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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由於交通運輸產業通常具有沈沒成本高、規模經濟之特性，較容易形成聯合、壟斷或

價格領導等情形，影響甚劇；另一方面，交通運輸產業本身又屬於民生事業之一環，與人

民生活攸關，具有公共運輸性質，因此政府向來採行運輸經濟管制的手段。但是隨著我國

加入 WTO，在國際化、自由化、與解除管制的趨勢下，政府介入運輸管制或提供補助等

行為，對市場競爭的影響究竟如何，頗有再深入分析研究之必要。 

再者，交通運輸產業包括的範圍及於陸、海、空，其所涵蓋層面極為廣泛，不僅其所

根據的運輸法令極為繁複，且所涉及之市場結構與競爭議題各異，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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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法令所涉及之法域範疇及其與競爭法間之競合與豁免問題。此外，當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涉及反市場競爭行為時，競爭主管機關如何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之規定適時介入，

以建立合理的競爭秩序，亦為本研究所欲釐清的重點。 

 

關鍵詞：公平交易法、競爭、開放天空、解除管制 

壹、前言 

傳統上，對於運輸市場一般認為具有自然獨占的特性，也常賦予運輸服務準公共財的

性質1，因此，運輸市場向來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管制，此一觀點一直持續到 1970 年代後

期，之後有許多研究逐漸認為在現代運輸技術下，已經很難有一種運具能在市場可以擁有

絕對的支配力（market dominance），尤其消費者在內陸運輸市場多半能夠找到替代性的運

輸服務，以往關於運輸市場具有自然獨占特性的論點應予適度修正2。 

由於在國際航空市場中，航空公司的互動向來有其特殊的平台，較非各國法令所能影

                                                                                                                                                      

為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1
 See Bailey, Graham and D. P. Kaplan, Deregulating the Airlines, 1

st
 edition, The MIT Press, 

1991. 
2
 See Anderson, J. H., Barriers to Entry Continue to Limit Benefits of Airline Deregulation,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T-RCED-97-120, May 1997；Chang, Chia-Juch, “Regul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Policies for Intercity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Journal, Vol. 23, No. 2, June 1994, pp.235-246；Kahn, A. E., The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 Fourth printing, MIT Press, 1991；Winston, Clifford, “Conceptual 

Developments in the Economics of Transportation: An Interpretive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XXIII, March 1985, pp.57-94； Bailey, Graham and D. P. Ka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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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因此本研究對象將以國內航空市場為主。以往對於國內航空市場進行管制時，法律面

的理由通常係將航空運輸業視為公共運輸事業，根據英國的習慣法（Common Law），公

共運輸事業的承運人應以「合理收費」提供運送服務，避免不公平的差別待遇。後來各國

政府在從事運輸費率管制時，經要求業者應採「合理費率」，即源自此一概念。另一方面，

過去對航空運輸市場實施管制的經濟理由，係認為由於規模經濟、範疇經濟、市場資訊不

完全、空運資源不足等，導致市場競爭不完全的現象，為了使業者與市場可以健全發展，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遂施予經濟管制。 

而在應否解除管制的討論方面，常見的一個論點是，一個市場若藉由經濟特性分析發

現其不具規模經濟特性時，政府將不需要對此一市場施以任何足以破壞其自然運作的管制

手段，維持一個具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即可藉由價格機能的運作，讓資源獲得最有效率的

配置。事實上，各國開始實施解除管制，理論上即隱含了該運輸市場具有此一經濟特性，

美國於 1978 年開始由航空市場推動解除管制的政策依據是如此，二十餘年來，加拿大、

澳洲、紐西蘭、歐體各國、甚至日本也基於相同原因陸續解除對航空市場的管制3。 

政府實施解除管制的理由在於更有機會創造一個具競爭性的市場環境，因此，「解除

                                                                                                                                                      
supra note 4. 

3 曾文慧，放寬管制對我國民航業之影響與國內航空市場可競爭性之驗證，國立交通大學

交通運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6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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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是手段，而「恢復市場競爭性」是目標。傳統上，政府對運輸市場的管制可分為三

部份，即「加入退出管制」、「費率管制」與「服務水準管制」。自從各國實施解除管制迄

今，許多研究持續觀察解除管制的效果與影響，例如：Bailey（1991）、Carlton（1990）、

Kahn（1988）等認為解除管制後，空運市場業者的家數將增加4；Kahn（1988）、王國樑

（1989）認為解除管制後，空運市場的產業集中度先下降而後升高；Carlton（1990）則認

為市場集中度在規模較大的市場下降，而在規模較小的市場上升，且市場集中度會隨競爭

程度的不同而變化。 

在「費率管制」方面，則大多數的研究均認為解除管制使票價相對降低5。在「服務

水準管制」方面，則認為解除管制後，飛行班次數增加6；但部份研究則認為解除管制後，

由於新業者加入提供了較多的座位數，導致載客率下降，不過對乘客而言，服務水準總是

有所提昇7。 

此外，由於空運需求不斷成長以及轉運型態的發展，造成航機起降密集的機場嚴重擁

                                                      
4
 Supra note 5, 6. 

5
 See Bailey, Supra note 4；張家祝，中、英、加、日、澳、紐民航政策與飛安監理制度，

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民國 90年 3月。 
6
 曾文慧，前揭註 6；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開放天空政策之影響評估，民國 88年 7月；王

小娥，李幼民，「國內航空業管制鬆綁對服務水準影響之分析」，運輸計劃季刊，第二十

九卷第二期，民國 89年 6月，pp.397-438。 
7
 馮正民、汪進財、黃承傳，民航政策白皮書之研修，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委託，民國 87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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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因此，也有許多研究開始探討空運資源分配的課題，特別是由於過度強調「歷史優先

權」，即一般稱之「祖父條款（Grandfather rule）」，導致市場競爭性降低，甚至產生不當壟

斷的現象8。 

回顧以往相關文獻發現國內大多數的研究仍著重在探討實施解除管制後的影響，對於

部分解除管制的政策下，競爭法對市場競爭行為之規範，則較少討論。基此，本研究以民

國 76 年至 93 年台灣地區航空運輸市場為對象，希望瞭解「開放天空」實施迄今，業者在

市場的行為及整個市場的運作情形，並分別針對「加入退出市場」、「費率」、「聯合行為」

等課題，提出競爭法的適用與規範。本文第二節說明近年來國內航空市場之發展與業者行

為；第三節說明「開放天空」實施以來，市場中業者在「加入退出」、「費率調整」、「聯合

行為」等方面的作為；第四節分別針對各項議題說明競爭法之適用：最後提出本研究之結

論與後續研究之建議。 

貳、國內空運市場之發展與業者行為 

一、供給與需求的改變 

台灣地區航空運輸的發展可溯自民國 34 年，整個市場的發展與經濟發展關係密切，

                                                      
8
 Starkie, David, “Allocating airport slots: a role for the market?”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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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 76 年政府實施所謂「開放天空」政策為區隔，則民國 76 年以前，登記營運的航空公

