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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自 2002 年以來，海運運價持續的高漲，船運公司賺得荷包滿滿，貨主們卻是叫苦連

天，反對海運同盟聯合訂價的聲浪又開始興起，進出口商受不了成本大幅上揚，甚至已告

到公平交易委員會。這一波海運運價的上漲到底是經濟景氣使然或是法律制度造成，實在

值得深入探討。本文乃從美國航運法、聯合國定期船同盟行為準則公約與歐盟 4056/86 規

則等三種法制進行研究海運同盟的反競爭行為。從研究中得知海運同盟反托辣斯的豁免有

其歷史背景，但是各種法制對其仍給予相當多的限制，加上託運人的勢力越來越大，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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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反托辣斯的豁免在不久的將來可能被廢除，海運市場將如同大多數的市場將解除管制

而進入完全競爭的時代。許多海運公司已察覺到此一趨勢，所以已將合作的方式轉變為「海

運聯營組織」及「海運策劃聯盟」等新型態，因此，傳統以聯合訂價的海運同盟在國際航

運市場上已逐漸式微。在研究過上述海運同盟法制後，再回頭檢視我國的海運同盟法制，

發現到有許多制度可作為我國之明鏡，本文將一併提出建議。 

壹、海運同盟興起的背景與立法管制 

一、海運發展與國際貿易 

台灣四面環海，是典型的海島型國家，比內陸型國家更需要依靠對外貿易發展經濟，

利用海運，一方面能將台灣生產的物資運往世界各地，另一方面也能將台灣消費者所需要

的產品從世界各地運送過來，因此台灣應特別重視海運事業的發展。我國貿易法第 26 條

也因此規定主管機關應積極推動航運發展。 

海運事業與經濟發展，尤其與國際貿易息息相關，全世界的貨物有九成以上是靠海運

完成運送。海運事業的特色是國際性、全球性的，其服務的對象為全球各地的生產者與消

費者，此與內需型或外銷型之產業有所不同。凡是經濟愈繁榮、貿易愈發達的地區對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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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愈殷切，而該地區的海運事業才能欣欣向榮的發展。
1
 

從物資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角度而言，當然希望海運事業能提供運費低廉及品質良好的

運送服務；相對的，海運業者則希望能獲得較好的利潤報酬。如何滿足運送人與託運人雙

方的願望，一方面繫於市場競爭機制，另一方面繫於政府所採的競爭政策。由於海運是國

際性的產業，台灣進出口貿易的貨品有國內外的航商競相攬貨，由於有競爭的機制，運價

與服務品質比較容易得到保障。不過，航商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也會利用種種限制競爭

的手法以獲得較高的利潤，例如「海運同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其限制競爭的手段是否

合法及其尺度為何，就要看政府採取何種競爭政策。因此，本文擬從美國、歐盟與聯合國

對於海運同盟法制與競爭政策之演變來探討我國對於海運同盟之法制與競爭政策。 

 

二、海運同盟之意義、種類、興起與式微 

（一）海運同盟之意義 

海運同盟 Shipping Conference（也稱為定期航運同盟 Liner Conference 或運費同盟

Freight Conference）
2
此一概念，從英文的表面字義解釋應為：「在任何特定的海上航線，

                                                      
1
 洪秀一，海運業貿易自由化之法律規範，頁 2。 

2
 陳銘章，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與其例外許可之研究，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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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定期船之航運公司，為統一運價及其他營運條件而召開的會議」。其法律上的意義似

可參考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於 1974 年通過「聯合國定期船海運同盟管理

規則公約」（簡稱UN Liner Code）之定義：「指在一特定地域內之某一條或多條航線上，

為船貨之運送提供國際間定期船服務，且透過任何性質之協議或安排，以統一的或共同的

費率，以及任何其他有關定期船服務規定之協議條件下經營此等航線之兩家或兩家以上從

事船舶營運之運送人團體。」 

（二）海運同盟之種類－封閉式與開放式海運同盟 

傳統海運同盟之種類可分為封閉式與開放式海運同盟。所謂「封閉式海運同盟」是指

同盟會員得投票否決非會員的申請，使其所不滿意的申請者難以加入。所謂「開放式海運

同盟」是指任何海運業者都可申請加入，在美國只允許開放式海運同盟。
3
開放式海運同

盟較封閉式海運同盟競爭，顯然對託運人而言較為有利。除了美國禁止封閉性的海運同盟

以外，先進國家均允許封閉性的海運同盟存在。 

（三）海運同盟興起之背景與式微 

海運同盟的起源歷史背景乃因 19 世紀後半期，由於船型體積、速度及引擎設計方面

的技術革新，英國乃大量造船，加以蘇伊士運河的開鑿，使得船噸急速增加，在船多貨少

                                                      
3
 招盛鈞，海運同盟的演進談，航運與貿易，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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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運送人為了競相搶奪攬貨機會，不得不降低運費，終於導致血本無歸、無利可

圖的窘困局面。為了突破此種困境，同一航線的運送人乃約定運價以避免惡性競爭，甚至

組織同盟團體，對於盟員的行為加以規範。據史料記載，第一個海運同盟組織是成立於

1875 年的加爾各答海運同盟，
4
其模式後來廣為全球各航線的海運業者所效尤。到了 1960

年代，幾乎在全球的主要航線上都有海運同盟，海運同盟的組成成員從最少兩家公司到最

多 40 家公司。直至 1980 年代，營運於近海與遠洋航線的同盟已高達 350 個之多。不過此

一趨勢後來反轉下降，到了 2000 年海運同盟的數目已剩下 150 個左右，
5
其中航行於美國

航線的海運同盟在 1982 年還有 99 個，但是到了 1998 年跌落到 35 個，到了 2001 年只剩

下 19 個。
6
海運同盟數目之減少顯示有逐漸式微之傾向，但不可否認的是，至今其仍是航

運舞台上的主角。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秘書處為了促進世界海商貿易之透

明化，每年均會對「海洋運輸」做報告並加以分析。根據其 2003 年的報告中所表列之資

料可得出下列數據。表一列出前二十大之定期航線貨櫃輪船公司，其排名是根據貨櫃數量

而定。前十大定期貨櫃輪船公司在 2002 年運載將近 340 萬個貨櫃，相當於當年全球總貨

                                                      
4
 忠信，運費同盟新趨勢，航運與貿易，頁 19。 

5
 Cornelia Proehl，Kartelle in der Seeschiffahrt，S.2。 

6
 William  Sjostrom，The Stability of Ocean Shipping Cartels，Shipping Conferenence p.4 

2003。 



 
 海運同盟國際卡特爾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7 

 

 

櫃運送量的 44％。載運量比 2001 年也增加了約 14％。2002 年前 20 大定期航線貨櫃輪船

公司的總貨櫃載運量佔全球船隊貨櫃量之 62％。此一數目字顯示出定期航線船運經由合

併而有集中化之現象，這種集中化的現象或許是因為反托辣斯豁免逐漸減少所造成。
7
因

為大規模經營較不受市場波動之影響，且可因規模經濟而達到降低成本的效果。因此，自

從貨櫃革命以來，海運同盟已發展出其他的形式，從 1970 年開始，已有所謂的「海運聯

營組織」（liner consortia）開始替補海運同盟。1990 年中期有些船運公司已建立起全球策

略聯盟以取代海運同盟，他們之間的協議已不再侷限於特定的航行區域，而是擴展到許多

主要航線的合作，例如區域的後勤補給與共同投資。策略聯盟的經營非常彈性靈活，不但

可達到集結資金、限制競爭、分散風險的效果，且可規避針對海運同盟之國際與國內法之

管制。表一中的許多輪船公司早已建立起策略聯盟。 

 

                                                      
7
   William  Sjostrom，The Stability of Ocean Shipping Cartels，Shipping Conferenence p.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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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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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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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秘書處在報告中也公布 2001 年與 2002 年 3 條最

為重要航線（汎太平洋航線、汎大西洋航線、歐亞航線）之運費費率。表二顯示所有以上

3 航線之費率從 2001 年開始下跌，直到 2002 年才又開始上漲。 

三、針對海運同盟之立法管制 

定期輪船公司無論組成海運同盟或策略聯盟，其主要目的均是為避免毀滅性的過度競

爭。雖然各國競爭法對於事業組織成卡特爾原則上是禁止的，但因考量航運政策對其本國

之利弊，對於定期航運事業組成卡特爾一事卻是一再容忍。歐美先進國家對於海運競爭政

策作成以前，都組織委員會詳細調查各方的意見，在向政府及國會進行報告後才制定成法

律。各主要國家對於海運同盟之國內立法與國際組織對於海運同盟之國際立法均著眼於海

運同盟之優缺點，海運同盟之優缺點來自於對同盟的調查報告。例如 1909 年英國皇家委

員會對於海運聯盟報告書（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Shipping Ring）、1912 年美

國亞歷山大委員會（Alexander Committee）對同盟的調查報告書，乃至於 1970 年Rochdale

報告書，都認為海運同盟就運價穩定、服務規律、對託運人一視同仁以及提供適當船舶實

為其優點，況且定期同盟公司並未賺得超額利潤，
8
因此建議同意海運同盟之存在；但是

                                                      
8
 吳榮貴，對於定期海運同盟是否採取「利潤極大化」之訂價行為的批評與檢討，海洋學

報，航運篇第 19 期，1984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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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同盟也經常使用反競爭策略及濫用獨占地位，因此不得不加以管理。1974 年通過的

「聯合國定期船海運同盟管理規則公約」（簡稱 UN Liner Code）也承認海運同盟的合法地

位，從法規名稱可知問題是如何的管理海運同盟。在美國 1916 年、1984 年的海運法（the 

Shipping Act 1984）與 1998 年的海洋運輸改革法（the Ocean Shipping Reform Act）都立法

許可海運同盟國際卡特爾之存在。歐盟在 1986 年也經由制定一項 4056/86 規則，將海運

同盟豁免於羅馬條約第 85 條有關限制競爭之禁止規定。 

貳、定期航運業之競爭概論 

一、定期海運業的產業特性與競爭政策 

產業競爭有利於公共利益，如消費者可得到價廉物美的物品或服務，社會資源也可得

到充分利用。但是在海運業中，上述論點只可完全適用於不定期船航運業，卻無法完全適

用於定期船航運業，因為定期船航運業者具有公共運送人（common carrier）的特殊角色，

即在特定的航線上及特定的行程表中，無論船隻是否滿載，都必須按照既定的行程起航運

送貨物。因此在論述海運業的競爭政策之前，有必要先介紹定期船航運業與不定期船航運

業。定期船（Liner ship）：係指在固定航線上的各港口間，依照預定安排好的船期固定往

返航行載貨之船隻。定期船好像陸上之公車。早期之定期船大多數為雜貨船，自貨櫃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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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後，已被貨櫃輪所取代。目前定期貨櫃船的四大航線為：遠東－歐洲，遠東－北美，

