公司：陽明海運為全資，向港務局承租高雄港第 70 號碼頭。  

(3) 美國洛杉磯（Los Angeles, US）碼頭營運：陽明海運承租洛杉磯之 West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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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r Terminal （WBCT）碼頭營運。 

(4) 美國達科馬碼頭營運（Tacoma, US）：陽明海運承租西雅圖（Seattle）之 Olympia 

Container Terminal（OCT）碼頭營運。 

(5) 比利時安特霍普（Antwerp, Belgium）：航運聯盟 CKYH JV.承租安特霍普之碼頭

進行聯合營運。 

2.物流加值服務 

近年來大型航商紛紛投入物流加值服務，此服務幾乎與第三方物流（Third Party 

Logistics, 3PLs）及第四方物流（4PLs）提供的完全相同，因其認為：海上運輸僅占

整體物流的一個區段，如能擴展物流服務項目至陸路託運、貨物清關、倉儲及實體

配送等，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來看，可獲較高之附加利益。對於託運人而言，航商介

入之 大優點是單站採買（one-stop-shipping）之服務，委託單一公司而能提供多樣

的運輸服務。 

物流加值服務的實際案例以陽明海運為例，其業務包括： 

(1) 貨物承攬：好好物流公司在各地都有服務處，包括歐洲服務處（德國、荷蘭及保

加利亞等）、美國服務處（洛杉磯）與中國服務處。 

(2) 倉儲作業：好好物流公司在高雄經營一期及二期的國際物流中心，在臺北港經營

低溫冷鏈物流中心，並與長江航運在重慶合資成立長明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3) 貨櫃拖車：駿明交通運輸公司是集團旗下專營臺灣地區貨櫃拖車運輸之事業單位。

除配合母公司與好好物流公司進行貨櫃託運與物流運輸配送之外，並提供一般貨

主交提重櫃與空櫃之運輸服務。 

（三）定期航運產業之策略聯盟：動機、形式與發展實務 

1.定期航運產業策略聯盟的動機與形式 

策略聯盟的定義，國內外學者各有不同見解，傅衡宇以臺灣地區船舶運送業為

例，探討策略聯盟夥伴選擇之評估準則的研究中，歸納整理國內外學者之研究，綜

合各學者對策略聯盟之定義，將其歸納為「二家或二家以上之獨立企業，為了增進

本身的競爭優勢，基於互惠的原則之下，訂定契約，藉由結合彼此之間持有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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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間地相互合作，以達成企業的策略性目標」9。 

定期航運是資金及技術密集的產業，聯合經營可使個別船公司以較少的資本支

出，擴大業務領域，分散財務風險，並且使海運市場運價穩定，避免船噸過剩。目

前海運市場上較常見的海運策略聯盟方式有公攤協定（Pooling Agreement）、共同派

船（Joint Fleet）、艙位互租（Slot-space Charter; Cross-slot Charter）、艙位互換（Slot 

Exchange）與艙位租用等方式，茲說明如下10： 

(1) 公攤協定11：係指營運於同一航線上之船公司，共同派船營運，運價統一，依據

一固定公式，對參與協定之成員，提供貨運量之盈虧、費用之分攤。 

(2) 共同派船：係指聯盟中各成員公司共同派船經營某一航線，噸位依出船之比率分

配，市場及財務獨立，運價、港埠費用及其他費用、相關事宜、貨櫃集散站也各

負其責，但為了運作方便起見，雙方會協議共用碼頭或其他相關設備及設施。 

(3) 艙位互租：兩家或兩家以上之公司經營類似航線或不同航線，相互簽定租用艙位

之契約，其目的是擴充雙方之服務領域，提升服務水準，對於貨源之招攬及船舶

之營運，則由航運公司各自為之。 

(4) 艙位互換：係指船公司以自己擁有之艙位去換取其他公司之艙位，藉以提高艙位

利用率並可增加第三國貿易間之承運機會。一般而言，交換艙位之數量相等。 

(5) 艙位租用：係指一船公司在某一航線上之營運規模經評估後，未達自行派船的

水準或是攬貨量突然增加，導致艙位不足，而向同航線之其他船公司租用所需

之艙位。 

近年國內外有多位學者投入定期航運產業之策略聯盟相關之研究。學者 Slack 等

人為探討全球各大貨櫃公司策略聯營的發展，觀察「服務型態之轉變」、「船隊發展」

及「靠泊港的調整」等三個項目，並根據 1989、1994 及 1999 等三年的全球資料進

行分析12。藉由聯營的方式，更能擴展及加強服務，而聯營路線，讓船隊的發展更擴

大，然而在靠泊港部分，對單一的船公司來說，其數量並無改變。石豐宇及張凌偉

以合作賽局理論及夏普利值（Shapley value）分析彎靠臺灣之國內外主要航商的各種

                                                           
9 傅衡宇，策略聯盟夥伴選擇評估準則之研究－以臺灣地區船舶運送業為例，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 
10 同上註。 
11 隨著各國法規的修改，許多國家已經明文禁止航商間的運價統一行為，因此現今的海運策略聯

盟不會包含公攤協定。 
12 Brian Slack, Claude Comtois & Robert McCalla, “Strategic alliances in the container shipping 
industry: a global perspective,” 29(1) Maritime Policy & Management, 65-76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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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競爭之態勢13。張世龍、王穆衡與陳一平由策略聯盟契約的研究14中，瞭解航商

如何藉由聯盟策略有效利用各家航商資產。倪安順與楊韻頻亦論述船商之間透過策

略聯盟的運用，將減低或消彌來自競爭者的威脅，使航商之間的關係，由合作取代

競爭，共同面對供應商與顧客，強化其相對之議價能力15。 

學者 Parola 等人提出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定期航運市場已全然進入高度成熟

的階段，世界上各大航商無論是船舶型態、性能、航線服務範圍、服務品質等已漸

趨同質化，而各航商的產品也已進入幾無差異的階段，船舶大型化對定期航運市場

所帶來供給過剩的衝擊，更使得定期航運市場幾乎呈現完全競爭狀態16。航商為了提

升其船舶艙位的使用效益，競相降價求貨，再加上燃油、原物料價格的上漲，使得

航商在成本上更是雪上加霜，在如此成本上漲、運價下跌的情形下，航商幾無利潤

可言。為避免惡性的競爭，以求共同生存，航商間各種方式的共同派船及艙位互租

等策略聯盟應運而生，學者 Panayides 與 Wiedmer 歸納其目的如下17：(1)降低成本，

提升資源使用效益。(2)分散風險。(3)規模經濟。(4)進入新市場。(5)提高服務頻次及

服務品質。(6)擴張服務範圍。(7)穩定運價。 

學者 Yamagishi 回顧過去 70 年國際航運的發展，肯定形成策略聯盟的趨勢，符

合目前定期航商達成客戶在快速運送、準時交貨及服務頻次等方面的需要18。此外，

策略聯盟也可以保障客戶的運送權益，有鑑於 2016 年發生的韓進海運破產事件，THE 

Alliance 首創海運聯盟的「破產保障機制」；即聯盟成員間將設立一獨立信託單位管

理一筆共同資金，可用來確保聯盟所屬航線在成員可能破產的緊急情況下仍可持續

營運，並保障裝載在受影響船舶上的所有貨物皆能安全送達目的港19。 

                                                           
13 石豐宇、張凌偉，「以合作賽局觀點評估航空公司共用班號之效益」，運輸計劃季刊，第 32 卷

第 4 期，601-630（2003）。 
14 張世龍、王穆衡、陳一平，定期航運策略聯盟之探討，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7）。 
15 倪安順、楊韻頻，「海運供應鏈整合成功因素關聯性之研究」，航運季刊，第 19 卷第 3 期，39-65
（2010）。 
16 Francesco Parola, Simone Caschili, Francesca Medda & Claudio Ferrari, “Measuring the scope of 
inter-firm agreements in the container shipping industr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6(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 Logistics, 466-487 (2014). 
17 Photis M. Panayides & Robert Wiedmer, “Strategic alliances in container liner shipping,” 32 Research 
in Transportation Economics, 25-38 (2011). 
18 H. Yamagishi, Kaiun 70 Nen Shi [Seventy Years of Ocean Shipping History], Yamagata Maritime 
Institute (2014). 
19 張佩芬，「陽明所屬 THE Alliance 首創破產保障 運送必達」，中國時報（201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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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期航運產業策略聯盟的發展實務 

國際定期航運業者，因為爭取運用資源共用、改善營運效率，在 1996 年起持續

發展海運聯盟。在海運聯盟發展的過程中，值得觀察的是於 2011 年底，第一個大型

航運聯盟 G6 形成，在此之前的航運聯盟的市占率多不高，屬於影響力較不顯著的小

型航運聯盟。而自 2012 年之後，可以觀察到幾乎所有前 20 大航商均加入大型航運

聯盟，而各航運聯盟的市占率持續增加，到 2016 年整併後的 4 個大型航運聯盟（2M、

Ocean 3、G6 及 CKYHE）分別擁有市占率 27.7%、14.8%、16.7%及 15.9%，均接近

或超過 15%；詳細內容請參見圖 3。 

 

圖 3  近期航運策略聯盟之市占率之變化 

 資料來源：Philipp Rau & Stefan Spinler20 

 

 

 

                                                           
20 Philipp Rau & Stefan Spinler, “Alliance formation in a cooperative container shipping game: 
Performance of a real options investment approach,” 101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 155-17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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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以來，國際海運產業所發生的重大破產及整併案件整理如下： 

(1) 中國遠洋（COSCO）併購中國海運（China Shipping）。 

(2) 達飛航運（MSC）併購東方海皇及美國總統輪船（APL）。 

(3) 韓進（Hanjing）海運破產。 

(4) 赫伯羅特（Hapag-Lloyd）併購阿拉伯輪船（UASC）。 

在 2017 年剛剛完成重大的海運聯盟整併；整併演變過程，則請參見圖 4。 

 

圖 4  航運策略聯盟於 2017 年之整併 

         資料來源：Supply Chain Quarterly21 

預計 2018 年內即將完成的重大整併案則整理如下： 

(1) 日本川崎汽船（K. Line）、商船三井（MOL）及日本郵船（NYK Line）三合一。 

(2) 馬士基（APM-Maersk）併購漢堡南美（Hamburg Süd Group）。 

歷經這波整併潮後，全球 20 大航商，將整併成 13 家，產業型態更趨近於寡占

市場。目前全球有三大聯盟（2M、OCEAN Alliance、THE Alliance），根據 Alphaliner

的資料，市占率分別為 34%、26%及 22%。而三大海運聯盟所涵蓋航線的比較則呈

現於表 2。 
                                                           
21 Supply Chain Quarterly, “Vessel-sharing agreement realignment,” http://www.supplychainquarterly. 
com/figures/?filename=20160826rough_seas_ex2.jpg&article=20160826-rough-sea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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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球三大海運聯盟航線數比較 

航線 2M OCEAN Alliance THE Alliance 

亞洲－北歐航線 6 6 5 

亞洲－地中海航線 4 5 3 

美西航線 6 13 11 

美東航線 5 7 5 

跨大西洋航線 6 3 7 

亞洲－中東/波灣/紅海航線 / 7 1 

合計 27 41 32 

資料來源：《航運交易公報》22 

學者 Lee 與 Song 指出 2016 年 4 月 20 日公布一海運聯盟「Ocean Alliance」包括

以下的 4 家航商：達飛、中遠、長榮及東方海外，其原先分屬三個不同且原先已經

存在的聯盟23。2017 年 4 月起，Ocean Alliance 在公平規範之下，將開始運作；其市

占率將占約 35%歐亞航運及 38.9%美亞航運的航線數，將會是這兩區塊服務中，占

多航線的聯盟。由 Alphaliner 所推估的可能情境為 8 家航商將離開原先 G6 及 Ocean 

Three 兩大聯盟重新組合一個新的巨大聯盟，其可能成員為赫伯羅德（G6）、阿拉伯

輪船（Ocean Three）、陽明（CKYHE）、日本郵船（G6）、川崎汽船（CKYHE）和三

井商船（G6），但是不包括兩家韓國航商即已經倒閉的韓進（CKYHE）及財務狀況

不好的現代商船（G6）。但是如學者 Song 與 Panayides 指出雖然聯盟內的成員，在艙

位交換、船隻共用及航線合理化進行合作，但這些成員在市占、運價及組織中，其

實仍然是競爭者並以自身 大利益為考量24。 

《華爾街日報》報導，貨櫃航運業三足鼎立的時代已來臨，過去 30 多年市場分

裂割據的局面即將結束，但對於有託運需求的出口商而言，或許並非全然是好事，

不少出口商已開始擔心未來選擇變少，將限縮運費議價空間。由三大聯盟瓜分市場

的新局面已引來監管機關與出口商關切，擔心航商間將共同議定運費水準或所提供

的服務減少，但是目前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FMC）並

無掌握明確證據顯示任一航運聯盟涉嫌合謀定價。 

                                                           
22 「4 月 1 日正式運作，集運三大聯盟見真章」，航運交易公報（2017/4/1）。 
23 Chung-Yee Lee & Dong-Ping Song, “Ocean container transport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Overview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95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 Methodological, 442-474 (2017). 
24 Dong-Wook Song & Photis M. Panayides, “A conceptual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ve game theory to 
liner shipping strategic alliances,” 29(3) Maritime Policy & Management, 285-30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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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船舶巨型化對於海運聯盟發展的影響 

