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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空運直航票價之檢討與說明
─以臺北-上海航線為例
一、前言
兩岸直航自 97 年 7 月週末包機啟動以來，已搭載超過 730
萬人次直接往來兩岸，提供了更便捷省時的空運服務，使得兩
岸一日生活圈逐漸成形，也促進了兩岸經貿交流與繁榮。但是，
也有一些批評聲音，主要多是票價太貴及機位不足。一則因為
以往均需經由港澳中轉，直航後航程大幅縮短，飛航成本亦大
幅下降，為何票價未隨著航程縮短而大幅調降；二則質疑香港
航線與上海直航航線之飛行距離、時間相近，為何香港航線票
價較低。由於不同航線有其特性與供需面向，故在討論兩岸票
價議題上，有必要將這些相關因素加以分析，並清楚說明。
國際航空機票是高度運用經濟供需原理來定價的一種商品，其
票價作業相當繁雜，航空公司為了鼓勵旅客去程及回程均搭乘
同一公司航班，實務上均採用來回票做為定價基礎。如旅客僅
擬購買單程票，航空公司並不是以來回票價的一半來計價，而
係以來回票價之 6 成做為單程票價。也因此如果去程及回程均
購買單程票，其票價支出將較來回票多出 20%。為使討論票價議
題的基準一致起見，以下均以來回票價做為分析之基礎。
另外，航空公司為了行銷及因應搭機旅客不同之需求彈
性，亦設計了許多效期不等的票種，以進行價格區隔，如 1 年
票、3 個月票、1 個月票及 14 天票等。就航空公司而言，由於 1
年票代表在一年效期內該公司均需提供服務，對消費者負有較
大義務，因此票價定價較高；而 3 個月票或 1 個月票則相對而
言負擔義務較輕，故票價較低。甚至有時為了促銷少數剩餘空
位，在飛機起飛前數日推出限 14 天內（或更短期限）使用之短
天期票種，以避免航班機位浪費，這一類機票的票價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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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旅客角度而言，如其行程很確定(例如旅行團)，則會以購買
14 天效期之低票價機票為首要考量；但對於行程希望保有較大
彈性的旅客而言，則會考慮購買 1 個月或 3 個月等效期較長的
機票。因此，即使是同班機同樣經濟艙的旅客，其購得機票之
價格，可能不太相同。
由以上說明可知，國際航空票價與每張機票背後所附加的
效期…等使用限制息息相關。而航空公司也經常會依據市場供
需與競爭特性隨時調整每一票種的價格及其配給之機位數，也
因為機票實務的複雜與牽涉層面廣大，因此與一般單純以「成
本加成法」計算價格的其他運輸服務本質完全不同。也因此，行
政介入機票定價之管制成本相當高，此所以世界各國對國際機
票，多採市場機制，較少管制。
依據業者對兩岸總體供需分析推估，兩岸空運往來總需求
(含直航與中轉港澳)自 98 年初至 99 年中，已成長約 50%，但直
航座位數之供給僅約為兩岸空運往來總需求的一半。在大陸熱
門航點時間帶取得不易，機位供給吃緊的問題難以有效解決情
形下，使得處理票價議題更加困難與複雜。換言之，在討論票
價議題時，亦需要針對市場銷售、機位供給、配套措施等層面
加以討論，而非僅止於價格層面。
目前抱怨票價較高的航線主要以上海、北京為主；不過，
北京航線的定價一直以來多貼近上海航線進行定價，而且北京
航線與東京航線航程相近，相同效期機票之票價亦與東京航線
相當；至於佔有兩岸往來市場四分之一的大陸華南航線，因其
鄰近香港，在航班數及票價有香港航線之分擔與制衡下，目前
較無票價問題。因此以下將以上海航線票價議題為主，從各相
關層面與可能效應，進行分析與說明。