司有 4 家，有航空器 66 架，其中僅華航營運國際航線，當時國際定期航線共有 59 條、貨

運航線 51 條，來華營運之外籍航空公司共有 17 家，全年國際客運人數 568 萬人次，國際

貨運量為 48.6 萬公噸。同一時期，國內航空客運市場闢有 20 條航線，包括：本島航線 7

條，離島航線 13 條，在需求方面，以 76 年為例，國內市場旅客量為 668 萬人次，貨運量

2.5 萬公噸。 

民國 76 年「開放天空」政策實施前，國籍航空公司受機隊不足之影響，在國際航線

競爭上居於劣勢，進出台灣的旅客，平均每 4 個人中有 3 個人係搭乘同樣提供服務的外籍

航空公司航班。近年來，國籍航空公司營運規模逐漸擴增，提供較多的國際航線航班服務，

出入境之旅客搭乘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的比率已顯著增加。 

「開放天空」政策實施 18 年來，市場在供、需兩方面均有顯著的變動，87 年我國經

營固定翼航空器之航空公司數量成長至 8 家（不含普通航空業），國籍航空器 186 架，其

中營運國際定期航線者有華航、長榮、華信、復興、遠東、立榮等 6 家，國際航線經中正

機場者計 167 條，經高雄機場者計 20 條，來華營運外國籍航空公司達 34 家，國際航線年

客運量增為 1,707 萬人次，貨運量也達 120.4 萬餘公噸。87 年國內定期航線則有華航、復

                                                                                                                                                      
Management, April 1998, pp.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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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遠東、國華、瑞聯、立榮、德安及亞太等 8 家業者，共經營 39 條航線，其中本島航

線 15 條，離島航線 24 條，年旅客量增至 3,740 萬人次，貨運量為 10.4 萬公噸，較之 76

年解除管制前，無論市場供給與需求，乃至市場結構均有明顯變化。 

然而，市場持續變動，至 93 年底為止，登記成立的民用航空運輸業的國籍航空公司

反而減少至 6 家，經營國際定期航線者有 6 家、國內定期航線者有 4 家。目前登記的航空

器總數為 195 架，經營國內客運航線 31 條。93 年國內航線市場年客運量達 2,087 萬人次、

貨運量 55,267 公噸。事實上，以 93 年的市場資料分析，應係市場歷經成長、競爭、穩定

之後的結果。在過去 18 年期間，我國國內航空運輸市場的變化情形，參見表 1。 

由表 1 的「經營航線數」分析發現，「開放天空」政策實施前國內民航市場航空公司

經營的航線約 20 條，隨著管制政策的鬆綁，各航空公司陸續開闢新航線，最多的時期（86

年）國內市場共有 39 條航線，惟隨著近年來航空公司的合併，整個市場航線數也減至 93

年底的 31 條。此外，不論以「班次數」、「座位數」及「旅客人數」而言，均與「經營航

線數」呈現類似的發展趨勢，即市場鬆綁後供給與需求均呈現快速的成長，至 86 年達到

市場供需的最高峰，此後，供給與需求則呈緩步下滑的趨勢。 

若以「平均每班次座位數」分析，則從民國 74 年的 59 座成長至 93 年的 100 座，顯

示整個民航市場提供服務的航機朝向大型化的方向發展；惟隨著航空公司家數的增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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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機大型化的發展，市場的平均載客率自民國 87 年以後便逐漸下滑，至 89 年甚至跌至

55.07%的水準，93 年則緩步提昇至 64.80%。 

 

表1  國內航線市場供給變化分析 

年別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服務航點數 12 12 13 13 13 13 13 14 14 16 16 16 16 18 15 

航線數 21 18 20 21 23 24 26 27 28 31 34 36 39 41 32 

業者經營航線總計 36 34 35 41 53 59 61 63 65 71 79 88 94 98 66 

航線平均經營家數 1.71 1.89 1.75 1.95 2.30 2.46 2.35 2.33 2.32 2.29 2.32 2.44 2.41 2.39 2.06 

年班次數 68594 67,418 76,580 80,226 107,492 110,723 132,782 148,101 176,815 216,445 260,417 284,749 286,170 249,487 238,974 

年座位數(千位) 4,033 3,593 4,200 4,813 5,700 5,968 7,862 9,732 13,276 16,558 22,022 27,028 27,980 25,863 26,580 

年旅客數(千人) 3,027 2,723 3,452 3,874 4,575 4,671 5,649 7,228 9,033 11,407 14,139 17,564 18,607 16,672 16,265 

平均每班次座位數 59 53 55 60 53 54 59 66 75 77 85 95 98 104 112 

載客率(Load factor) 75.08% 75.78% 82.19% 80.50% 80.26% 78.27% 71.85% 74.28% 68.04% 68.89% 64.45% 64.98% 66.50% 64.47% 61.20% 

市場經營家數 4 4 4 5 7 7 8 8 8 9 9 9 9 6 5 

國內航空市場業者

加入退出變化情形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7 

遠東 遠東 遠東 遠東 遠東 遠東 遠東 遠東 遠東 遠東 遠東 遠東 遠東 遠東 遠東 

   復興 復興 復興 復興 復興 復興 復興 復興 復興 復興 復興 復興 

    馬公 馬公 馬公 馬公 馬公 馬公 立榮1 立榮 立榮 立榮2 立榮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大華 大華 大華 大華 大華 大華 大華 大華 大華   

永興 永興 永興 永興 永興 永興 永興 永興 永興 永興 國華3 國華 國華 國華 華信5 

      中亞 中亞 中亞 中亞 瑞聯4 瑞聯 瑞聯 瑞聯 瑞聯 

         長榮 長榮 長榮 長榮6   

             亞太8  

             德安8 德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馬公航空公司於 85 年改名為立榮航空公司；2.立榮、大華、台灣三家業者於 87 年 7 月合併為立榮航空公司；3.誠洲電子於 84 年 2

月取得永興航空公司股權並改名為國華航空公司；4.中亞航空公司於 79 年 11 月停止營運、80 年 2 月復航，瑞聯建設於 83 年 7 月購

得中亞，84 年改名為瑞聯航空公司；5.國華航空公司於 88 年 8 月與華信航空公司合併；6.長榮航空公司於 80 年 7 月成立，83 年 10

月加入國內市場營運，至 87 年退出國內線市場，專營國際航線。長榮航空於 84 年 4 月購入大華航空 20％股權及馬公航空 32％股權，

再於同年 8 月取得馬公航空 51％的股權，正式併購馬公航空，成立立榮航空；85 年 1 月再取得台灣航空 40％股權，併購台航；7. 中

華航空公司自 88 年 11 月起，退出國內航線，全力經營國際航線；8. 亞太、德安兩家業者為直昇機航空運輸業，自 88 年起亞太已未

實際提供直昇機離島航線服務，同時，本研究有關國內航線市場相關資料分析未包括此一部份。 

 

再由「市場經營家數」分析可發現，「開放天空」政策實施迄今，在政策推動初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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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多家業者加入市場，民國 83 年至 86 年係最多業者（9 家）參與營運的時期，惟自 86

年起，市場發生一連串的合併與調整，至 93 年底市場只剩下 4 家業者繼續營運，單就營

運家數分析，似乎又趨近開放以前的狀況。再以「每條航線平均經營家數」加以比較，76

年時整個國內市場共有 20 條航線，當時「每條航線平均經營家數」為 1.75 家，而自 79

年至 87 年間，雖然市場航線數由 24 條成長至 41 條，不過「每條航線平均經營家數」則

維持在 2.29～2.46 家之間，明顯高於「開放天空」政策實施前，此一趨勢直到 88 年各航

空公司大幅裁減經營的航線始出現變化。民國 88 年各航空公司累計減少經營 30 條航線，

整個市場的航線數由 87 年的 41 條銳減至 88 年底的 32 條，「每條航線平均經營家數」則

由 87 年的 2.39 家遽減至 88 年底的 2.06 家，此一比例至 93 年時，甚至降至 1.58 家。以

此數據來看，航線市場的集中度相當高。 

回顧國內民航市場的發展，自「開放天空」政策實施至 93 年底，已超過 17 年，市場

因為管制措施鬆綁而產生的供需波動似乎也已漸趨緩和，不過市場的變動究係供需逐漸平

衡後的水準，或係寡占局面下業者協調的結果，則仍待未來的觀察，始能獲得確認。 

 

表1  國內航線市場供給變化分析（續） 

 

年別 89 90 91 92 93 

服務航點數 15 15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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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線數 28 28 26 27 31 