 由 2000 年起，電子商務的風潮導引全球化的交易持續發展，顯著地帶動國際物

流的需求，帶動海運定期航運的快速成長。根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統計25，世界貨櫃航運總TEU

數在 2010 年至 2011 年呈現約 7%之成長，後續三年的成長在 4%-6%，直到 2015 年

及 2016 年方才趨緩為 2%。因為先前需求的穩定增加，各航商在過去數年搶造超大

型貨櫃船（ULCS），不僅希望運用擴大運能增加市占率，同時因船舶能量每增

1,000TEU，可節省營運成本 10%，因此船舶大型化成為趨勢26。然而，遠洋航線船商

擴增運能的速度，明顯比需求增加的速度既快又大，造成過去幾年運能過剩的現象。

航運產業運力過剩的問題，至 2017 年似乎逐漸緩解。根據 Alphaliner 統計，截至 2017

年 7 月 8 日，全球 20 大航商（整併後為 16 家）合計運能約 1,774 萬 TEU，未交付船

舶則有 162 萬 TEU，占比僅 9.2%，較過去幾年大幅下滑（在 2014 至 2016 年分別為

15.8%、19.1%及 12.2%）。 

 目前三大聯盟涵蓋 11 家貨櫃航商，將吃下超過 9 成歐亞航線與跨太平洋貨櫃航

運市場。隨著這些聯盟偏好的 3E 級（Triple E）巨型貨輪陸續下水，主要貿易航線的

貨輪航次可能減少多達 20%，停靠港口也可能減少達 10%。3E 級貨輪直立高度如同

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每艘載運量超過 1.8 萬 TEU（20 呎貨櫃），正逐

漸取代載運量較少、需往返多次的小型貨輪。因為「船舶巨型化」目前有以下的觀

察： 

(1) 小型航商憂心邊緣化的效應：哥本哈根航運諮詢公司 SeaIntelligence Consulting 執

行長 Lars Jensen 說：「被排除在外、僅剩的幾家貨櫃航商，若非企圖擠進這 3 大

聯盟，就是將縮小營運變成區域性航商，或走向關門大吉一途。」 

(2) 航運聯盟對於大型客戶的談判能力增加：隨著海運公司的規模壯大，與製造商和

沃爾瑪、Target 等零售商議價的籌碼也更多。根據資料供應商 Alphaliner 的統計，

全球前五大貨櫃輪公司合計掌控約 60%的全球市占率。 

(3) 對於遠洋航線的競爭形成進入障礙：巨型貨輪可以造成邊際成本的優勢，且多用

於遠洋航線運輸。新加坡運輸研究公司 Crucial Perspective 執行長方華婷（Corrine 

                                                           
25 UNCTAD,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17 (2017). 
26 參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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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g）說：「貨櫃輪船運現在是只限口袋深的大咖玩的遊戲。」她預期，市場日

益集中化，將「賦予這些貨櫃輪業者更大的訂價和議價權」。 

4.定期航運產業策略聯盟的競爭現況 

對於定期航運產業之國際競爭市場，已經有學者研究產業市場集中度，以瞭解

其競爭現況。 Sys 27 及 Hirata 28 兩位學者均採「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作為測量產業集中度的綜合指數；HHI 越大，

表示市場集中程度越高，壟斷程度越高。該指數不僅能反映市場內大企業的市場份

額，而且能反映大企業之外的市場結構，因此，能更準確地反映大企業對市場的影

響程度。參考美國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及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準則，依照HHI的值通常可區分三種市場結構：(1)當 HHI小於 1,500，

屬於非集中的競爭市場（unconcentrated markets）；(2)當 HHI 界於 1,500 及 2,500 之

間，屬於中度集中的寡占市場（moderately concentrated markets）；(3)當HHI大於 2,500，

屬於高集中的寡占市場（highly concentrated markets）。 

學者 Hirata 先以 2008 年到 2011 年期間，對於六條東西向航線評估個別航商 HHI

（HHI at single firm level）29；其中，六條東西向航線為跨太平洋東向與西向

（Trans-Pacific eastbound and westbound, TPE & TPW）、跨大西洋東向與西向

（Trans-Atlantic eastbound and westbound, TAE & TAW）及亞歐東向與西向（Asia 

Europe eastbound and westbound, AEE and AEW）航線，也有考量對於「遠東運價同

盟」（Far East Freight Conference，FEFC）於 2008 年廢除的觀察。對於圖 5 進行進一

步觀察，可發現除了少數幾個跨大西洋航線的異常值，自 2009 年起所有 HHI 的觀測

值都低於 1,500，所以在「後遠東運價同盟－時代」的國際航運市場，以個別航商而

言應屬非集中的競爭市場。 

學者 Hirata 再以航運聯盟為衡量架構，以 2014 年六條東西向航線進行比較，其

HHI值彙整於表330。由表3可觀察航運聯盟的HHI值不是接近2,500就是高於2,500；

所以可發現航運聯盟的存在，造成市場更加集中的現象。 

                                                           
27 Christa Sys, “Is the container liner shipping industry an oligopoly?” 16(5) Transport Policy, 259-270 
(2009). 
28 Enna Hirata, “Contestability of Container Liner Shipping Market in Alliance Era,” 33(1) The Asian 
Journal of Shipping and Logistics, 27-32 (2017). 
29 Id. 
3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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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08 年至 2011 年東西向航線之 HHI 值 

     資料來源：Hirata31運用 PIERS 及 CTS 資料繪製 

 

 

表 3  2014 年東西向航線（航運聯盟）HHI 值統計表 

年份 亞歐東西向 跨太平洋東西向 跨大西洋東西向 

HHI 2,492 2,556 3,240 

資料來源：Hirata32運用 Alphaliner 資料繪製 

 

另外，Hirata 觀察 1996 年至 2014 年之間，運用每季的變動百分比（quarterly 

variation in percentage）觀察航運聯盟對於「運價穩定度」（Freight stability）的影響，

彙整如圖 633。 

  

                                                           
31 Id. 
32 Id. 
3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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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996 年至 2014 年之運價穩定度 

     資料來源：Hirata34運用 Drewry 資料繪製 

 

Hirata（2017）並由圖 6 提出兩個直覺性的觀察： 

(1) 在海運同盟（conference）時代（2008 年 10 月之前）與海運聯盟（alliance）時代

（2009 年後），其運價變動的態勢不同。在 1996 年到 2008 年，運價較為穩定，

而 2009 年到 2014 年運價的震盪幅度（fluctuation）較大。 

(2) 運價的起伏在 2012 年之後，趨於收斂。對應於 2011 年底，第一個大型航運聯盟

G6 形成，所以觀察到大型航運聯盟對於市場穩定度的貢獻較為顯著；整體而言，

在有海運同盟（2008 年 10 月之前）及大型航運聯盟（2011 年後）存在時，運價

較為穩定。 

三、海運競爭規範之發展與比較 

（一）歐盟法制之演變 

1. 1986 年《歐洲經濟共同體理事會第 4056/86 號條例》 

歐盟的前身歐洲共同體很早就注意到海運業者的競爭法問題，並在 1986 年通過

                                                           
3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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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經濟共同體理事會第 4056/86 號條例》（以下簡稱《1986 年理事會條例》）35，

規定其成員國之間、成員國與第三國之間海上運送服務，得免予適用《歐洲經濟共

同體條約》（以下簡稱《條約》）第 85、86 條關於競爭法的規定36，即對於海運業者

的海運同盟，核給免予適用競爭法的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37。 

《1986 年理事會條例》第 2 條規定技術性之協議（Technical agreements），不適

用《條約》第 85 條第 1 項之禁止規定。《1986 年理事會條例》第 3 條規定運送人之

間關於定期海上運送服務之協議之豁免（Exemption for agreements between carriers 

concerning the operation of scheduled maritime transport services）；第 6 條規定運送使用

人與海運同盟關於其定期海運服務之協議之豁免（Exemption for agreements between 

transport users and conferenc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scheduled maritime transport 

services）。《1986 年理事會條例》第 4 條規定對於豁免應附加之條件（Condition 

attaching to exemption），即其協議、決定或一致性行為，以在其協議、決定或一致性

行為所含區域範圍內，對同一物品為相同之運送，其運送費率及條件卻因其來源國、

目的地國、或裝卸港所在國，而有不同，除其運送費率及條件在經濟上可合理化之

外，均不得在共同市場之內，對特定之港口、運送使用人或運送人，造成損害。協

議或決定之全部或一部違反上述規定者，依《條約》第 85 條第 2 項自動無效。 

享有競爭法豁免權之運送業者，依《1986 年理事會條例》第 5 條規定也有若干

義務，其內容包含：(1)應依任一方要求，由海運同盟與運送消費者之間就費率、運

送條件和定期船服務之品質，進行協商；(2)海運同盟之成員，得與運送使用人訂立

和維持忠誠安排，其安排應以合法之方式為之，並應確保將運送使用人及海運同盟

之成員之權利，予以明確約定；(3)對於運送使用人與海運同盟達成一致的費率之外

的內陸運送和碼頭服務，運送使用人有權選擇由其他企業提供；(4)對於海運同盟運

價及其他條件之決定或變更，運送使用人有權以合理之成本予以查詢，可得在運送

業者及其代理人之辦公室，予以查驗；(5)關於第 4 條及前述第(2)、(3)項之海運同盟

                                                           
35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56/86 of 22 December 1986 
laying down detailed rul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s 85 and 86 of the Treaty to maritime transport,”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378, 4-13 (1986). 
36 歐盟及其前身的條約，均有關於競爭法的規定，其條文內容雖無重大變化，但其在各條約的條

號，則迭經更動：(1)在 1951 年《巴黎公約》（又稱《歐洲煤鋼聯營條約》）中，為第 65、66 條；

(2)在 1957 年《羅馬條約》（又稱《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歐共體條約》）中，為第 85、
86 條；(3)在 1997 年《阿姆斯特丹條約》中，為第 81、82 條；(4)在 2009 年《里斯本條約》（又

稱《歐洲聯盟運作條約》）中，為第 101、102 條。 
37 集體豁免是相對於個別豁免而言，個別豁免是由歐盟執委會對個案作出反壟斷豁免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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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所生之爭議，如由雙方合意之調解人就爭議之解決作成仲裁判斷或建議者，應

將其提交執委會備查。《1986 年理事會條例》第 7 條對於已被豁免之協議，仍得予以

監督，如當事人有未履行上述義務者，執委會得對其提出建議，不遵守其建議者，

得依其違反義務程度之輕重，禁止或命其為一定之行為，並得完全取消其集體豁免，

或改為個別核可之豁免。 

《1986 年理事會條例》給予海運業者競爭法豁免的原因，是因此種限制競爭之

方法，可維持海上運送服務之穩定，確保出口商獲得穩定之服務，但其豁免既無市

場占有率門檻之限制，也未設時間之限制，可謂相當寬鬆。《1986 年理事會條例》的

適用範圍，依第 1 條第 2 項規定，僅適用於歐盟會員國與會員國間的港口間的國際

海上運送（international maritime transport services from or to one or more community 

ports），但後來也發生爭議，海運業者希望從寬解釋，歐洲共同體則傾向從嚴認定，

其爭議並曾由法院做成若干重要裁判。 

2. 1986 年理事會條例之檢討與廢止 

歐洲共同體在 2000 年里斯本歐洲共同體理事會（Lisbon European Council）上，

作成加速在汽油、電力、郵政服務與運送方面的自由化的決定，OECD 的 2002 年報

告38發布後，更受到鼓舞。歐洲共同體在 2003 年 3 月，開始對於其前述《1986 年理

事會條例》給予海運同盟競爭法豁免權的規定，進行為期三年的全面檢討。首先是

在 2003 年 3 月發布諮詢文件，設定其主要討論的議題，並邀請利害第三人參與討論

並提供證據，其後陸續收到來自歐洲共同體各會員國、運送人、託運人、代收費用

的代理人、消費者組織及其他團體提交的意見。歐洲共同體由 Erasmus 大學延聘專家

組成團隊，對於各方提交之意見進行審查與整理，並於 2003 年 11 月發布報告，再

將各方諮詢的結果及初步的研析結果，在 2004 年 6 月以討論報告（discussion paper）

的方式，呈交給歐洲共同體，建議應廢止集體豁免競爭法的規定。歐洲共同體在 2004

年 10 月通過白皮書，認為並無有力的經濟證據，支持繼續維持集體豁免競爭法的規

定，乃建議廢止對海運業集體豁免的規定，並邀請第三方共同討論取代集體豁免規

定的法律文件39。 

在歐洲共同體的上述諮詢階段中，由大約占全球海運產能 90%的主要海運業者

                                                           
38 OECD Division of Transport, Competition Policy in Liner Shipping: Final Report (2002). 
39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2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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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的歐洲航運事務組織（European Liner Affair Association, ELAA），在 2004 年 8

