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參章　運輸產業分析 

 

本節首先針對樣本公司所處的外在環境進行解析，再據以認定其

機會與威脅。外在分析，包括環境分析與產業分析兩部分。環境分析

將從科技面、經濟面、政策面及人口層面等構面予以觀察，瞭解整體

大環境的走向與趨勢。在產業分析部分，本研究將分別探討運輸產業

的發展過程、產業成長、產業結構、成本結構、產業趨勢與發展以及

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 

 

第一節　環境分析 

外在環境分析將從總體觀點切入，瞭解整體大環境的變遷，以及

樣本公司所處產業結構之潛在影響因素。 

 

一、 政策層面 

在政府政策方面，從早期的政府規劃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

目標中，海運中心及空運中心便屬於六大營運中心中的其中兩大

目標，足可見政府對待運輸產業的重視，從以前的「開放天空」

政策到近期的國營企業民營化都可以看到政府在提昇運輸產業上

的努力，而在台灣加入世界經貿組織之後，相信在可見的未來，

兩岸的交流也會更加密切。 

未來運輸產業將持續朝向服務業發展，為使台灣形成全球運籌

管理中心，創造海空運國際競爭力，提升商港經營管理效率以及

建立市港建設共同開發等相關政策。延續早期全球運籌中心國家

政策，2001年在「全國經濟發展會議」 、行政院「8100台灣啟動」

對於運輸基礎建設的規劃，增加建設機場、港埠以及海空聯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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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行都有其延續性，期間推動「港埠自由化」、「市港合一」，

並加速港埠管理及港務經營獨立自主，可彈性規劃航運業所需的

港埠管理及建設。航空運輸除了改善機場航站硬體外，亦結合各

機場週邊地區，規劃經貿物流特區。2002年5月行政院通過「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劃」其中持續扶植流通服務業，並擴大投資

營運總部計劃，規劃自由港區、獎勵企業營運總部之設立、建設

海空聯運、無障礙通關及產業全球運籌電子化等項目。未來推行

的各政策都有利於運籌及轉運中心的設立，便捷國際貨物來台灣

加工及轉運。 

 

二、 科技層面 

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的資訊及技術持續地被應用在運輸產業

上，相關的技術發展如下： 

(一) 新型航機和船舶的航程遠且酬載大 

隨著科技的進步，新型航機之航程較遠，可減少起降次數；

船舶的載貨量越來越大，單一航程之報酬可以比較高。 

(二) 航行管制技術的提昇 

隨著衛星科技的日臻成熟，以全球定位衛星系統(GPS)做為其

基礎，發展出的通信導航監視系統將逐步取代現有利用之雷達，

未來航行時間將更精準、耗油減少、載貨量增加以及地勤或岸勤

人員待命時間減少等好處。 

(三) 飛機與船舶製造技術的改良 

未來飛機與船舶製造都將隨著科技日益進步，並能藉由尖端

電腦之輔助，可由自始之電腦繪圖，先進材料之使用，以及生產

過程控管技術之提昇，進而能提高飛機與船舶之系統性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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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及可靠性。 

(四) 高附加價值產業的發展 

高科技產業興起，其產品特點包括有體積小、附加價值高，

且由於高科技產品的技術更新快速，產品在市場的生命週期日趨

短縮，因此，需要有更快、更有效率地利用空運把貨物運到目標

市場，加速了航空貨運的發展。 

 

三、 經濟層面 

由於運輸需求係屬於衍生性的需求，故運輸產業的榮衰與整體

經濟景氣的變化息息相關，也因為運輸產業本身的特性，不論是

全球經濟成長率、進出口貿易表現、利率、匯率及油價變化都會

深深影響運輸類股的表現。 

2.80%

5.20%

3.10%

0.50%

6.40%

2.70%

4.10%

7.90%

4.80%

1.50%

4.10%

3.50%

6.70%

3.60%

2.20%

6.10%

2.20%

6.80%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全球經濟成長率 全球貿易量 美國 歐元區 亞洲其他國家 日本

2003年

2004年

2005年

 
資料來源：Global Insight Inc., World Overview。 

圖 3-1  2003~2005 年經濟成長率及貿易成長率變化 

 

