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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Policy of New Year Chartered Fligh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Succeed?- Analysis of Negotiation Framework 

吳宗憲 (Wu, Chuang-Hsien)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壹、兩岸春節包機政策概述

兩岸第一次春節包機政策始於2 0 0 3年1月，之後除2 0 0 4年因總統大選因素未能

持續外，2005及2006年陸續辦理第2及第3次的春節包機。三次春節包機措施均在原

有的基礎上朝向更開放的方向前進，以下謹就三次春節包機政策進行說明並繪表比

較如後：

一、大陸臺商春節返鄉間接包機政策

根據陸委會的說法，臺商春節返鄉包機的起源，來自於2002年陸委會舉辦的大

陸臺商春節座談會時，臺商反映春節返鄉機票一位難求，希望政府能夠開放包機直

航，解決臺商返國之苦。嗣經政府經過兩週的評估，在2 0 0 2年1 2月4日制定開放春

節包機直航的政策，2003年1月7日經大陸方面批准，才得以進行 1。

在政府的定義當中，臺商春節返鄉間接包機政策與直航政策性質上迥異，間接

包機是一種權宜的方式，政府在「不違反現行間接通航原則及不涉及航權談判下，

考量開放包機以間接方式自大陸載運臺商返臺過節，以彌補春節期間航班或載運量

不足的問題」 2，但相較於「間接包機」，「包機直航」則「為直航的一種，與整體

直航所遭遇的問題並無太大差異，必須透過協商加以解決」 3。

因此，間接包機並不涉及兩岸政府的相互協商事宜，主動權操之在我航運業

者，包機成局必須由渠等向雙方政府進行申請，政府僅扮演被動維持法律規範的

角色。嗣經航空業者向雙方政府交涉，本次間接包機共有六家航空公司獲准載客服

1 許志煌，「樂見臺商春節包機直航美夢成真」，臺灣新生報，92年1月27日，第2版。
2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工作簡報，2002年12月11日，頁28。
3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工作簡報，2002年12月11日，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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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搭乘者身分僅限於臺商及其親屬，並且只有上海一地臺商可獲得此項服務。但

是，雖然間接包機仍需「中停港澳」，惟其「一機到底」仍使臺商免去轉機之不便

及多餘的成本。

二、2005 年春節包機

在政府的定位中，間接包機完全與直航無關，「包機直航」才是「直航」的性

質，因此包機直航「應與兩岸整體直航之評估及規劃合併處理，並配合兩岸協商進

度循序推動」 4。但兩岸談判始終因雙方對「一個中國」原則接受與否的堅持，致使

談判無法進行。

直至總統於2004年雙十國慶談話指示：「兩岸可以九二香港會談為基礎，尋求

雖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案，作為進一步推動協商談判的準備」，嗣並於2004年11

月10日在國安高層會議指示：「現階段我們可以臺港航線協商模式，立即與對岸就

雙向、對飛、不中停第三地等問題協商貨運包機及春節包機的營運，為兩岸直航開

啟契機」 5，至此，春節包機與貨運包機方找到談判可切入的模式。

根據雙方委託和授權民間代表來進行協商之模式，我政府委託臺北市航空運輸

商業同業公會協助談判，並於2005年1月15日開始於澳門進行春節包機的協商 6，隨

即達成共識經確認後對外發布。該次談判協議內容包括：可搭乘人員的範圍、兩岸

停降的航點、航線的設計以及參與經營的公司等（相關資訊請見附表），各項措施

原則上較第一次春節間接包機更為放寬。

三、2006 年春節包機

9 2年9月1 0日政府公布貨運包機政策後，於2 0 0 5年8月1 2日正式委託臺北市航

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與大陸「中國民航協會」持續協商此項政策 7，惟迄該年11月，