歐洲－北美，以及亞洲地區航線。不定期船（Tramp ship）：並不航行於固定航線之船隻，

而是視託運人之需要決定航線與航程，通常都會等到滿載才啟航。不定期船好像陸上之計

程車。不定期船大都以租散裝船方式，載運如礦砂、玉米等農工原物料等大宗物資散裝貨

物。
9
 

基於對定期航運業與不定期航運業上之認識，就可知道定期海運業是極度競爭的國際

事業，如果各國的船公司都恣意的各自採取競爭手段，則不僅運送目的無法順利達成，連

船公司的基本盤都有喪失的危險，所以兩家以上的獨立航運公司，在特定的航線上，採取

協同一致的行動，避免不必要的競爭，並藉著共同協定的運價、運送條件、公攤收入和支

出來互保，以增進共同利益，似乎有其必要。所以海運同盟興起之主要原因為懼怕及避免

毀滅性的競爭。海運同盟興起之另一原因則為運力過剩，運力過剩的一個直接原因是造船

技術的進步，船越造越大，初期的大船有規模效應，競爭時占據價格優勢，但到了後來，

各家船運公司都用大船，將運載量 400、500 個貨櫃便已經足夠用的小船換成了可裝載 1000

貨櫃的大船，現今甚至已造出可載運 10000 個貨櫃之超級巨型貨櫃輪，導致實際上之運量

連運力的一半都達不到。尤其是有些國家的船運公司大多為國有企業，為了市場地位，可

                                                      
9
 蔡朝祿，定期貨櫃航運公司經營策略之研究，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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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惜血本及不問市場效益而拼命殺價，最後由國家承擔了行業拼價的損失。但是私人的

船運公司則不能忍受這種局面，只好想盡辦法自我拯救，以恢復行業活命的基本利潤。因

此船東保持著固定時間碰面並交流行業資訊，在超低價運行了一段時間後，終能達成了一

致意見───「自律協議」，例如船運公司必須各自繳納一定的保証金，以保証協議價格的

順利執行。不過其前提必須船運公司採取了限制每艘船裝載量的方法，以杜絕船運公司為

了滿倉而低價攬貨。 

不定期船航運業因有上述的特殊的性質，如果完全開放自由競爭，萬一不幸走入毀滅

性的戰爭，最後僅有極少數的船運公司能生存下來，可能形成獨占或寡占的局面，因此不

僅不會帶來公共利益，可能對消費者也有不利的影響。不過，並不能因為海運業有特殊的

性質而完全不監督管制其行為。就是因為定期海運有這種產業特性，所以各國國內立法與

國際立法才一方面特准海運同盟這種卡特爾組織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對其行為有相當多

的管制。 

二、海運同盟國際卡特爾之實務運作 

（一）同盟協議之性質為卡特爾 

同盟協定（conference Agreement）是在同一條航線上，原本互相競爭之定期船運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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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所訂定之協定。此種協定之目的在於消弭競爭以尋求共同利益。其性質如同公司的章程

可包含許多內容，
10
但是事實上其中主要內容只有二：一為統一運價；另一為服務條件。

因為對託運人而言，選擇航商之主要考量因素之一為運價之高低，另一為服務之良窳，倘

若這兩項因素完全一樣，則航線上雖有多數之運送人，選擇任何一家航商都是一樣的，這

跟沒有選擇餘地幾乎相同。海運同盟業者利用上述協定方式所達成的協議價格及管制運量

實屬競爭法中的「卡特爾」。
11
所謂國際卡特爾係指 2 個或 2 個以上企業，以世界各地不同

市場為範圍而約定劃分市場（以國家別劃分或以貿易地域劃分）、分配顧客、限制生產、

固定價格或維持價格等而言。
12
簡而言之，國際卡特爾亦可稱為國際性的聯合行為，其反

競爭之效果只要發生在我國，則其法律效果原則上應屬無效，除非其能援引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但書所列「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加強貿易效能」，才能豁免於競爭法之制

裁。 

（二）協議之反競爭策略 

1875 年所成立的第一個海運同盟（英國加爾各答海運同盟）的競爭手法非常單純，

即盟員間協議兩件事情：一為在該航線上只能有一定數目的船舶可以航行；二為議訂一最

                                                      
10

 楊德庸，海運同盟法制化之研究，頁 19。 

11
 林光，海運學，頁 378。 

12
 羅昌發，貿易與競爭之法律互動，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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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運價。同盟後來發現，協議這兩件事情似乎還不夠，而必須採用更加複雜的協議內容，

因為僅有統一運價及服務條件仍不足以避免激烈競爭，盟員可能用給予託運人回扣的方式

吸引託運人，因此又有所謂的佣金標準協定（Standerization Agreement）出現。為管制是

否按照佣金標準協定給予託運人回扣，於是有些同盟又設有自律機關（self-policing）加以

調查。其做法為要求盟員必須繳存一筆「優良行為基金」（good behavior bond）給同盟總

部，一旦經盟外中立人士之調查發現有不正經營（malpractice）並經自律機關之裁決即全

部或部分沒收。此外又設立仲裁機關做為自律機關之裁決上訴機關，如果不服裁決，將被

逐出。另外，假如沒有船噸限制及停靠港、航班之限制，各會員為爭取更多的顧客，可能

增加船班及船噸，又會造成船噸過剩及船班重覆之現象，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之下，運價更

不容易維持，因此有些海運同盟又發展出所謂的公攤協定（Pooling Agreement）的限制競

爭的手法。 

但是，此種協議只能限制住內部的競爭，並無法對於盟外船的競爭加以抵抗。海運同

盟組成之目的不僅在於消除內部的競爭，對於來自外部的競爭也要同時消滅。來自外部的

競爭對手有不定期船、盟外定期船與其他海運同盟。對於來自外部的競爭，海運同盟通常

採用的競爭策略有二：一為「忠實協定」；另一為「戰爭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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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德庸，海運同盟法制化之研究，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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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忠實協定」係指同盟與託運人簽訂一種排他性的託運契約（exclusively 

patronage contract），由同盟給予託運人優惠運價，以換取託運人在一定期限內將所有貨物

完全由同盟運送，對於未履行契約之不忠實託運人則科以處罰。此種用鉅額酬金引誘及挾

制託運人之契約，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綁住託運人，使同盟保有穩定之載運貨源，另一方

面可排除外來之競爭。 

忠實協定又可分成幾種型態，其中比較常用的為「延期回扣制」（deferred rebate system）

與「雙重運價制」（dual rate system）。所謂「延期回扣制」是指同盟對所有託運人均收取

同一之運價，但在特定期間內完全委託同盟船隻運送之託運人享有退還一定比例之運價做

為回扣之契約。惟此項回扣必須在期滿後一定時間（一般約 6 個月）才有請求權，所以被

稱為「延期回扣制」。所謂「雙重運價制」是指對於同意將其全部貨物或特定之貨物完全

交由同盟船承運之任何託運人，同盟直接在運價上給予折扣之優惠契約。託運人可立即享

受折扣之利益，不須等待至延宕時期屆滿時才能得到應有之回扣。上述兩種回扣制之目的

均是為了對付盟外船之競爭。 

所謂的「競爭船」係指同盟指派噸位、性能與盟外船相近之盟員船隻，在同一條航線

上以較盟外船更低廉的運價攬貨承運，使競爭者因無利可圖而退出市場，然後再恢復正常

運價，所派出去的船被稱為競爭船（fightting ship）。對於戰爭船營運所造成的損失，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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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盟員分攤。 

近年來，有部份輪船公司，除運費外，又不當加收運價以外的其他費用，例如向進出

口廠商收取不合理所謂的附加費，其種類計有燃油附加費、兵險附加費、費率變動風險費

及貨櫃場作業費 THC (Terminal Handling Charge) ，此舉有加深國際貿易者的負擔。此種

現象在各航線普遍存在，過去中華民國託運協會曾指出，有海運同盟或非同盟輪船公司調

漲收取 T.H.C.的情形，對貨主的權益造成損害。受理海運價報備的港務局及競爭法主管機

關應對類似的附加費之收取多加注意。 

三、從海運同盟之優缺點論海運同盟反托拉斯豁免之存廢 

海運同盟的形成原因，如上所述是因為避免毀滅性的競爭與運力過剩，所以海運業者

必須從競爭走向合作。合作的方式當中有些是會造成限制競爭，此為競爭法所不容許的，

可稱之為惡的行為。合作的方式當中有些是為了合理經營，其目的並非限制競爭，競爭法

對這種行為並不禁止，可稱之為善的行為。有學者因此認為海運同盟為具有善惡雙重本質

之制度，
14
海運同盟既然存在善惡兩面表示其有優缺點。不過其優缺點的評定，從託運人

與運送人的觀點加以觀察可能有極大的不同。因此論及海運同盟之優缺點必須先論述託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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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廷臣，海運聯營與其經濟管制之研究，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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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運送人之關係。 

（一）託運人與運送人之關係 

國際貿易之進行主要是貨主將商品賣到另一國家，而運送之任務則委請運送公司

（運送人）達成，根據契約之約定買賣雙方（進出口商）之一就成為貨物運送之託運

人。運送人之所以從事此一運送服務業，其主要目的是賺取一定的利潤；相對的，託

運人則想得到迅速、安全及價廉的運送服務。託運人的上述夢想寄託在運送市場上存

在多數的運送人讓他有任意選擇的機會，因為多數運送人存在才會有競爭，競爭的結

果優質的廉價服務才會出現；不過，沒有競爭力的業者可能就要從市場上被淘汰出局。

運送市場上的競爭有時如果過於激烈也可能演變成毀滅性的競爭，造成業者無利可

圖，甚至血本無歸的局面。運送人為避免過度競爭，只好採取合作的策略，其中統一

運價是最為通用的手段之一，從運送人的觀點來看，海運同盟的統一運價做法是有利

無敝。但是從託運人的觀點來看，海運同盟的統一運價做法，因無競爭機制而不能提

供迅速、安全及價廉的運送服務，對其是有敝無利的。為了緩和託運雙方立場與利益

之對立，理想的解決之道為必須採用客觀、中立及折中的觀點，即必須從整體經濟或

公共利益的觀點考量。從整體經濟或公共利益的觀點考量後，海運同盟對託運人之優

點大約有下列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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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維持適當之服務及制定統一之運價，而不會造成差別待遇。 

2. 因同盟調整運價前，有義務在兩三個月以前通知，所以同盟所提供之運價可保

持一段合理期間之穩定。 

3. 同盟統一運價之後，雖無價格上之競爭，但盟員為招攬生意，仍會有提升服務

水準之競爭，如改進貨物裝卸技術、縮短運送時間，使託運人之商品得到更迅

速、更細心之照料。 

海運同盟對託運人而言，也有下列之缺點； 

1. 同盟制定之運價往往只顧及自身之利益，因此其所訂定之運價偏高。 

2. 海運同盟因為對於盟員間之競爭加以管制，如果又消弭盟外船之競爭，尤其在

公攤協定之下，盟員就不會在乎託運人的態度，故而降低了服務品質。 

3. 託運人相對於有組織之同盟已立於不平等之地位，同盟如果訂有忠實協定，則

剝奪了託運人選擇運送人的自由。 

（二）OECD 對託運人與運送人關係之調查報告 

由於西歐國家託運人協會提案向 OECD 表達運送人之不合理收費情形，OECD 乃進

行調查，OECD 在 2001 年發表「定期輪運輸競爭政策報告書」，該報告是針對運送人與託

運人所發表對於海運同盟之看法的調查報告。根據該報告，運送人對於海運同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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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海運同盟的反競爭法的豁免是有效且必要的。如果取消此一豁免權，將對國際貿易產