如圖 3-1 所示，由研調機構所發佈之全球貿易量成長率、全球

暨各地區經濟成長率來觀察，可以發現 2004 年全球貿易量成長率

預測為 7.9％，遠較 2003 年的 5.2％為高，而在經濟成長率數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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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全球暨各區域之表現亦較 2003 年為佳。但若將時間進一步

拉長，觀察 2005 年的相關預測數字，可以發現所有相關數字除了

歐元區 2005 年的經濟成長率仍優於 2004 年外，其餘的 2005 年預

測數字，皆較 2004 年的表現要差，顯示 2005 年的總體經濟與貿

易量，對運輸產業而言，將是必須相對保守看待的。 

油料成本在運輸總成本之中佔有相當高的比重，因此油價變化

劇烈使得運輸產業產生經營上的風險，每桶原油價格在 2002 年時

僅在 22.5～23.5 美元之區間中進行波動，油價相對持穩，但到了

2003 年，油價波動幅度加劇，進入 2004 年，油價波動幅度再度加

大，截至 2004 年 10 月底前甚至曾經來到每桶 50 美元以上，目前

據石油專業分析師表示，油價將漸趨平穩。 

 

四、 人口層面 

在人口成長趨勢方面，據美國人口統計局公布的報告顯示，

2002 年全球人口增加 1.2%，人口總數已超過 62 億，但人口增加

率則趨緩，未來幾十年全球各地的老年族群將有增加趨勢。而全

球人口成長率趨緩主要與出生率下降有關，許多工業化國家的人

口成長率都很低，如美國、日本及歐洲聯盟都不超過 1%，有些國

家甚至出現負成長，如俄羅斯、德國及烏克蘭。 

在這同時，隨著工業化世界人口出生率下降，全球人口增長將

向非洲、亞洲和拉丁美洲的開發中或是未開發國家轉移。預計到

2050 年，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將增加 29 億，而較發達國家的人口只

增加 4,900 萬。聯合國於 2000 年公布的未來 50 年世界人口增加趨

勢報告中也提到，世界最貧窮國家的人口將會增加三倍，而很多

富裕國家的人口則會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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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分析 

本節將分析運輸產業，內容可分為產業定義、產業特性、產業發

展過程、產業成長、產業結構、成本結構及產業趨勢與發展，以瞭解

產業結構和動態性變化。由於運輸產業的範圍相當廣泛，本研究所屬

之樣本公司分屬空運業以及海運業，因此本研究主要針對空運業及海

運業兩個子產業進行探討。 

 

一、 產業定義 

(一) 空運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二條第十一款之規定，民用航空運輸業係

指以航空器直接載運客、貨、郵件，取得報酬之事業，民用航空

運輸業是法定名稱，一般人都稱它為「航空公司」。 

在台灣的航空業中，航空業的市場有國際與國內之分，國際

線以華航及長榮航為主，國內線則以遠航為主。而台灣位居連結

東北亞與東南亞航運的樞紐地位，近年來由於亞太地區經濟發展

迅速，國內經濟迅速成長，國民所得急速增加及國人出國旅遊、

洽商次數日益頻繁，使國際客運量大幅成長；此外近年來電子產

業蓬勃發展，這些高科技的電子產品具有高單價、體積小、具時

效性等特質，因而促使航空貨運艙位的需求大幅增加。 

(二) 海運 

依據航業法第二條第一款，航業係指指經營船舶運送、船務

代理、海運承攬運送、貨櫃集散站、船舶出租等事業。 

台灣地區因四面環海，在先天上即占有航運地理條件之優

勢，且具有國際競爭力的生產與加工技術，教育程度高，中小企

業的發展快速，再加上良好的港埠設施及強大的海、空運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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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因此，不僅重要物資有賴於海運的運送，而且具有形成國際

物流區的優勢與機會。海運業依貨載項目及船舶設備可分為散裝

航運及貨櫃航運。散裝航運的船期不定，運費較貨櫃便宜，主要

是運載體積龐大、包裝不易的工業及民生大宗物資，如鐵礦砂、

焦煤、燃煤及穀物等，國內主要航商包括益航、新興和裕民等；

貨櫃航運的營運以定期航線為主，運載貨品大多為工業製成品，

國內主要航商包括長榮、陽明及萬海，其中長榮與陽明以遠洋為

主，萬海則以近洋（亞洲區間）為主，但是隨著規模的擴大，萬

海近來也加入經營遠東至美洲航線。 

 

