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瓜地馬拉政府間 

航空服務協定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瓜地馬拉政府（以下簡稱「雙方」）： 

咸願恪遵 1944 年 12 月 7 日於芝加哥開放簽署之國際民用航空

公約； 

咸欲促進一個在最小的政府干預及規範下，以各航空公司於市

場上競爭為基礎之國際航空體制； 

咸欲便利國際航空服務機會之擴展； 

體認有效率及競爭性的國際航空服務可強化貿易、消費者福祉

及經濟成長； 

咸欲確保國際航空服務最高程度之安全與保安，並重申雙方對

危害人員或財產安全、妨害航空服務之營運及減損大眾對民用

航空安全之信心等危害航空器保安之行為或威脅，抱持嚴重關

切； 

咸欲建立及經營彼此領域間及由其領域延遠之定期航空服務； 

爰同意下列各事項： 

 

第一條 定義 

就本協定之目的，除另有說明者外，下列名詞之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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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航空運輸」：指以航空器分別或合併載運旅客、行李、

貨物及郵件以取得報酬或供租用之大眾運輸； 

（二）「航空主管機關」：在中華民國(臺灣)政府方面，指交

通部；在瓜地馬拉政府方面，指運輸、通訊及建設部

民航局；或就兩方面而言，獲授權行使前述機關職務

之任何機關； 

（三）「協定」：指本協定、其附約及任何修訂文件； 

（四）「運能」：指依本協定提供服務之總量； 

（五）「公約」：指 1944年 12 月 7 日在芝加哥開放簽署之國

際民用航空公約，包括根據該公約第九十條採用之任

何附約或依據第九十條及第九十四條對附約或公約之

任何修正，只要該等附約或修正已對雙方生效； 

（六）「指定航空公司」：指依照本協定第三條被指定及許可

之航空公司； 

（七）「國際航空運輸」：指於一國領域載運旅客、行李、貨

物及郵件前往另一國之航空運輸； 

（八）「費率」：指航空公司，包括其代理，於航空運輸上，

就載運旅客（及其行李）及／或貨物（不包括郵件）

所收取之運價、費率或費用，以及規範此等運價、費

率或費用適用之條件﹔ 

（九）「領域」：就一國而言，指遵照各方憲法在該國主權下

之陸上區域、與其毗連之水域，以及其上之空域； 

（十）「使用費」：指為提供機場財產或設施、空中導航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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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保安設施或服務，包括相關服務及設施，給航空

器、其機組員、旅客及貨物使用，而由主管機關，或

經主管機關許可，向航空公司收取之費用； 

（十一）「航空服務」、「國際航空服務」、「航空公司」及「為

非營運目的之停留」：各指公約第九十六條所賦予之

意義。 

 

第二條 授權 

一、各方授予另一方本協定規定之權利，俾於本協定附約規定

之航線上經營國際航空服務（以下分別簡稱「規定航線」及

「協議服務」）。 

二、遵照本協定之規定，各方指定之航空公司應享有下述權利： 

（一）不著陸而飛越另一方領域之權利； 

（二）為非營運目的而在另一方領域內停留之權利； 

（三）在附約規定航線所列航點為裝載及卸下國際旅客、貨

物及郵件（分別或合併）而停留之權利。 

三、各方之航空公司，除依本協定第三條指定者外，亦得享有

本條第二項第（一）及第（二）款所述之權利。 

四、本條第二項不應被視為授予各方指定之航空公司，在另一

方領域內有償裝載旅客、行李、貨物及郵件至那方領域內其

他航點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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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指定與許可 

一、各方有權以書面向另一方指定其所欲之一家或多家航空公

司經營協議服務，及撤回或變更此等指定。 

二、各方於收到此指定，及收到被指定航空公司依取得營運許

可所需之格式與方式提出申請時，應在符合下述條件下，無

不當遲延地核發適當之營運許可： 

（一）該指定航空公司主營業所及永久所在地係在該指定方

之領域內； 

（二）該航空公司係在指定國有效管理及控制之下； 

（三）指定該航空公司之一方遵從本協定第七條及第八條之

規定； 

（四）該指定航空公司能符合接受指定方通常適用於國際航

空運輸服務之法律規章所規定之條件。 

三、指定航空公司於收到本條第二項之營運許可時，即可隨時

開始經營其被指定之協議服務，惟須遵從本協定適用之規定

及各方通常適用於國際航空運輸服務之法律規章所規定之

要求。 

 

第四條 許可之拒發、撤銷及限制 

一、各方之航空主管機關，於有下列情事時，有權暫時或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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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發、撤銷、暫停或附加條件限制本協定第三條關於另一方