生不利的影響，因為不允許由海運同盟訂定運價後，運價將自由波動，在運力過剩的情況

之下，將導致運送人以低於運價成本去競爭，結果有些運送人將破產，而且其他運送人之

服務品質也會下降。將來能存活過來的航運公司可能只剩下國營的航運公司或接受政府補

貼的航運公司。為了避免走入此一坎坷途徑，航運公司可能加速合併以求生存，如此一來，

可能造成一個更為壟斷的定期輪運輸市場。但是，託運人對於海運同盟的看法則大為不

同，託運人認為運送人上述之說詞並不可採，因為其他產業開放自由競爭後都得到正面的

結果，定期輪運輸業比起這些產業並無特別之處，所以海運同盟不應享有反競爭之豁免。 

OECD 在調查了託運雙方的意見及主要國家對於海運同盟的法制之後認為，國內或國

際上的立法都針對協議條款、運力、運價、公司聯營及反競爭豁免進行嚴格審查，此乃象

徵定期輪運輸市場已逐漸成為一個更自由及更競爭的市場。OECD 認為由於海運同盟的約

束力已逐漸減弱，有些成員已脫離同盟，加以獨立運送人之競爭，海運同盟的實力已大大

不如從前。但是 OECD 經調查並不認為如運送人所說的，取消海運同盟之反托辣斯豁免

會使服務品質降低，因為市場競爭的結果，運送人會想盡辦法以客戶為導向的吸引貨源，

以保持市場占有率。因此，反競爭的豁免權被取消後，市場將變得更為競爭，託運人將可

享受到更為優良的運送服務品質。不過，OECD 考慮到反競爭的豁免權被取消後，雖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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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品質不會降低反而可能更好，而且運價會降低，但是由於定期輪業者可能會採集中經營

的模式，最後並不一定會給託運人帶來好處，因此主張應該維持現行這種對運送人保護性

的管制。 

（三）海運同盟之式微與海運同盟所衍生之海運組織 

海運同盟的確曾經發揮其限制競爭的效果，但是由於有盟外船、不定期船、其他同盟

之競爭，本來就很難壟斷某一航運市場。加以下列因素之影響，海運同盟有逐漸式微之傾

向。 

1. 有些同盟規則太過僵化而無彈性，致使會員紛紛退出 

2. 市場船噸過剩及船舶大型化，惡化同盟與非同盟之競爭，使運價水準大幅下跌，

海運同盟穩定運價的功能喪失 

3. 託運人協會之普遍成立與複合運送業的興起，使海運同盟面對強大的託運談判

對象 

海運同盟為挽回頹勢，曾由數個同盟結合成幾個超級運費同盟，但由於美國 1984 年

海運法所引進之「獨立行動」（Independent Action）及「服務契約」（Service Contract）制

度，造成同盟會員之利益衝突、加深競爭，使得超級海運同盟非但未達預期效果，結果反

較傳統的海運同盟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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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封閉型的「海運同盟」逐漸式微之後，有些海運組織則以協會、協議、聯營組織

及策略聯盟取代「海運同盟」之名稱。這些代之而起的協會、協議，其特色為約束力較為

鬆散、更具彈性。其主要類型計有：「運能或運價穩定協議」（capacity/rate stabilization）、「討

論或對話協議」（discussion/talking agreement）、「海運聯營集團」（consortia）及「策略或

全球聯盟」（strategic/global alliance）。 

1.「運能或運價穩定協議」（capacity/rate stabilization）的目的在於透過有拘束力的

協議，約束航線內各航商的運能擴充及穩定運價。簽署協議的會員可能包括原

本「海運同盟」會員或盟外成員。 

2.「討論或對話協議」（discussion/talking agreement）係由會員透過討論、對話的

形式交換市場資訊，以達到運價調整或運能擴張之非拘束性共識。 

3.「海運聯營集團」（consortia）是透過協議方式，協調會員船舶艙位互換、碼頭

設施共用、船期安排及貨櫃調度等事務，以整合彼此資源，但並不涉及運價等

議題。 

4.「策略或全球聯盟」（strategic/global alliance）是關係更緊密的合作型態，通常

聯盟業者間除合作夥伴關係外，還有股權持有等財務投資之關係。 

上述 4 種新類型中目前僅有「海運聯營集團」（consortia）在歐盟法制化。而「策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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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聯盟」（strategic/global alliance）是自 1996 年以來在航運界最常被使用的新型態。其

各有形成背景，以下分別就「海運聯營集團」（consortia）與「策略或全球聯盟」

（strategic/global alliance）介紹。 

由於海運同盟遭遇到亞太新興國家船隊之低價競爭，逐漸喪失競爭力，歐洲國家船隊

乃於 1965 年開始尋求協定運價以外之合作經營策略，即結盟為所謂的「聯營集團」

（Consortia）。例如 1965 年英國 4 家航運公司組成 OCL（Overseas Containers LTD），使成

為一家完成獨立的航運公司，4 家航運公司的船舶由 OCL 保有營運，此為「聯營集團」

（Consortia）之濫觴。有關「聯營集團」（Consortia）的定義相當紛歧，Rochdale 報告書

的定義為：「聯營集團」（Consortia）的本質是合夥人之間以一份事先聲明的約定，加入一

企業。「聯營集團」（Consortia）的成員間以互相代理、共用設備、共同投資的方式進行合

理化的經營。歐盟理事會於 1986 年所制定之 4056\86 號規則是否亦可適用於「聯營集團」

（Consortia），似有爭議。歐盟理事會經研議結果認為，「聯營集團」（Consortia）只要不

涉及貳家以上公司因結合而形成獨占或寡占之局面，是有助於海運服務之合理化。為使「聯

營集團」（Consortia）亦取得合法之地位，歐盟理事會於 1992 年通過 479/92 號規則，授權

執委會制定施行細則，使「聯營集團」（Consortia）在一定條件之下亦可豁免於競爭法之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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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策略聯盟則是近 10 年來，在國際企業間被討論與援用最為廣泛的競爭策略。策

略聯盟之所以引起重視，乃因為單一企業發現獨自發展有利益的目標時，過於困難或成本

過高。一般對策略聯盟的定義如下：兩家或兩家以上的企業組織，為達成特定的策略目標，

及達成特定的市場目標，彼此交換或提供所需的資源，以增強企業組織的競爭優勢與競爭

力。採策略聯盟可達到下列之目標 

1. 策略聯盟的目標是為了減低競爭性，而能控制競爭情勢。 

2. 策略聯盟可使成熟產業合於經濟原則，且可使區域性企業突破產業邊界，而獲

得全球性網路。 

3. 運用策略聯盟可以達到降低經營風險、節省成本，資源互補、規模經濟、垂直

整合等效用。 

海運業採策略聯盟方式經營，不僅能使業者因達到經濟規模、降低成本、開拓全球化

的市場而帶來增加利潤及提升競爭力的好處，且可以因運送時間的縮短、航線與班次的密

集而帶來客戶滿意度與完善的服務。海運業的策略聯盟方式包括：運費同盟協定、公攤協

定、聯營協定、船期協定、轉運協定與混合協定，運價穩定協議、共同派船、艙位互租/

艙位租用與艙位互換等。
15
 

                                                      
15

 蔡朝祿，定期貨櫃航運公司經營策略之研究，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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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航運立法與競爭政策 

美國為反托辣斯法之發祥地，更是開以國內法管制國際海運同盟卡特爾之先河，其法

制一向為各國立法之參考指標，美國航運立法與競爭政策之經驗實可做為我國立法政策借

鏡。 

一、美國 1916 年海運法對海運同盟之管制 

美國眾議院於 1912 年指派「海運及魚業委員會」（Committee On Merchant Marine and 

Fishery）在眾議員 Joshua W. Alexander 主持下對海運同盟展開調查，欲了解海運同盟之

經營是否違反反托辣斯法。歷時兩年後，1914 年亞歷山大報告書（Alexander Report）出

爐，一方面認為海運同盟有穏定運價等優點，另一方面也承認海運同盟具壟斷性與獨占

性，對託運人有任意調整運價、岐視措施與報復行為的缺點。但是在考量海商管理政策與

反托辣斯政策後，委員會傾向於肯定海運同盟之價值。因為，在禁止合併經營之美國，倘

解散現有同盟，則美國之船公司將無法再合作，陷入價格戰後，船公司必成批倒閉，以致

託運人與運送人，連帶美國之經濟，均將遭受到損害。
16
此一立法政策應為受到毀滅性競

爭理論所影響。 

                                                      
16

 楊德庸，海運同盟法制化之研究，頁 77。 



 
26 第 1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美國國會於 1916 年採用亞歷山大報告書（Alexander Report）之建議制定「海運法」

（Shipping Act）。該法主要精神有二：一、承認海運同盟之合法性地位，有條件的使其豁

免於反托辣斯法之適用。二、嚴格禁止一切不正當的營業行為。其關鍵性條文為第 14 與

第 15 條。該法第 15 條規定運送人成立同盟之協定應報備於聯邦海運局 FMB（Federal 

Maritime Board），經其批准認可後，同盟可豁免反托辣斯法之制裁。同盟協定必須載明准

許船東得自由加入或退出同盟組織，對於未設置自律制度之同盟，均不予批准。第 14 條

規定禁止採用1.延期回扣制2.競爭船3.對託運人之任何報復或歧視行為4.與託運人締結不

公平或不正當歧視之契約 5.給予託運人不正當或不合理之優惠。
17
 

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美國對於海運同盟是採取比較強硬的競爭政策，例如第一次世

界大戰以後，美國要求海運同盟必須採開放式的型態，亦即海運同盟組織不能拒絕船運公

司加入該組織，此與當時在美國航線上運作的大部份都是封閉式的海運同盟組織形成強烈

的對比。同時要求同盟協議必須向 FMC 報備及受其監督。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對海運同盟的態度更加強硬，1950 年代因海運同盟被抱

怨濫用權利，美國行政主管機關及司法部展開雷厲風行的調查，法院也開始挑戰海運同

盟，並做出許多不利海運同盟的判決，其中最著名者為 1952 年 Inbrandtsen 案。此舉乃造

                                                      
17

 楊德庸，海運同盟法制化之研究，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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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961 年海運法的修正案，
18
該修正案之主要內容為加強 FMC 的職權，即同盟協定有違

反「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者，FMC 得撤銷、駁回或修改之。1968 年的 Svenska 案

中，法院要求海運同盟必須舉證協定之正當性，而不應由 FMC 闡明何以被駁回之原因。

同時，FMC 可對同盟所舉之協定合乎公共利益且有必要性之證據提出反證。 

二、美國 1984 年航業法 

1916 年美國國會制定「海運法」，給予海運同盟「反托辣斯法的豁免權」，將海運同

盟排除在反托辣斯法的適用之外。由於貨主不滿海運同盟之行徑，指出其行為之「反競爭

性」（anti-competition），美國國會遂於 1984 年修訂 1916 年之海運法。1984 年之新法雖然

仍然保留海運同盟之「反托辣斯法的豁免權」，但其內容轉而較保護託運人，亦即朝向開

放海運市場，維持競爭的規定。其具體措施如下
19
： 

1. 海運同盟必須為「開放性同盟」（open conference）； 

2. 會員公司有獨立採取不同運價行動、提供不同服務的權利（independent action）； 

3. 引進服務契約（service contract）； 

                                                      
18

 N. Shashikumar，The U.S. Ocean Shipping Reform Act of 1998：An analysis of its econom  ic 

impact on carriers, shippers and third parties，s.1。 

19
 蔡明欽，美國 1984 年海運法之修訂對 1996 年越太平洋定期船海運市場之影響，運輸計

劃季刊，第 25 卷第 3 期，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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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給予託運人組織協會的權利（right to form shippers associations） 