二、 產業特性 

(一) 空運 

1. 產出具有不可儲存性 

運輸事業屬於服務業之一環，與一般提供貨物的產業最大不

同處便在於服務具有不可儲存性。因此，航空運輸業無法以

存貨的方式，有效調節運輸市場的供需。 

2. 資本密集性與沈沒性 

航空運輸產業需投入鉅額資金及相關備用零件、維修棚場等

固定資產設備，因此航空公司投資在固定成本的比例相當

高，且這些設備無法轉做其他用途，故其資金的投入具有高

度沈沒成本的特性。 

3. 政府管制及公共服務性 

航空運輸產業負有提供社會大眾連續及可靠航空運輸服務的

責任。基於此一責任，航空公司對於一些較不熱門或賠錢的

航線，仍得配合政府政策提供一定水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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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求的不確定性 

航空運輸需求係屬於衍生性的需求，故常具有高度的不確定

性，通常航空公司為穩定需求，可能會採取超額訂位或一些

行銷手段，以減少因旅客未報到所留下空位損失的風險。 

5. 班次多寡及頻率之重要性 

消費者選擇搭乘飛機係基於其快捷舒適的優點，時間對旅客

選擇哪家航空公司而言是一個重要考量因素，因此航空公司

必須提供便捷的班次及頻率才能滿足顧客的需求。 

6. 採購飛機的時間落差 

一般而言，從訂購到飛機交貨，期限平均為兩年，因此，在

調整營運策略時必須考慮此點特性。 

7. 航空運輸具規模經濟的特性 

航空運輸的規模經濟並不單只在於其可售座位數多使得單位

成本降低，而在於規模大的公司，掌握較大的市場機會，及

在軸幅網路下較高的航線運量密度得以運用較大且有效率的

機型與提供較密集的班次，因此能維持較高的平均乘載率和

飛機利用率。 

(二) 海運 

1. 營運風險大 

航運業投資龐大，如購置貨櫃船、貨櫃、車架等，遠非其他

行業可比擬，且回收速度緩慢，獲利偏低。若財務管理不當，

將使營運成本增加，甚至可能發生財務危機。所以，財務管

理與航運產業有密不可分之關係。 

2. 受世界經濟景氣影響 

航運產業是搭配原料與生產製造業之產能而來，隨著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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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製造業逐漸加快國際化與全球分工的腳步，使全球貿

易量逐年快速攀升。而貨運量的成長又與歐、美、亞洲等之

景氣好壞有直接的關聯性。各地經濟景氣之榮枯影響各種貨

物的進出口量，亦造成海上運輸業務量的同步波動。 

3. 航次收益不穩定 

航運產業運送之貨物種類繁多，計算運費的方式不盡相同，

且在國際市場上又受運費同盟、策略聯盟或合作協議的牽

絆，亦受法律的管制，無法任意調整運費或加減作業費用，

因而每航次收益均受運送貨物之種類、數量的影響。 

4. 油價、匯率及其他影響獲利之成本 

燃油是海上運輸業的重要支出。因此，航商對國際燃油價格

之漲跌，及各加油港口的油品種類及價格都相當重視。另外

其他各項成本如：代理佣金、船舶補給、維修、裝卸等，常

需要在各不同國家支付，其結算時間通常又較長，使得航次

成本不易準確估計。 

5. 貨櫃船供給彈性小 

由於船舶艙位無法儲藏，當貨運量大時無法在短期內增加艙

位來增加收入；而貨運量不足時亦無法保留剩餘艙位，導致

航次固定成本無法減少。故就中短期而言，定期航運業之船

舶供給彈性小，經常供需失衡，增加業者經營之風險。 

6. 速度低但運費低廉 

船舶運載量大，使用時間長，運輸里程遠，與其他運輸方式

相比，海運的單位運輸成本較低。約爲鐵路運費的五分之一，

公路運費的十分之一，航空運費的三十分之一。 

7. 空櫃調度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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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船是以貨櫃裝運，但因貨物種類及其大小輕重不同，使