月 6 日提交給歐洲共同體一份建議書40。歐洲航運事務組織在整個檢討的過程中，均

強烈反對取消集體豁免的規定，建議應該由資訊交換機制（information exchange 

mechanism）予以取代，並認為運送人對於事先決定的資訊，予以交換或討論，均應

豁免競爭法的適用；其交換的資訊的範圍，則包含整體產能的利用、各航線整體貿

易的資料、貿易的商品的發展情況、貿易與商品整體供應與需求的資料、各航運業

者在其市場占有率（包含貿易、區域與港口）的相關資訊、因設備與貿易之差異而

變動的價格指標、依公開及透明之公式而決定的各項規費及附屬費用41。 

歐洲共同體在 2005 年 7 月發布討論報告（discussion paper），公布其檢討的分析

與結果，並評析歐洲航運事務組織（ELAA）的建議。該報告檢討的基礎，主要是第

三人提交給歐盟的意見，包含託運人與轉交運費的代辦商以及支持改革的各會員國，

但對於海運業者及海運同盟（尤其是 ELAA）的意見，並未予以特別重視。該報告探

討從歐盟出發及前往歐盟的主要貿易航線的市場結構與競爭程度，評估廢止集體豁

免之後，對於產業集中程度的影響問題。歐洲共同體也意識到隨著規範的改革，海

運業者可能會發生事業結合的情況，但這對於已經發生的海運產業的聯盟趨勢而言，

只會產生輕微的加速作用，對於其集中的影響，只要業者屬於同一聯盟，也不會太

大。諮詢報告也指出，在計算集中指數時，海運同盟及聯盟團體也必須計算在內。

根據此種計算分析架構，歐洲共同體的結論認為，取消集體豁免的設計，在許多主

要的歐盟航線上，會產生促進競爭的作用42。 

對於歐洲航運事務組織（ELAA）的建議，歐盟認為類似海運等集中的產業的業

者，如進行其報告中所述的資訊交換的程度與頻率，即值得予以嚴重關切，其與歐

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 101 條關於豁

免競爭法所規定的條件，也不盡相符。歐洲共同體瞭解到，關於運送產能與商品的

資訊分享，在一定的條件下，可能會帶來某種程度上的效率，但其餘部分的安排，

尤其是在貿易委員會上討論貿易資料的場合，想像性的提出定價結構的若干部分的

共同公式，介紹在附屬費用及規費（通常是運費總金額的 30%）定價的因素，或提

                                                           
40 建議書是以信函的方式遞送。詳見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consultations/2004_6_reg_ 
4056_86/elaa_proposal_06082004.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7/11/4. 
41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supra note 39, 21. 
4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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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某種價格指數，以作為業者彼此協調的參考重點，仍將引起嚴重的關切43。 

在 2005年 10月 26日，歐體全球視野（EC to Global Insight）、柏林科技大學（Ber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不萊梅航運經濟與物流學院（ Institute of Shipping 

Economics and Logistics in Bremen）共同發表以「對於航運業者適用競爭法規則」（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rules to Liner Shipping）為題的報告44。報告對於各種選項，

包含取消或維持前述《1986 年理事會條例》，或通過替代性的法律文件以取代集體豁

免的規定等，進行經濟影響的評估，其內容包含在競爭、投資決定、服務的可信賴

度、歐盟海運的競爭力、僱傭情形及其他相關因素。這份報告的分析，對於歐洲共

同體的影響評估，以及後來歐洲共同體在 2005 年 12 月 14 日，向歐洲共同體理事會

提出取消集體豁免的建議，均有重大的影響。在影響評估方面，歐洲共同體的結論

認為，取消豁免的選項會對於產業以及消費者帶來利益，因為「海運服務的運送價

格將會降低，在遠端及近海的交易的服務可信度，預期將會提升，服務品質會有所

提升或不受影響，對於歐盟的海運業者的競爭力，可能會有正面影響或毫無影響45！」

此一全面檢討的報告，促成歐洲共同體在 2006 年 9 月 25 日通過新的理事會條例

（Regulation No. 1419/2006），取消海運同盟的集體豁免權，並自 2008 年 10 月 18 日

開始生效46。 

（二）美國法制之演變 

美國早在 1916 年的《航運法》（Shipping Act）47，即開始對於海運同盟，給予豁

免反托拉斯法的特權。在本法立法以前，海運業者被控違反反托拉斯法者，不在少

數，後來經眾議院「商事、海事及漁事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Merchant Marine 

and Fisheries）調查，其主席亞歷山大（J. W. Alexander）於 1914 年提出報告（Alexander 

Report），認為海運同盟的組織雖有反競爭的可能，尤其對於非屬海運同盟成員的運

                                                           
43 Id. 
44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rules to Liner Shipping: Final Report (2005). 
45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repeal of block exemption for liner shipping conferences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5 (2006).  
46 European Commission,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419/2006 of 25 September 2006 - 
repealing Regulation (EEC) No 4056/86 laying down detailed rul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s 85 and 
86 of the Treaty to maritime transport,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1/2003 as regards the 
extension of its scope to include cabotage and international tramp service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69, 1-3 (2006).  
47 Shipping Act, 451, 39 Stat. 728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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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業者，可能產生反競爭的效果，但其利益超過成本，故仍宜給予豁免反托拉斯法

的利益，並建議制定其規定，國會認為海運具有無可取代之公共利益，乃在 1916 年

制定該法48。 

美國《1916 年航運法》為避免業者濫用其獨占地位，從事反競爭行為，乃規定：

一、不得為歧視或反競爭之行為；二、業者在履行或實施其協議前，應經主管機關

之許可；三、對於所有的海運同盟，均要求其必須具備公開或開放公會（open 

conferences）的形式，即必須容許其會員與其他運送人簽訂個別契約的自由。該法並

規定此等協議或安排，必須經過獨立機關美國海上運送委員會（U.S. Shipping Board，

即聯邦海事委員會 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FMC 的前身），此等規定與一般通

行的封閉式海運同盟（closed conferences），及其參與者可排除新加入者的做法，迥

然不同。美國國會在 1960 年組成二個委員會，對 1916 年海上運送法進行檢討，但

在《1961 年航運法》中，仍維持其豁免反托拉斯法的規定49。 

由於《航運法》關於海運同盟協定的審查標準，對運送人及託運人而言，都有

空泛（vague）之嫌，主管機關自由裁量的範圍頗大，亦生爭議50，美國國會乃在 1984

年修正《航運法》，雖對於海運同盟，仍給予完全的豁免權，但對舊法提出許多重要

變革51。例如 1984 年新法刪除聯邦海事委員會依「公共利益」之標準，審查業者協

議之規定；新法將舉證責任重新分配，對聯邦海事委員會，課以證明其協定對競爭、

運送服務有損害之虞的舉證責任，並明確規定得依法豁免的協議之範圍52；新法亦改

變聯邦海事委員會的許可程序，舊法是採許可生效制，即海運業者必須事前獲得許

可，其協議始得生效，但新法改採事後審查制，即聯邦海事委員會倘於事後就該協

議，發現有限制競爭、不合理減少其運送服務，或運送之費用不合理提高時，得禁

                                                           
48 簡要的說明，請參閱 Joseph Monteiro & Gerald Robertson, “Shipping Conference Legislation in 
Canada,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ckground, Emerging 
Developments, Trends and a Few Major Issues,” 26(2) Transportation Law Journal, 141-147 (1999). 
49 Id. 
50 在 FMC v. Svenska Amerika Linien一案中，業者對於聯邦海事委員會關於公共利益之認定標準，

提出質疑，最高法院仍支持聯邦海事委員會之認定。詳見 FMC v. Svenska Amerika Linien, 390 U.S. 
238 (1968),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390/238/,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7/11/1. 
51 Joseph Monteiro & Gerald Robertson, supra note 48. 
52 The agreements covered were those which: “(1) discuss, fix, or regulate transportation rates, including 
through rates, cargo space accommodations, and other conditions of service; (2) pool or apportion traffic, 
revenues, earnings, or losses; (3) allot ports or regulate the number and character of voyages between 
ports; (4) regulate the volume or character of cargo or passenger traffic to be carried; (5) engage in an 
exclusive, preferential, or cooperative working arrangement between themselves or with a marine 
terminal operator; (6) control, regulate, or prevent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ocean transportation; or (7) 
discuss and agree on any matter related to a service contract.” (1984 Shipping Act, Chapter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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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其實施53。 

美國國會在 1998 年，再對《1984 年航運法》進行檢討，並由國會通過《海洋運

送改革法》（Ocean Shipping Reform Act of 1998），自 1999 年 5 月 1 日開始施行。本

法乃是美國對於海運運送，改採促進競爭的法律規制的重要改變，但本法並未廢止

對海運業者的反托拉斯法豁免，其所採用的方法，是弱化業者協議的執行可能性。

依據《1984 年航運法》之規定，海運同盟應該將其費率與服務之契約予以公開，使

其費率成為該產業的所有運送人或託運人或競爭者眾所周知之訊息。《1998 年海洋運

送改革法》雖未禁止海運業者組成海運同盟，但禁止對於其同盟成員之運送人，課

予不得與其他託運人訂定個別私密服務契約（confidential service contracts）的限制，

並取消要求申報公開其服務契約的法律規定（但仍維持應在聯邦海事委員會備查之

規定）。此等規定使海運業者得與個別之託運人，在其海運同盟的規定之外，訂定個

別私密之服務契約。 

《海洋運送改革法》的制定，是美國對海運產業「去管制化」的重要一步。經

由上述規定的施行，美國海運業者目前所簽訂的海運服務契約，即使其為海運同盟

或其他費率協議的成員，主要仍是個別獨立的服務契約（independent service contract）。

《海洋運送改革法》允許業者之間，得就其個別的服務契約，共同訂定業者的「自

願綱領」（voluntary guideline），使業者得以自願達成其共同願望的行為，故目前仍不

斷有再予以改革的呼聲54。 

（三）其他國家及相關法制 

除歐盟及美國之上述法制之外，紐西蘭、日本及若干國家及聯合國，也對於海

運同盟及類似協議，設有明文規定，以下謹先簡介紐西蘭及日本之法制，再說明聯

合國及數個國家的概況。 

1.紐西蘭 

紐西蘭進口及出口，99%均仰賴海運，海運對其具有相當之重要性。紐西蘭規範

市場競爭的競爭法，是《1986 年商業法》（Commerce Act of 1986），依本法第 44 條

                                                           
53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supra note 39, 16. 
54 詳見美國 2015 年提交 OECD 的國別報告：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United States, 3-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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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規定，本法不適用於(a)契約、安排或諒解，其內容包含純為從紐西蘭運送到

境外或從境外運送至紐西蘭，以海運運送物品之條款者，其訂定；或(b)為使前款所

稱之契約、安排或諒解之條款生效，所為之任何行為55。雖然本法原則上不適用於國

際海運業者之行為，但紐西蘭海運業者的市場行為，仍由另一部法律，即《1987 年

航運法》（Shipping Act of 1987）予以規範。該法全名為「關於紐西蘭對外海運促進

其公平交易並保障其競爭，防止外國政府歧視紐西蘭海運及貿易利益之法律」（An Act 

to promote fair dealing and safeguard competition in New Zealand’s outwards shipping 

services, and to discourag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New Zealand shipping and trading 

interests by foreign governments），對於海運業者的不公平行為（unfair practices），規

定得由交通部長予以立案調查。比較上述二個法律，儘管往返於紐西蘭的所有國際

海運都不適用《商業法》，但《航運法》僅規範自紐西蘭向外的航運，故自境外航向

紐西蘭的海運，仍不受任何競爭法的規範；此外，交通部長雖可對不公平行為立案

調查，但其立案調查之門檻甚高，部長無權處罰或課予條件，權力非常有限，交通

部負責調查，相關程序及調查之權力，均甚不足，故其規定形同具文，並未真正執

行任何調查56。 

由於國際貿易在紐西蘭的經濟中，扮演關鍵的角色，而且運費在企業的國際貿

易成本中，占有相當的比例，紐西蘭政府乃要求競爭力委員會分析國際貨物運送費

率，包含國際海運及國際空運的費率，並分析得否及如何透過適當的管制規範，以

提升其效率。在 2012 年 4 月的 後報告中，競爭力委員會建議取消對於運送業者關

於定價的協議的豁免，並對於維持豁免的其他協議，採行登記制度。根據此等建議，

乃向國會提出《商業（卡特爾與其他事項）修正案》、（Commerce (Cartels and Other 

Matters) Amendment），準備將國際運送業導向適用《1986 年商業法》57。 

經過多年努力58，2017 年 8 月 14 日通過《2017 年商業（卡特爾與其他事項）修

正法》（Commerce (Cartels and Other Matters) Amendment Act 2017），在《商業法》增訂

關於卡特爾條款的規定外，對於國際海運業者，增訂第 44A 條及第 44B 條的規定。 

                                                           
55 Article 44 “(2) Nothing in this Part applies - (a)to the entering into of a contract, or arrangement, or 
arriving at an understanding in so far as it contains a provision exclusively for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from a place in New Zealand to a place outside New Zealand or from a place outside New Zealand to 
a place in New Zealand; or (b)to any act done to give effect to a provision of a contract,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a).” 
56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New Zealand, 6 (2015). 
57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supra note 39, 22;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supra note 56, 7. 
58 該法案原預訂於 2015 年通過。詳見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supra note 5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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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A 條就國際海運服務的例外，規定「(1)本法第 27 條第(1)項之規定，不適