5. 禁止運用「競爭船」（fighting ship）對抗盟外船公司； 

6. 禁止會員公司提供「延期回扣」（deferred rebates）予貨主 

7. 禁止會員公司與貨主簽訂「忠誠合約」（loyalty contract）； 

8. 禁止海運同盟對盟外船公司之貨主採取報復措施； 

9. 禁止海運同盟在運價、服務上對貨主有歧視待遇； 

10. 新法規定費率協定必須申報，但不必事先批准。不過，如果協定不符合形式規

定，海事委員會仍可拒絕受理。
20
 

該法之特色為對運送人及託運人之利益都加以考量，即一方面擴大運送人之反托辣斯

豁免權，另一方面亦加強對託運人之保護。擴大運送人之反托辣斯豁免權是指諸如報備事

項之明確化、審批程序之簡化及協定自動生效等。換言之，該法使得政府對海運同盟之管

制減少，即從「政府管制」（government regulation）走向「託運人管制」（shipper regulation）。

加強對託運人之保護主要是指諸如允許託運人組織與運送人談判及採用「服務契約」，使

船貨雙方能締結健全的契約。加以准許盟員之「獨立行動權」及廢除「雙重運價制」，使

託運人更不容易為運送人所掌握。 

                                                      
20

 張漫若，美國 1984 年海運法對海運同盟之管制，運輸計劃季刊第 13 卷第 4 期，頁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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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法以「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 standard）作為審閱協定是否合法的標準非常嚴苛，

也予以廢止。新法則採取所謂「基於合理基礎推斷」（reasonable basis to conclude）作為審

查之原則。即申報人之行為或活動，基於合理推斷，認其從事之活動及簽署之協定係依據

業經申報及生效之協定所認許，因而其活動或協定應為反獨占法所豁免。1984 年美國海

運法使 FMC 由昔日掌握協定之絕對命運跌落至僅有勸導改善之消極地位，政府管制權之

萎縮不可謂不大。
21
 

不過應特別注意者，1960 年貨櫃革命後，海路空聯合運輸型態興起，海陸空聯運費

率（Through Rate）並不在 1984 年美國海運法豁免範圍內，即有關與空運、鐵路、公路及

海運業者間或其相互間涉及美國境內運輸之任何協定不受反托辣斯豁免之保護。這使得海

運同盟逐漸式微，相對的，盟外船則漸漸的占有優勢，逐漸取得更大的市場占有率。 

三、美國 1998 年海運法 

儘管美國 1984 年海運法對於託運人之保護已有所改善，但是美國國家產業運輸聯盟

（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portation League，NITL，美國託運人組織）對於海運同盟享有「反

托辣斯法的豁免權」仍耿耿於懷，致力於修訂 1984 年之美國海運法，其目的是要將海運

                                                      
21

 楊德庸，海運同盟法制化之研究，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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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之反托辣斯豁免權取消、運價報備制廢除。
22
美國國會終於在 1998 年制定「航運改革

法」（The Ocean Shipping Reform Act of 1998，OSRA），並於 1999 年 5 月 1 日生效。航運

改革法仍然維持保留海運同盟之「反托辣斯法的豁免權」，其理由為當歐洲各國允許海運

同盟享有「反托辣斯法的豁免權」時，為了保護美國的運送人，美國政府也應賦予運送人

在反壟斷法下有權享受豁免權。但是為了保護託運人之利益及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定期輪航

運市場，有必要調整 1984 年海運法之規定，尤其是去除 1984 年海運法中的一些管制規定，

並以契約運送體制（contract carriage system）更替公共運送體制（common carriage system），

23
其具體措施如下： 

1. 引進秘密契約（confidential contract），即託運雙方可將運送契約中的主要條款

視為秘密，而不必向海運同盟其他盟員公開； 

2. 海運同盟不能約束運送人與託運人之間所達成運送契約之條款； 

3. 取消向海運主管機關進行運價報備之制度，改為在電子船期表中公布運價、運

送貨物的數量、期限、出發港和目的地港； 

                                                      
22

 蔡明欽，美國 1984 年海運法之修訂對 1996 年越太平洋定期船海運市場之影響，運輸計

劃季刊，第 25 卷第 3 期，頁 521。 

23
 N. Shashikumar，The U.S. Ocean Shipping Reform Act of 1998：An analysis of its economic 

impact on carriers, shippers and third parties，s.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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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允許會員公司與貨主簽訂「忠誠合約」（loyalty contract）； 

5. 允許會員公司提供「延期回扣」（deferred rebates）予貨主，但必須通過主管機

關之審查，如有違反，將受到處罰； 

6. 取消所謂的「跟進」條款，使得運送人不需要承擔只要給一個託運人優惠運價，

就必須同時給其他託運人相同優惠之義務。 

因為海運改革法允許服務契約保秘，使雙方能更靈活的談判，以達到各自滿意的條

件。經由這樣的談判，海運運價將從供需關係來決定，比較能反應合理的價格。所以該法

提高了海運的競爭和效率，其所造成的可能負面影響應該是對小託運人比較不利。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1998 年海運改革法並沒有改變無船運送人（NVOCC，non vessel operating 

common carriers）全面公開運價的義務，因此，他們仍然必須把所有的運價資訊公開，而

有船運送人卻可以自由的和託運人秘密的服務契約。就這一點而言，無船運送人是受到不

公平的對待，因為無船運送人不得單獨與託運人或託運人協會簽訂服務契約，使其服務範

圍受到了限制。
24
 

由於海運改革法允許運送人與託運人自行談判服務契約，運送人當然重視大型託運

                                                      
24

 N. Shashikumar， The U.S. Ocean Shipping Reform Act of 1998：An analysis of its economic 

impact on carriers, shippers and third parties，s.4,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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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於中小型託運人可能比較輕忽，因此大型託運人比較小型託運人占有談判優勢。處

於劣勢的中小型託運人可能必須聯合起來與運送人談判，才能爭取到較有利的服務契約。

而中小型託運人應尋另一途徑與無船運送人合作。 

雖然按照海運改革法的規定，海運同盟所公布的運價對其盟員仍有強制性的作用，但

是協商協議組織允許其成員就各種問題訂定政策、交換資訊、討論運價、費用和服務條件，

並且可以在自願的基礎上採取一致的行動，因此，在美國航線上的大部份船運公司都已用

協商協議組織的方式經營。自改革法生效以來，以固定運價的海運運同盟組織在美國航線

上的數目愈來愈少，取而代之的是協商協議組織（Discussing Agreement）。這種現象顯示，

美國航線上的壟斷正在被打破當中。 

改革法一方面繼續承認海運同盟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允許海運同盟盟員採取更方便的

獨立行動，例如增加了服務契約的保密規定、允許協議組織採用自願性的行動準則，因此，

從表面上看海運同盟雖然存在，但是事實上，運送人之間的競爭已逐漸增強，市場導向的

效果也慢慢顯現出來。 

美國 1998 年之「航運改革法」雖然維持保留海運同盟之「反托辣斯法的豁免權」，不

過因上述具體措施，使運送人與託運人間可以進行一對一的商議運送契約之內容，海運同

盟原來的聯合定價功能已逐漸減弱，海運同盟有無「反托辣斯法的豁免權」已經顯得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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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不重要了。不過，美國國家產業運輸聯盟仍認為，只有逐步取消運送人這種不合理的權

利，才能促進一個公平、有效、健全及完善的航運市場。 

四、美國海運同盟之報備制度 

1909 年英國皇家航業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Shipping Rings）之調查報告認為，

海運同盟具有運價之穩定性與服務之規律性兩項優點，而這些優點基本上必須仰賴忠實協

定及其他類此契約之有效保障，而為保持此類協定之公正性，唯一的辦法即將這類協定報

備於主管機關，由其管理監督同盟之營運，其中尤其重要者為公布同盟之運價，以避免同

盟壟斷運價。
25
此為海運同盟報備制度之最早被提出之觀點，後來在美國海運法中被發揚

光大，而為世界其他各國所仿傚。 

美國在 1961 年以前極端獎勵海運發展，海運振興之利益即為公共利益，海運同盟協

定只要未牴觸海運法第 15 條之表面證據（prima face）而報備於聯邦海運署（FMB，Federal 

Maritime Board），幾乎都可獲得批准。美國 1961 年之海運法修正案撤銷 FMB，成立聯邦

海事委員會（FMC，Federal Maritime Board），其主要功能為受理海運同盟協定之報備與

批准。由於幾乎所有海運同盟協定均具有反競爭性，如未獲批准，則系托辣斯行為，將受

                                                      
25

 楊德庸，海運同盟法制化之研究，頁 65。 



 
34 第 1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制裁，故有無獲得批准乃成為海運同盟協定是否合法之要件。新法第 15 條賦予 FMC 有權

決定批准海運同盟協定。FMC 同時也可以撤銷、駁回及修改海運同盟協定。其批准與否

的關鍵標準為是否符合所謂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亦即海運同盟協定只要不悖

於公共利益之下，就能獲得批准。至於是否符合是否所謂的「公共利益」則必須由報備人

負舉證責任。法院與 FMC 對於「公共利益」的標準則在於「重大的運輸須要」（serious 

transportation need）或係保障重要之大眾利益（public benefits）。FMC 在審理批准案時還

必須考量協定是否以最少限制競爭之方式達到其目的。1961 年之海運法修正案以「公共

利益」如此抽象概括之標準做為准駁之依據，使 FMC 有極大的權限，因此，海運同盟協

定之獲得批准日漸困難。 

由於貨櫃化的興起必須投入龐大資金，加上遇到兩次石油危機，使得世界經濟陷入不

景氣狀態，各國紛紛採取保護主義政策，為避免美國海運業走向日暮窮途，1984 年美國

更新海運法，解除對海運同盟的束縛，賦予其較大的活動空間，亦即擴大海運同盟反托辣

斯豁免的範圍。在報備制度上有所修正，主要者為協定報備事項之明確化、審批程序之簡

化及協定自動生效。
26
 

1995 年美國國家工業交通聯盟認為 1984 年的航運法已經過時，例如運價報備制度本

                                                      
26

 楊德庸，海運同盟法制化之研究，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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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為了託運人的利益，結果增加了在市場競爭中的成本，降低效力，因此要求修訂 1984

年的航運法。1998 年終於制定出一部稱為「航運改革法」（OSRA），其與報備制度有關者

為服務契約不必再向 FMC 報備，即允許運送人與託運人雙方所簽定的服務契約加以保

密。同時也取消了運價報備制度，取而代之的是電子方式公開運價。 

肆、聯合國航運立法與競爭政策 

一、聯合國海運同盟公約（UN Liner Code）之背景 

二次大戰後，定期航線遭受到海運同盟之壟斷，而海運同盟幾乎全掌握在已開發國家

的手裡，一方面使開發中國家之船隊不易發展，另一方面也對開發中國家的國際貿易有負

面的影響。開發中國家於是想透過立法的方式實施貨載保留（Cargo Reservation），以壯大

自己的國輪船隊，並分享海運市場的利益。 

起初，開發中國家是透過雙邊協定的方式實施貨載保留，但是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屬國