指定航空公司之許可： 

（一）若航空主管機關未能確信指定航空公司主營業所及永

久所在地係在該指定方之領域內； 

（二）若航空主管機關未能確信指定航空公司方有且持續有

效管理及控制該航空公司； 

（三）若指定航空公司方未能遵從本協定第七條及第八條之

規定； 

（四）若該指定航空公司未能符合接受指定方通常適用於國

際航空運輸服務之法律規章所規定之條件。 

二、除非立即行動係防止違反前述法律規章所必要，或除非為

安全或保安須依本協定第七條及第八條採取行動外，本條第

一項所列舉之權利，在雙方航空主管機關依本協定第十五條

諮商後，始得為之。 

 

第五條 法律規章之適用 

一、一方管理從事國際航空服務之航空器進出該方領域、或在

其領域內營運及航行之法律規章，應適用於另一方之指定航

空公司。 

二、一方管理旅客、組員、貨物含郵件進入、停留或離開該方

領域之法律規章，諸如移民、海關、貨幣、衛生與檢疫等，

於另一方指定航空公司之航空器所載運之旅客、組員、貨物

及郵件在上述一方領域內時，應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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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一方在移民、海關、檢疫及類似規章之適用上，給予從

事類似之國際航空運輸之本身之航空公司或任何其他航空

公司之優惠，不得高於給予另一方指定航空公司者。 

四、直接過境之旅客、行李、貨物及郵件僅應受簡化之管制。

直接過境之行李及貨物應豁免關稅及其他類似之稅費。 

 

第六條 證照之承認 

一、一方所核發或認許有效之適航證書、合格證書及執照於其

有效期間，另一方應承認其效力以營運協議服務，惟該證書

及執照核發或認許有效之要求應相當於或高於依據公約制

定之最低標準。 

二、雖有本條第一項之規定，各方對於由另一方授予其國民合

格證書及執照在其領域上飛航或落地者，保留拒絕承認之權

利。 

 

第七條 營運安全 

一、各方對於另一方在有關航空設施、組員、航空器及航空器

航務方面安全標準之維持，得隨時要求諮商。此類諮商應於

要求後 30 天內舉行。 

二、如於前述諮商後，一方認定另一方未能就第一項所述各方

面有效維持並執行合於當時依據公約所確立之安全標準

時，應將上述認定及其認定為符合國際民航組織標準所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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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措施通知另一方，另一方應在協議之期間內採取適當之補

正措施。 

三、依據公約第十六條，雙方另同意，由一方航空公司營運或

代表一方航空公司營運之航空器，在前往或來自他國領域之

服務上，當於另一方領域內停留時，可為另一方經授權代表

搜查之標的，惟該搜查不應造成該航空器營運不合理之延

誤。雖有公約第三十三條所述之義務，本搜查之目的係為查

核相關之航空器文件、其組員之發照以及航空器裝備與狀況

符合當時依公約所定之標準。 

四、為確保航空公司營運安全而有必要採取緊急行動時，各方

保留立即暫停或變更另一方航空公司營運許可之權利。 

五、一方依據本條第四項採取之行動，一旦採取該項行動之基

礎不復存在時，即應予停止。 

 

第八條 航空保安 

一、貫徹國際法規定之權利與義務，雙方重申為保護民航安全

免遭非法干擾而相互承擔之義務，構成本協定不可或缺之成

分。在不侷限於其依國際法所承擔權利與義務之普遍性下，

雙方尤其應遵行 1963年 9月14日在東京所簽訂之航空器上

所犯罪行及若干其他行為公約，1970 年 12 月 16 日在海牙

所簽訂之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約，及 1971年 9 月 23 日在

蒙特婁所簽訂之制止危害民航安全之非法行為公約，及

1988年 2月 24日於蒙特婁簽訂之遏止於國際民用航空站之

非法暴力行為增補議定書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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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方應依據請求相互提供一切必要之協助，以防止非法劫

持民用航空器與危及航空器、其旅客、組員、機場及飛航設

施安全之其他非法行為，以及對民航安全之任何其他威脅。 

三、雙方在其相互關係中，應遵行國際民航組織制訂作為國際

民用航空公約附約之航空保安規定；雙方應要求在其國內登

記之航空器營運人，或在其領域內有主營業所或永久住所之

航空器營運人，以及在其領域內之機場經營人，遵行該等航

空保安規定。各方應將其國內法規與作法不同於公約附約航

空保安標準之處告知另一方。 

四、雙方同意得要求該等航空器營運人在進出另一方領域，或

在另一方領域內停留時，遵行另一方所要求之前述第三項之

保安規定。各方應確保在其領域內採取足夠有效之措施以保

護航空器，以及在登機或裝載前與在登機或裝載時，查驗旅

客、組員、隨身攜帶之物品、行李、貨物及機上供應品。各

方對於另一方所提出針對特定威脅而採取之合理特殊保安

措施之任何要求，亦應給予同理心之考量。 

五、當發生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事件或有此威脅時，或有其他

危及航空器及其旅客、組員、機場與空中航行設施安全之其

他非法行為時，締約雙方應確實相互協助，提供聯絡之方便

及其他適當措施，俾迅速安全地終結該事件或其威脅。 

 