用於契約、安排或諒解之條款之當事人，但以其契約、安排或諒解成立時，有本條

第(6)項規定之情形者為限。(2)本法第 27 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於契約、安排或

諒解之條款之當事人，但以該條款生效時，有本條第(6)項規定之情形者為限。(3)本

法第 27 條第(4)項之規定，對於適用本條第(1)項或第(2)項之任何契約條款，均不影

響其可執行之效力。(4)本法第 30 條第(a)款之規定，不適用於涉及限制輸出或市場分

配或類似效果之卡特爾條款之當事人，但以包含該條款之契約、安排或諒解成立時，

有本條第(6)項規定之情形者為限。(5)本法第 30 條第(b)款之規定，不適用於涉及限

制輸出或市場分配或類似效果之卡特爾條款之當事人，但以該條款生效時，有本條

第(6)項規定之情形者為限。(6)本項之情形為：(a)包含該條款之契約、安排或諒解，

其該當事人及所有其他當事人，均為彼此合作以提供國際海運服務者；且(b)其合作

對海上運送之貨物之所有人或發貨人，有提升對其提供之服務之作用；且(c)該條款

涉及(i)為執行合作而實施之特定行為；或(ii)為執行合作之合理必要行為，其附隨之

行為。(7)第(6)項第(a)款所稱之契約、安排或諒解之當事人，不包括純因適用第 30

條第 B 項第(a)款，而為當事人之人。(8)本條所稱之特定行為，指下列行為：(a)航班

之協調及停靠港之決定；(b)船舶上空間之交換、出售、租用或租賃期（含轉租）；(c)

糾集船舶成為網絡，而共同運營；(d)貨櫃等設備之共用或交換；(e)為因應國際海運

服務供需上之起伏，而調整運送產能。」 

第 44B 條就涉及船上空間價格決定之海運服務，進一步規定其豁免之例外：「(1)

第 30 條第(a)款之規定，不適用於有決定價格或類似效果之卡特爾條款，但以包含該

條款之契約、安排或諒解於成立時，有本條第(3)項規定之情形者為限。(2)第 30 條第

(a)款之規定，不適用於有決定價格或類似效果之卡特爾條款之當事人，但以該條款

生效時，有本條第(3)項規定之情形者為限。(3)本項之情形為：(a)包含該卡特爾條款

之契約、安排或諒解，其該當事人及所有其他當事人，均為彼此合作以提供國際海

運服務者；且(b)其合作對海上運送之貨物之所有人或發貨人，有提升對其提供之服

務之作用；且(c)該條款涉及該當事人與一位或一位以上之契約、安排或諒解之當事

人間，關於一船舶上空間之交換、出售、租用或租賃期（含轉租）；且(d)其交換、出

售、租用或租賃期（含轉租），係為共同合作而實施。(4)第(3)項第(a)款所稱之契約、

安排或諒解之當事人，不包括純因適用第 30 條第 B 項第(a)款，而為當事人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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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 

日本的國際貨物貿易，其進出口貨物的 99.7%都是透過海運運送，故海運乃是日

本經濟的命脈及重要支柱。日本的競爭法主要為《關於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

易之法律》（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昭和二十二年法律

第五十四号，下稱獨占禁止法）59，依第 1 條規定，其目的在「法禁止私的獨占、不

當交易限制及不公平交易方法，防止事業支配力量之過度集中，排除由協定等聯合

對生產、銷售、價格、技術及其他事業活動之不當限制，促進公平且自由之競爭，

以發揮事業之創意及商業之繁榮，進而提高就業及國民實質所得水準，並確保消費

者利益，達成整體經濟健全發展。」本法對於海運業者，並無特別的明文規定。 

日本於 1949 年通過《海上運送法》（昭和二十四年法律第百八十七号），第 1 條

規定其目的在通過海運業之適正合理運營，保護海運業者的利益，促進海運業的健

全發展，增進公共福祉。《海上運送法》第 28 條就競爭法之豁免，規定依第 29 條第

1 項獲得許可之第 1 款至第 3 款之行為，第 29 之 2 條第 1 項通知之第 4 款之行為，

即海運業者間關於營運之協議，除其使用不公平交易方法、特定交易範圍內之競爭

被實質限制，而不當害及使用者之利益，或依第 29 之 3 條第 4 項（含第 29 之 4 條

準用之情形）為公示一個月以後者外，不適用《獨占禁止法》之規定。 

依《海上運送法》第 29 條規定，海運業者之海運同盟等運費協議，如於訂定或

變更前聲請國土交通大臣認可，即可豁免適用於《獨占禁止法》，但其協議之內容應

符合下列條件：一、不得不當害及利用者之利益，二、無不當之差別待遇，三、對

加入及退出無不當之限制，四、依協議之目的僅為必要 小限度之協議。依第 29 之

2 條規定，海運業者應將其協議之內容，事先向國土交通大臣報告，國土交通大臣如

認其內容不符合上述條件，得命其變更或禁止其行為。此等設計之理由，乃是相關

協議在國際海運界行之有年之習慣，且許多國家亦有豁免適用競爭法的類似規定，

而依本法豁免《獨占禁止法》適用者，包含海運之定期航運服務及不定期航運服務，

如海運同盟如依法事先報告，即可豁免《獨占禁止法》之適用，航運組合（Consortium）

及策略聯盟（Alliance）之協議未必為卡特爾協議，但即使是關於運費、市場占有率

                                                           
59 條文中譯本，請參閱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s://www.ftc.gov.tw/upload/f2485016-391d-42dd- 
99f6-8018665050ed.pdf，最後瀏覽日期：2017/11/5。 



國際定期海運市場及競爭規範研究                        27 
 

 

或供應限制之協議，如依法事先報告，亦可豁免60。 

《海上運送法》1999 年修正時，增訂關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此等競爭法事

項，與國土交通大臣之協調與監督機制61。《海上運送法》第 29 之 4 條規定，國土交

通大臣受理報告而依法為相關處分時，應即通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日本公平交

易委員會認為報告之行為違法時，亦得請求國土交通大臣予以處分，即命其更正或

禁止該行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請求應於公報公示之。依第 28 條但書規定，國

土交通大臣未於公示後 1 個月內為處分者，業者報告之協議，即應適用《獨占禁止

法》之規定，而不得豁免。 

日本《海上運送法》自 1949 年立法時，即設有海運業者得豁免競爭法之制度，

此一制度歷經 1999 年、2006 年、2010 年的檢討，在 2016 年 2 月公平交易委員會提

出檢討報告，認為對於海運業者的豁免，已無必要62，但國土交通省在同年 6 月 14

日宣布，鑒於世界單一市場之國際競爭相當激烈、巨額投資需要業者間之攜手合作

等因素，除運費同盟未來將以登記制度予以管理外，該制度仍將予以維持63。 

3.聯合國 UNCTAD 公約及其他國家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UNCTAD）為規範國際海運同盟，於 1974 年通過《海

運同盟之行為法典公約》（Convention on a Code of Conduct for Liner Conferences）64，

其背景是開發中國家擔心其運送業者受限制，而不能參加封閉式之海運同盟，故要

求應制定全球一致的同盟行為規則，以滿足開發中國家航運業者推動其對外貿易的

特殊需要。本法典的主要規定，包含掛船旗之運送業者，得參與其營運相關航線之

海運同盟，掛船旗之運送業者，對於其相互貿易之貨物載運，享有分享之權利，以

及非強制性質爭端解決機制，且在運送人與託運人之間，就特定事項建立諮詢機制

（consultation machinery）等。美國並未批准聯合國此項法典公約，歐洲共同體一開

                                                           
60 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Japan, 4 (2015). 
61 Id., at 5. 
62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Review of the System for Exemption from the Antimonopoly Act for 
International Ocean Shipping, 48 (2016). 
63 日本國土交通省，外航海運に係る独占禁止法適用除外制度に関する再検討の結果について，

日本國土交通省（2017）；其結論與日本海事中心同日發布的報告相同，參閱：公益財団法人 日
本海事センター，外航海運に係る独占禁止法適用除外制度に関する（海運経済問題委員会報告

書），公益財団法人 日本海事センター（2017）。 
64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f plenipotentiaries on a code of conduct for liner conferences - 
Convention on a Code of Conduct for Liner Conferences, 2, 4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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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即以該法典公約係以國籍為基礎，構成歧視，且其關於價格築底固定之規定，違

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為理由予以反對。不過，歐洲共同體各會員國依據其布魯塞爾包

裹（Brussels Package）65，得以個別會員國之地位，在若干保留下，批准該聯合國法

典，該法典因此在 1983 年生效66。 

近亞洲國家的相關法制，也有幾個值得關注的發展。例如新加坡競爭委員會

在 2015 年 5 月 5 日建議該國工商部核給海運業者享有 5 年競爭法集體豁免67，馬來

西亞競爭委員會在 2017 年 6 月 21 日核定海運業者享有 2 年競爭法集體豁免68，香港

競爭委員會在 2017 年 8 月 8 日核定海運業者享有 5 年競爭法集體豁免69。 

（四）我國法制之檢討與建議 

1.法制現況 

我國四周環海，進出口貨物有 90%以上是仰賴海運，但關於海運產業，我國公

平法對其並無規定。民國 70 年制定的航業法，在 102 年 1 月 30 日修正的第 3 條名

詞定義中，特別規定「十、國際聯營組織：指船舶運送業間，就其國際航線之經營，

協商運費、票價、運量、租傭艙位或其他與該航線經營有關事項之國際常設組織或

非常設之聯盟。」、「十一、國際航運協議：指國際聯營組織為規範營運者間之相互

關係、運送作業、收費、聯運及配貨等事項而訂立之約定。」對於國際聯營組織的

定義，立法理由並指出，「國際聯營組織之多樣化發展趨勢，『海運聯營』簽署之型

態有以正式協議，並設有秘書處處理日常事務者，亦有以協會、論壇取代海運同盟

之名稱者，其中又以『運能或運價穩定同盟』（capacity/ rate stabilization）、『討論或

                                                           
65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954/79 of 15 May 1979 
concerning the ratification by Member States of, or their acce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a Code of Conduct for Liner Conference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21, 1-4 
(1979).   
66 該法典之生效，依規定應有代表 1974 年世界貿易總額 25%以上之國家批准該法典。 
67 Competition Commission of Singapore, “CCS Consults on Proposed Recommendation to Extend 
Block Exemption Order for Liner Shipping Agreements,” https://www.ccs.gov.sg/media-and-Publications 
/media-releases/ccs-consults-on-proposed-recommendation-to-extend-beo-for-liner-shipping-agreements,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7/11/5. 
68 Malaysia Competition Commission, “MyCC Grants Conditional Block Exemption in Respect of Liner 
Shipping Agreements for Another Two Years,” http://www.mycc.gov.my/sites/default/files/media- 
releases/MyCC%20GRANTS%20CONDITIONAL%20BLOCK%20EXEMPTIO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7/11/5. 
69  Hong Kong Competition Commision, COMPETITION (BLOCK EXEMPTION FOR VESSEL 
SHARING AGREEMENTS) ORD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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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協議』（talking agreement）、『航運組合』（consortia）或『策略及全球聯盟』（strategic/ 

global alliance）為 主要的類型」，此一問題的規制，其本質無疑乃是競爭法的規定。 

關於具體管理措施，航業法第二章「船舶運送業之管理」第三節「國際聯營組

織及國際航運協議」設有二條條文。第 34 條規定：「船舶運送業在中華民國經營業

務者，參加或設立國際聯營組織，應檢附組織章程、聯營作業計畫及相關檔，申請

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可。聯營組織變更或解散時，亦同。」、「國

際聯營組織以協商運費、票價為其聯營協定內容者，其會員公司之運價表，應由該

組織授權之會員公司代為申請航政機關備查。」、「第 22 條規定，於國際聯營組織準

用之。」第 35 條規定：「船舶運送業在中華民國經營業務，有簽訂國際航運協議者，

應將國際航運協議之名稱、內容及會員名錄，申請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認可。國

際航運協議變更時，亦同。」、「國際航運協議以協商運費、票價為其內容者，其運

價表應由前項協議簽訂者之一代為申請航政機關備查。」、「前項運價表應容許船舶

運送業自由決定其運費、票價。」 

由上述規定可知，在我國經營業務的船舶運送業者，其國際聯營組織應「申請

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可」（第 34 條第 1 項），國際航運協議則應「申

請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認可」（第 35 條第 1 項）。民國 102 年 1 月 30 日的修正理