業者經營航線總計 63 58 48 42 49 

航線平均經營家數 2.25 2.07 1.85 1.56 1.58 

年班次數 222,024 202,923 191,978 168,440 161,863 

年座位數(千位) 23,823 21,160 19,494 16,712 16,117 

年旅客數(千人) 13,118 12,056 10,748 9,949 10,436 

平均每班次座位數 107 104 102 99 100 

載客率(Load factor) 55.07% 56.97% 55.14% 59.50% 64.80% 

市場經營家數 6 5 4 4 4 

國內航空市場業者

加入退出變化情形 

     

遠東 遠東 遠東 遠東 遠東 

復興 復興 復興 復興 復興 

立榮 立榮 立榮 立榮 立榮 

     

     

華信 華信 華信 華信 華信 

瑞聯 9     

     

     

德安 德安10    

註：9.瑞聯航空公司於 90 年 10 月遭民航局撤照，退出市場； 

10.德安航空自 90 年起已未實際提供直昇機定期航線服務。 

 

二、「加入與退出市場」政策之演變 

對於「開放天空」政策實施前後業者的市場競爭行為，本研究將分別就「加入與退出

市場」、「價格競爭」、以及「聯合行為」等三方面加以描述。 

由於我國的空運市場在民國 75 年以前均採加入退出管制政策，此一期間空運市場以

中華、遠東、台灣、永興等四家航空公司的經營為主，主管機關並未同意新申請者加入營

運，市場上也少見競爭行為，民國 76 年甚至發生遠航因經營者家族糾紛遲未解決，而無

法汰換新機的情形；民國 78 年時，華航則受到花蓮重大飛安事故的影響而一度打算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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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國內市場；至於台灣和永興兩家業者則只以離島航線的經營為主，整個國內民航市場

的發展幾乎處於停滯中。 

另一方面，當時台灣地區城際運輸需求卻不斷成長，其它相關的城際運輸系統又基於

種種原因無法立即提升運能，如：台鐵正進行雙軌化工程，影響正常運作；中山高速公路

容量已逐漸飽和，尚未進行拓寬，二高也尚未開工；此外，民眾的時間價值也隨著所得的

提高而日漸提高。基於上述主客觀環境的需求，增加航空市場的運能，似乎是一種解決城

際運輸運能嚴重不足的有效途徑。 

民國 76 年交通部宣布推動「開放天空」政策，希望藉由民航運能的增加以紓解城際

運輸供給不足的困境，並滿足民眾對快速運輸服務的需求。 

一時之間，新業者紛紛成立，民用航空運輸業家數也迅速在三年內由 4 家增加到 8 家，

不過新業者紛紛成立投入民航市場的情形似以民國 80 年為界，國內空運市場自民國 80 年

2 月中亞航空復航，便未再有新業者投入市場營運。 

其中之關鍵因素可能在於民國 78 年至 81 年間發生的數起飛安事故，事故發生後國內

輿情出現「開放天空」導致航務人員訓練不足、飛安意外頻仍之質疑。81 年間，行政院

長要求民航主管機關檢討民航市場的開放政策，此後，新業者申請加入國內市場的現象便

嘎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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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我國於民國 76 年提出「開放天空」政策，除當時國內運輸市場確有需求外，應

也受到美國「解除管制（deregulation）」政策所影響。論及解除「加入退出市場」管制，

其真正意涵除了讓有意經營者自由加入市場提供服務外，一旦經營不善或不願繼續經營

時，自然亦應自由退出市場；然而，由於執政者普遍存在業者退出市場象徵經濟衰退的觀

念，政府主管機關擔心業者退出市場會影響民眾對民航的信心，更將飛安問題混為一談，

甚至擔憂「政策不當過度開放」之批評，因此，在觀念上就相當程度地偏向保護既有業者

的生存。就法令層面而言，除了民國 78 年修改「民用航空業管理規則」放寬民航市場的

加入管制之外，並未針對業者退出市場的法令有所檢討，直到 10 年後的民國 87 年民用航

空法修訂時，始將原業者欲退出市場應報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核准的規定，放寬為報請民

航局轉報交通部備查。在此一退出市場仍受到有形與無形管制的情況下，國內業者退出市

場經營的情形甚為少見。 

整體而言，「開放天空」政策實施以來，國內民航市場在「加入與退出」方面仍維持

著實質的管制，只是在政策推動前三年曾經同意新業者加入，讓市場經營業者家數於短時

間內擴充了規模，若以是否解除「加入與退出」的管制作為指標，則我國的「開放天空」

政策只能算是一種「半自由化」政策。 

不過，雖然成立新公司進入民航市場受到許多限制，真正有意投入國內民航事業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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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仍藉由各種不同的方式加入市場的經營，其中，最常見的就是以購買既有航空公司股權

的方式，逐步參與經營，甚至最後加以併購。如：華航於民國 78 年購入遠航 10%的股權，

民國 80 年再購買華信航空股權；長榮於民國 84 年購入大華航空 20％股權以及馬公航空

32%股權，再於同年取得馬公航空 51%股權，正式併購馬公航空並改名為立榮航空公司，

又於民國 85 年取得台灣航空 40%股權，併購台航；至民國 87 年完成立榮、大華、台灣三

家公司的合併。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與南山人壽保險集團（美國國際集團，AIG）於民國 84

年購入 30%以上的遠航股權，再於民國 87 年取得 10％復興航空股權；華航於民國 85 年

取得國華 42%股權，民國 88 年完成華信與國華的合併等。整體而言，市場中業者經營權

的移轉，一直以各種不同的型態持續進行。 

基本上，「開放天空」政策實施以來，不論是以資本投入取得經營權、創立新公司、

或併購其它業者等方式呈現，在我國國內民航市場中，業者的加入與退出仍然存在，只是

開放市場中原本自由進出的經濟行為，在過程中卻往往無法避免牽涉政治因素的人為干

預，此不但影響市場機能的正常運作，亦嚴重阻礙飛航服務品質甚至飛安水準的提昇。其

中最為人知的例子就是民國 87 年，國內發生數起飛安事故，輿論就認為飛安事故與「開

放天空」有關，而當時多家航空公司實施低票價策略，也有人認為此亦為「開放天空」政

策實施後的後遺症，有飛安之隱憂，因此，要求政府藉由行政力量促使業者進行合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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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此一「市場競爭會惡化飛安」的推論，不但毫無根據，也不利於市場競爭。 

此外，業者對於個別航線的加入與退出亦常受到政治力的干預，有些新航線的開闢，

基本上不具備足夠的市場需求，卻不得不開航；另外也有嚴重虧損的航線，反而無法獲准

停航，其中，離島航線便是最明顯的例子，主管機關在政治的壓力下，以具公用特性的理

由，屢屢駁回業者退出航線經營的申請。 

反之，有一段時間亦有業者因經營不善已不符競爭條件，仍會透過種種方式向主管機

關遊說、施壓，以求不被「停飛」或「撤照」，在此一情況下，這種業者也往往仍能繼續

維持在市場中營運。 

三、「費率」管制政策之演變 

我國國內航空市場票價向來受到管制，若干小幅變化也僅見於管制內容的些許差異，

因此，業者在票面價格上的競爭並不明顯。以往航空票價調整因素，不外油價變動、物價

上漲及反映業者成本等，「開放天空」政策實施前，國內航空客運票價，計有民國 63 年元

月、民國 68 年 10 月、民國 69 年 5 月、民國 70 年 7 月以及 71 年 6 月等四次檢討，「開放

天空」政策實施後，則分別有民國 79 年 7 月、民國 79 年 10 月、民國 82 年 2 月、民國

85 年元月、民國 86 年 8 月、民國 88 年 12 月、以及民國 93 年 12 月等七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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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國內航線客運票價檢討及調整情形 