得遠洋洲際航線上，出現貨櫃數量供需不平衡。如：越太平

洋航線上，東向貨櫃量往往較大，西向貨櫃量較小，因而造

成兩方貨櫃數量不易調配使用，亦因此耗用更多成本，導致

收益減少。 

 

三、 產業發展過程 

(一) 空運 

根據張有恆(2003)的整理，國內民航之發展，基本上可以分

為四階段，分別說明如下： 

 

1. 草創期(1947-1972) 

我國於 1947 年在南京成立「民用航空局」，統一規劃、管理

民用航空事業，隸屬交通部。1953 年頒佈實施「民用航空法」，

作為管理民用航空事業法源依據。政府遷台後，陸續有國人

自營的復興、遠東、中華等航空公司加入經營，並續有大華、

台灣、永興等航空公司成立與加入經營。 

2. 成長期(1973-1985) 

自 1973 年，因經濟與空運需求的快速發展，松山機場已不敷

使用，乃積極籌建桃園國際機場，國內航線年旅客量於 1976

年已達 238 萬人次，同一時期，正是廣體客機陸續引進商業

服務的時期，其具有非常經濟即有效率的特性，促使北美及

歐洲地區民航事業的快速成長。 

3. 開放期(1986-1998) 

有鑑於國內航線各航空公司乘載率相當高，且旺季有一票難

求的情形，故在 1987 年實施「開放天空」政策，放寬申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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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事業之相關規定，此後國內航空客運量大幅成長，1987

年運量已達 1,860 萬人次，航空家數也成長至十家。 

4. 衰退期(1998 年以後) 

經過一番產業的廝殺後，現今國內航空公司已由 10 家變成 4

家，雖已呈現穩定的狀態，但由於台灣地區的空域及空運需

求有限，再加上管制的影響，各航線的班次難以再擴充，2001

年以後，台灣地區的經濟開始步入不景氣，許多業者被迫關

廠或合併，2000 年台灣首次政黨輪替，政經環境混亂，企業

外移，資金外流，經濟條件每況愈下，航空公司營運困難，

而以購併及調高售價來挹注，2001 年美國 911 事件之後，人

人自危，航空運輸業亦大受影響。 

(二) 海運 

在台灣海運發展的過程中，最早是於 1946 年 7 月 1 日成立台

灣航運公司，其主要目的是要利用接收日本人所殘存的機帆船來

重建台灣航業。1949 年中央政府遷台，航運業遭遇到重大的挫

折，適於江海航行之大型船隻撤移來台僅有 143 艘，計 37 萬 7

千噸。此外，大陸早期向以經營國內航線為主，國外航線之範圍

不出東南亞一帶，同時對船舶之保養整修亦未盡力，故在船隊的

性能與設備方面均不能符合國際標準，直至 1970 年代以後始有

比較大的進展。根據林光(1999)的整理，台灣航運業的發展可分

為汰換、整理、擴充、遲滯、成長及調整等六個時期簡述如下： 

 

1. 汰換時期(1950-1958) 

在 1950 年代初期，政府為了發展國內的航運業務，乃陸續淘

汰小船，添進大型現成船，至 1958 年底共有商船 84 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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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總噸，45 萬載重噸。由於 50 年代的台灣經濟形態屬農業發

展階段，輸出以農產品為主，輸入則多為工業產品，進出口

貨運量不大(僅有 408 噸)。 

2. 整理時期(1959-1966) 

為了配合經濟發展需求，在 1960 年代初期航運發展中，主要

以增建新船為主，至 1966 年底共有船舶 143 艘，711 萬噸。

當時我國正處於發展加工業時代，輕工業已具規模，進口工

業產品，輸出初級加工製品，而為了打開外銷市場，乃先後

開闢了東南亞及美國兩航線，其目的在配合經濟發展之需求。 

3. 擴充時期(1967-1972) 

1960 年代中期以後，為了扶植國內產業，並達到積極拓展外

銷業務之目的，政府乃積極輔導業者融資建造新船，使國輪

在噸位上與性能上均有顯著改進，經營方式也由遠洋不定期

航線逐漸開闢為定期航線。 

4. 遲滯時期(1973-1977) 