由指出，「有關機關」是指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相對於前此之未經該會

予以認可70，此後該會即應依公平法予以實質審查，就此一部分而言，似已未再給予

業者不適用競爭法之地位。惟迄今尚無正式申請認可之案件71。至於運價表，則應申

請航政機關備查（第 34 條第 2 項、第 35 條第 2 項）。國際聯營組織準用第 22 條的

結果，是「國際聯營組織經營固定航線之客、貨運價表，應報請航政機關備查，並

以電信網路、新聞紙或雜誌等公開方式公開其運價資訊；經營固定客運航線者，應

另於營業處所公開其運價資訊。」、「前項運價表，航政機關認為有不合理或不利於

國家進出口貿易或航業發展者，得令業者限期修正，必要時得暫停全部或一部之實

                                                           
70 舊法第 39 條規定：「加入為國際聯營組織會員之中華民國及外國籍船舶運送業，在中華民國有

營業行為者，應將其所參加國際聯營組織之名稱、聯營協定內容及會員名錄報請當地航政機關轉

請交通部備查。聯營組織變更或解散時，亦同。」、「前項國際聯營組織，以協商運費、票價為

其聯營協定內容者，其會員公司之運價表，得由國際聯營組織代為申報。」、「未依第 1 項規定

辦理者，航政機關於必要時，得暫停該船舶運送業全部或部分運價表之實施。」 
71 2014 年世界前三大海運業者 Maersk Line, Mediterranean Shipping Company 及 CMA CGM，原有

意組成 P3 聯盟，並前來詢問，但因中國大陸對該案持反對態度，乃未正式提出申請。請參閱我國

2015 年提交給 OECD 的報告：OECD Competition Committee, Competition Issues in Liner Shipping: 
Chinese Taipei, 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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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本條立法理由指出，其目的在確保運送人公開其運費相關資訊，並依消費者

保護法第 4 條規定就其服務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資訊，以保障消費大眾之權益。

其中「運價表」包括各種附加費、計費方式、運輸條件及運輸章則。第二項所稱「不

合理」係指業者所報運價與巿場行情差異過大（含過高或偏低）或申請項目與國際

航運實務不合。運價表的內容其實是有關價格的聯合行為，上述條文使航政機關對

其內容有控制之權，並得責令業者修正運價表，但僅要求業者「報備」，而非申請許

可，實際上仍難發揮控制之效果。此外，運價表涉及業者間之限制競爭，航運法保

留業者只向航運機關報備的規定，排除公平法關於聯合行為規定的適用，固然可認

為是同法第 46 條但書的「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但由於其與公平法立法意旨，仍有

牴觸之虞，故將來宜加強航運機關之權責，改為許可制，促其進行競爭事項的審查

與評估，或廢除上述條文，而一體適用公平法之規定。 

航業法有關個案性的海運服務，亦設有競爭法性質之規定。第 17 條規定：「為

發展國家整體經濟，有關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由主管機關認可

之專責機構規劃推薦適宜之船舶運送業，以合理價格及符合公開公平競爭原則，提

供海運服務相關事宜。」、「前項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之品名、適

用之採購條件與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專責機構之認可、推薦之程序及管理等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在公平會 106 年 9 月 6 日公聯字第

106002 號許可決定書中72，其許可理由指出：航業法第 17 條第 2 項授權交通部訂定

《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海運運送作業辦法》（下稱《運送辦法》）

之總說明揭示，由專責機構規劃推薦適宜之船舶運送業，承運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

機構進口物資器材，係基於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之需要，建立適當規模之國輪船隊，

並顧及戰時國家軍事物資運送等目的。中華民國海運聯營總處（下稱海聯總處）係

經交通部同意認可為《運送辦法》第 7 條所稱之專責機構。依照本案聯合行為之內

容，海聯總處在確認申請人有承運之意願後，依照申請人之「運能」（即其擁有國輪

之載重噸數）計算其國輪權重，嗣依國輪權重決定各批次申請人之承運比例，再向

採購機關推薦，是申請人可承載之比例，係按所擁有國輪權重計算，為獲得更多的

承運機會，必須增加運能，因此可增加整體國輪船隊之規模，達到發展我國海運事

業之產業政策。另因各申請人承載之運量並非依照價格機制分配，可以避免貨源集

                                                           
72 公平會公聯字第 106002 號許可決定書，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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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少數國輪業者手中，故可維持國輪業者的家數，而有助於戰時物資運送之風險

分散及有益國家安全。因本案聯合行為之實施可促進發展國輪船隊規模及戰時國家

軍事物資運送，有利於產業政策及國家安全，具有公共利益。再者，本案聯合行為

之實施，申請人得以聯合提供船期與艙位，將可彈性調度船舶因應海運市場可能之

失調現象，穩定所需貨源，有助於提供更穩定之運能、減低運價波動等經濟利益，

且該經濟利益可由交易相對人（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及社會大眾（納稅義務人）

合理分享，亦具有整體經濟利益。 

2.檢討與建議 

由於國際海運的產業性質特殊，早期各國都給予豁免競爭法的地位，但隨著時

代、技術及市場條件變遷，以及各國競爭法發展成熟及消費者意識抬頭，此種豁免

必然受到關注及不同程度的檢討。美國《航運法》的改革，是在傳統制度上增加促

進市場競爭的元素，並明定禁止若干限制競爭的行為，歐盟則是藉著 2002 年 OECD

的報告，採取霹靂手段，一舉廢止原有關於集體豁免的規定，日本則是維持集體豁

免，但藉由增訂具體規定，限制適用範圍的方式。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未採取

概括集體豁免，而是經申請後得核給定期豁免的方式，雖適用競爭法，但得定期申

請許可聯合行為的制度，似係介於二者之間。以改革後的規定形式而言，有不少是

從海運法規，移到競爭法法典並予以修正者，但也有以航運相關法規規定特別的競

爭法的規定者。以實質內容而言，對於海運產業適用競爭法的抗拒，不同國家的法

制之間仍有強弱之別，但逐漸適用競爭法的一般規定，乃是很明顯的共同趨勢。 

我國就船舶運送業之競爭法事項，特別是國際聯營組織及國際航運協議，規定

於航業法之中，與目前各國規定的趨勢，並無太大出入。民國 102 年修正該法，確

立公平會成為部分競爭法事項的主管機關，在未排除公平法適用的情形下，此一部

分實際上已經回歸公平法的審查基準。目前「運價表」仍由航政機關主管，就其競

爭法之面向，似仍應由公平會主管，較為妥適。就已由公平會主管及審查之部分，

未來該會無論是直接適用公平法之規定，或依該法第 46 條「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

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

之規定，而適用航業法之特別規定，均不致發生問題。但對於運價表的規定，目前

僅就公開相關資訊之問題予以規定，欠缺對於競爭事項以及限制競爭效果的考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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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將來宜在航業法加強審查的項目及密度，改採許可制，使其成為優先於公平

法而適用的特別規定，或廢除報備之相關規定，而適用公平法有關聯合行為的規定。 

相對於一般海運國家之定期調查研究海運市場及法律對策，我國政策在此方面之研究

稍有不足之嫌，我國業者也未予以重視，均有改進之必要。就公平會之執法而言，如對

於修法之前被認定為不適用公平法，或已依航業法予以許可或備查之行為，建議應依公

平法重新予以檢視，如發現有問題，建議以類似 OECD 檢討報告之方式，斟酌各方之意

見及當前國際立法潮流，先提出原則及警示，再訂定具體審查或判斷原則，採取漸進方

式調整法制，避免執法標準陷入空洞或含混之缺失。 

四、定期航運產業之競爭規範議題 

在航運產業的競爭議題基本上是由經濟層面出發之爭議議題：航運產業具有規

模經濟的特質？航運產業本質上就是寡占產業？航運產業的買方具有購買力優勢？

1986 年 EU 在航運產業確立集體豁免的法制是基於海運同盟對產業有穩定性的效果，

並可以保證航商可靠的服務品質，得以提供有效率的定期航運服務。2006 年 EU 研

議廢除集體豁免則提出無法證明海運同盟對產業有穩定性的效果，無法提出驗證海

運同盟可以保證航商可靠的服務品質；並提出應該採取進一步方案廢除極有可能造

成價格壟斷的集體豁免。 

策略聯盟是否變身成為財團壟斷利益則為另一個考量，廢除集體豁免條款之後，

策略聯盟的各種型態應運而生：對船舶共用協議（VSA）、自願討論協議（VDA）等，

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對不同型態的策略聯盟則採取不同的處理原則，各國產業發展、

「經濟效率」則各為其不同的評估準則。 

（一）競爭法豁免待遇的其他方案：VSA、VDA 與 TSA 

當集體豁免待遇在各國都受到檢視及廢除後，規範強硬的海運同盟開始被檢討；

航運產業本身又有其經濟效率、規模經濟、乃至產業發展的考量，各種海運聯營、

策略聯盟的型態應運而生，也逐漸衍生出船舶共用協議（VSA）與自願討論協議（VDA）

等組織，並介紹太平洋上重要的自願討論協議（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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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船舶共用協議（Vessel Sharing Agreement, VSA） 

 各航運公司之間通過船舶分配協議達成一致意見，同意使用指定數量的船隻沿

指定路線運行定期航運服務，是航運公司 常用於履行聯合定期航運服務的協議。

協議成員就一條或多條航線，討論船舶的營運安排，包括船舶服務的協調或聯合經

營，以及船舶艙位的互換或互租，目的是提高運營效率和經濟效益，使航運公司能

夠透過定期航運服務的聯合合作和協調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 

因應金融海嘯、市場供需失衡導致長期過剩運力等原因，再加上船舶大型化的

趨勢，很少有公司能單獨負擔大型船舶的營運成本，透過船舶共用協議可以使航運

公司匯集資源，共同佈署航線，以確保各航運公司能節約成本，有 佳的產能利用

率，在減少額外對船舶投資的同時，也能增加服務的選擇和船舶的停靠次數。 

 簡單的船舶共用協議用於特定的航線，可能單就船舶艙位的互換或互租進行協

議，針對該航線具體地制定條款和條件；而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就是一種

較完整船舶共用協議，更具全球性，在相同的條件下，包括許多不同的航線。根據

航運公司在共同服務總容量中個人份額的計算，每個協議成員在聯合服務中包括的

所有船舶（無論是在自己的船隻或其合作夥伴的船隻上）分配相應的承載能力（艙

位數或重量），並且不能將艙位分享給協議以外的成員。 

船舶共用協議不包括運費的固定，各航運公司分別向客戶簽訂合約，發行各自

的提單，運送各自的貨櫃，在岸上使用各自的倉庫設備，此外，每個航運公司負責

自己的船舶運營管理以及其船舶在聯合服務中的相應費用，例如：船舶成本、汽油、

港口費用、運河費用、代理費等。船舶共用協議通常也會記載相關的責任，包括援

救、保險和法律執行等事項的規範。船舶共用協議有時候不僅止於海上的運輸，涵

蓋的範圍更廣，例如：內陸倉庫、與陸運運輸業者的談判等，但有些國家的法律有

明確規範船舶共用協議不可涵蓋內陸運輸。 

 根據 Drewry (2015)73的研究指出「目前 100%的亞洲與北歐間的貨櫃運力、93%

的亞洲與北美間的貨櫃運力均加入了某些形式的船舶共用協議」，由此可以看出大部

分的航運公司都會透過船舶共用協議提升本身的營運。 

 

                                                           
73 Drewry Shipping Consultants Ltd., Co-operative Structures that Support Efficient Liner Shipping 
Services in Asia - A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Liner Shipping Competition Law Exemptions, 35 (2015). 



3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圖 7  亞歐航線 VSA 承運人和非 VSA 承運人運力占比 

          資料來源：Drewry (2015)海事研究使用每年 1 月份資料 

 船舶共用協議會為港口帶來更多的運量，然而，因為大型聯盟的誕生，聯盟在

規劃航線時面臨停靠港口的選擇，對於港口的衝擊影響甚大，對大型港口而言可以

增加吞吐量，對小型港口而言可能會因為無法停靠超大型船舶，失去爭取航運公司

停靠的競爭力。船舶共用協議會增加與港口談判的籌碼，但並不是在每一個國家都

可以聯合談判，很可能會牴觸法律，因此船舶共用協議的成員 好個別與港口談判，

避免引起不公平競爭的問題。 

 

 

圖 8  泛太平洋航線 VSA 承運人和非 VSA 承運人運力占比 

          資料來源：Drewry (2015)海事研究使用每年 1 月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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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願討論協議（Voluntary Discussion Agreement, VDA） 

自願討論協議是航運公司之間簽訂的協議，就一條或多條航線，成員之間彼此

交換、討論宏觀的經濟指標，促進聯合的市場研究調查，為航運公司提供了建議的

服務合約談判運費費率，航運公司再依照實際的情況做出決定，使得航運公司能做

出更好的市場決策，自願討論協議本身不會與客戶簽訂合約，不會與客戶接觸。 

和海運同盟 大的差別在於，自願討論協議是採用指導的方式，對參加的成員

沒有約束力，成員與客戶簽訂的合約皆為保密的，不受協議的其他成員監管，其他

成員無法得知指導方針是否被遵守，也無法得知各成員單個服務合約的運費費率與

條約。 

航運公司認為這些協議為市場的價格提供了穩定性、透明度和可預測性，提高

服務的質量和效率，面對供需不對等的狀態時，可以避免運價的波動。2012 年的《美

國聯邦海事委員會研究》74中提到「廢除豁免權對費率穩定度的影響，似乎是提高了

波動幅度－此結果顯示，自願討論協議對特定區域來說（或至少對遠東區域來說）

可能有部分抑制費率波動的效果」。Drewry (2015)75的研究也針對對亞歐市場（沒有

自願討論協議）和泛太平洋市場（有自願討論協議）進行討論，比較 2008 年至 2014

年的數據，透過中國集裝箱運價指數觀察運價的變化，得到「亞歐航線運費費率的

波動遠比泛太平洋航線劇烈」的結論。然而，針對同一事件根據同樣數據之分析，

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2016）則認為「資料並沒有證明歐盟公會協議集體豁免規例