雙方並未建立共識，惟「為方便2006年臺商春節返鄉及便利兩岸航空業者及早做好

安排，…在兩岸溝通貨客包機的過程中，雙方同意在2005年春節包機的基礎上，先

針對2006年春節包機相關安排及運作細節進行溝通，在經雙方主管部門同意後達成

共識」 8，嗣於11月8日1 6時雙方同時對外發布。查該次談判協議內容，可發現可搭

乘包機人員身分範圍已由臺商擴展到我一般民眾、大陸方面可停降的機場增加為四

地、航線的設計則維持不變，但航行的班次增加，相關措施較2005年春節包機又更

為放寬（三次包機內容比較整理如附表）。

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工作簡報，2002年12月11日，頁28。
5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工作簡報，2005年2月16日，頁25。
6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工作簡報，2005年2月16日，頁27。
7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新聞稿，民國94年11月18日編號第173號。
8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新聞稿，民國94年11月18日編號第17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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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次春節包機政策內容整理表

名　稱
大陸臺商春節返鄉
間接包機政策

2005 年春節包機 2006 年春節包機

時　間
2003 年 1 月 26 日至
2003 年 2 月 10 日

2005 年 1 月 29 日至
2005 年 2 月 20 日

2006 年 1 月 20 日至
2006 年 2 月 13 日

談
判
方
式

第三者
監督

不需談判便可執行

秘密協商 秘密協商

代理人
結構

政府主導、民間協助：
委託臺北市航空運輸商
業同業公會與大陸「中
國民航協會」談判。

政府主導、民間協助：
委託臺北市航空運輸商業
同業公會與大陸「中國民
航協會」談判。

議題
數目

擱置爭議、不設前提
1. 擱置爭議、不設前提。
2. 與貨客運包機切割處
理。

重複性
談判

為持續推動貨客
包機奠基。

為持續推動貨客包機奠基

談
判
內
容

開放
機場

臺灣：
桃園中正國際機
場、高雄小港機場。
大陸：
上海地區。

臺灣：
桃園中正國際機場、高
雄小港機場。
大陸：
上海浦東機場、北京首
都機場、廣州白雲機
場。

臺灣：
桃園中正國際機場、高雄
小港機場。
大陸：
上海浦東機場、北京首都
機場、廣州白雲機場、廈
門高崎機場。

可搭乘
人員

限定自大陸搭包機
返臺之臺商及其眷
屬。

限定臺商負責人、員工
及其眷屬。

持有雙方合法入出境證照
之臺灣地區居民。

經營之
航空家
數及班
數

由我國及航空業者
向兩岸政府分別提
出 申 請， 最 終 有 6
家獲得核准參與載
客服務。

我方最多 6 家航空公
司，大陸方面最多 6 家
航空公司。雙方各飛
24 班，共計 48 班。

我方最多 6 家航空公司，
大陸方面最多 6 家航空公
司。雙方各飛 36 班，共
計 72 班。

航線
設計

比照港澳航空公司
「一機到底」方式，
去程經港澳「空機
不落地」，回程則需
經港澳「落地」後
返臺。

往返均沿現行臺北、高
雄飛越香港至中國大陸
間之航線航路。

往返均沿現行臺北、高雄
飛越香港至中國大陸間之
航線航路。

文書
驗證

需經過兩岸航空器
及航空人員證照文
書 查 驗 與 相 互 認
證。

1. 需經過兩岸航空器及
航空人員證照文書查
驗與相互認證。

2. 雙方飛機落地後，依
規定執行航空器清艙
及安全檢查。

1. 需經過兩岸航空器及航
空人員證照文書查驗與
相互認證。

2. 雙方飛機落地後，依規
定執行航空器清艙及安
全檢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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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談判結構與春節包機政策