力較弱之小國，恐怕因此成為國際報復之目標，所以用雙邊協定的方式實施貨載保留並非

長久之計。所幸開發中國家在聯合國中居多數，其可利用貨載保留的方式來保護自己航運

業的發展。基此考量，最好的辦法莫過於透過聯合國制定一套公約以供各國遵守。同時聯

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鑒於海運同盟具有濃厚的國際性，各國雖有立法以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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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介入，但畢竟為國內立法，無法建立國際性的規範，海運同盟的立法工作於是從 1964

年透過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開始

蘊釀，直到 1974 年 4 月 6 日終於在日內瓦通過了「海運同盟行為規則公約」（Convention 

on a Code of Conduct for Liner Conference，簡稱為聯合國海事同盟公約， UN Liner Code）。

有學者認為，此公約與其說是一部規範定期船同盟之世界性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約，不如說

是開發中國家向已開發爭奪「海運經濟大餅」的工具。
27
正是因為如此，已開發國家並不

急著加入，使此部公約直到 1983 年 4 月 6 日荷蘭、西德批准加入後，符合公約第 49 條應

於 24 國以上簽署並其船噸合計達世界的總噸數 25％以上之日起 6 個月後才正式生效，自

此關於海運同盟有了國際性的統一規範。
28
 

二、聯合國海運同盟公約（UN Liner Code）之三目標與三原則 

由於定期船行業具有國際特性，只有像美國這種超級強權才有可能以國內法規範之，

一般小國對於具國際性之企業加以管制時，很容易遭遇到報復。因此欲對海運同盟有效加

以管制應從國際立法下手。任何一部法規之制定，都必須考量到其立法目的與原則，所以

UN Liner Code 之前言即揭橥了公約之三項目標及三項原則：本公約締約國希望改進海運

                                                      
27

 李啟明，從法律與經濟觀點論聯合國定期船行為規則同盟公約，頁 14。 

28
 柯澤東，論海運同盟之法律規制，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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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制度確認需要一項能為全世界接受之海運同盟管理法規，因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其國

際貿易有關之海運同盟之活動有其特殊之需要及困難，因此同意在管理規則中表達下列各

項基本目標及原則： 

目標一：便利世界海運貿易做有規律之擴展。 

目標二：促進能符合有關貿易規定之規律而有效率定期船服務之發展。 

目標三：確保定期船運輸服務供需雙方利益之平衡。 

原則一：海運同盟所為之決策其實施不應歧視任何船東、託運人或任何國家之對外 

貿易。 

原則二：於受到請求時，海運同盟在適當之主管機關參與之情況下，與託運人之機 

構、託運人之代表及託運人就其共同有關之事項，展開有意義之協商。 

原則三：海運同盟應對利害關係人提供其本身與各關係人有關聯之活動，並應就該項

活動公布有意義之資料。
29
 

三、聯合國海運同盟公約（UN Liner Code）之主要內容 

聯合國海運同盟公約 UN Liner Code 全文共分為 7 章，54 條條文，除前言之目標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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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德庸，海運同盟法制化之研究，頁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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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外，係由二大部份及二附件組成，主要內容包括定義、運費同盟（freight conference）

會員間之關係、與託運人之關係、自律制度（self-policing）、運費費率（freight rates）、及

國際強制調解（international mandatory conciliation）。 

從上述目標與原則之內容可知，公約雖有目標及原則之確立，且公約之目標與原則非

常深遠，但是國際性之立法因必須兼顧大多數國家之利益，常於具體條文中保留相當之彈

性與妥協，這種現象也出現在UN Liner Code 之中。因為海運以世界為適用範圍，惟各國

經濟發展懸殊，海運實力相差甚遠，先進國家希望對於海運之管理採取自由放任政策，藉

以維持其領先地位；開發中國家則為了建立海運船隊，希望公約多加約束先進國家之海運

同盟，多採取保護政策，其最明顯的例子為公約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貿易線兩旁國家有各

40％貨載分配之權，如有第三國船公司時，該類公司對於上述之運價或貨載量亦有權分配

運相當部分，例如 20%。此即為公約中最著名的且爭議最多的 40：40：20 貨載分配公式。

上述貨載保留之規定，乃公約為符合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共同期待，所產生之妥協產

物，該公約因此被認為立法之政治性因素較經濟性因素為高。
30
 

但是這種保護主義式的妥協立法並未帶來預期的效果，例如世界上最重要的貿易強權

美國自始至終都未曾同意 UN Liner Code，歐盟起初對於 UN Liner Code 也是採取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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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德庸，海運同盟法制化之研究，頁 143－145。 



 
 海運同盟國際卡特爾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39 

 

 

態度，後來為了建立對全球海運經濟共同努力的形象，歐洲共同體部長會議乃於 1979 年

5 月 15 日對公約做大幅保留通過第 9541/79 規則，此即為著作名的「布魯塞爾協定」。協

定鼓勵歐洲經濟共同體（EEC）會員國認可或加入公約，但 EEC 本身不加入締結國。由

於「布魯塞爾協定」的大幅保留，使歐洲大部份定期航線均不得適用公約之主要規定。據

估計，由於「布魯塞爾協定」之適用，將使全球定期航線貨載相當大的部分不受公約之拘

束，足見其影響之大。 

四、聯合國海運同盟公約（UN Liner Code）之與美國法之主要差別 

美國之所以不願意加入 UN Liner Code，其主要原因為公約對海運同盟管制之目標與

規範重點與美國法有下列顯著之差別。 

1. 公約之動機為在於改進海運同盟制度，其不但不認為海運同盟是不可取的，甚

且認為是優良的制度。公約之簽約國並非希望管理海運同盟或限制海運同盟濫

用其權力。因此其是就正面規定適當行為應遵守之準則，而非自負面規定不法

之行為。相反的，美國的立法態度認為海運同盟是不可取、有害商業貿易之制

度，必須藉由管理海運同盟，嚴格監督其經營行為，才能防範海運同盟之弊端，

因此其規範之方式中作為與不作為義務之命令規定與禁止規定甚多，並附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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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不履行之行政罰。 

2. 公約的制定並不懷疑海運同盟的合法性，只是把它當作是一跨國企業之經營方

式，尤其強調其具有對海運服務及運價穩定之優點，即在肯定其合法性與正當

性的前提下，致力於追求海運同盟之妥當性與公平性。相反的，美國立法者將

海運同盟視為一種違反托辣斯法之企業聯合行為，其合法性值得懷疑，只不過

因遽然禁止它，將導致美國航運業陷入惡性競爭的境地，無法與外國航運業者

競爭。在不得以的情況之下，乃在一定的範圍內例外給予豁免，但是，如果超

過豁免標準之行為仍應受到反托辣斯的制裁。 

3. 基於上述之信念，公約明文規定可以使用在美國法不允許之忠實協定（如延期

回扣、雙重運價制度）。 

4. 公約明文規定貨載保留，即在海運同盟營運區域內之兩國間貿易，各該國之國

籍船公司，就上述貿易所生之運價與貨載有相等之權利。
31
 

伍、歐盟航運立法與競爭政策 

一、歐盟海運競爭政策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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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德庸，海運同盟法制化之研究，頁 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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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運同盟創設以來，世界各國對其所採取之態度，不外是放任、堅決反對與公平競

爭之監督。英國為放任主張之代表，
32
大部份海運保護主義國家則堅決反對海運同盟之存

在，歐盟本來對於海運同盟並不積極立法，但是自從 1974 年聯合國海運同盟公約制定後，

對歐盟產生一定的壓力，歐盟乃開始對海運同盟展開立法的工作，其立法態度採取公平競

爭之監督一途。 

由於聯合國 1974 年所確定海運同盟之貨載分配基本原則與羅馬條約中有關競爭以及

自由提供服務等基本原則有所衝突，另外當時歐盟各國對聯合國公約之態度也有極大的差

別，為了協調歐盟成員間的立場及顧及到歐盟有關競爭的基本原則，理事會乃於 1979 年

5 月 15 日通過了「布魯塞爾規則」。該規則將整個歐盟地區視為一個國家，歐盟各國與某

開發中國家進行運輸時，保留貨載的 40%給該開發中國家，其餘的 60%由歐盟國家以自

由競爭的方式承運；然而，其他第三國將無權參加承運。歐盟成員國與「經濟合作發展組

織」（OECD）之成員國之間就海運發生爭執時，並不根據聯合國所規定的強制調解，而

是採仲裁解決之方式。由此可見「布魯塞爾規則」已修正聯合國公約之若干規定，使得歐

盟內部及歐盟與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國家間的航運自立一套規範，而歐盟各國及經濟合作

及發展組織國家又大都是經濟與航運大國，所以此一種自立之規範之適用範圍反而大於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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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公約。 

二、歐盟 4056/86 號規則－對於海運同盟之立法管制 

繼「布魯塞爾規則」之後，歐盟又於 1986 年制定 4056/86 規則。因羅馬條約本身並

無明文規範海運事務，但是羅馬條約第 85、86 條之競爭規定
33
可適用於各行各業，當然也

包括海運業，歐盟的海運競爭法規乃根據羅馬條約第 85、86 條於 1986 年所制定。4056/86

規則的主要宗旨是在一定的條件之下，給予海運同盟集體反競爭法之豁免（block 

exemptions）。
34
其承認海運同盟存在的理由一如過去美國與聯合國公約之理由，即謂海運

同盟具有穩定市場、保證託運人可獲得可靠服務的功能。如果船公司不能組織海運同盟，

其所能提供的運力及運費將不可能如此的充足及優惠。此外，海運同盟以外還存在其他運

輸競爭者，所以不必擔心定期航運市場不存在競爭的環境。以下為 4056/86 規則之主要內

容： 

（一）歐盟 4056/86 號規則主要內容 

本規則一方面承認海運同盟之合法地位，可集體排除羅馬條約第 85 條第 1 項聯合行

                                                      
33

 羅馬條約第 85、86 條經 1999 年阿姆斯特丹條約之修訂，現已變成「歐洲共同體條約」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C Treaty）之第 81、82 條。 

34
 Henrik Tunfors， Liner Conferences，s.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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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禁止之規定，另一方面對集體豁免條款附加條件與義務，使包括託運人、受貨人與承攬

人在內之海運使用人，能與同盟在平等的基礎上諮商議價，重新回復海運市場之機能。 

本規則集體排除羅馬條約第 85 條第 1 項聯合行為禁止之規定，這些聯合行為包括： 

1. 對航運時間表、船舶開航及到港日期之協調。 

2. 船舶開航及到港頻率之決議。 

3. 同盟盟員間船舶開航或到港事項之協調與分配。 

4. 就盟員提供之運量作出一體遵守之規則。 

5. 對盟員收益或貨載之分配。 

除上述集體豁免規定外，本規則為促進海運技術之創新與達成海運技術之合作，而將

某些技術性之約定，亦排除羅馬條約第 85 條第 1 項聯合行為禁止之規定。這些技術性約

定包括： 

1. 船舶或其他運送方式、設備、補給或固定設施，其統一標準或類型之適用或引

進。 

2. 為經營運送服務，而交換使用或共同分配船舶、船艙、櫃位及其他運輸工具，

員工、設備或固定設施。 

3. 接續與補充海上運輸作業之執行與組織，及其作業費率與條件之適用與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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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聯結航路上海運時間表之協調。 