調整時間 調整原因 調整內容 

63.01.27 

（第一次檢討案） 

因應兩次石油危機所致成本增

加而調漲票價。 

1. 北高線調 60%。 

2. 北南線調漲 47%。 

3. 北馬線調漲 39%。 

4. 其餘各航線調整 78%。 

68.10.01 

（第二次檢討案） 

－ 各航線調幅自 4%至 86%不等，調幅 30%以內計九條

航線，30%以上計七條航線。 

69.05.03 

（第三次檢討案） 

國內航空用油調漲兩次所致成

本增加。 

各航線調幅一律 25%。 

70.07.01 

（第四次檢討案） 

－ 1. 主航線（註 1）未予調整。 

2. 副航線（註 2）一律調漲 10%。 

71.06.21 

（第五次檢討案） 

－ 1. 主航線（註 1）平均調漲幅度 15%。 

2. 副航線（註 2）一律調漲 5%。 

79.07.01 

（第六次檢討案） 

71 年至 79 年均未調整票價。 各航線票價調幅 5%至 30%，其中台北－高雄等九條

主要航線之平均調幅 20%，離島航線除高雄－馬公、

嘉義－馬公、台南－馬公外，其餘各航線調幅為 10%。 

79.10.11 

（第七次檢討案） 

因中東戰爭致航空用油價格上

漲 42%。 

各航線不分機型大小，票價一律調升 5%以反映成本。 

82.02.01 

（第八次檢討案） 

79 年業者普遍虧損（華航、遠

航除外）。 

各航線票價調幅為 0%至 12.55%。 

85.01.01 

（第九次檢討案） 

1. 降落費由三級收費費率改為

四級，取消原降落費 50%之

優惠折扣，並調降降落費

25%。 

2. 另於降落費項下增列噪音附

加費之計收方式，以作為航

空噪音防治之用。 

以載客率 75%基準將機場降落費及附加費之成本合

理反映至各航線票價上。 

 

86.08.16 

（第十次檢討案） 

台北-高雄航線已具備完全競

爭市場條件，原核定票價機制

無法充分發揮市場機制。 

台北-高雄航線試辦「採最高價格上限費率，取消七

折下限及事後報備制」方案半年，並於試辦完成後加

以評估檢討。 

88.11.02 

（第十一次檢討案） 
1. 82 年起近七年未調整 85 年

微調係反映機場噪音防制費

1. 交通部依各航空公司各航線成本及營運資料，分別

核定其票價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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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開徵。 

2. 國際油價不斷飆漲。 

3. 物價及薪資明顯上揚。 

4. 航空公司營運成本不斷升高

並已連年產生虧損。 

2. 票價上限=Min（票價上限容許值，航空公司陳報票

價上限） 

3. 票價下限=票價上限×50% 

4. 馬祖、蘭嶼、綠島、七美及望安等偏遠地區航線未

予調整。 

93.12.29 

（第十二次檢討案） 
1. 88 年起近五年未調整。 

2. 反映油價、物價及薪資水準。 

交通部依各航空公司各航線成本及營運資料，分別核定

除台東蘭嶼、高雄七美等偏遠離島航線以外，全國 30 條

客運路線漲幅在 2.3%~13.1%之間，平均調漲 9.7%。 

註：1. 主航線包括：台北－高雄、台北－台南、台北－花、台北－馬公、台北－台東、高雄－馬公、高雄－花蓮、台南

－馬公、嘉義－馬公、台北－台中等十條航線。 

2. 副航線包括：高雄－七美、七美－馬公、高雄－望安、望安－馬公、高雄－蘭嶼、台東－蘭嶼、台東－綠島、七

美－望安、高雄－小琉球、高雄－台東、台中－馬公等十一條航線。 

國內航空票價調整程序，係先由航空公司提出相關資料，經由民航局初審後送交通

部，交通部提交「交通費率委員會」進行審議。國內航線客運票價檢討及調整情形如表 2

所示。 

有關國內航空市場的票價競爭，以下分別就「費率管制政策之演變」、「費率管制放寬

後之影響」、「解除費率管制之時機與方式」等加以說明。 

（一）費率管制政策之演變 

依民用航空法之規定，民用航空運輸業客貨之運價，由交通部核定，非經申請核准不

得增減。於民國 87 年修訂民用航空法第 55 條，除放寬國際航線客貨運價採備查制外，國

內航線運價仍應報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核准。民國 63 年至 79 年間，國內航空票價受到嚴

格管制，屬「單一費率管制」時期，實施單一票價，業者只能依政府核定之價格出售機票，

不得依市場淡旺季或尖離峰彈性調整票價，從事價格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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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9 年 7 月 1 日起國內航線票價調整 5%至 30%，為配合票價之調整，依民國 78

年公布之「民用航空運輸業國內客運航線彈性費率實施要點」，採「上下限價格管制」方

式，航空公司得按核定基礎票價向上、向下 10%的範圍內，自行依市場供需情形實施彈性

票價。 

民國 79 年起由於業者反映普遍虧損，為反映業者之營運成本，遂於民國 82 年 2 月 1

日再次調整國內航線票價，同時放寬彈性票價空間。各航線大、中、小型機同時飛航者，

中、小型機票價按核定基礎票價上限向下 15%之範圍內，由航空公司自行依市場供需情形

實施彈性票價。 

民國 85 年 1 月 1 日由於噪音防制費隨機票徵收，再次放寬彈性票價空間。各航線得

按核定基礎票價上限向下 30%之範圍內，由航空公司依市場供需情形實施彈性票價。 

鑑於台北—高雄航線似已具備完全競爭市場之條件，以往核定的票價可能無法讓市場

競爭機制充分發揮，主管機關遂於民國 86 年 8 月 16 日起針對北高航線先行試辦採上限價

格管制，取消七折下限及事後報備制，以了解取消下限費率管制之可行性。惟此一作法於

87 年 2 月試辦期結束，卻正好碰上數起飛安事故，輿論認為市場票價競爭激烈影響航空

業者的必要維修成本投入，會進一步影響飛安，因此，對價格鬆綁之議也就無疾而終。 

到了民國 88 年 11 月 2 日國內航線票價政策有重大改變，交通部決定廢除單一票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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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依各航空公司所提供之各航線成本及營運資料，分別核定各公司票價之上下限。票

價上限係採航空公司所提出之票價上限與民航局委請學者專家依據各該公司實際營運資

料所計算票價上限容許值之最低值，票價下限則以各航空公司不同航線經核定票價上限之

50%為其下限幅度，希望在給予航空公司最大自由度的空間下，創造各航空公司提出不同

價格競爭策略的有利環境。歷來上下限價格管制情形如圖 1 所示。 

（二）票價管制放寬後之影響 

國內航空市場票價受嚴格管制時期，民航運輸業者彼此間並未產生激烈的價格競爭，

只在主管機關核定票價上，從事服務水準或廣告等非價格競爭。票價管制逐步鬆綁後，民

航市場業者的價格競爭策略也較以往多樣化，包括多種促銷方案與價格競爭。譬如：民國

82 年 8 月，復興航空為慶祝復航五週年，除北高航線票價降低 15%外，另贈送搭機乘客

價值 200 元之便利商店折價券；民國 83 年 4 月，復興航空試辦優惠哩程酬賓活動；民國

84 年 11 月瑞聯航空一進入市場，立即推出「一元優惠專案」；同時，復興航空也推出「你

送愛心，我送機票」促銷活動；國華則於民國 84 年 12 月 23 日至 85 年 1 月 31 日間，藉

著啟用新機，展開買一送一加二張半價優待票之促銷活動；復興航空自民國 84 年 12 月至

85 年 1 月底，推出週一至週五購買機票並搭乘北高線班機之消費者，只要自由樂捐就可

獲贈北高線機票一張，民國 85 年 9 月又推出候機超過半小時送機票之「北高空中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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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銷活動；民國 85 年 7 月，遠東航空發行遠航卡累計顧客飛航次數並給予優惠。 