二、目前票價說明
由於「臺北-上海」航線之航程與「臺北-香港」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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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被外界拿來做為對比，為使討論有一參考基礎，以下
將以相互比較該兩航線的方式說明目前票價的概況。
(一)「臺北-上海」與「臺北-香港」空運市場供需
經統計 99 年 7 月份資料，臺港間平均每週飛航 337 班
次，提供 195,005 個座位數，其班次數為臺北-上海航線的
4 倍，提供座位數更是臺北-上海航線的 4.7 倍，市場供給
遠較臺北-上海航線充裕。在此情形下，臺北-香港航線遠
較臺北-上海航線存在更多元化的票種可供選擇。
表一、臺北-上海/臺北-香港航線每週供需比較表
航

1

線

臺北－上海

飛行哩程

1,048 公里

941 公里

班 次 數

84

337

座 位 數

41,462

195,005

乘 客 數

37,834

169,254

載 客 率

91.2%

86.8%

臺北-香港

2

註 1：臺北-上海航線 84 班，其中 7 班從高雄及臺中出發
2：臺北-香港航線 337 班，其中 94 班從高雄及臺中出發

(二)「臺北-上海」與「臺北-香港」票價現況
97 年 12 月 15 日兩岸開放平日包機後，國籍航空公司
之臺北-上海航線 3 個月來回票票價約在 14,500~16,100 元
（不含燃油附加費及兩地機場服務費(稅))。而自 98 年 8
月 31 日開始定期航班後，則約在 15,000 元左右，並隨著
市場情況而有所調整。
99 年之後，因上海直航航線需求仍持續成長，交通部
及民航局曾多次協調國籍業者調降票價，摘述如下：
1. 因 99 年春節期間臺商返臺過年需求旺盛，市場售價升
高，民航局遂協調國籍業者於春節期間(99 年 2 月 1 日
起至 99 年 2 月 28 日止)飛航之上海、杭州、寧波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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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航線加班機，實際銷售價格不超過各航線年票票面價
之八五折、其餘航線七折。
2. 99 年開春後，上海航線需求仍高，民航局再度於 99 年
4 月 16 日協調業者調降上海航線市場售價 20%。
3. 99 年 6 月 17 日再與國籍航空公司溝通自 7 月 1 日起，
針對較為熱門的票種(如 1 個月效期票、14 天效期票)
以原有優惠票價再降價至少 10%~15%的方式，適當回饋
消費者。
4.99 年 7、8 月份為航空市場的傳統旺季，市場需求強勁，
再於 8 月中協調業者調降兩岸票價，自 9 月 1 日起至 12
月底推出自臺灣出發至上海等主力航線各票種調降 10%
至 25%之優惠，其調降票價情形如附件。
至於臺北-香港航線因市場供給充裕，航空公司為吸引
旅客搭乘，紛紛推出多種短天期優惠促銷票，尤以 14 天來
回票為主要銷售票種，價格介於 6,200~9,000 元，而 3 個
月來回票價則較少波動，自 97 年起即穩定維持在 10,950
元左右。
表二、臺北-上海/臺北-香港航線 3 個月來回票票價比較
航

線 97 年 8 月

臺北-上海
臺北-香港

98 年 8 月

99 年 4 月
15,400 元

15,000 元

15,500 元
1

99 年 7 月

1

99 年 9 月

15,400 元
1

13,860 元
1

1

(17,344 元) (16,844 元) (17,244 元) (17,244 元) (15,704 元)

10,950 元

10,950 元

10,950 元
2

2

10,950 元
2

10,950 元
2

2

(12,708 元) (12,708 元) (12,708 元) (12,708 元) (12,708 元)

註 1：()內為含機場服務費 724 元及燃油附加費 1,120 元之價格。
2：()內為含機場服務費 948 元及燃油附加費 810 元之價格。

(三)國籍業者票價與陸籍業者票價之比較
以3個月來回票而言，國籍業者市場售價介於13,860元
~19,050元之間，陸籍業者市場售價介於15,253~1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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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整體而言，國籍業者較受國人青睞，票價略高於陸
籍業者，另陸籍業者銷售票種較多元，民眾較容易購得較
國籍業者便宜之機票。