5. 對運費之費率結構與條件，制定統一適用之原則。 

歐盟「第 4056 號規則」雖然給予「海運同盟」反托辣斯之豁免，但是並非毫無條件，

而是必須遵守下的規定： 

海運業者間之協議不能損及託運人或運輸使用人之權益、海運業者有與運輸使用人諮

商的義務、運輸使用人應能夠自由選擇內陸運輸及碼頭周邊服務、海運業者之費率表應能

夠公開取得。海運同盟協議如果違反上述規定，歐盟執委會得撤銷其集體豁免。 

（二）歐盟 4056/86 號規則與美國海運法之主要差別 

歐盟 4056/86 號規則與美國海運法雖然皆肯定海運同盟制度，唯仍有下述之差異： 

1. 本規則並不區別開放或閉鎖之海運同盟，而一律給予競爭規則之豁免，但 1984

年美國海運法第 5 條則只承認開放式海運聯盟之才能享有反托辣斯之豁免。 

2. 本規則並未如美國海運法特別明列海運同盟盟員禁止之行為，例如禁止盟員採

用忠實協定、採用競爭船等。但是本規則則允許盟員與託運人訂定忠實協定。 

3. 本規則除委員會進行調查外，並未要求盟員將運費費率送交審查，但美國法則

規定盟員必須將運費費率送交審查，以做為是否給予豁免之要件。
35
 

                                                      
35

 王國傑，歐洲共同體海運競爭法規之研究，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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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對於海運聯營集團（consortia）之立法管制－870/95、823/2000

號規則 

歐盟不僅針對海運同盟做出豁免於反競爭法之立法，同時也針對聯營組織制定出規

範。1992 年理事會通過第 472/92 號規則，確立了關於聯營組織立法的指導性準則。該規

則指出，定期航運運輸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貨櫃化的不斷發展致使運送人之間必須進一

步的合理化合作，聯營組織合理化的合作可使託運人享受到更優質的服務。為了有利於歐

盟國家船公司在國際定期航運市場的競爭力，應允許聯營組織的存在，使其取得規模經濟

的優勢。歐盟理事會即根據 472/92 號規則分別在 1995 年和 2000 年通過了第 870/95 號規

則和第 823/2000 規則。以下為 870/95 號規則之主要內容： 

所謂「海運聯營集團」是指提供國際間定期船之貨物運送服務，涉及二家以上經營船

舶運送之運送人所為特定行業之協議。其目的是達成海洋運輸服務聯合營運的合作，從而

改善各聯營集團成員所提供之服務，俾其營運合理化。 

「海運聯營集團」之反托辣斯集體豁免是指下列不適用競爭法之規範： 

（一）共同經營定期船運送服務，包含下列活動 

1. 共同訂定航行時刻表及決定停靠港； 



 
46 第 1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 船舶空間或艙位之交換、買賣或互租； 

3. 船舶及港口設備之公攤； 

4. 聯合辦公； 

5. 貨櫃、船身底部及其他設備之供應及租賃或買賣契約； 

6. 電腦化的日期交換系統及共同文件提出系統之使用。 

（二）權宜的調整運量（只能因季節性、週期性之改變而調整運量，其目的為使聯營

集團船舶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但不能凍結一定比例之運量以限制競爭） 

（三）港口貨櫃場站及相關設施之共同經營或使用 

（四）參與船舶公攤、收入公攤或淨收入公攤 

（五）由同盟會員所組成之「海運聯營集團」，關於「海運聯營集團」本身的活動，該

「海運聯營集團」之聯合投票行為 

（六）共同行銷組織與共同簽發提單 

（七）其它超出上述範圍之活動，但為上述活動實施之必要輔助活動
36
 

按照 870/95 號規則第 5 條規定，「海運聯營集團」之行為必須滿足下列要件之一，方

得依本規則第 3 條之規定予以除外 

                                                      
36

 何之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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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運聯營集團」所屬的同盟中，存在有效的價格競爭。亦即基於同盟協議之

授權，或同盟協議不具強制效力，允許其成員可以針對任何列於同盟價目表上

之運費採取自主運費訂價。 

2. 「海運聯營集團」所屬同盟中，存在充分有效的服務競爭。此有效服務競爭之

存在，是由於協議中明確的允許「海運聯營集團」得任意進行服務商議；亦即

就有關運輸服務的密集和品質及因應運輸使用者之特殊要求，「海運聯營集團」

享有調整其服務型式的自由。 

3. 無論「海運聯營集團」經營之航線上，是否有海運同盟之存在，「海運聯營集團」

受有非「海運聯營集團」成員之有效的或潛在或實質的競爭。 

上述之要件乃「海運聯營集團」反托辣斯豁免之積極要件。
37
此外尚必須符合下列之

消極要件，亦即不得有下列情形： 

1. 海運聯營集團」隸屬於該航線之海運同盟時，其市場占有率超過所泊港口總貨

物量之 30％，若該「海運聯營集團」不隸屬於任何海運同盟，其市場占有率超

過所泊港口總貨物量之 35％。 

2. 「海運聯營集團」禁止其成員依據個別的契約，提供成員本身個別的服務商議。 

                                                      
37

 何之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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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運聯營集團」之協議禁止其成員退出該「海運聯營集團」，或對退出聯營之

成員課以違約金，特別是要求退出聯營之成員停止所有運輸活動。 

4. 「海運聯營集團」規定須使用共同行銷網路，禁止其成員建立獨立的行銷網路

或採取不同的策略。
38
 

雖然歐盟對於海運同盟的發展起步比美國、聯合國較晚，立法過程也盡量保持與美

國、聯合國一致之步調，晚近幾年由於立法的完善及歐盟實力的增長，反而成為主要國家

航業立法及修法的重要參考依據。 

四、歐盟聯合行為除外規定之檢討 

傳統海運同盟組織所扮演協議費率的角色逐漸受到質疑，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都

對是否應允許海運同盟行為豁免反托拉斯法規定進行檢討。歐盟執委會自 2003 年初開始

進行「第 4056 號於海運同盟集體豁免規定」的檢討程序，並發行一份協商文件「Consultation 

paper on the review of council regulation No. 4056/86 laying down detailed rul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article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to maritime transport」以供各界提供是否廢除海運

同盟之參考。檢討聯合行為除外規定（block exemption）是否有必要，則又必須回去羅馬

條約第 85 條檢視其構成要件。 

                                                      
38

 何之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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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條約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但第一項的規定得被宣告不適用； 

－事業間之約定或約定類型， 

－事業團體之決定或決定類型，及 

－一致性行為或一致性行為類型 

對商品的生產或分配之改善，或技術或經濟進步之促進有貢獻，且確保使用者能公平

分享其所導致之利益，而無（a）為達此目的而對相關事業課以非必要的限制；（b）於涉

案產品之重要部分，賦予事業排除競爭之可能性 

根據此一條文之精神，一事業之聯合行為必須合乎下列 4 項條件：1.促進經濟進步有

貢獻者 2.能使使用者分享利益者 3.限制競爭應有其必要性者 4.不得排除實質競爭者，就可

被歐盟執委會宣告為不違反聯合行為之禁止。歐盟聯合行為除外制度設置之目的是基於有

些雖形式上該當第 85 條第 1 項之情況，但實質上並無限制競爭之效果，或者形式上對於

競爭者有限制其競爭機能，惟實質卻有利於市場競爭之促進。
39
 

（一）歐盟執委會的處分 

歐盟在過去幾年，已經有幾件關於海運業聯合定價豁免案例之處分，歐盟執委會在

1994 年曾針對 TAA 及 FEFC 兩案及在 1998 年針對 TACA 一案做出處分，均拒絕給予海

                                                      
39

 何之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頁 17－18。 



 
50 第 1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運同盟聯合定價行為之豁免。針對 TAA 及 FEFC 兩案，歐盟執委會認為根據 4056/86 號

規則之第 1 條及第 3 條，內路運輸之定價行為已超出 4056/86 的適用範圍，所以不予認可

除外規定。TACA 一案中，海運同盟試圖阻止託運人簽署個別的秘密服務契約，但歐盟執

委會認為聯合定價行為之豁免僅止於公開的運價表部分，決不能被擴大解釋及於所有的契

約，目前此案已到歐洲法院審理。另外，在 1999 年針對 TAA 及 EATA 案例中，歐盟執委

會對於利用凍結運力以提升運價之協議也給予非難，認為違反 4056/86 號規則第 3 條 b 款

有關同盟成員必須改善定期航運之運送服務之規定。
40
 

（二）歐洲法院的判決 

歐洲法院在 2002 年針對 TAA 一案的判決中表示，羅馬條約第 81 條聯合行為禁止

之例外情形應做嚴格的解釋，尤其是在應用到在 4056/86 號規則有關豁免條款的解釋

上，4056/86 號規則決不能任意被擴大解釋，而以為所有定期航運業者之協議都是合乎

目的及必要的。歐洲法院還特別指出 TAA 根本就不是海運同盟，因為 TAA 並未對其

盟員規定一致性或共同的運費費率，因為 TAA 既然不是海運同盟，所以就不能享有

4056/86 號規則第 3 條有關集體豁免之適用。
41
 

                                                      
40

 Konsultationspapier zur Ueberpruefung der Verordnung Nr. 4056/86 des Rates，s.13-14。 

41
 Konsultationspapier zur Ueberpruefung der Verordnung Nr. 4056/86 des Rates，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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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法院在 2002 年針對 FEFC 一案的判決中，再次駁回原告要求訂定複合運送運費

費率，法院明確指出，此種運費牽涉到內陸運輸，與海上運輸有所不同，所以不能適用聯

合行為之除外規定。
42
 

由於歐盟執委會上的處分與歐洲法院上述的判決，加上託運人協會的不滿，歐盟於

2003 年乃決定重新檢討 4056/86 號規則有無存在的必要，因為 17 年前所制定的法律，在

海運市場已經起了變化之後，當年的立法理由如海運同盟可以穩定運價的貢獻是否存在？

有沒有給使用者帶來利益？這種限制競爭是否是達成上述目的所不可或缺的？及海運同

盟聯合行為除外適用之結果，實質上有無影響市場上之競爭秩序？上述問題都應再次依羅

馬條約第 85 條第 1、3 項之規定予以檢討，然後提出最後之競爭政策。 

歐盟執委會於 2003 年開始檢討「第 4056 號規則」，雖然至今尚未定案，但從相關的

報導可看出歐盟很可能取消對「海運同盟」反托辣斯之豁免。 

陸、我國航運立法與競爭政策 

一、我國航業法 

我國的「航業法」制定於民國 70 年，84 年、88 年、91 年曾 3 次修訂，現行條文共

                                                      
42

 Konsultationspapier zur Ueberpruefung der Verordnung Nr. 4056/86 des Rates，s.15。 



 
52 第 1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有 66 條，其中無任何條文論及「海運同盟」，不過第 2 條第 11 款對「國際聯營組織」下

了定義：「指船舶運送業間訂立協定，就其國際航線之經營，協商運費、票價、運量、租

傭艙位、或與該航線經營有關之其他事項之組織」。立法者似乎想要以「國際聯營組織」

代替「海運同盟」一詞。其第 19 條規定：「船舶運送業非經許可不得實施聯營。船舶運送

業申請實施聯營，應擬具聯營實施計畫書，並檢附有關文件，報請交通部許可；交通部許

可聯營時，得附加條件、期限、限制或負擔。船舶運送業不依核定之計畫實施聯營，或許

可聯營事由消滅或聯營事項有違公共利益或航業發展者，交通部得廢止許可、變更許可內

容、命令停止或改正聯營行為。船舶運送業聯營之監督辦法，由交通部定之」，可見得我

國航業法對海運同盟有所管制。其第 25 條及第 26 條之規定：「船舶運送業經營固定航線

之客、貨運價表，應報請當地航政機關核轉交通部備查。前項運價，當地航政機關如認為

顯有不當或不利於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或航業發展者，得報請交通部責令其修正，必要時