在價格競爭方面，民國 84 年國內航線載客率由前一年的 68.89%降為 64.45%，國內

航空市場首度較明顯出現供給成長超過需求的現象，業者為爭取顧客，確保每月載客率，

採取所謂的「包銷制」，亦即航空公司以票面價格的若干折扣將機票交由旅行社販賣，旅

行社必須以現金來「切票」。由於，旅行社取得的票價低於票面價格，同時，機票具有時

效性，旅行社對於取得的機票，其實際售價多採隨「到期時間」的長短而差別定價，即愈

接近銷售期限，便以愈低的價格在市面銷售，至此，航空公司之間的價格競爭戰火延燒至

旅行社，市場上則出現期限將屆的超低價票。此種「切票作法」之發展，愈來愈盛，導致

機票量販店紛紛出現，直到民國 88 年 1 月，民航局要求不得販售空白機票，機票必須書

寫購票者姓名，以及要求航空公司與旅行社間應回歸「委託代售」的機票銷售制度，才使

市場票價混亂的情形稍微和緩。 

（三）解除票價管制之時機與方式 

上下限價格管制政策實施後，民航業者雖有彈性定價之策略空間，惟彈性票價實施之

後，業者間票價的差距及實際彈性操作的幅度均不大，成效不明顯，消費者也未實際受惠。

「開放天空」政策實施迄今，因受到民用航空法的限制，以致未能對票價更進一步解除管

制，對於「開放天空」政策所希望達到促進競爭的目的也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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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在真正自由競爭的市場，政府的角色應只限於市場壟斷或不公平競爭行為的

監督。如果國內民航市場要完全開放，則票價的高低自應交由業者自行決定，讓票價的決

定回歸市場機制。 

原本我國民航費率的自由化過程，希望由最早期的單一費率管制，逐步改為彈性上下

限管制，再逐漸放寬其彈性限制空間，直到最後得以真正達到完全解除管制的目標。然而，

實際執行時，受到法令修改曠日費時的影響，以致於出現依據現行法令一定必須由主管機

關核定費率的情形，而一旦有了核定的費率水準出現，在目前國內民航市場尚無法真正自

由進出、業者家數又少的情況下，該核定的費率即使只是上限，但卻仍成為業者的定價基

準，此雖屬寡占市場下一般廠商所謂的理性行為，然卻與主管機關希望業者充分發揮價格

競爭的政策意旨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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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1以前 79/7/1 82/2/1 85/1/1 86/8/16 88/11/2

基礎票價＋10％

－10％

－15％
基礎票價

－30％

無下限

下限為上限之50％

基礎票價上下
10％彈性空間

基礎票價向下
30％彈性空間基礎票價向下

15％彈性空間

票價限制

 

圖1  歷來上下限票價管制示意 

 

四、「票證免背書轉讓」之聯合行為 

在「開放天空」政策實施以後，業者除曾推出一些促銷策略從事競爭之外，多家業者

倒是曾於民國 84 年開始尋求彼此的聯盟而出現「聯運」行為，即「票證免背書轉讓」的

營運行銷策略，譬如：民國 84 年長榮航空與馬公航空的台北—高雄航線、民國 85 年馬公

航空與大華航空的高雄—馬公航線、長榮航空與大華航空的台北—台南航線、復興航空與

中華航空的台北—高雄航線、復興航空與遠東航空的台北—嘉義航線、中華航空與國華航

空的台中—高雄／台東—高雄／花蓮—高雄／馬公—高雄／台北—高雄航線、民國 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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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復興、立榮、中華、國華等航空公司於北高、北南、北嘉等航線實施票證無條件背

書轉讓等。而業者最近的申請是立榮、華信、與復興航空於民國 93 年提出的台北－恆春

航線，以及遠東、立榮航空提出台北—台東航線的票證免背書轉讓。 

此外，也包括遠東、復興、立榮、華信等航空公司於民國 89 年 5 月起進行減班，分

別為遠東航空每週減班 56架次、復興航空 68架次、立榮航空 56架次、華信航空 40架次，

合計每週減班 220架次。以各航空公司過去申請減班情形來看，該次之減班行為也屬於具

一致性的聯合行為。 

事實上，必需要指出的是一般國際上航空公司間的合作或聯營相當普遍，較常見的方

式包括：建立基本合作協定、建立行銷合作協定、建立聯合共用代碼、策略聯盟等，而目

前國內航空公司出現的作法包括：分段運輸聯段開票、同段運輸票證互通、共用班號、股

權購買等。 

五、小結 

回顧國外過去對於解除管制政策之實施，其目的不外乎希望藉由解除對業者在加入、

退出市場以及費率調整等各方面的種種人為限制，讓市場本身的價格機能不受干擾，恢復

正常運作，以追求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在此一前提之下，各國空運市場解除管制最重要的

即是開放有意提供服務的業者自由加入及退出市場，同時，也大幅放寬票價的管制，甚至

完全交由市場自行決定價格。 

由過去 20 多年國外的實施經驗發現，解除管制後，在一個具競爭性的市場結構下，

首先可能出現許多新業者加入市場，新加入者利用「低價策略」以取得市場的佔有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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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已在市場經營的業者則利用剩餘容量進行報復性價格競爭，並利用航網規模優勢發展

出Hub-and-Spoke 的轉運模式以提供較多班次的服務；在此同時，業者為取得價格競爭的

優勢，不得不尋求降低成本的方法，因此，許多不必要的成本獲得了節省。 

整體而言，若檢視過去二十年來各國實施解除管制的結果，雖然在競爭的環境下，部

份業者遭到淘汰而退出市場或與其他業者合併，但是，今天旅客搭乘飛機時，除了票價相

對降低之外，班次較過去增加且可供選擇的服務型態也多於管制時期，更重要的是以往認

為需要補貼的航線，也出現了能夠以不同規模有效經營的業者。 

反觀我國實施的「開放天空」政策，在加入退出市場方面，只是未作表面上的家數限

制，實質上仍是存在相當程度的管制，包括藉由設定加入條件的門檻，而達到實質限制家

數的結果；在票價上，也須經由主管機關審議及核定後才能實施；因此，事實上我國對於

解除「加入退出」管制與「費率」管制均仍有相當多的保留與限制。因此，有些研究將我

國實施的「開放天空」政策與「解除管制」政策劃上等號，其實並不完全正確。 

目前我國空運市場的競爭機制仍不盡健全，在一個健全的競爭市場，業者應能自由加

入與退出，價格也能隨時調整以反映市場供需情形，若業者僅能加入而不能退出，將破壞

市場本身的自然淘汰機制；若價格受到干預，則管制下的價格永遠無法反映競爭市場的真

實價格水準。在此種管制價格下，高效率業者的競爭優勢無法彰顯，無效率業者浪費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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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卻獲得補償，「優者無法勝、劣者不會敗」，不但扭曲了市場的競爭機制，乘客本應獲得

的利益也變相受到剝削。 

參、競爭法對產業競爭議題之規範 

本節根據前節對我國國內航空運輸市場之現況與特定競爭議題，進一步探討其所涉及

之法域與競爭法之相關問題。 

一、加入與退出市場 

自民國 76 年實施「開放天空」政策至 80 年間，民航主管機關對於國內航線之加入退

出市場管理政策，基本上係採不管制的政策。惟民國 80 年曾受政治壓力，認為國內航空

公司家數太多，不適宜再增加，主管機關隨即暫緩新航空公司成立之申請迄今。換言之，

雖然目前仍繼續實施所謂的「開放天空」政策，惟空運市場存在許多進入及退出經營之障

礙，有待突破。如：需求較高的航線市場，起迄機場起降額度與時間帶的問題，目前雖然

由於經濟衰退、空運需求降低、與減班的關係而稍緩，否則，尖峰時間起降時間帶的僵固

形如進入市場障礙。在此種環境下，欲加入空運服務者，只能以併購現有航空公司的方式

加入市場營運，此時，大多完全承接舊有的航機與人員，對於空運系統體質的汰劣存優速

度較慢。同理，對於無意繼續經營之業者，除非有人願意投資接手，否則也無法順利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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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任何運輸市場只要經過經濟特性分析發現應該解除管制，則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自應開放業者自由加入與退出，否則，只會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此時，任何的政策