中日斷交之後，貸款銀行不再給予交船後分期付款的優惠，

全部船價必須於交船前付清，且政府未作政策性造船融資，

使得國輪發展受阻，航業運輸發展遲滯。當時我國正加速進

行工業化，必須進口工業顏料，並出口工業產品，惟進出口

貨運量雖然大幅增加，但國輪艘數及其承載噸數卻呈現減緩

的情形。 

5. 成長時期(1977-1985) 

1970 年代中期以後，台灣的航運業有了較大的改變，為配合

國內的經濟發展，政府乃積極承作融資貸款，優先承運國貨，

鼓勵航商在國內建造新船，這段期間內共建造各式船舶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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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260 餘萬載重噸。其中各種專業化船舶已佔全部國輪的

93%，除有能力承載部分進口媒礦、農產品等散裝物資外，並

開闢北美、歐洲、南非、澳洲及亞洲等各航線，而長榮海運

公司亦在 1985 年建立完成環球航線，由於不論是在船舶數、

航線開拓，或是在承載量上均有很大的成長，故稱之為航業

的成長時期。 

6. 調整時期(1986 年以後) 

1980 年代中期以後，兩岸之間的關係日愈密切，2000 年政黨

首次輪替，小金門開放三通，2001 年 10 月 15 日，離島建設

條例修正案通過開放澎湖的三通議題，再加上加入世貿組織

的議題，使得航運業者逐漸調整其經營型態。 

 

四、 產業概況 

(一) 空運 

國內航空業自交通部開放國際航線航空公司申請，截至2003

年底止計有六家國籍航空公司具有飛航國際航線之資格，除此之

外，尚有32家外籍航空公司於國內經營相關客貨運業務，而依據

民航局統計資料顯示，最近三年度國籍航空公司國際航線之客運

市場占有率分別為54.86%、54.76%及59.36%，貨運市場占有率

分別為52.25%、55.24%及55.95%，國籍航空公司掌握過半數國

內國際航線客貨運市場。另外在國籍航空公司中，中華航空在國

內國際線航空客運市場占有率最高，2003年度達到32.23%，而長

榮航空公司在2003年則以28.12%之占有率超過中華航空於貨運

業務躍居領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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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最近三年度國籍航空公司國際航線客貨運市場占有率 

單位：%　 
2001年 2002年 2003年 

公司名稱 
客運 貨運 客運 貨運 客運 貨運 

長榮航空 17.13 24.36 18.97 26.60 21.10 28.12 
中華航空 31.93 27.16 29.99 27.53 32.23 26.69 
華信航空 0.32 0.03 0.41 0.14 0.74 0.44 
復興航空 3.42 0.68 3.36 0.83 2.97 0.65 
華信航空 0.62 0.03 0.55 0.03 0.48 0.05 
立榮航空 1.44 - 1.48 - 1.85 0.01 
合計 54.86 52.25 54.76 55.24 59.36 55.95 
資料來源：民航局「民航統計月報」。 

 

另外，2003年國內航空運輸產業在歷經美伊戰爭、SARS等因

素後，隨著SARS疫情的快速解除、時序進入傳統客貨運旺季，

以及國際經濟景氣的持續加速回溫，國際航線運輸市場經營環境

也大幅好轉，依據民航局統計資料顯示，國籍航空公司國際航線

客運載客率由2003年5月份的最低點38.69%，大幅躍升至年底的

75.07%，而貨運承載率則一直維持在72%～76%之間，全年平均

載客率及平均貨運承載率各達到70.37%及73.64%，惟整體而言，

除貨運量較2002年成長4.28%外，2003年台灣地區國際航線之起

降架次及客運量均較上一年度減少6.11%及20.69%。 

 

表 3-2  最近三年度台灣地區國際航線之起降架次及客貨運量數 

　 　  　 年度 
項目 

2001 年 2002 年 2003 年 

起降架次（架） 147,212 156,023 146,490
客運次（人次） 19,500,719 20,062,751 15,913,715
貨運量（公噸） 1,035,552 1,137,267 1,186,032

資料來源：民航局「民航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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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運 