一、春節包機談判所避免的觀眾效應

所謂的「觀眾效應」指：若談判者察覺到被監督，談判者便會想表現得很強

勢，當談判者被監督時，他們會特別採用分配式的方法，並利用脅迫的方式制止對

方獲利，面對他人的質疑，談判者認為在受到監督的情況下，表現得更為強勢 9。

2005年及2006年兩次的春節包機，都是在秘密談判的狀況下進行，談判中雙方

均未對外發布任何訊息，而是談判完畢後再對外發布。此舉可免去民眾或者反對政

策的政治勢力在談判的過程當中形成壓力，造成「觀眾效應」，拖延談判的進行。

二、春節包機政策當中的政經分離策略

談判學當中一個常用的區分為「分配性談判」和「整合性談判」，前者指的

是談判雙方採取不是你輸，就是我贏的「零和賽局」（ zero-sum game），後者指的

是雙方藉由談判互相取得利益的「雙贏策略」（win-win strategy）。而整合性談判

的達成方法，有下面幾種，分別是：1 .降低對手讓步的成本（ cost cutting），使對

手在計算未來收益時比較沒有壓力。2 .透過其他方案來補償（compensation）對手。

3 .滾木（ logrolling）策略，此次談判我方給予讓步，以便下次談判對手讓步。4 .橋樑

（bridge）策略，產生可同時符合兩方需要的方案，和滾木策略不同的是，他必須找

出新的要素把兩方整合起來。

民進黨政府上任後，兩岸政治談判苦於「一中」原則無法突破，雙方呈現「零

和賽局」，故談判協商遲遲無法進行。然而，大陸方面著眼於透過三通直航以增加

臺灣民眾對大陸的依賴性，減少臺獨的可能性，而我方亦希望透過春節包機來舒緩

臺商對政府施加的壓力，因此雙方最終透過「橋樑」（bridge）策略，切割政治議題

與經濟議題，建構「擱置爭議、不設前提」的原則，使得談判得以進行。

三、春節包機政策透過議題切割造成重複賽局

賽局理論當中，其中有個著名的賽局模型，稱之為「囚徒困境」（ prisoner´s 

dilemma），這個模型告訴我們，在理性的假設下，設若賽局結構是不能相互溝通

串供的狀況下，兩嫌犯會捨棄對雙方都有利的不招供（雙方都不招供則兩人均無

罪），而選擇招供對手為主謀。但是這樣的窘況通常會發生在該賽局只發生一次的

情形之下，若賽局能夠重複產生，則此次招供的囚犯在下一次發生同樣情勢的時

9 張鐵軍譯（Lewechi, R.J., Saunders, D.M. and Minton, J. W. Negotiation.原著）， 談判學（Negotiation）
（ 臺北：華泰出版社，2001年），頁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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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會遭遇到對手的報復，在恐懼對手報復的情況下，囚犯或許在第一次遭逮捕的

時候，可能就會選擇不招供，而使得雙方均從中獲得利益。

多回合談判的優點，便是透過談判的重複性，增加對手合作的機會以及抑制對

方背叛的可能性，因此，若希望雙方能夠採取較為友善的談判策略，維持雙方的持

續互動應該是一個好的出發點 10。

而春節包機與貨客運包機包裹談判的切割，便可以將「一次賽局」轉變為「重

複賽局」，由於我方基於經濟利益希望兩岸可以達成「貨運包機」，而大陸方面基

於統戰目的希望兩岸可以進行「客運包機」，在雙方對未來更多回合談判均有期待

的情形下，先將春節包機予以協商通過，可以營造未來在「貨客運包機」上的良好

氣氛，因此雙方選擇將「春節包機」與「貨客運包機」談判予以切割，使得第一次

談判變成多次談判，增加春節包機談判成功的機會。

四、春節包機政策當中的代理人結構可避免「一中」議題的衝突

為避免接觸「一個中國」的敏感議題，導致談判因此破裂，雙方政府有共識地

透過民間組織來代替政府進行談判，我官方便宣稱「政府主導、民間協助」便是本

次談判當中最重要的成功因素。

這種彈性的結構，會成為所謂「兩階段談判」（ two-level negotiation）結構，此

概念最早是用來分析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相結合的談判結構。由Rosenau11, Rummel12, 

Taner1 3, James1 4  等學者所建構。這個結構的重點是，當集體談判進行之後，雙方的

主談代表在達成初步的協議之後，都必須回到各自原屬團體尋求原團體對於初步

協議的認可（ ratification） 1 5。學者Ancona以「第二張桌子的談判」（ the second table 

negotiation），來說明這一種談判結構 16。

10 吳秀光，吳宗憲，「政府談判之內容與技巧」，文官培訓所T&D飛訊（2005年9月10日，第37期），頁
1-10。

11 Rosenau, James N.“Pre-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in Evanston R. Barry Farrel ed.,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6.

12 Rummel, R. J.,“Dimensions of Conflict Behavior within and between Nations,”General Systems Yearbook 
8, 1963, pp.1-50.