干預，均屬不當。 

在機場起降時間帶、乃至於相關設施、維修棚廠等資源，可能因為容量有限，反而形

成另一種進入市場的障礙，嚴重影響競爭，此一結果與國外發生的情形較為不同，惟此種

現象顯然與開放天空希望達成的政策目標相衝突，有關此一課題建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期收回一定比例之起降額度與時間帶，經由競標的機制，重新分配。 

而在開放業者加入退出的過程中，以往最常被人誤解的一個論點，亦即競爭與飛安之

間的反向關係，則建議主管機關務必利用各種機會強調與澄清，航空公司的飛安表現與其

在市場之競爭行為，並無絕對的關係，因為，飛安應該視為業者進入市場提供服務的門檻，

兩個問題不應掛勾，應該獨立討論。 

此外，在民航解除管制的歷程中，「歷史優先權」這一習慣上賦予原先已存在市場業

者的特權，雖有其背景因素，卻相當可能不利市場競爭，類似作法，建議應訂定落日條款，

並導入競標的作法。事實上，以往瑞聯航空做為一家新加入者，之所以最終無法生存而被

迫退出市場，其主要原因即為當時國內航空市場時間帶不足，形成競爭障礙，影響競爭機

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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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航空公司間的合併問題，本研究認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應介入航空公司之合

併，應該尊重市場機能，也應避免所謂的「道德勸服」。 

另一方面，由於台灣國內航空市場目前僅剩下立榮、華信、遠東、復興等少數幾家航

空公司，此時，若航空公司再有合併（併購）的情形，屆時，某些航線市場可能祇有一家

至兩家經營（形如獨占、寡占），建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該維持業者加入及退出市場的

自由度，藉由維持市場競爭性解決此一發展情勢可能對競爭的不利發展；而競爭主管機關

則應檢視航空公司間的合併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第六條之「結合」定義，且達同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所規定的三種情形，若有，則應向公平會提出結合許可申請；當然，依公平交易

委員會「航空公司聯營審查準則」之規範，若「已獲公平會許可結合之航空公司，其公司

間之聯營行為」，則無須再由公平會審查。 

二、費率管制 

（一）單一費率管制缺乏彈性 

早期民航業者票價受到嚴格的管制，市場上只出現單一價格，既不能準確反映業者真

實的營運成本，消費者亦不能依市場實際狀況享受應該得到的利益。因此，「開放天空」

政策實施後，票價政策即由單一票價調整為彈性票價，並朝最終解除管制的方向努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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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認為，原本此一政策規劃容或有值得肯定之處，不過歷經多年變遷，政策執行者多有

更換，相關法令亦未修改，政策不能連續貫徹執行，則反而可能導致社會利益之重大損失。 

（二）上下限價格管制公平性與合理性 

1. 政府雖訂定票價上下限彈性空間，讓民航業者自由訂價，但目前部份航線在寡佔市

場的實際運作上，卻有相當高的聯合定價之可能。以民國 88 年 11 月的票價調整為

例，主管機關原希望藉由彈性空間的大幅增加，並賦予業者在一定範圍內自行決定

價格的權利，使業者能充分發揮不同服務、不同品牌、不同產品的多樣化服務與行

銷策略，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與比較，以促進競爭；惟實際執行的結果卻是出現

業者所提報之上限票價差異不大。各航空公司不論其使用機型的差異、成本結構的

明顯不同，卻極有默契地將實際售價訂在接近交通部核定的最高票價（ceiling price）

處，彼此票價差異不大，致使希望以此一大幅放寬的自由定價政策，促使業者依本

身的優勢與特質產生競爭的目的無法發揮。 

2. 民國 88 年調整票價之前，由於機票的市售價格仍低於票面的核定價格，主管機關

曾質疑調整票價的必要性。當時，業者的反映是市場價格不敷成本，希望以提高票

面價格來產生「水漲船高」的效果而帶動市場售價。另一方面，由於主管機關希望

此次調整票價能夠同時儘量給予業者較大的營運策略施展空間，而對於核定票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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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均儘量寬鬆，當主管機關依各航線成本之不同而核定上限價格後，發現業者的票

面價均訂在極為接近主管機關核定的上限價格處，再由於機場售票均以票面價出

售，其結果便是對直接到機場購票的乘客產生嚴重的不公平現象，這些乘客所支付

的票價實際上是上限價格，已超出市場合理票價的範圍。雖然，業者認為在機場購

票按票面價計算乃國際慣例，但對國內航線的運輸特性而言，實難令人接受。故票

面價格等於上限價格，業者以票面價格出售，高於實際提供服務的價值，其合理性

應再加以檢討。 

雖然我國國內空運市場目前實施「開放」天空政策，惟對於空運市場之費率仍採取審

核制，並未完全解除管制。以往管制費率的做法係由業者透過同業公會提出調整票價申

請，由民航局初步審查後，陳報交通部費率委員會審議，國內空運市場的費率，仍存在管

制的事實。 

而國內航線航空票價調整之依據為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民用航空運輸業

客貨之運價，其為國際航線者，應報請民航局轉呈交通部備查；其為國內航線者，應報請

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核准。變更時，亦同。」以及民國 78 年交通部通過的「航空事業國內

航線部份彈性票價實施辦法」，航空公司得在固定費率的上下限範圍內，依營運需求彈性

調整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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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民航局費率管制的做法與總體空運「開放天空」解除管制政策的精神不一

致，事業主管機關應該思考如何創造一個有效機制，讓費率水準能夠真正反應各航空公司

服務的市場真實價值。而此一課題的解決應該回歸市場經濟特性，只要分析發現應該解除

管制，且市場資源也沒有形成競爭障礙，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應開放業者自由定價，再

多的政策干預，均屬不當。事實上，亦永遠無法管制在最佳的水準。 

在競爭法主管機關方面，由於上述業者票價訂定，以及部分航線市場集中性過高，極

可能發生業者勾結定價的情形，本研究認為不同航空公司雖然經營同一條航線，但是其使

用的機型各不相同、公司規模差異也大，尤其是目前國內航線有大型、中型、小型不同機

型之機種，對於大型、中型航機同時競爭的航線，票價訂定未能反映成本差異，明顯有不

合理之處。因此，如果費率不能就此鬆綁而仍須管制，則，競爭法主管機關有必要建立一

套監控公平競爭的監督機制。對於同一條航線，不同航空公司所使用的機型、提供的服務

品質、甚至於安全績效均不相同，事業主管機關當然不應以相同的管制費率核定該條航線

之票價。再以每次管制費率調整後，業者票價之因應變動情形來看，業者間相互呼應的情

形，相當明顯，同時，事業主管機關每次調整票價之彈性上限，反而形如業者之建議漲價

空間，實有必需檢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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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票證免背書轉讓」之聯合行為 

事實上，我國實施「開放天空」政策以來，國內航空業者的市場行為最引起矚目與爭

議的就是因為實施「票證免背書轉讓」而衍生的「聯合行為」疑慮。 

關於航空公司間推出「票證免背書轉讓」之聯合行為，其背景與實際發生的案例已如

前節所述，我國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此即為抵制聯合

行為之禁止法規。公平交易法第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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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前項所稱聯合行為，