被廢除一事，與其所稱歐盟航線運費波幅較大的情況，有著因果關係，故無法説明

自願討論協議直接有助運費穩定，或減少運費波幅76。」 

除此之外，自願討論協議被認為會減少市場的自由競爭，除了價格的討論，對

手之間交換敏感訊息也可能為他們提供了串通的基礎，歐盟執委會在《有關海上運

輸適用歐共體條約第 81 條的指南》77中指出「法院判決認為，如果存在一個真正競

                                                           
74 US 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Bureau of Trade Analysis. Study of the 2008 Repeal of the Liner 
Conference Exemption from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Law (2012). 
75 Drewry Shipping Consultants Ltd., supra note 73, 39-41. 
76 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根據《競爭條例》第 15 條就若干定期班輪協議提出的集體豁免命令申

請 － 建 議 就 船 舶 共 用 協 議 發 出 集 體 豁 免 命 令 － 初 步 意 見 陳 述 書 」 ， 32 ，

https://www.compcomm.hk/tc/enforcement/registers/block_exemption/files/Case_BE_0004_statement_o
f_preliminary_views_c.pdf，最後瀏覽日期：2017/11/1。 
77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maritime 
transport service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45, 2-1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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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性的市場，市場透明性可能將導致供應商之間的競爭變得更為激烈」，並且認為「如

果競爭者之間的討論產生的壓力導致經營者決策自主性降低，即便市場集中度不高，

資訊交換系統也可能違反競爭規定78」。在 OECD (2002)的報告中，引起他們對行業

競爭條件的影響的關切，並建議刪除給予這些協議的豁免，許多自願討論協議迫於

壓力紛紛中止計畫。 

3.跨太平洋航線穩定協議組織（Transpacific Stabilization Agreement, TSA） 

跨太平洋航線穩定協議組織是一個自願討論協議（VDA），作為海洋貨櫃航運線

研究和討論的論壇，在亞洲與美國之間，為雙向跨太平洋貿易服務。TSA 的成員根

據美國和亞洲各國政府適用的法律授權： 

(1) 提供並交流市場訊息，共同開展市場調研。 

(2) 作為海運公司的利益代表，與各國政府監管機關和指定託運機構交涉。 

(3) 制定自願、非約束性的費率和收費準則。 

(4) 討論成員可以管理成本和提高效率的方法。 

(5) 為相關文件、訊息系統開發和其他為公共利益而開展的活動，制定常規服務條款

和標準，同樣是自願、非約束性的。 

TSA 成立於 1989 年，由 16 家航運公司所組成，目前成員包括：馬士基航運、

地中海航運、達非輪船、美國總統輪船79、中遠海運、赫伯羅特、長榮海運、現代商

船、東方海外、陽明海運；6 家退出：韓進海運（為破產保護於 2016 年 11 月退出），

中國海運（2016 年 2 月與中國遠洋合併）、商船三井（2008 年 11 月退出）、川崎汽

船（2016 年 8 月退出）、日本郵船（2016 年 11 月退出）、以星航運（2016 年 12 月退

出）。 

 初期，TSA 有較僵硬的定價機制，是具有約束性的協議，規定成員皆須遵守，

隨著市場及各國法律政策的變化，TSA 也改變機制，訂定自願性指引，讓成員自行

決定是否遵守討論的條款和標準。 

TSA 成員就共同、推薦的定價和服務目標，進行貿易市場環境的討論與研究，

對亞洲－美國貨運市場進行調查分析，包括廣泛的經濟指標（GDP 增長、製造業和

                                                           
78 Id., at 44. 
79 達飛輪船於 2016 年收購美國總統輪船，但仍保留美國總統輪船的品牌，同時保留了美國總統輪

船的新加坡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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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庫存水平、批發價格、零售銷售、消費者信心和支出、匯率、貿易和製造業投

資模式等）、下一年度船舶與貨物之間的供需關係等，除了基本運費之外，TSA 還評

估了附加費用。通過政策指導方針（服務的條款和價格）需要全員一致的投票，但

是 後由成員針對各條航線及客戶單獨談判，自行決定是否在其保密服務合約談判

中完全、部分或完全不依照指導方針實施。 

（二）各國競爭法豁免待遇之競爭規範 

國際航運公司間原有之海運同盟（Shipping Conference），允許會員與競爭者討

論費率。歐盟理事會（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第 1419/2006 號規

則（Regulation 1419/2006）於 2006 年 10 月 18 日通過。該規則給予歐盟會員國之定

期航商兩年的緩衝期結束「海運同盟」（Liner Conferences）的作法，訂於 2008 年 10

月 18 日生效，並撤銷先前定期航商所享有的集體豁免待遇，此後任何議價行為都涉

及聯合壟斷。前第三章已詳述比較各國競爭規範法制之演變，本節則比較各國對定

期航運之競爭規範處理實務上的適用差異。 

1.歐盟 

歐盟 早的反壟斷豁免法律是《1986 年理事會條例》，給予海運同盟集體豁免，

然而，2006 年 9 月，歐盟理事會通過《1419/2006 號條例》，廢止賦予海運同盟反壟

斷豁免的《1986 年理事會條例》給予 2 年的緩衝期， 終於 2008 年正式廢除，從此

海運同盟在歐盟走入歷史。另外，自 1995 年起，歐盟賦予聯營組織（Consortia）集

體豁免的權利，2014 年，給予聯營組織集體豁免的《906/2009 號條例》80，歐盟執委

會將其豁免期限延展至 2020 年 4 月。 

2.美國 

在美國方面，《1916 年航運法》制定了 早的反壟斷豁免制度，其目的是為了防

止海運市場的惡性競爭，與歐盟相比，美國更有平衡航運承運者與貨主雙方權利的

                                                           
80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906/2009 of 28 September 2009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agreements, decision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between liner shipping companies (consortia),”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56, 
31-34 (2009). 



3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特點。只要符合法律規定範圍的航運協議或航運行為81，就可以向聯邦海事委員會申

請反壟斷豁免，聯邦海事委員會則依據其固定運費價格及其他統一行動的行為對市

場做可能影響的分析，決定是否賦予豁免。在賦予反壟斷豁免之後，聯邦海事委員

會仍有權對航運協議或航運行為進行審查，如果其行為造成市場限制競爭，損害航

運利益，導致運輸服務的不合理減少或運輸成本的不合理增加等負面影響，則可以

請求禁止令，限制其反壟斷豁免的權利。美國透過《1984 年航運法》及《1998 年海

洋運送改革法》給予海運聯營組織的集體豁免，不受競爭法的管束。這些法律允許

海運同盟的存在，但是相關協議必須允許成員與客戶簽訂保密的個別服務合約。 

3.紐西蘭 

紐西蘭規範市場競爭的競爭法是《1986 年商業法》，原則上此法不適用於國際海

運業者之行為，但紐西蘭海運業者的市場行為，仍由另一部法律予以規範，即《1987

年航運法》，對於海運業者的不公平行為，規定得由交通部長予以立案調查。因為紐

西蘭的海運不受任何競爭法的規範，交通部長要立案調查的門檻又高，2017 年 8 月

14 日，紐西蘭頒布《2017 年商業（卡特爾與其他事項）修正法》，重新定義卡特爾

（壟斷組織），也特別定義國際定期航運服務的例外情況，44A 針對提供相互合作的

定期航運業者，當他們進行以下活動時才享有卡特爾的豁免：「(a)航班之協調及停靠

港之決定；(b)船舶上空間之交換、出售、租用或租賃期（含轉租）；(c)糾集船舶成為

網絡，而共同運營；(d)貨櫃等設備之共用或交換；(e)為因應國際海運服務供需上之

起伏，而調整運送產能」，涉及船上空間價格決定之海運服務，在 44B 進一步規定其

豁免的例外條件82。 

                                                           
81 《1984 年航運法》、《1998 年海洋運送改革法》中有關符合法律規定範圍的航運協議或航運行

為： 
(1)討論、固定或規範運輸費率，包括透過費率、艙位租用和其他服務條件； 
(2)匯集或分配運量、收入、利潤，或者損失； 
(3)分配港口或限制或者另外調整港口航班的數量和性質； 
(4)限制或者調整貨物或者客運的數量或者性質； 
(5)相互之間，或者與一個或者多個海運碼頭經營者或者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者，進行排他性、優惠

的或者合作的工作安排； 
(6)控制、規範或者防止國際海運競爭；或 
(7)討論並同意有關服務合約的任何事宜。 
《1984 年航運法》、《1998 年海洋運送改革法》中符合豁免條件之條文記載於 section 4-7，詳見

http://www.shippers.com/Shipping_Act.asp, last visteed on date: 2017/11/1. 
82 詳見第三節關於紐西蘭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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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澳洲 

澳洲的 2010 年《競爭與消費者法》第十編（Part X of the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為「國際定期海上貨運」專編，規定海運業者豁免該法關於競爭條文之適

用，即只要業者確實與航運公會協商，並且對於所有澳大利亞的進口者及出口者有

利益，並依規定登記其協議，協議成員將獲得部分和有條件的豁免，並無違反《競

爭與消費者法》第四編之虞。豁免適用於定期航運服務的範圍包括：由海運貨物組

成的服務部分、裝卸服務、在澳洲境外進行的活動、與定期航運服務有關的提單的

通用條款和條件及運輸費用（包括基本運費、附加費、退稅和津貼）的固定。 

澳洲在 2015 年提出「競爭政策檢討」報告83，建議將第十編予以廢除，即取消

海運業者當然豁免的地位，但仍建議保留競爭主管機關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

得對於海運業者符合促進競爭條件的最低標準的協議，核准給予集體豁免的權利。

澳洲政府的回應84為對此建議「保持開放的態度」。 

5.日本 

《獨占禁止法》為日本促進市場交易平等、自由競爭的法律，日本國際海運的

競爭豁免制度是基於《海上運送法》所建立，《海上運送法》第 28 條第 4 號規定：「在

本國港與非本國港之間的航路上，船舶運輸業者與其他船舶運輸業者之間與運費、

收費、運送條件、航路、配船以及裝卸貨等包含相關事項內容的協議、締結之契約

或共同行為」，其豁免的船舶協議包括運費同盟、航運路線穩定協議與策略聯盟等。

申請批准的協議的內容須符合以下規定：(1)不得不當害及利用者之利益；(2)無不當

之差別待遇；(3)對加入及退出無不當之限制；(4)依協議之目的僅為必要 小限度之

協議。 

自 1949 建立以來，在 1999 年、2006 年、2010 年及 2015 年進行了四次的豁免

制度審查，第四次審查的判斷依據為：(1)外國反壟斷豁免制度的法律參數；(2)為客

戶培養商業價值；(3)對整個日本經濟的影響。2016 年，第四次審查結果出爐，日本

國土交通省（MLIT）決定國際海運的競爭豁免制度，除運費同盟未來將以登記制度

                                                           
83 Ian Harper, Peter Anderson, Su McCluskey & Michael O’Bryan, Competition policy review－Final 
Report, 380-385 (2015). 
84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n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Competition Policy Review, 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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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管理外，該制度仍將予以維持，其理由為：(1)世界單一市場正在進行激烈的國

際競爭；(2)服務供給量的調整不容易，容易陷入供給過剩；(3)巨額投資需要業者間

之攜手合作；(4)需要確保國際法律制度的一致性。 

6.新加坡 

新加坡給予定期航運集體豁免的《競爭（定期航運協議集體豁免）命令》85於 2006

年生效，集體豁免命令為期 5 年，並在 2010 年86及 2015 年87進行了兩次豁免的延長，

理由是它仍然具有保證。 

依據《競爭（定期航運協議集體豁免）命令》所定義之定期航運協議為：「兩艘

或多艘提供定期航運服務的船舶運營公司之間的協議，據此雙方同意在以下一項或

多項條件下提供定期航運服務：(a)技術，業務或商業安排；(b)價格；(c)報酬條件」，

所指稱的定期航運服務包括作為運輸一部分的貨物的內陸運輸，價格包括運費及與

提供定期航運服務有關的任何費用，不論是由於提供定期航運服務而產生的，還是

因為發生不確定性。 

定期航運協議的集體豁免有以下限制條件： 

(1) 協議各方不得超過市場的市場份額限制。在市場上持有不超過 50%的總體市場份

額，不管是運載貨物的數量，或是在市場上運作的船舶的貨物總承載能力。 

(2) 協議允許定期航運經營者： 

a. 在個人機密合同的基礎上提供自己的服務安排； 

b. 在沒有財務或其他懲罰的情況下，就協議發出通知期限退出協議。 

(3) 該協議不要求定期航運經營者進行以下任何活動： 

a. 強制遵守運價表； 

b. 向其他定期航運經營者或其他方面披露有關服務安排的機密信息。 

7.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競爭委員會（MyCC）於 2014 年透過《競爭（有關定期航運運輸服務

                                                           
85 Competition Act, 50B, 36 (2006). 
86 Singapore Government, Competition (Block Exemption for Liner Shipping Agreements) (Amendment) 
Order (2010). 
87 Singapore Government, Competition (Block Exemption for Liner Shipping Agreements) (Amendment) 
Ord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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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船舶分享協議和自願討論協議的豁免）命令》88給予船舶共用協議（VSA）及自願