三、目前輿論議題
(一)票價過高
由以上分析得知，上海航線與香港航線航程、飛行時
間相去不遠（上海航線約為香港航線的1.1倍），但票價高
於香港航線甚多；甚至部分民意認為不應高於經港澳中轉
上海的票價。消基會曾於98年12月公布一份調查資料，受
訪者中實際搭乘過兩岸航班且認為定期航班票價較包機時
期更貴者占26%。另該調查之所有對象中有7成消費者認為
應調降兩岸票價，但其中亦包含未曾搭乘兩岸直航之旅
客。因此，外界對於票價過高的看法，也反映了一般輿論
對於航空運輸定價特性、香港機場樞紐(Hub)定位會影響票
價訂定(將在第四部分描述)可能未完全瞭解。
(二)不容易購得所需機位
另外比票價更受關注的議題在於兩岸航班座位供給不
足。兩岸定期航班執行1年以來，總共載運了515萬人次，
平均載客率77%。其中上海(浦東、虹橋)航線約為150萬人
次，如加計杭州、南京、寧波等鄰近上海航線之運量83萬
人次，合計約233萬人次，約占兩岸直航總運量45%強，顯
示兩岸航線主要運量集中於大上海地區。再以上海航線99
年7、8月份載客率約在9成上下來看，不容易購得所需機位
首推上海航線，而業者推估，有相當比例的兩岸往來需求
未獲提供服務，更顯示機位擁擠程度。
其次，某些航線需求略低，難以達到規模經濟之效，
航空公司遂以較小機型飛航，造成有限班次額度未能充分
以大型機飛航，總提供座位數無法達到最大。同時，大陸
籍航空公司並未完全以大型機飛航熱門航線，亦造成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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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此外，兩岸定班實施一年以來，臺灣往返港澳(98 年 8
月至 99 年 7 月)運量仍然高達 947 萬人次，只比前一年同
期減少 2.4%。雖然部分係因近一年來經濟情況復甦，港澳
旅客回流，但也顯示兩岸定期航班對港澳航線的衝擊不如
原來預期得大；更間接反映兩岸空中往來(包含直航及中轉
港澳)的總旅客量，已經因為兩岸直航被激發出來。兩岸空
運市場也因為時間縮短、實際票價略降(相對於兩岸直航前)
及兩岸簽署 ECFA、經貿往來更加緊密的情況下，需求不斷
上升，而供給面的航班增加卻已面臨瓶頸，欲訂得所需機
位也日益困難，估計兩岸直航需求仍有相當比例未獲滿足。

四、航空票價訂定之機制
一般消費者多希望票價愈低愈好，現今公共運輸服務價格
也都是易跌難漲，政府具主導之各項收費亦是如此。但是國際
航空票價有其特性，故一併在此加以說明，使民眾對於機票定
價機制有進一步的瞭解，以便採取適當的因應作法(例如：提早
訂位、調整行程安排選擇離峰航班或選搭周邊二線城市以購得
較便宜機票…等)，購得較為物美價廉且符合所需之機票。
(一)國際航空票價非以成本定價
航空公司訂定價格係綜合考量市場供需與競爭情況、
飛航成本(旅客、行李處理成本、固定機具設備、駐站人員
費用、降落費、場站地勤費用等成本)、起降時段(例如上
午或下午)、班次頻率、旅客時間價值、當地生活水準等因
素，飛行哩程僅為定價參考依據之一，票價最主要決定因
素為市場供需與競爭情況，非單純以成本做為定價之依
據，航空公司機票售價亦非維持一成不變，而是隨時視市
場航線情況適時調整。
(二)國際直航航班均較中轉航班貴
雖然消費者期待票價越低越好，但據業者調查仍有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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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客認同兩岸直航航班票價要比中轉港澳航班貴，事實
上，出發地與目的地相同之航線，直航航班的定價多較經
第三地中轉的票價為高，這是國際航空運輸之重要特性，
藉以反映時間節省之價值。
(三)兩岸航線票面價備查之參考依據
兩岸直航票價訂定之初，係參考相鄰國家地區航線之
票價，如華北地區係參考臺北-東京航線，華南地區參考臺
北-香港航線，而華東地區則以略較華南地區定價為高之原
則來予以備查。
(四)臺北-上海航線與臺北-香港航線之特性差異
香港機場為亞太地區最主要的轉運機場(Hub)，由於航
網及航班較密集，很容易吸引鄰近國家之旅客在此轉機至
世界各地。飛經此機場之航空公司在票價訂定上，存有以
長補短之優勢，亦即以長程線票價收益補貼香港至鄰近國
家機場間短程線之票價。因此臺北-香港航線相對於臺北上海航線票價更有大幅降價的空間。
另國人至香港的旅次目的主要為轉機或是購物，通常
為短天期的行程，且相對來說，對價格較不敏感；與國人
前往上海有相當比例屬於「準通勤」性質之旅次有很大之
差別。因此臺北-香港航線銷售最多的票種為 14 天短天期
來回票，而臺北-上海航線旅客使用較多者，則為 1 個月或
是 3 個月來回票。