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

限。第一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

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

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第二項之水平聯合。」基於上述條文可知，我國公平交易法

對於聯合行為之認定，著重在「行為類型」之描述，亦即事業間「共同決定」及「相互約

束」的行為特性。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聯合行為並不一定絕對無益於社會，因此，公平交易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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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合行為亦採「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規定，第十四條即規定七種例外情形，包括：

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二、為提高技術、改

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三、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

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五、

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六、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

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該行業之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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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

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為者。若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且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者，則可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聯合行為是否違法之判斷可依圖 2的邏輯進行分析。 

有關「票證免背書轉讓」此一課題，公平交易委員會曾於民國 85 年 12 月 11 日第 267

次會議解釋航空公司「聯營」所涵蓋之範圍甚廣，其中，若屬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三條規範

之「聯運」範圍，則依法由主管機關監督管理。至於「聯運」涵蓋範圍之界定，則屬主管

機關之職權，主管機關倘認定某特定合作行為屬於「聯運」範圍，則該合作行為依法報經

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可依（舊）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不適用公平法之規

範，其餘非屬聯運範圍、且涉及公平法規範之合作行為，則應依公平法辦理。 

至於航空公司非屬聯運範圍內之聯合行為，若符合公平法申請聯合許可之要件，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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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亦認有其必要時，仍可請航空公司向公平會申請聯合許可。又航空公司辦理非屬聯運

範圍內之聯營，若涉及公平法有關結合之規定，則應請航空公司向公平會申請結合許可9。 

 

 

 

 

 

 

 

 

 

 

 

 

圖2  聯合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判斷 

 

之後公平交易委員會再於 90 年 11 月 29 日第 525 次委員會議對於立榮航空與華信航

                                                      
9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民用航空運輸業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94.3.15.

公壹字第 0940001805號令（94.2.24.第 694次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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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申請台北／台中航線「票證免背書轉讓」一案的決議認為，其票證免背書轉讓行為雖符

合聯合行為之形式要件外觀，但因「未實質影響運輸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尚毋需向公

平會申請許可，故立榮與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可逕依其營運計畫，實施台北／台中航線

票證免背書轉讓行為。 

由本案可發現公平交易委員會所管制之聯合行為，乃有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實質聯合

行為，而非徒具聯合行為之形式外觀者。 

以當時立榮航空與華信航空申請台北／台中航線票證免背書轉讓之行為來看，由於台

北／台中航線之運輸功能，從空運時間及票價觀之，皆與公路運輸及鐵路運輸，具有高度

替代性，故台北／台中航線票證免背書轉讓之行為，尚難認有實質影響運輸服務供需之市

場功能，故無涉公平會對競爭之管制，毋須向公平會申請聯合行為之許可。 

類似的狀況，是遠東與復興航空自民國 88 年 8 月 1 日起，於北高、北南、北嘉航線

實施無條件背書轉讓，公平交易委員會則於民國 89 年 2 月 29 日決議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

四條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除依法命遠東及復興航空公司立即停止是項聯合行為外，並分

別處遠東航空新臺幣二百萬元罰鍰，及復興航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罰鍰。 

此外，另一個案例是民國 94 年 4 月 21 日公平會第 702 次委員會議決議，立榮航空、

華信航空與復興航空申請臺北－恆春航線票證免背書轉讓，依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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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書規定同意給予許可，許可有效期限至 95 年 1 月 31 日止。本案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

實施臺北－恆春航線票證免背書轉讓後，具有縮短飛航班距、提高載客率、降低飛行成本、

增進經營效率及方便旅客搭乘等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正面效益。而對於參進障

礙、價格僵固、上下游市場之影響及消費者權益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不利益尚不顯

著。此外，公平交易委員會同時決定，為避免申請人利用本聯合行為許可進行限制競爭或

不公平競之行為，及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另外依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對申請人附加許可負擔。 

民國 91 年遠東航空與立榮航空申請台北—台東航線的「票證免背書轉換」，公平交

易委員會分別考慮（一）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包括：縮短旅客候機時間，增進消

費者福祉；提高載客率，增進經營效益；提昇資源使用效率；參酌主管機關意見亦認為該

案實施「票證免背書轉讓」，可有效提高旅客搭機的便利性，對於提昇航空公司載客率應

有助益，並可藉此促進航空資源的有效運用，進而健全國內民航運輸發展環境。（二）造

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不利益尚不顯著，包括：對造成參進障礙之疑慮尚不顯著；對

價格僵固性之影響尚不顯著；尚未對上下游市場產生影響；對消費者權益減損之影響尚不

顯著等。綜合評估後，公平交易委員會以附條件方式同意此案之申請
10
。 

                                                      
10

 參閱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580 次委員會議，200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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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航空公司從事票證免背書轉讓行為相關案件 

之處理原則 

91.04.25 第 546 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91.04.29 (91)公壹字第 0910003811 號令 

94.1.13.第 688 次委員會議通過 

94.2.24.公法字第 0940001287 號令發布 

一、 

航空公司實施「票證免背書轉讓」（包含「無條件票證背書轉讓」等其他性質

類似之合作協議），如有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

方屬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所稱「聯合行為」。 

二、 

所稱「市場」之界定，參酌各國對於航空市場界定之實務，應考量以下因素： 

(

一) 
旅客屬性及其旅行時間成本。 

(

二) 
旅程距離之遠近。 

(

三) 
不同運輸工具間的替代能力。 

(

四) 
市場的參進障礙。 

(

五) 
其他與航空市場界定有關之因素。 

三、 

所稱「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判斷，應考量以下

因素： 

(

一) 
參與票證免背書轉讓協議之業者之市場占有率。 

(

二) 
不同運輸工具間的競爭情形。 

(

三) 

參與票證免背書轉讓之業者客觀上有無能力將票價提升至高於競爭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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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民航主管機關之票價管制情形。 

(

五) 
其他與航空市場功能有關之因素。 

國籍航空公司於國際航線實施「票證免背書轉讓」，另應考量國際公約、航權

及航約、國際慣例及國際民航政策等因素。 

四、 
本會將視民用航空相關法令及政策、市場結構、競爭狀況及其他經濟及社會因

素變化，適時修正調整本原則。 

 

最近一次則是在民國 94 年 4 月 21 日第 702 次委員會議，以附條件方式，許可立榮-

華信-復興航空申請台北/恆春航線的票價免背書轉讓，許可期限至 95 年 1 月 31 日11。 

由此可見，競爭主管機關雖然就「票證免背書轉讓」是否合於聯合行為的例外許可，

已經定有較詳盡之處理原則，惟業者間之特別拆帳協定是否將導致票價訂於正常競爭水準

之上，損及消費者利益，仍必須就不同個案，考量旅客屬性及其旅行時間成本、旅程距離

之遠近、不同運輸工具間之可替代性、市場進入障礙、參與事業之市場占有率以及其他與

航空市場界定有關之因素，分別予以深究。不過在公平交易法的實務上也可以發現，在較

近的這段時間內的「票證免背書轉讓」申請，目前都以不同附負擔及條件的形式，許可其

                                                      
11

 本案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實施臺北－恆春航線票證免背書轉讓後，具有縮短飛航班距、

提高載客率、降低飛行成本、增進經營效率及方便旅客搭乘等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

益之正面效益。而對於參進障礙、價格僵固、上下游市場之影響及消費者權益等限制競

爭或不公平競爭之不利益尚不顯著。公平交易委員會同時決定，為避免申請人利用本聯

合行為許可進行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之行為，及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對申請人附加許可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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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就目前的申請審核方式看來，公平交易委員會已有一套處理原則，如表 3。 

整體而言，航空市場業者之競爭或違反競爭之行為相當複雜，部分作法亦係其在國際

運輸市場的習慣作法，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聯合行為之「例外」情形雖然已有相當深入的