討論協議（VDA）3 年的豁免期，行使《2010 年競爭法》第 8(1)條89賦予的權力。2017

年 7 月 7 日，MyCC 決議維持船舶共用協議及自願討論協議兩項協議的豁免90，為期

2 年或直到 MyCC 取消豁免為止。 

船舶共用協議為定期航運經營者之間的協議，其中協議各方僅討論和商定有關

提供班輪運輸服務的業務安排，包括船舶服務的協調或聯合經營，以及艙位的互換

或互租。集體豁免應符合以下條件： 

(1) 只能用於在定期航運經營者之間分享船舶、聯合經營船舶服務，或艙位的互換或

互租； 

(2)  不得包括作為運輸一部分的貨物的內陸運輸，如物流提供者、貨運代理、倉庫經

營者、卡車司機、鐵路運輸商、碼頭外合作設施服務提供商、和離岸貨運和倉儲

服務提供商提供的服務； 

(3)  應在合理的期限內； 

(4)  運輸使用者不得含有價格固定、價格推薦或運價表的任何要素； 

(5)  不得要求任何定期航運經營者向任何運輸使用者披露有關定期航運服務安排的

任何機密信息； 

(6)  應允許每名定期航運經營者簽訂任何機密合同，並對其定期航運服務提供任何安

排和定價。 

自願討論協議為定期航運經營者之間的協議，其中協議各方可以交換和審查與

市場數據、供需預測、國際貿易流量和行業趨勢相關的商業問題、以及自願和不具

約束力的指導方針。集體豁免應符合以下條件： 

(1)  只能用於分享與航運業有關的資料，對定期航運經營者不具約束力； 

(2)  不包括作為運輸一部分的貨物的內陸運輸，如物流提供者、貨運代理、倉庫經營

者、卡車司機、鐵路運輸商、碼頭外合作設施服務提供商、和離岸貨運和倉儲服

務提供商提供的服務； 

(3)  應在合理的期限內； 

                                                           
88 Malaysia Competitio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Block Exemption for Vessel Sharing Agreements 
and Voluntary Discussion Agreements in respect of Liner Shipping Services) Order (2014). 
89 Competition Act, 8(1) (2010). 
90 Malaysia Competitio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Block Exemption for Vessel Sharing Agreements 
and Voluntary Discussion Agreements in respect of Liner Shipping Services) (Amendment) Ord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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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輸使用者不得含有價格固定、價格推薦或運價表的任何要素； 

(5)  不得對任何偏離協議條款或退出協議的定期航運經營者施加任何處罰； 

(6)  應允許任何定期航運經營者在合理期限內向其他班輪經營人發出通知，退出協

議； 

(7)  不得要求任何定期航運經營者向任何運輸用戶披露有關定期航運服務安排的任

何機密信息； 

(8)  應允許每個定期航運經營者訂立任何機密合同，並提供定期航運服務的任何安排

和定價。 

8.香港 

香港定期班輪協會於 2015 年 12 月向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HKCC）提出集體豁

免命令的申請，HKCC 於 2016 年 9 月提出初步意見陳述書，根據《競爭條例》第 15(5)

條「豁除協議（excluded agreement）91」，對船舶共用協議（VSA）與自願討論協議

（VDA）進行「經濟效率豁除」的評估， 後於 2017 年 8 月 8 日就定期航運業的船

舶共用協議發出集體豁免命令92，為期 5 年。 

 船舶共用協議（包括定期航運聯盟、艙位互換協議、聯合服務協議及聯盟）是

船運公司之間就一些經營上的安排而訂立的協議。豁免的前提為遵守下列條件： 

(1) 船舶共用協議的訂約方合計擁有的市場占有率不超過 40%； 

(2) 船舶共用協議並無認可或要求船運公司從事合謀行爲；及船運公司有權在給予合

理時間的通知後自由退出船舶共用協議，而無須承受處罰。 

（三）建立航運產業的新模型 

就未來航運產業的展望，海運同盟被禁止之後，各種不同型態的航運組合、策

略聯盟應運而生，由歐盟的例子可得知，短期之內國際航運市場之市場經營型態不

會有太大的改變，也不會因此改革成完全競爭市場。現今各航運公司提供的服務幾

乎無太大差異，再加上船舶大型化及近年航運市場需求低迷，對定期航運市場所帶

來供給過剩的衝擊，航運公司紛紛透過聯營、加入聯盟或合併的方式改善經營。2012
                                                           
91 指由附表 1 第 1 條（提升整體經濟效率的協議）豁除或因為該條而豁除於第一行為守則的適用

範圍之外的協議。 
92 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2017 年競爭事務（船舶共用協議集體豁免）命令（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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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後，幾乎前 20 大航商均加入大型航運聯盟，各航運聯盟的市占率持續增加，2017

年 4 月新三大航運聯盟（2M、OCEAN Alliance、THE Alliance）開始運作，三個聯盟

合計占全球貨櫃運輸市場近 80%的運輸能力；2016 年以來，已有六起完成或進行中

的結合案93。 

在運價方面，個別公司的運價可能下跌，或因應市場景氣呈現劇烈波動，但更

重要的是個別的、或保密性的服務合約。在運費同盟系統廢除後，有些航運交易可

能還是有寡占行為的特質與風險，這些寡占行為所產生的問題是競爭法主管機關需

要格外留意的。 

定期航運產業發展至今，由前節分析得知船舶共用協議（VSA）與自願討論協

議（VDA）皆是航商合作的重要協議。船舶共用協議不包括運費的固定，各航運公

司就船舶艙位的互換或互租進行協議，並針對該航線具體地制定條款和條件；甚至

進而簽訂較完整船舶共用協議，更具全球性，在相同的條件下，包括不同的航線的

策略聯盟，使得各航運公司得以透過船舶共用協議提升本身的營運，提升經濟效率，

涉及聯合行為的風險較低。但需要注意有些船舶共用協議不僅止於海上的運輸，更

涵蓋內陸倉庫、內陸運輸、與陸運運輸業者的談判等，對我國而言，在審查船舶共

用協議時則需嚴格審查各船舶共用協議所涵蓋的範圍。 

自願討論協議對航運公司提供建議的服務合約談判運費費率，成員之間就一條

或多條航線，彼此交換資訊、討論宏觀的經濟指標，並共同作促進聯合的市場研究

調查。航運公司可依照實際的情況，做出更好的市場決策。雖然自願討論協議近年

來對成員沒有約束力，但是成員之間透過自願討論協議平台的交換資料，本身就有

可能牽涉交換機密資訊的風險存在，涉及聯合行為的風險極高。在 OECD (2002)的報

告中，引起他們對行業競爭條件的影響的關切，並建議刪除給予這些協議的豁免，

許多自願討論協議迫於壓力紛紛中止計畫。歐盟執委會認為競爭者之間的討論產生

的壓力可能導致經營者決策自主性降低，即便市場集中度不高，資訊交換系統也可

                                                           
93 六起結合案包括：2016.02 中國遠洋（CSCL）與中國海運（COSCO）合併成立中國遠洋海運集

團（China COSCO）（通過）；2016.06 法國達飛（CMA CGM）收購新加坡海皇（NOL）和旗下

的美國總統輪船（APL）（通過）；2016.06 德國赫伯羅特（Hapag-Lloyd）與阿拉伯聯合航運（UASC）
合併（通過）；2016.12 丹麥馬士基（Maersk）收購德國漢堡南美（Hamburg Sud）（美國、巴西

已批准，歐盟與中國有條件的批准）；2016.10 日本郵船、商船三井和川崎汽船宣布合併貨櫃集運

業務（遭南非否決，待相關監管部門的審批）；2017.06 中國遠洋（China COSCO）併購香港東方

海外（OOCL）（待相關監管部門的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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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違反競爭規定94，香港與紐西蘭也並未對自願討論協議提出豁免。 

比較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對不同型態的航運聯營行為所採取的處理原則，將各國

對船舶共用協議（VSA）和自願討論協議（VDA）的豁免情形整理於表 4，從表中可

以看出，各國皆給予 VSA 豁免，而在某些國家則未給予 VDA 的豁免。 

 

表 4  比較各國 VSA 和 VDA 的豁免情形 

國家 VSA VDA 

美國 豁免 豁免 

歐盟 豁免 X 

日本 豁免 豁免 

新加坡 豁免 豁免 

馬來西亞 豁免 豁免 

香港 豁免 X 

澳洲 豁免 豁免 

紐西蘭 豁免 X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臺灣對於航運的聯合行為與豁免規定於航業法與公平法中。2013 年 1 月 30 日航

業法修正公布，交通部對航運公司的聯合行為實施下列規定： 

(1)  申請許可：根據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欲參加或設立國際聯營組織之航運公司，

應檢附組織章程、聯營作業計畫及相關文件，申請航港局核轉交通部會商公平會

認可，此外，第 35 條第 1 項還規定，有簽訂國際航運協議者，應將國際航運協

議之名稱、內容及會員名錄，申請航港局核轉交通部認可。 

(2)  備案制度：根據第 34 條第 2 項及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國際聯營組織以協商運費、

票價為其聯營協定內容者，其會員公司之運價表，應由該組織授權之會員公司代

為申請航政機關備查。 

(3)  運作上的限制：根據第 34 條第 3 項、第 22 條規定，前項運價表，航政機關認為

有不合理或不利於國家進出口貿易或航業發展者，得令業者限期修正，必要時得

                                                           
94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77,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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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全部或一部之實施。 

(4)  參考國際公約：根據第 60 條規定，航業法未規定事項，涉及國際事務者，主管

機關得參照有關國際公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訂規則、辦法、標準、建議或程式，

採用發布施行。 

根據公平法第 15 條，定期航運航商得以就若干定期班輪協議提出聯合行為例外

許可的申請，定期航運航商若要依賴經濟效率豁免，並不須先由公平會發出集體豁

免命令，而是可以自行評估其行為在公平法第 7 條及第 15 條及經濟效率豁免下的合

法性，申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 

我國在航運豁免的處理，只有海運聯營總處一案，海運聯營總處是臺灣航運公

司組成的聯合服務機構，成立於 1984 年，依據「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

器材海運運送作業辦法」採購之大宗物資及一般雜貨，申請聯合行為的例外許可，

因符合整體經濟利益，已分別於 2008、2011、2014 和 2017 年延長許可。 

在 2015 年 OECD Roundtable 探討海運產業的競爭法問題，會中報告我國的法制，

依航業法 34 條規定欲參加或設立國際聯營組織之航運公司，應檢附組織章程、聯營

作業計畫及相關文件，申請航港局核轉交通部會商公平會認可。會中 OECD 主席關

心的是我國公平會已收到多少案件的申請及公平會的評估準則為何，本文第一作者

當時代表公平會出席，當時之回答是公平會的評估準則主要根據是否產生限制競爭

與增進整體經濟利益來衡酌。由於衡酌費率及運價部分會經由我國交通部備查，是

故公平會衡酌其對市場之影響，是否因此造成市場競爭結構之失衡。除考量運價是

否有僵固性外，尚須併予審酌合約其他相關之合作內容（如共同派船、艙位互換等，

是否影響市場運作實務），始得定論。再者，以競爭主管機關之立場，倘該聯合例外

許可之申請，參與者市場占有率甚高，不論其合作內容是否屬低度合作情形，都可

能造成非參與者難與其競爭或市場結構之失衡，因此在審酌聯合行為例外許可應當

更為嚴格審慎。不過至今（2015）年為止，我國尚未有案件來申請。 

在業者提出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的申請時，如何由法制面、產業發展面、經濟量

化指標，提出根據公平法的回應，此是公平會現在面臨的挑戰。香港競爭事務委員

會個案編號 BE/0004 之報告《根據《競爭條例》第 15 就若干定期班輪協議提出的集

體豁免命令申請－建議就船舶共用協議發出集體豁免命令－初步意見陳述書》、日本

2016 年國土交通部（MLIT）第四次審查結果報告、新加坡 2015 年《競爭（定期航

運協議集體豁免）（修訂）命令》及本文都能提供競爭法主管機關很好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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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準則方面，在海運產業競爭影響評估的建立，對產業發展的影響，甚至

對相關產業的影響，亟待建立。尤其若申請案是以「經濟效率豁免」作為訴求，如

何證明策略聯盟所產生的經濟效率所導致的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

這是評估準則的要素之一。評估策略聯盟之競爭影響評估不僅需要考量策略聯盟所

牽涉到聯合研發、經濟效率評估等有利於整體經濟之利益。策略聯盟所產生限制競

爭不利益，則由 UPP 及 CLA 指標等皆可衡量策略聯盟的形成對海運費率產生影響。

其他指標包括需求彈性、市占率、集中度、相關係數、市場界定等指標，皆同樣可

得知策略聯盟對產業結構、市場競爭之影響。觀察策略聯盟是否具有聯合行為的本

質含括其中，則需觀察指標如賽局理論可產生的指標、寡占市場模型之互動指標等。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總結各國競爭法豁免待遇之競爭規範經驗來看，相關法律修正之前，均曾歷經