由於2003年全球景氣持續好轉，隨著美國景氣的復甦，歐洲

經濟自谷底攀升，亞洲出口持續轉強，大陸成為全球製造基地，

全球運量大幅提升。此外，在運價方面，美西封港結束後，美國

線去程皆為滿載，因此有恢復合理價格的空間(2003年1月起已陸

續回升)；再加上第三季為航運業傳統旺季，在價量齊揚的情況

下，2003年下半年各航商均繳出亮麗的成績單。儘管傳統在第四

季時貨櫃運輸都會因聖誕節假期貨主提前在第三季出貨的情形

下景氣略為滑落，但由於去年貨運艙位不足再加上船隻塞港問題

尚未完全解決，因此各航商第四季營收大致維持水準之上。預估

2004年由於全年整體海運貨量需求將成長8%~10%，但運能供給

卻只成長5%~7%，供給不足的情況仍然持續，因此貨櫃裝載率與

運費大體上不僅能維持2003年水準，而且還有向上提升的空間，

如下圖所示，可以看見近兩年來的運價變化持續維持在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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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陽明海運公開說明書。 

 
圖 3-2  主要貨櫃航線運價變化 

 42



近年來隨著全球產業分工的趨勢和世界貿易的逐漸成長，國

際貨運量近年來不斷的增加，吸引眾多競爭者的加入，各航商不

斷地更新採購更大的貨櫃船加入船隊，以謀求營運的規模經濟，

由表 3-3 可知，目前台灣前三大的貨櫃航運公司都排名在全球前

二十大貨櫃航商中，分別是長榮海運位於第 4 名、陽明海運位於

第 16 名以及萬海航運位居第 20 名。 

 

表 3-3  世界前 20 名之貨櫃航商 

Current Fleet 2005 End 
Estd Total Fleet 

RANK Operators 
TEUs Ships 

Rank TEUs Ships 
1 Maersk-Sealand 783,116 228 (1) 878,123 310 
2 MSC 567,311 226 (2) 707,101 248 
3 PONL 395,676 142 (3) 488,640 158 
4 長榮海運 357,569 131 (4) 373,769 133 
5 CMA CGM 299,425 114 (5) 358,087 123 
6 Hanjin 277,168 69 (6) 307,968 73 
7 APL 275,876 84 (9) 296,002 88 
8 COSCO 248,136 129 (7) 307,764 139 
9 NYK 220,971 66 (13) 229,687 68 
10 OOCL 211,428 63 (10) 258,417 70 
11 MOL 205,676 64 (11) 250,476 71 
12 CSCL 199,049 94 (8) 306,198 112 
13 K Line 192,483 66 (12) 233,095 76 
14 CP Ships 188,961 81 (15) 193,214 82 
15 HLCL 183,296 46 (14) 199,496 48 
16 陽明海運 170,070 60 (16) 187,094 66 
17 Zim 159,326 59 (17) 174,446 62 
18 HMM 142,267 37 (19) 142,267 37 
19 Hamburg Sud 110,050 54 (18) 144,130 62 
20 萬海航運 101,989 71 (20) 115,513 75 

資料來源：CI Online　(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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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產業規模與成長 

(一) 空運 

航空業主要區分為客運及貨運運輸兩大部份，其榮枯與國際

經濟景氣息息相關，近年全球航空業因經歷 911 事件、美伊戰爭

及 SARS 事件，營運因此受損，航空公司為減低經營成本，紛採

行國際聯盟策略，以跨國聯營合作減低成本並提升市佔率，預期

2004 年在全球經濟景氣復甦，客、貨運需求提升下，產業將從

谷底邁向成長階段。 

國際主要航空市場分為美國、歐洲及亞洲等三大區域，美國

因係全球經濟中心為目前全球最主要航空市場，2002 年共提供

1,407,436 百萬可售座位公里數 (Available Seat Kilometers : 

ASK)(以下簡稱 ASK)，總產值達 660 億美元，佔全球市場約

50%；其次為歐洲的 589,947 百萬 ASK，總產值 277 億美元，佔

全球市場約 20%；第三則為亞洲的 452,545 百萬 ASK，總產值

213 億美元，佔全球市場 15%，合計此三大區域產值佔全球航空

業約 85%。 

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 IATA) 2003 年資料顯示，中華航空為全球排名第 26