分析，不過，仍宜建立更為客觀之標準，並建立機制隨時監控，始能確保市場之公平競爭。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回顧我國實施「開放天空」政策的過程與內涵，發現直到目前為止，國內航空

市場不論在業者加入與退出市場以及票價調整等方面，均仍維持著某種程度的管制，相較

於國外實施的解除管制，在內涵上，的確有相當大的差異。 

「開放天空」政策實施初期開放業者加入市場所提供的運能，的確有助於紓解台灣地

區的城際運輸需求，然而，若不考慮實務上完全解除管制所可能帶來的市場波動風險，以

及主管機關在營運秩序之監督與維持上的問題，則隨後對於加入與退出市場管理的緊縮卻

某種程度地傷害了市場的競爭機制，加以對具有競爭性的航線市場費率仍施以管制，致使

價格無法反映真實的市場水準，在此種實質管制的環境下，高效率業者的競爭優勢無法彰

顯，低效率業者的損失卻獲得補償，不但扭曲了市場競爭的本質，乘客本應得到的利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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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侵害。換言之，本研究認為實施「開放天空」政策的確曾為市場注入新的運能，然而，

若能依據市場的經濟特性，在業者的加入、退出市場、以及票價調整上進一步落實自由化

的精神，則整個市場應可獲得更好的發展。 

整體而言，目前我國空運市場的管理政策仍有調整的空間，讓價格機能充分發揮的市

場，必須先讓業者能夠依據本身的經營條件與對市場的預期，自由決定加入與退出，同時，

更應該注意排除市場發展過程中，任何足以形成競爭障礙的因素，始能確保市場的競爭性。 

台灣地區國內空運市場的經濟特性係一具有長期延續性的課題，特別是未來幾年，高

速鐵路的出現，乃至於一旦兩岸直航之後，對於我國國內空運市場的經濟特性，均將產生

一定的影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競爭法主管機關均應持續關注與監控其發展。 

有關目前我國國內航空市場業者加入及退出市場方面，本研究認為空運市場只要經濟

特性分析發現應該解除管制，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應開放業者自由加入與退出，否則，

只會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此時，再多的政策干預，均屬不當。 

國內市場費率管制的做法也應回歸市場經濟特性，只要分析發現應該解除管制，且市

場資源也沒有形成競爭障礙，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解除管制，政策干預永遠無法管制在

最適的費率水準。 

關於許多空運資源使用的「歷史優先權」課題，由於可能不利市場競爭，應訂定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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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並逐漸導入競標的作法。 

對於航空公司之合併，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應介入，應該尊重市場機能，也應避免所

謂的「道德勸服」。某些航線市場若祇有一家至兩家經營（形如獨佔、寡佔）時，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該維持業者加入市場的自由度，藉由維持市場競爭性解決此一發展情勢，可

能對競爭的不利發展。對於上述情形，競爭主管機關應監督業者合併結合，是否會造成總

體市場或航線市場過度集中，影響市場競爭。 

至於航空公司實施「票證免背書轉讓」是否涉及聯合行為之課題，本研究認同對於聯

合行為採「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原則，未來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除依已屬

完整的處理原則判斷之外，可依個案情形，與航線市場特性，分別討論，當然建立客觀的

判斷標準應屬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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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generally has a high sunk cost and the economies of scale that it 

is easier to form monopoly, concerted actions and price-leading behaviour.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lso belongs to one of the consumer industry, which related to our 

daily necessities.  Therefore,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 like public 

service which the government imposes economic regulation on. 

In addition to regulation control, the government usually provide the industry with subsidy; 

for example: direct money subsidy, indirect subsidy, monopolizing the specific business region 

or transport operating routes, assistance in obtaining the land or permitting the u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and, etc.  However, as our country enter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under internationaliz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how will the government 

control or provide subsidy to this industry and how will the regulation influence the competition 

in this market.  These are surely something that is worth to research about.  

Furthermore,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ies includes ground transportation, sea transportation 

as well as air transportation are very extensively.  The law that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bides 

by not only is extremely complicated but it is also involved in various issues of market structure 

and competitivenes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transportation law and 

what it intrudes in. 

Besides this, when the regulatory agencies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re 

involved in the anti-market regulations; how do the agency of fair-competition implicate Article 

46 of Fair Trade Law to be involved and to establish reasonable competition order.  This is one 

of the major concerns that this research project will convey. 

 

Key Word: Fair Trade Law, Competition, Open-Sky policy, De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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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黃委員美瑛（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本文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民國 76 年至 93 年，台灣地區航空運輸市場在「開放天空」

政策實施迄今，業者之市場行為及整個市場之運作情形，並針對「加入退出市場」、「費率」、

「聯合行為」等課題，提出競爭法的適用與規範。本文之研究，對於台灣交通運輸產業政

策之檢討與未來政策方向之研擬以及運輸事業法令與競爭法之競合問題，提供相當有用的

參考資訊，具有研究上重要性及實務上的價值。 

本文研究的主要內容，概認為所謂「開放天空」的政策，仍僅為部份解除管制，對於

加入及退出市場，以及票價調整，均應進一步落實自由化精神；而對於航空公司的合併，

應尊重市場機能，且由競爭主管機關加以監督；至於如「票證免背書轉讓」等聯合行為課

題，概由競爭主管機關依現行法規（公平法）規範之。本文訴求之主要觀點，確指出目前

國內航空市場應加強之方向及目標，唯為使本文之觀點更具說服力及嚴謹性，下列建議供

作參考： 

1. 各國對於交通運輸事業早期概以其具規模經濟之自然獨占特性及其為攸關民生之重要

產業為由，而加以管制，而後均逐步予以解除管制，本文亦據此主張國內航空市場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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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解除管制。然而，國外經驗亦存在「解除管制」之後又再恢復管制的例子，因此，建

議作者對於國內航空市場應解除管制之理由加強說明或予以檢視，是否原先管制之理由

已不成立，因而不需要繼續管制？作者對於各國實施管制迄今，其管制成效或對競爭之

影響，分別在頁 2、3 及 17 中述及，唯並未加以評估其正負面效果，亦未註明其參考文

獻；建議作者彙整國內外對於航空市場解除管制之理由及成效之相關文獻，作較一致且

具體之探討，則較能支持國內航空市場完全解除管制之政策及其預期成效。 

2. 表１呈現「開放天空」政策前後之國內運輸市場之變化情形，其說明之重點，建議應著

重於航線市場之定義，方能具體地評估在「開放天空」政策實施之後，該市場之集中度

變化以及各項衡量競爭性指標之改變，進而顯示「開放天空」政策達成之相關成效。 

3. 頁１８提及，機場起降時間帶乃至於相關設施、維修棚廠等資源，可能因容量有限，反

而形成進入障礙而影響競爭機制，建議應訂定落日條款，並導入競標的作法；但是，此

建議作法似乎並不能擴充容量而解決「容量有限」的問題，故在推論上有待加強。 

4. 對於目前我國國內航空市場業者「加入及退出市場」以及「費率管制」方面，作者認為，

只要經過經濟特性分析，發現應該解除管制，且市場資源也沒有形成競爭障礙，則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應開放業者自由加入與進出及自由定價（如頁 18、21、27、28 所述）；這

個陳述以「經過經濟特性分析，發現應該解除管制，且市場資源也沒有形成競爭障礙」



 
274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作為政策不應干預的必要條件，然而，全文並未說明或證明這個經濟特性分析，是否透

過那些相關文獻已發現或要如何去發現，而支持了應該解除管制之主張，建議作者補充

說明之。 

5. 本文參考的文獻，在正文中可以直接列出該文獻作者及其出版年代的方式，或以註釋的

方式表達，並應注意其使用方式的一致性；另有些文獻（如 Carlton（1990））漏列，亦

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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