得暫停其全部或一部之實施。前二規定，於國際聯營組織適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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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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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該船舶運送業全部或部分運價表之實施。」此 2 條文規定類似前述美國航運法、聯合

國公約及歐盟 4056/86 之報備制度。第 27 條規定：「船舶運送業經營國內、國際固定航線

客貨運送，應按申報之運價表收取運費，對託運人不得有不合理之差別待遇。」此一規定

相當於禁止雙重運價制。 

但是我國航業法卻對於定期航運中可能造成反競爭之不正經營行為未做出規範，例如

忠實協定之合法性、同盟協定之內容、戰爭船、單獨行動權、服務契約等重要體系均付闕

如。
43
同時也未規範對於託運人之保護，例如未給予託運人與運送人協商之機制。就是因

為航業法的上述疏失而被批評為「此種罔顧事實，錯估本身能耐的管制帶來兩個負面影響

（指對運送人利益與託運人利益）」及
44
「可見海運同盟之企業在我國法制上猶處於化外之

地，足謂無法可管！以本地之海運實力及外貿總額在世界之地位而言，堪稱異數」
45
。更

嚴厲之批評還有「該法乃係行政單位草率立法的產物，而非基於全盤考量的結果；是片斷

的仿傚國外立法，而非整合的政策」。
46
 

上述批評並非全然無法理依據，因為我國航業法沒有掌握反托辣斯豁免應有的幾個原

                                                      
43

 楊德庸，海運同盟法化之研究，頁 185。 

44
 黃廷臣，海運聯營與其經濟管制之研究，頁 133。 

45
 楊德庸，海運同盟法化之研究。頁 185。 

46
 黃廷臣，海運聯營與其經濟管制之研究，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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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首先，反托辣斯豁免必須考慮到託運人的利益，允許海運同盟採取聯合行為的目的是

希望其能經由合理配置資源，而達到穩定市場與提高市場運作效率的結果。所以達不到穩

定市場與提高市場效益的組織就不應當存在。其次，不能超出反托辣斯豁免的範圍，即不

能假藉反托辣斯豁免的特權，實施同盟協議以外的行為。最後，反托辣斯豁免還必須顧及

到維持實質性的競爭。質言之，海運同盟是為了避免因惡性競爭造成市場無效而加以管

制，而所用以管制之經濟專業法規，其內容應明確化，並應符合公共利益的追求。
47
先進

國家正是因為考量到上述之重要原則，才會在航運法規中創造出忠實協定之合法性、同盟

協定之內容、戰爭船、單獨行動權、服務契約及託運人協商權等重要機制。 

二、我國公平交易法 

依照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7 條之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

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

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海運同盟當中常使

用的競爭手法諸如：海運同盟之結盟、運價協定、公攤協定、延期回扣制、契約運價制、

競爭船、艙位管制、艙位互租、艙位互換等，以上各種行為除了艙位互租、艙位互換以外，

                                                      
47

 李介民，陸上大眾運輸業在公平交易法除外適用領域之探討，頁 132。 



 
 海運同盟國際卡特爾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55 

 

 

都可能符合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7 條之內涵。
48
上述行為除非能依據第 14、15 條得到主管機

關之同意許可，否則就應依照第 35 條之規定，由主管機關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

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

金。 

但因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又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

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對海運業而言，海運事

業之競爭就應依照航業法之規定。海運事業之競爭雖有上述航業法之規範，但因我國航業

法對海運事業競爭之規範不完備，致使行政主管機關於執法時，因缺法明確條文規範下，

經常指處於被動地審理案件，很少主動對聯營行為進行調查。
49
 

（一）海運同盟案例 

以下為我國過去所發生的有關海運同盟之案例及其處理情形。 

民國 84 年 9 月 14 日，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就曾經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航商

聯合調漲貨櫃場作業費，影響進出口貿易，違反公平交易法有關聯合行為之規定。當時公

                                                      
48

 李高慶，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海運聯營競爭政策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 88 年 10 月，頁 97。  

49
 李高慶，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海運聯營競爭政策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 88 年 10 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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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委員會以航商聯合行為有航業法規範為由，而將其訴願駁回。
50
此一案例已突顯出

「航業法」與「公平交易法」適用之問題。 

民國 85 年，美國總統輪船公司、海陸運輸公司及丹麥快桅公司因不滿台灣省基隆港

務局對其調漲貨櫃作業費一事做處罰，故共同對基隆港務局提出告訴。行政法院於民國

85 年 7 月 25 日以 85 年度判字第 1695 號判決裁定被告基隆港務局勝訴，原告不服，提起

再審之訴，指稱不論受理備查或責令調整乃至暫停實施航商所申報運價之職權，依航業法

之意旨應屬交通部，交通部自不得違反法律明示之規定，於無法令依據之情形下授權基隆

港務局執行該項職權。
51
此一案例又突顯我國海運監督執法機關不明確之問題。 

民國 93 年因海運運費連續調漲好幾次，進出口業者乃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

聯合漲價之行為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該案例事實之處理經過如下： 

包括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及台灣區橡膠工業同業公會

向公平會具函指稱：多家營運太平洋航線且隸屬於「泛太平洋穩定協會」或「加拿大泛太

平洋穩定協會」組織之國際海運業者，於 92 年 5 月起相繼調漲「一般性費率調整」（General 

Rate Increase；GRI）及「旺季附加費」（Peak Season Surcharge；PSS）兩項運費，涉及違

                                                      
50

 李高慶，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海運聯營競爭政策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 88 年 10 月，頁 51。 

51
 李高慶，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海運聯營競爭政策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 88 年 10 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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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公平交易法對聯合行為禁止之規定。 

公平會乃函請經營該航線主要海運業者就費率調整幅度及原因提出說明。該等業者函

覆之理由如下： 

1. 費率調整之理由為反映該航線市場之供需變化，以填補先前因景氣波動及競爭

激烈所導致之虧損，並期待費率調整後能夠回復合理之獲利率，以穩定海運費

率、確保服務品質及持續資本投入。 

2. 該等業者強調「泛太平洋穩定協會」所作之費率調整建議，系純屬自願性、非

強制之指導原則，對於會員之運價決定並不具有約束力；尤其在泛太平洋航運

市場中，絕大多數之貨物係透過與託運人簽訂為期 1 年之「服務合約」，並以「合

約運價」運载，因此各會員仍視本身經營策略、營運成本及與託運人協商情形

等因素決定最終之費率，且因服務契約係屬機密性質，會員間無法知悉競爭對

手實際之合約運價，故不可能構成共同調漲運費之情形。 

「泛太平洋穩定協會」之代表亦到會陳述下列之理由： 

1. 「泛太平洋穩定協會」已依照美國「海運法」（The Shipping Act of 1984）規定

向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FMC）申報，同時

也依我國航業法規定向我國交通部基隆港務局申報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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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立「泛太平洋穩定協會」之目的在於允許會員討論航線市場之趨勢，以滿足

託運人與對於海運服務之需求，此外，透過會員間對市場資訊討論與交換可以

避免因不正確資訊或謠言導致費率或收費的波動，有助於提供託運人具可預測

性的海運服務。 

3. 「泛太平洋穩定協會」並未制定共同費率表、服務契約或其他對託運人費率或

收費標準，所有會員均制定個別費率表、個別與託運人簽署服務契約、單獨決

定費率和收費。然而，「泛太平洋穩定協會」在章程的授權下，可以對會員的個

別服務契約（包括費率、收費及契約條款）提出自願性的指導原則（voluntary 

guidelines），前揭指導性原則僅系建議性質且系純粹自願性遵守，「泛太平洋穩

定協會」不會強制會員遵守指導原則，亦不對未遵守指導原則之會員予以處罰。

此外，因為會員與託運人簽署的服務契約皆機密性質，其他競爭者及「泛太平

洋穩定協會」無從知悉個別會員與託運人實際約款及費率，因此會員是否遵守

前揭指導原則之內容，仍係由會員事與託運人協商情形個別決定。 

4. 美國海運法規定反托辣斯法不適用於任何可以合理確信係基於已申報過且生效

協議所進行之活動，協議內容含任何形式的討論、決定、控制運輸費率或其他

服務條件，無論其性質為強制或非強制。「泛太平洋穩定協會」之章程係依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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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且實際操作，該章程授權會員得就該航線費率調整、附加費或其他商務討論

或決定。 

（二）公平會之處理態度 

公平會的研析意見認為基於國際禮讓因素，針對海運同盟之問題「宜與國際社會接

軌，避免管轄上徒增不必要之歧見與衝突」。因此「本案擬依照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規定優

先適用航業法相關規定，亦即針對依據航業法規定向航政主管機關核備之國際聯營協定，

及依該協定所從事之行為，現階段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的規定」。 

（三）本文對該案之評析 

1. 本案之被檢舉方一方面強調其並未聯合調漲運價，另一方面卻又強調其會議決

議已於 2002 年 9 月 28 日報經交通部基隆港務局核備，亦已依照規定向美國聯

邦海事委員會申報，並向各有關管轄國家主管機關申報。這兩項主張之間似有

矛盾，因為依照所述「美國海運法之規定，反托辣斯法不適用於任何以合理確

信係基於已申報過且生效協議所進行之活動，協議內容含任何形式的討論、決

定、控制運輸費率或其他服務條件，無論其性質為強制性或非強制性」。既然其

已獲得聯合訂價之豁免，根本就不用就其有無聯合訂價之事實進一步說明，但

是被檢舉方一再說明其並無聯合訂價之行為，只是做出訂價之建議而已，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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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強制性的。 

2. 根據本研究前面對於美國、聯合國及歐盟對於海運同盟之論述，在美國及歐盟

有關反托辣斯之豁免之規定，即使已通過申報的協議仍有可能被撤銷，甚至於

被法院判為違反反托辣斯法之案例。更由於上述行政機關之處分與法院之判

例，後來美國及歐盟的法律對於海運同盟反托辣斯的豁免都附帶條件與義務，

如果海運同盟無法遵守這些條件與義務，則行政機關就應該介入處理，法院也

可依法判決其為違法。被檢舉方在說明理由中承認也此一觀點，例如其謂「日

本「海運法」亦承認海運協議行為，但仍應須受到獨占禁止法相關審查」。 

3. 公平會謂「宜與國際社會接軌」值得肯定，但是所謂宜與國際社會接軌，應是

指進一步研究國際上對海運同盟實務上操作之演變及各國法制針對這種演變在

競爭政策與法規上之調整因應，而非「避免管轄上徒增不必要之歧見與衝突」」。 

三、從美國、歐盟的經驗看我國海運同盟競爭政策 

從美國航運立法的軌跡，我們看到了不同時期美國採取不同的的手段，制定不同的政

策與法律。由於美國早在 1890 年就已有反壟斷法，在託運人的抗議聲中，1916 年美國海

運法出爐，自此海運政策與競爭政策就一再的糾葛在一起。1984 年的海運法已經引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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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多的競爭機制，例如「獨立行動權」與「服務契約」的引入即為關鍵之改革，但是託運