第九條 使用費 

一、各方主管收費之機關或團體，向另一方之航空公司收取之

使用費，應公平、合理、無不公平性歧視，並依使用者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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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平之比例分攤。於任何情形下，向另一方之航空公司收

取此等使用費，其優惠條件不得低於收取費用當時任何其他

航空公司可享之最優惠條件。 

二、使用費應反映但不得超過主管收費機關或團體為提供適當

航空站、航空站環境、空中航行及航空站或航空站系統中之

航空保安設施及服務所負擔之全部成本。此等全部成本，得

包括扣除折舊後之資產合理回收。 

三、各方應鼓勵其領域內主管收費之機關或團體，與使用服務

及設施之航空公司間進行諮商，並應鼓勵主管收費之機關或

團體與航空公司間交換必要資訊，俾據以依本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之原則就收費之合理性做出正確之檢討。各方應鼓勵主

管收費之機關，就任何調整使用費之建議，向使用者提出合

理通知，以便使用者在調整前能表達意見。 

四、於依本協定第十六條規定進行爭端解決程序中，任一方均

不得被視為係違反本條之規定，除非： 

（一）一方在另一方對收費或措施提出申訴時，未於合理期

間內進行檢討；或 

（二）於前述檢討後未依其職權採取所有措施，以補正任何

不符合本條規定之收費或措施。 

 

第十條 關稅 

一、各方對於另一方指定之航空公司經營協議服務之航空器，

及擬用於或僅用於營運或保養該航空器之燃油與潤滑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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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性耗材，包括引擎之備用零件，正常的航空器裝備及機上

供應品與其他物品，應在互惠之基礎上依據其國內法豁免關

稅、貨物稅、查驗費及其他非基於在航空器抵達時所提供服

務之成本而課徵之國內稅費。 

二、本條授權之豁免，於下列情況下應適用於第一項所述品目： 

（一）由另一方指定航空公司運入或代表其運入一方領域； 

（二）一方指定航空公司之航空器於抵達或離開另一方領域

時留置於其航空器上； 

（三）一方指定航空公司之航空器在另一方領域內裝載並擬

用於營運協議服務。 

無論此等品目是否全部在授權豁免那方領域內使用或消

耗，惟此等品目之所有權不得在前述方領域內轉讓。 

三、任一方指定航空公司之航空器上正常之空中裝備，以及一

般留置航空器上之物品與供應品，只有在另一方海關當局同

意下，方可在該方領域內卸下。於此情況下，該等裝備及供

應品得在前述當局之監管下，直至再運出或依據海關規定另

作處置。 

 

第十一條 公平競爭 

各方同意： 

（一）各指定航空公司在提供本協定所規範之國際航空運輸

時，有公平均等之競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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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取行動消除對另一方指定航空公司的競爭地位有不

利影響之各種歧視或不公平競爭措施； 

（三）任一方均不得單方限制另一方指定航空公司營運之運

量、班次、服務定期性或航空器機型，除非因技術、

操作或環境因素所必要時，惟上述例外須為無差別待

遇。 

 

第十二條 運能 

一、旅遊大眾可享有之空運便利性應與大眾對該項運輸之需求

保持密切關係。 

二、各方指定之航空公司應有公平均等之機會在雙方領域間任

何規定航線上營運。 

三、各方指定航空公司提供國際航空運輸服務之運能或班次應

規定於本協定附約中。各方指定航空公司提供國際航空運輸

服務之運能或班次之增加，應由雙方航空主管機關間協議

之。 

 

第十三條 費率 

一、對於可能因優勢地位之濫用而出現不合理的歧視性、高昂

或限制性費率，因直接或間接之補貼或支持，或因惡性削價

競爭出現之人為低廉費率等，雙方同意對此給予特別注意。 

二、各方得要求雙方指定航空公司，在預定實施日前，通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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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運送來往其領域之預定費率。 

三、任一方均不得採取單方行動，制止各方指定航空公司實施

在雙方領域間運送之預定費率，或實施中之費率繼續實施。 

 