五、票價過高的不同思考面向
(一)票價過高的認知來源
兩岸直航一週年後，諸如上海或深圳等較短程航線已
逐漸衍生出部分準通勤型態旅次，如以每週往來上海一趟
估計，每個月至少需支出新臺幣5萬元，占其薪資水準比例
甚高，因此從通勤者的角度均冀望票價能越低越好，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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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負擔。
業者最近調查其兩岸航班乘客約有50%係由公司付錢
購票。不過，即便是公司付錢，多數仍希望為公司節省交
通成本，再加上另外50%自行負擔票價之準通勤者，相較於
其搭乘其他通勤工具所習慣負擔的成本，會感覺兩岸票價
似乎過高，負擔較重。
惟如以通勤工具的認知來看待兩岸機票票價，恐非完
全客觀。但問題癥結在於通勤交通工具(公車、捷運、傳統
鐵路)均屬短中途服務，均接受政府各種性質的補貼(如投
資購車之軟硬體設備的補助、稅捐減免、營運虧損補貼…
等)，因此得以較低價格提供服務。反之類似國際航空運輸
長途且自給自足、未接受政府補貼的運輸業，已非一般性
通勤交通工具，較難提供低廉通勤票價，先天上其價格並
不適合以通勤角度評斷或爭取認同。
(二)部分往來兩岸頻繁旅客理解直航航班價值較高，但仍期待
降價
事實上，旅客在較高價格的直航航班與低價中轉航班
間做選擇時，時間價值較高的旅行者，仍難免會選擇票價
稍高的直航航班。此一時間價值所反映出的票價價差，雖
為多數往返兩岸頻繁的旅客所理解，但一旦牽涉到要為時
間價值付出較高票價時，因仍涉及金錢，多數人仍然希望
票價能持續調降，以節省支出，這也是政府一再努力想要
從根源解決票價問題的主要原因。
(三)港澳中轉票價的降低並非反映成本，而係考量供需及吸引
轉機旅客
兩岸直航航班之飛航時間縮短，整體服務價值較中轉
航線航班高出許多，因而有較高的市場需求。再加上兩岸
直航航班並未隨市場需求等比例增加，造成供不應求。此
乃其票價無法較中轉航線票價大幅下降之原因。
反之，中轉港澳航班因其飛航時間略長、整體服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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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相對較低，市場需求可能下降；且不論兩岸直航前或兩
岸直航後，中轉航班與機位總供給量皆 4 倍與 4.7 倍於直
航航班與機位；因此，航空公司基於市場競爭考量，多願
意提供中轉香港旅客較多優惠票種及折扣，致凸顯中轉香
港票價較直航航班，相對價差較大、較為便宜。同時香港
機場本即定位為轉運機場(誠如第四部分所述)，本來就會
採取更多促銷方法來吸引轉機旅客。