對海運產業的長期觀察、研究與檢討，相對於一般海運國家之定期調查研究海運市

場及法律對策，我國政府在此方面之研究稍有不足之嫌，我國業者也未予以重視，

均有改進之必要。現階段根據公平法第 15 條，定期航運航商得以就若干定期班輪協

議提出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的申請，定期航運航商若要依賴經濟效率豁免，並不須先

由公平會發出集體豁免命令，而是可以自行評估其行為在公平法第 7 條及第 15 條及

經濟效率豁免下的合法性，申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公平會在面對「經濟效率豁免」

作為訴求的申請案，則需注意建立評估準則之經濟指標，如何證明經濟效率的整體

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這是評估準則的重要層面。 

本研究從產業面、法制面、實務面、經濟評估面探討定期航運所面臨的競爭規

範議題。以下則由各層面整理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一）產業面 

從產業發展的觀點，對於定期海運航商而言，透過策略聯盟的合作，彼此才能

達到互利雙贏。 

1. 雖然國際航商過去已經形成 4 個航運聯盟，但是在 2016 年期間，仍然發生運價暴

跌的現象，甚至造成韓籍大型航商韓進海運（Hanjin Shipping）倒閉。在 2016 年

國際航商普遍蒙受鉅額虧損，初步觀察到運價主要乃由市場供需所調控的客觀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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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航運聯盟並未對於運價產生明確的影響力（否則不可能容忍鉅額虧損）。參考

Hirata (2017)客觀的統計分析，亦未發現運價與航運聯盟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2. 我國定期航運產業的兩大航商（陽明海運及長榮海運）在 2016 年期間，因為國際

運能過剩造成運價暴跌，皆蒙受巨大虧損（陽明海運達 168.26 億元，長榮海運虧

損 89.14 億元，合計虧損 257.4 億元）。因為交通部擁有陽明海運 3 成 3 的股份，

政府特別在 2016 年底提出紓困方案。雖然國際 2017 年營收反映市況熱絡、運價

調漲效應，出現大彈升，但是陽明海運累計前三季營收 976.47 億元，稅後虧損 39.4

億元，長榮海運累計前三季營收 1,031.4 億元，稅後虧損 10.4 億元。目前我國定期

航運產業的兩大航商在國際前 20 大航商運能所占的比例並不顯著（陽明海運 2.7%

及長榮海運 5.0%），且目前財務狀況堪稱體質虛弱，在所屬航運聯盟中並非領導者，

僅為跟隨者的角色，缺乏航運聯盟營運之發言權及核心決策力。我國政府對於航

運聯盟所採取的作為或處置，將可能影響陽明及長榮在聯盟中配置航線、航班與

艙位等資源時，遭受其他成員排擠，將會更加弱化陽明及長榮之競爭力。 

3. 我國為海島型國家貿易仰賴出口，原料常需依賴進口，航運聯盟對我國港口的競

爭力亦有相當影響，航運聯盟若減少主要航線彎靠臺灣之高雄與基隆兩個港埠，

勢必造成我國運用海運建構產業供應鏈的製造業者，必須負擔更高的運輸成本，

同樣造成我國製造業者競爭力之弱化。  

4. 2017 年起國際航商形成三大航運聯盟，可能造成航運聯盟對於大型客戶的談判能

力增加，也對於遠洋航線的競爭者形成進入障礙。但是因為三大航運聯盟所造成

的影響，目前各國都尚未蒐集足夠的資料進行完整的分析。我國宜繼續觀察歐美

日等國及大陸，其對於三大航運聯盟在未來所採取的裁決，審慎評估。 

（二）法制面 

從法制面探討，由於國際海運的產業性質特殊，早期各國都給予豁免競爭法的

地位，但隨著時代、技術及市場條件變遷，以及各國競爭法發展成熟及消費者意識

抬頭，此種豁免必然受到關注及不同程度的檢討。 

1. 美國海上運送法的改革，是在傳統制度上增加促進市場競爭的元素，並明定禁止

若干限制競爭的行為；歐盟則是藉著 2002 年 OECD 的報告，採取霹靂手段，一舉

廢止原有關於集體豁免的規定；澳大利亞廢止法定豁免的規定，但保留集體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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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及紐西蘭雖維持集體豁免，但藉由增訂具體規定，限制其適用之範圍；新加

坡、香港、馬來西亞未採取概括集體豁免，而是經申請後得核給定期豁免的方式，

雖適用競爭法，但得定期申請許可聯合行為的制度。以改革後的規定形式而言，

有不少是從海運法規，移到競爭法法典，並予以修正者，但也有在航運相關法規

中，規定競爭法的特別規定者。以實質的內容而言，對於海運產業適用競爭法的

抗拒，不同國家的法制之間仍有強弱之別，但逐漸適用競爭法的一般規定，乃是

很明顯的共同趨勢。 

2. 我國就船舶運送業之競爭法事項，特別是國際聯營組織及國際航運協議，規定於

航業法之中，與目前各國規定的趨勢，並無太大出入。民國 102 年修正該法，確

立公平會成為部分競爭法事項的主管機關，在未排除公平法適用的情形下，此一

部分實際上已經回歸公平法的審查基準。航業法第 35 條規定之事項，目前仍由航

政機關主管，就其競爭法之面向，似宜參考公平法的規定，作為認可或准予備查

的標準。就已由公平會主管及審查之部分，未來該會無論是直接適用公平法之規

定，或依該法第 46 條「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之規定，而適用航業法之特別

規定，均不致發生問題。 

3. 公平法對航運事業之適用，在國際層面較值得重視者，似為限制競爭之問題。現

行法第二章「限制競爭」規定之各種態樣，均可依目前有效之各項行政法規予以

認定，但因各項行為經常含有「涉外因素」，即涉及外國航商、外國市場或在外國

實施之行為，宜注意我國法對於各項涉外反競爭行為之適用問題。就前述各國關

於海運產業之競爭法豁免規定而言，其主要涉及者多為聯合行為，現行公平法第

14 條關於聯合行為之定義，應可涵蓋前述各種海運同盟、契約、協議或聯盟。至

於航運事業依現行法就其聯合行為，申請例外予以許可時，其許可的標準仍為該

法第 15 條的規定，即必須有該條第 1 項所列舉的各款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

經濟與公共利益」。就海運事業而言，下列各款似較可能被援為許可的依據：「一、

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或服務之規格或型式。」、「三、

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六、因經濟不景氣，致同一行業

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

格之共同行為。」、「八、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

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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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前述各國法律發展的經驗來看，相關法律修正之前，均曾歷經對海運產業的長

期觀察、研究與檢討，相對於一般海運國家之定期調查研究海運市場及法律對策，

我國政府在此方面之研究稍有不足之嫌，我國業者也未予以重視，均有改進之必

要。就公平會之執法而言，如對於修法之前被認定為不適用公平法，或已依航業

法予以許可或備查之行為，建議應依公平法重新予以檢視，如發現有問題，建議

以類似 OECD 檢討報告之方式，斟酌各方之意見及當前國際立法潮流，先提出執

法之原則及警示，再訂定具體審查或判斷原則，採取漸進方式調整法制，避免執

法標準過於寬泛、空洞或含混，而引起後續之爭議。 

（三）實務面 

從實務面而言，廢除集體豁免條款之後，策略聯盟的各種型態應運而生：對船

舶共用協議（VSA）、自願討論協議（VDA）等，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對不同型態的策

略聯盟則採取不同的處理原則，各國產業發展、「經濟效率」則各為其不同的評估準

則。 

1. 就未來航運產業的展望，各種不同型態的海運聯營、策略聯盟應運而生，短期之

內國際航運市場之市場經營型態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也不會因此改革成完全競爭

市場。現今各航運公司提供的服務幾乎無太大差異，再加上船舶大型化及近年航

運市場需求低迷，對定期航運市場所帶來供給過剩的衝擊，航運公司紛紛透過聯

營、加入聯盟或合併的方式改善經營。在運價方面，個別公司的運價可能下跌，

或因應市場景氣呈現劇烈波動，但更重要的是個別的、或保密性的服務合約。有

些航運交易可能還是有寡占行為的特質與風險，這些寡占行為所產生的問題是競

爭法主管機關需要格外留意的。 

2. 船舶共用協議不包括運費的固定，各航運公司就船舶艙位的互換或互租進行協議，

並針對該航線具體地制定條款和條件；甚至進而簽訂較完整船舶共用協議，更具

全球性，在相同的條件下，包括不同的航線的策略聯盟，使得各航運公司得以透

過船舶共用協議提升本身的營運，提升經濟效率，涉及聯合行為的風險較低。但

需要注意有些船舶共用協議不僅止於海上的運輸，更涵蓋內陸倉庫、內陸運輸、

與陸運運輸業者的談判等，對我國而言，在審查船舶共用協議時則需嚴格審查各

船舶共用協議所涵蓋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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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願討論協議對航運公司提供建議的服務合約談判運費費率，成員之間就一條或

多條航線，彼此交換資訊、討論宏觀的經濟指標，並共同作促進聯合的市場研究

調查。航運公司可依照實際的情況做出決定，幫助航運公司能做出更好的市場決

策。雖然自願討論協議近年來對成員沒有約束力，但是成員之間透過自願討論協

議平台的交換資料，本身就有可能牽涉交換機密資訊的風險存在，涉及聯合行為

的風險極高。OECD (2002)建議刪除給予這些協議的豁免，歐盟、香港、紐西蘭皆

未對自願討論協議提出豁免。 

根據公平法第 15 條，定期航運航商得以就若干定期班輪協議提出聯合行為例外

許可的申請，定期航運航商若要依賴經濟效率豁免，並不須先由公平會發出集體豁

免命令，而是可以自行評估其行為在公平法第 7 條及第 15 條及經濟效率豁免下的合

法性，申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在業者提出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的申請時，如何由法

制面、產業發展面、經濟量化指標，提出根據公平法的回應，此是公平會現在面臨

的挑戰。本文則盼望能提供競爭法主管機關從產業發展面、法制面、經濟面，在海

運產業建立競爭影響評估，對產業發展的影響，甚至對相關產業的影響。 

（四）經濟評估面 

在評估準則方面，尤其若申請案是以「經濟效率豁免」作為訴求，如何證明經

濟效率的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的不利益，這是評估準則的重要層面。評估

策略聯盟之競爭影響評估不僅需要考量策略聯盟所牽涉到聯合研發、經濟效率評估

等有利於整體經濟之利益。策略聯盟所產生限制競爭不利益，則由 UPP 及 CLA 指標

等皆可衡量策略聯盟的形成對海運費率產生影響。其他指標包括需求彈性、市占率、

集中度、相關係數、市場界定等指標，皆同樣可得知策略聯盟對產業結構、市場競

爭之影響。觀察策略聯盟是否具有聯合行為的本質含括其中，則需觀察指標如賽局

理論可產生的指標、寡占市場模型之互動指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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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mpetition Norms for the Liner Shipping Industry 

Tsai, Diana Hwei-An*  

Chen, Rong-Chwan 

Yao, Ming-Jong 

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norms for the liner shipping industry ar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industry practice,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From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the shipping alliances 

are increasing their market share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maining smaller players. The 

competition policy regarding shipping alliances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shipping liner industry in Taiwan, but will also affect our 

port competitiveness in that the major container liner shipping routes could be reduced and 

manufacturers that rely heavily on liner shipping would face higher transportation costs.  

From the legal framework perspective, the container liner shipping market used to be 

characterized by a variety of forms of cooperation. However, this has all been changed 

with the banning of conferences. Instead, there is a general trend that competition law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dustry,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discrepancies 

in its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 terms of the substantive content of the reform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policy context, the competition issues for which 

provision is made in the Shipping Acts closely follow the provisions set fo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hipping Agreements. As for the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exemption of competition law in the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the 

definition of a concerted action as stipulated in Article 14 of the Fair Trade Act should 

cover the various aforementioned maritime shipping alliances, contracts, agreements or 

alliances. The granting of permission for an exemption is stipulated in Article 15 of the Act, 

which is that there must be one of the circumstances listed in the first item of the article, 

with the key issue still being whether the exemption is beneficial to the overal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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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public interest.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some shipping transactions still contain the essence and 

risky behavior of an oligopolistic market. The issues and risks associated with such 

oligopolistic market behavior should be carefully monitored by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Vessel Sharing Agreements (VSAs) involve agreements between competitors in the liner 

shipping industry to cooperate on certain aspects of their operations. VSAs are faced with 

fewer risks of concerted actions, although some such cooperation could potentially lead to 

competition concerns, particularly regarding the sharing of capacity and/or coordinating of 

the respective services of the parties. Voluntary Discussion Agreements (VDAs) consist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greements between independent competitors in the liner shipping 

industry which cover particular trades. In this context, VDAs may give rise to significant 

competition concerns. 

The present market,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cooperation agreements, is typically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where supply is becoming stronger than demand, resulting in 

declining freight rates. As for the specific competition issues in the liner shipping industry, 

since the amendment of the Shipping Acts 2013,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has been 

designated as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The proposals or behavior that have in the past 

been permitted or documented for future reference under the Shipping Acts should be 

re-examined according to the Fair Trade Act in order to enforce the law. 

Keywords: Shipping Conference, Strategic Alliance, Liner Shipping Industry, 

Competition Law, Fair Trad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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