第十四條 商業機會 

一、各方應准許他方之航空公司，將其在當地從事空運服務銷

售及與空運直接關聯之活動所賺取之收入超過支出以外之

營收，兌換並匯出至該航空公司要求之國家，匯兌應立即被

核准，並依申請匯兌之日適用之匯率計算，且不得有限制、

差別待遇或課稅。 

二、各方應授權另一方之航空公司在其領域內銷售及行銷其國

際航空服務與相關產品(直接銷售或透過代理商或航空公司

選擇之其他仲介)，包括設立線上或離線之營業所。 

三、各方應許可另一方指定航空公司： 

（一）遵照接受國關於入境、居留及就業之法律規章，在其

領域內引進及維持為提供空運服務所需之非國民聘僱

人員從事管理、商務、技術、營運及其他專業性工作；  

（二）使用在其領域內營運或經授權提供各項服務之其他組

織、公司或航空公司之服務或人員； 

四、在符合適用之安全規定下，包括公約第六號附約所訂之國

際民航組織標準及建議措施，指定之航空公司可從競爭之地

勤服務提供者中選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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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諮商 

一、各方可隨時就本協定之解釋、適用或實施或本協定之遵行

請求諮商。 

二、此項諮商應於另一方接獲書面請求之日起 60 日內開始，除

非雙方另有約定。 

 

第十六條 爭端之解決 

雙方間在本協定之架構下產生之爭端，應依據瓜地馬拉與中

華民國(臺灣)自由貿易協定第 13 章（空運）第 13.03 條規定解

決。 

 

第十七條 修正 

一、任一方為修正現行協定或其附約之目的，可隨時向另一方

請求諮商，該諮商應在收到請求之日起 60 日內啟動。 

二、本協定之修正應於各方依適用之法律程序核准後，依據第

十九條之規定生效之。 

三、附約之修正應由雙方航空主管機關以書面協議方式為之，

並應於各方依適用之法律程序核准後，依據第十九條之規定

生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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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終止 

任一方得隨時將終止本協定之意圖經由外交管道以書面通

知另一方。本協定應於另一方收到通知之日起 12 個月後終止，

除非終止之通知在上述期限屆滿前經協議撤回。 

 

第十九條 生效 

雙方應經由外交管道通知對方已完成本協定生效所須之法

律程序。本協定應於收到後者通知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條 通知 

本協定及其修正得由任一方適當地向國際民航組織（ICAO）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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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雙方各經其政府正式授權之代表，爰於本協定簽字，以

昭信守。 

西元 2005年 9 月 22 日訂於瓜地馬拉共和國瓜地馬拉市，本協

定以英文、西班牙文及中文各繕打兩份，所有版本皆同等有效；

若協定釋義有差異時，以英文版本為準。 

 

代表中華民國（臺灣）政府

 

 

 

 

 

代表瓜地馬拉共和國政府 

 

陳水扁 
總統 

 貝爾傑 
總統 

 
榮譽見證人： 

 

 

 

 

 

何美玥 
經濟部長 

奎瓦士 
經濟部長 

 

 

 

 

 

 

林陵三 
交通部長 

卡斯提優 
交通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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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瓜地馬拉政府間 

於 2005年 9 月 22 日簽署之航空服務協定附約 

 

一、航線架構 

依據前述協定經指定提供定期空運服務之航空公司，有

權於下述航線營運並享有充分之航權： 

（一）中華民國(臺灣)政府指定航空公司之航線： 

中華民國(臺灣)各點—任何中間點—瓜地馬拉各點—任
何延遠點往返。 

（二）瓜地馬拉政府指定航空公司之航線： 

瓜地馬拉各點—任何中間點—中華民國(臺灣)各點—任
何延遠點往返。 

（三）任一方指定航空公司於任一或所有班次上，得省略前

述航線上任一點或多點，惟其啟程點或目的地點係於

該方領域內。 

二、運能及班次 

各方應允許指定航空公司依市場商業考量決定提供國

際航空運輸之每週班次與總運能。 

三、共用班號之安排 

（一）於規定航線上經營協議服務時，一方指定之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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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與下列航空公司簽訂諸如聯營、保留機位或共用班

號等合作行銷協議： 

１任一方所指定之一家或數家航空公司；及 

２第三國之一家或數家航空公司，惟以該第三國准許

另一方之航空公司與其他航空公司在來往或經停

該第三國領域之空運服務上簽訂同等之協議者為

限； 

本項規定以協議中之所有航空公司：（１）均獲適當

授權；及（２）符合通常適用於此等協議之要件者為

限。 

（二）雙方同意採取必要措施確保來往雙方領域之共用班號

航班之消費者被充分告知及受保護，及至少應透過以

下方式告知旅客必要之資訊： 

１在訂位時以口頭方式，如屬可能則以書面方式； 

２在機票上及/或機票所附行程文件或其他替代機票

之文件上以書面方式告知，例如書面確認包括遇有

問題之聯絡人資訊及清楚指出若發生危險或意外

時負責之航空公司。 

３在旅行之所有階段中，由航空公司地面人員再以口

頭告知。 

（三）航空公司所擬合作協議在計畫實施前，須報請雙方航

空主管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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