人組織還是不滿意，從 1994 年又要求改革，1998 年新出爐的航運改革法對於海運市場的

競爭又放寬了許多，例如託運人與運送人之間的服務契約已不必再向海運主要機關 FMC

報備，運送人對於條件相類似的託運人也不再有「跟進」（me to ）的義務，所以 1998 年

海運法可說是改成接近完全競爭的型態，只差沒有把海運同盟直接廢除。 

海運這一行業不只牽涉到運送人與託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同時也牽涉到國與國之間

的利益衝突，尤其是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利益衝突。二次大戰剛結束後，新興工業

國家發現到整體海運市場是掌握在先進國家的手中，其所生產與購買的物資都由外國航商

所承運，運價與服務條件都由外國航商決定，不利其產業經濟，因此紛紛利用各種方法建

立本國船隊為本國貿易業者服務。但是等到正在建立本國船隊時才發現，有船是一回事，

有沒有貨運載又是另一回事，沒有貨源可以運載就不能維持船隻的生存，為解決此一問

題，開發中國家乃欲以貨載分配的方式以保障其國輪船隊的生存，聯合國海運同盟公約就

是在這種背景下於 1974年所締結的，但是先進國家並不太同意這種做法，所以遲遲於 1983

年才正式生效。聯合國海運同盟公約的特色為政治性高於經濟性，且保護主義色彩太濃，

其影響力不若美國與歐盟之規範。 

歐盟的起源是從 1957 年的羅馬條約才開始，在聯合國海運同盟公約以前，歐盟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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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對於各產業的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律都積極的研擬與制定，而唯獨海運產業是少數被遺

漏掉的。但是聯合國海運同盟公約出現後，促使歐盟不得正視此問題。歐盟於 1986 年制

定 4056/86 號規則對海運同盟加以管制後，又於 1995 年及 2000 年分別制定 870/95 號規則

與 823/2000 號規則對新型態的海運同盟（海運聯營集團）加以規範。此種立法與修法的

歷史軌跡與美國甚為相似，都是導因於託運人之反對與抗議。歐盟對於海運同盟的立法歷

史雖然不是那麼久遠，但是其理念與實務之進展有後來居上之勢，特別值得我國學習。有

關對付海運同盟之反競爭措施，在美國，航運改革法及 FMC 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而競

爭法反而退居幕後，其原因是美國海運法規對於海運業的競爭有相當完備的規範，競爭主

管機關可置喙之處自然不多。歐盟則與此相反，歐盟執委會不僅頒布4056/86規則管制 liner 

conference，還頒布 870/1995 號規則與 823/2000 規則管制 consortium。同時歐盟競爭法的

執行部門－第 4 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IV， DG IV）的行政效率極高，經常對於集

體壑免（block exemption）案件進行嚴厲的審核。
52
 

我國現行航業法是在 1981 年制定；而公平交易法是在 1991 年才制定。我國對於海運

同盟之法律規範與先進國家比較算是甚為簡陋，例如海運同盟所常採用的「延期回扣」、「雙

重運價」、「競爭船」、「獨立行動權」、「託運人組織」等制度均隻字未提，應盡快修訂相關

                                                      
52

 魏杏芳，論歐洲共同體對聯合行為的管制，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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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補足缺失，以利明確處理海運同盟之爭議案件。此外，海運同盟被廢止之趨勢也愈來

愈明顯，將來競爭法及競爭主管機關介入海運競爭爭議案的機會自然增多，為防患未然，

宜及早準備研究因應措施。這兩年來海運運費不斷的調整，航商獲利甚豐，相反的，國內

的進出口商對於成本增加已忍受相當長的時間，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所以才向航運及競

爭主管機關求援。航運及競爭主管機關又必須依法行政，但因我國的海運政策與競爭政策

之發展較之先進國家顯得較為遲緩，法規的制定仍不完備，使航運及競爭主管機在被動的

受理案件後，無法立即作出明確的處分，實令人遺憾。為因應當務之急，本文擬提出下列

幾點建議，或可減少些許遺憾。 

柒、建議 

一、與美國、歐盟等先進國家立法相較，我國目前之航業法對於海運同盟之規範顯得

相當單薄，航運主管機關與競爭法的主管機關應邀集託運人、運送人及學者專家

共同研商海運政策與競爭政策，甚至草擬更完備之航業法。 

二、為草擬更完備之航業法，應重視運送人與託運人雙方之利益，因此，法律修訂前，

可仿傚歐盟之做法，由行政主管機關或競爭主管機關向運送人與託運人廣泛做問

卷調查，並客觀的加以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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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我國航業法對於海運同盟之規範愈尚不完備時，競爭法更有空間介入以補足海

運同盟管制之空白，因此，公平交易委員會應與航運主管機關多加溝通、協調，

才能做出符合國家整體經濟利益之施政。 

四、國際上對於海運同盟反托辣斯之豁免有廢除之趨勢，航運主管機關與競爭法的主

管機關必然將面臨更多海運同盟待處理之案件，所以應更積極介入處理，以累積

經驗。 

五、海運同盟已式微，與其相類似的新型態的協議已逐漸出現，在海運同盟反托辣斯

豁免被取消後，這些新型態的協議是否能符合競爭法的規範，航運主管機關與競

爭法的主管機關應多參考國外之相關立法與實務經驗，例如歐盟早已對「聯合組

織」（consortia）進行立法並累積相當經驗足供我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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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2, the shipping rate of freight has been increasing over time. This brings a lot of 

revenues for the shipowners but causes huge costs for the shippers. For this sake,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have filed lawsuit against the activity of Cartel of liner conference to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What causes the increase of shipping rate of freight? Economic 

growth or regulations and law? Based on The Shipping 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Liner-Code of 

United Nation and the 4056/86 Regulation of European Union, I investigate the behavior of 

anti-competition of liner conference. I find there exists many restrictions of the exemption of 

anti-trust of liner conference even though this exemption has been prevail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Moreover, the power of shippers is increasing over time, I predict that the exemption will 

be abolished and the shipping market will be perfectly competitive in the future.  

Many shipping companies have discovered such a change, the ways of cooperation have 

been changed into “consortia” and “strategy alliance.” Therefore, the number of traditional 

fixed-rate liner conferences is declining over time.  

After this study, comparing the maritime law and the competition law of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above three laws, the Taiwan authority can learn a lot from them. Some suggestions are 

also provid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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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陳委員榮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主持人陳副主委，報告人林教授，以及各位先進大家早。 

林教授這篇報告事實上是針對我們國家的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彼此間應如何協調合

作，以及取得平衡是很重要的。事實上公平會也曾處理過類似的案件，這類案件相當棘手，

在討論的時候意見也很多，針對國際卡特爾，公平會究竟能扮演多少角色？尤其它又跟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的法令有相當大的關係。 

另外在國際上，有很多情況下雖然發現它是國際卡特爾，但還是委曲求全，認為它有

豁免權，只是在條件上附加一些限制，可見這類案件處理起來相當棘手。他們彼此之間聯

合行為，態樣非常的明確，在以往非常艱困的時期，正當性也比較會得到同情及支持，晚

近在獲利這麼高的情況下，是否還能豁免權的庇護，就引起非常多的質疑。剛剛林教授也

很務實地去探討一些實際上的變化，事實上他從以往的虧損到現在可以 EPS 高達$5 以上，

也就是它兩年可以賺一個資本額的情況之下，是否還可以在這個豁免的保護傘之下，去賺

取這麼高的利潤，就會引起非常大的質疑。事實上各國已經開始在修正，對國際卡特爾以

往較多的一些容許，是不是未來要易弦而更張，我們也知道這樣的國際卡特爾是一直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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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假如說用現在的術語，是一個「非典型的」國際卡特爾。因為它一直在變化中，所

以要用以往的規範來拘束它，事實上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現在組織的變化是非常活絡的，

非常的具有相當的活潑性，不管是在運送業，製造業，或其他的服務業上來講，甚至金融

服務業也都包括在內。 

可能因為這是公平會所主辦的研討會，林教授對於我們的針貶比較客氣，只寓一字之

褒貶而已。這類案子在整個台灣策略上來講，當時我們也有蠻多的委員主張應該依照聯合

行為來加以處理，但是就是牽涉到國際接軌的問題，國際上它還沒有完全地全面否定這樣

的國際卡特爾的情況之下，假如我們扼殺自己的市場，對我們國家自己的企業是不利的，

也是為什麼世界上還這麼多國家去承認它，不過這樣的一個國際卡特爾中間的一些變化，

幸好沒有出現一個相當不利的情況，因為這樣的海運同盟在國際上非常多，同時一個運送

公司加入很多個同盟組織的也很多，這樣的情況並沒有很容易去造成一個超級的國際卡特

爾，也就是說它沒有把國際上數個這樣的海運同盟漸漸的把它整合成更少數的海運同盟，

假如是這樣的情形之下，對國際上的情形傷害更大，不過因為它是多數，對於國際整合上

並沒有這麼容易，另外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加入一個，或者是所有人都加入，所以在整合

上並沒有這麼方便，但是也不可否認國際上對它的監控，發揮了一些作用。在報告中也提

到說，美國以及歐盟這一部分對於海運同盟的一些限制，事實並沒有讓它變成很輝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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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發展，也沒有讓它的演出太脫軌。不過時至今日來講，整個政策必須要做一些變革，也

誠如林教授在這個論文裡面所提到的，事實上已經不是傳統的海運同盟的方式，它可能會

用聯營的方式，還會透過一些策略聯盟的方式，來達到瓜分市場和運費決定的一個因素，

這個問題我想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說，它除了在我們一些法制面上的規範之外，在經濟分

析上，也是一個相當困擾的部分。當然一篇論文，很難去期待把所有要討論的地方，都合

在一起，尤其這是個論文，不是一個研究計畫，如果是研究計畫，我們還可以做一些有關

跨領域結合的研究，我們可以要求加入一些經濟的學者，針對產業面作更精細的一些分

析，可能有助於公平會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 

公平會最近處理到好多來函檢舉泛太平洋運送協議以及加拿大的泛太平洋穩定協會

他們的定價的案件，公平會在處理上，也誠如剛剛林教授所提到的就是考慮到第 46 條的

問題，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做第一道的把關，這樣的做法到底是好是壞還不知道，公平

會與運送業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像其他案件，我們已有業務上的協調，例如有關食品、

藥品方面，我們與衛生署有相關的協調，衛生署應該做第一道的防線，在海運這一部分來

講，並沒有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類似的協調，公平會要不要這麼快的再把這一部分讓出

去，應該慎重考量，尤其在林教授報告裡面可以看到各國的競爭政策主管機關，都扮演一

個非常重要而積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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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篇報告可以看到林教授從縱的歷史法學研究，到橫的比較法學研究，以及綜合政

策法學、實證法學及立法學之研究，有很多值得參考的地方，也成為公平會未來類似案件

之重要參考，在此非常感謝林教授的這一篇報告，我個人獲益良多，不過我對這篇報告還

有一些期許，就是說基本動作已經做完了，能不能更落實的在我們公平會將來在訂定與運

輸航業有關的規範說明，或者在案件處理原則方面，或者是在修法上給我們一些建議，這

篇報告的實用性會更高。 

再度感謝林教授的報告，我個人獲益匪淺，相信對公平會也有很大的助益，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