六、政府協調票價需審慎周延
由於市場原本存在供需法則，適度予以導引調降應可回應
大眾要求，而又不致引發過多負面效果；不過，前提仍宜顧及
不對兩岸空運市場供需造成太大混亂，以及不對團體客、散客
行的權益造成不均衡的排擠效應，同時亦應考量市場所能接受
政府協調之底限。
上海航線自兩岸定期航班實施以來平均載客率超過81%，旺
季甚至高達90%以上，若實際售價再調降，可能會激發更多之需
求，在直航航班供給量因為大陸機場民航空域及時間帶擁擠無
法增加，尚有相當比例需求未獲滿足之情況下，將有可能使訂
位益加困難。
政府協調市場價格或供需時，仍需儘量避免扭曲市場秩
序，同時，政府協調降價亦有其極限。事實上，國籍航空業者
有其永續經營目標，且均屬上市(櫃)公司(或其子公司)，政府
終究不可能強勢主導機票售價，市場機制必須尊重，否則倘油
價上漲或市況轉差，以致航空公司出現虧損時，業者將要求政
府補貼，而這些補貼又是來自所有納稅人，其公平性亦需兼籌
並顧。

七、結語
兩岸通航係經政府努力協商安排方得之果實，航空業者也
因兩岸直航航班的啟動而同享其利。在現階段經濟回溫、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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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佳、航空公司有所獲利之時，政府已適度協調降價回饋消費
者，使全民同享兩岸通航的果實。
但是，兩岸航線票價屬備查制，國際上對於票價亦多採自
由開放態度，目前兩岸空運往來潛在需求量大於目前供給量，
從市場供需法則來看，適度協調降價仍需審慎以避免可能產生
的其他層面影響。未來仍宜從增加供給，引導供需良性調節的
根本去處理，同時對於熱門航點之增班協商亦將結合更多政府
部門協力突破，例如，上海附近的無錫機場很能滿足附近旅運
需求，但大陸並不願意接受國籍業者飛航；大陸釋出的民航空
域過窄，前 15 大熱門航點可供起降的白天時間帶全被占滿；但
較晚時段時間帶或許可滿足少部分旅客之需求，是否可考量有
限度接受，或儘早前往其他非熱門航點占有起降時間帶，以增
加供給，並搭配降價促銷，提供消費者多一項選擇，均仍需繼
續積極努力協商溝通。
而為使消費者得以直接享受降價好處，未來將持續協調航
空公司提高網路直售低價機票比例，以落實回饋消費者。旅客
或旅行團亦可考慮提前訂位以取得較低價之票種；在時間與行
程許可之前提下，利用轉機或二線城市進出大陸地區，也可列
為選項，以分散熱門航線機位需求，讓市場總體供給能儘量滿
足民眾交通需求。

- 10 -

附件、99 年 9 月國籍航空公司調降部分兩岸航線票價彙整表
票種
航

線

桃園-浦東
松山-虹橋

14 天來回票

1 個月來回票

3 個月來回票

航空
降價前 降價後 降幅 降價前 降價後 降幅
公司
(9/1~12/31)
(9/1~12/31)
華航

11,760

10,580

-10% 12,840

11,550

單位：新臺幣元

-10%

降價前

降價後
(9/1~12/31)

16,600

14,940

15,400

13,860

1 年來回票
降價後

降幅

降幅

降價前

-10%

17,100

15,390

-10%

(9/1~12/31)

華航

11,500

10,580

-8%

12,500

11,550

-8%

16,200

14,940

-8%

16,400

15,390

-6%

長榮

11,500

10,580

-8%

12,500

11,850

-5%

19,050

14,550

-24%

20,550

15,850

-23%

華航

13,000

11,700

-10% 13,800

11,700

-15%

17,100

15,390

-10%

18,600

16,740

-10%

長榮

15,050

12,550

-17% 16,800

14,400

-14%

18,300

16,750

-8%

22,800

20,800

-9%

桃園-南京 華航

14,100

10,580

-25% 15,100

11,550

-24%

16,100

14,940

-7%

19,600

15,390

-21%

華航

14,100

10,580

-25% 15,100

11,550

-24%

16,100

14,940

-7%

19,600

15,390

-21%

長榮

13,550

12,550

-7%

14,300

11,850

-17%

15,300

14,550

-5%

19,300

15,850

-18%

松山-杭州 復興

11,500

10,500

-9%

12,500

11,500

-8%

15,888

13,500

-15%

18,500

15,000

-19%

松山-天津 復興

13,500

11,000

-19% 15,000

12,000

-20%

17,500

14,000

-20%

20,500

16,500

-20%

高雄-浦東

桃園-北京

桃園-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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