13 Tanter, Raymond.“Dimensions of Conflict Behavior within and between Nations 1958-1960,”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0, pp.41-64, 1966.

14 James, Patrick. Crisis and War.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15 吳秀光，政府談判之博奕理論分析（臺北：時英出版社，2001年），頁111。
16 張善智譯（Leigh Thompson.原著），談判學—心靈與智慧（The Mind and Heart of the Negotiation），
臺北：新陸書局，1999年，頁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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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春節包機談判結構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前述談判結構對春節包機談判的順利達成協議有其正面影響，亦可以此模式作

為未來相關事務談判的參考。但這些結構卻也對未來兩岸事務的談判有其他負面制

約的效果，吾人試闡述如下：

一、政經分離影響國內團結

首先，目前春節包機談判模式乃採取迴避政治議題談判，而逕入事務性談判的

模式。此一模式雖可視為目前雙方因「一中原則」無法達成共識的權宜之計，惟若

我方持續以此模式與大陸方面談判，以三次的春節包機談判經驗觀之，我政府無論

在可搭乘包機民眾的身分認定上、航線的安排上、班次的增加上，開放的幅度均越

來越大，此一趨勢持續發展下，政治與經濟的分離可能越來越嚴重。由於政府的政

治上宣示與政策措施的分離，將會使得兩岸政策的支持朝兩極化發展，部分民眾將

堅持在政治上持續對立的立場，另外部分民眾卻可能因為經濟因素而認同大陸，長

久以來兩岸政策將更形分裂，影響國內團結。

二、授予民間談判造成代理人問題

另外，前節所述的「兩階段談判」架構，可以產生一些談判的優點，但相對地

亦產生了一些缺陷。在優點部分，談判者可以透過「黑臉—白臉」（Mett &Teff）的

策略，向談判對手表明雖然自己很好講話，但自己的背後有一個非常強硬的老闆，

欲取得協議對手必須退讓更多，藉此向對手要求更多的利益。然而在缺點部分，公

部門的談判，常常是由代表公部門的「代理人」為之，由於政府參與談判之「主事

者」，其個人利益未必與其「委託人」（也就是渠等所代表的政府）的利益相符，

因此常常有談判「代理人」透過這樣的架構，以行政裁量權為由，來遂行自己的私

人利益。

以兩岸的政治結構來說，大陸政府對於民間組織的控制力量遠較我方為強，而

這種控制力，從Williamson17 的分析觀之，透過層級節制的統馭方式，可以有效克服

代理人問題，而由於我民間組織力量豐沛，主動性較高，也較容易發生「代理人」

的矛盾，因此，長久以往，兩階段談判的架構似對我較為不利。

17 Williamson, O. E.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Y: The Free Pres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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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　論

近年公共行政與國際關係理論當中，開始揚棄傳統主權概念，而建構出各種

務實而多元的「國際建置」，歐盟的成立便是一項重要的里程碑。另外，政府「統

治」人民的概念亦逐漸被政府與民間協力的「治理」（Governmence）概念取代，政

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引導力量，而應該順應民間力量的發展，扮演維繫社會網絡的

角色。

針對春節包機談判結構對於我方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或可由前述「國際建

置」以及「治理」的概念取得突破。首先，為了避免政經分離對我民眾所造成的分

裂效應，政府不應迴避兩岸談判當中政治議題的處理，但是在堅持傳統「主權」概

念時談判將無法進行的情況下，或可考慮透過各種創意性的政治性架構來搭起談判

的橋樑，包括歐盟模式、兩德模式、邦聯、聯邦等均為可參考的對象。

其次，相較於大陸，我民間力量的特質便是資源豐沛，因此政府亦可思考以

「建構網絡」的「治理」取代「由上而下」的「統治」。兩岸經貿政策應先邀集

民間業者凝聚最大共識，考慮自由市場的機制，維護廠商的生存利益，使「國家安

全」與「經濟發展」取得適當平衡，如此政府將無須再依賴「管制」的力量控制談

判「代理人」，而能使代理人「心悅誠服」與政府配合，有效克服談判結構當中的

代理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