的客運航空業者，載客量達 26,466 百萬客運收益公里數(Revenue 

Passenger Kilometers : RPK)(以下簡稱 RPK)；長榮航空為第 35

名，達 19,235 百萬 RPK。在貨運部份，中華航空因擁有市場佔

有先機及龐大機隊，於全球排名第 8，2002 年達 4,490 百萬貨運

收益噸公里數(Freight Revenue Ton Kilometers : FRTK)，而長榮航

空排名第 11，達 4,126 百萬 FRTK，目前兩家國籍航空公司仍處

於穩步成長的狀態。 

 44



2004 年在 911 事件逐漸淡化、美伊戰事平息及國內外經濟景

氣回升下，全球航空業營收與獲利將自 2004 年由谷底翻升，IATA

預期 ASK 將達 5.4%的成長率，全球產值約可增加 270 億美元，

係自 2000 年以來最大幅度的成長。 

國際航空業因受航權及地域性影響，產業發展特性仍以區域

性發展為主，其中亞洲地區航空產值約佔全球航空產值 15.3%，

中華航空 2003 年產值約 508 億台幣，佔整體亞洲地區產值約

8%，排名第六，下表為亞太地區主要航空公司之市佔率及運能。 

 

表 3-4  亞洲主要航空公司之市場佔有率 

單位：新台幣仟元 

2001 2002 2003 航空公司/
年度/運能/
市佔率 運能 佔有率 運能 佔有率 運能 佔有率

中華航空 52,033,500 8.1% 53,506,500 8.0% 50,830,500 8.0% 
國泰航空 94,185,000 14.7% 94,575,000 14.1% 88,900,500 14.1% 
中國東方 38,721,000 6.0% 41,944,500 6.3% 37,894,500 6.0% 
中國南方 60,096,000 9.4% 66,367,500 9.9% 59,638,500 9.4% 
長榮航空 35,592,000 5.6% 37,776,000 5.6% 37,701,000 6.0% 
馬來西亞 78,892,500 12.3% 81,399,000 12.2% 73,368,000 11.6% 
澳洲航空 139,414,500 21.8% 143,916,000 21.5% 149,263,500 23.6% 
新加坡航空 141,838,500 22.1% 149,349,000 22.3% 134,413,500 21.3% 

合計 640,773,000 100.0% 668,833,500 100.0% 632,010,000 100.0% 
資料來源：IATA(2003)。 

 

根據 IATA 2003 年依全球 GDP 成長率之預測，2003 至 2007

年全球客運由 538 佰萬成長至 685 佰萬，年複合成長率可達

5.4%，而依 ICAO 資料顯示，2004 年亞洲地區旅客數年成長率

將較 2003 年超過 10%。另外依 IATA 2003 年統計資料顯示，主

要航空貨運出口為歐洲地區佔 50.8%，其次為北美地區佔

25.3%，與亞洲地區 8.5%，預期 2003 至 2007 年全球航空貨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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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6 佰萬噸成長至 24,039 佰萬噸，全球航空貨運年複合成長

率約 5.3%，而亞洲地區因中國加入 WTO 及開放經濟政策致國際

貿易持續成長，且中國人民消費大幅成長，加以國際物流系統因

逐漸採降低成本與減少存貨政策致運輸次數增高，進而增加貨物

運送量，亞洲地區至歐美地區航空貨運年複合成長率因此將高於

全球平均值達 5.5%。 

 

(二) 海運 

在世界政經環境相對穩定的條件下，預計2004年及以後幾年

對貨櫃船的需求將以每年8%-9%的速度成長。因此定期船公司都

瞄準2005年及以後幾年貨櫃運輸市場需求大於供給的有利空

間，紛紛加大造船投資力度。截至2004年4月，世界新貨櫃船訂

單已經達到315萬TEU，776艘船，合約總價值高達310億美元，

相當於現有運力的46.5%。其中4,000TEU以上船舶占77%，是當

前運力的40%。儘管二年多來不少承運公司大量建造新船，惟目

前世界造船平台至2006年已排滿，而2004和2005年全球貨櫃運能

仍將出現供不應求，平均每年會有20萬TEU的不足。2003年全球

交付使用和投放運輸市場的貨櫃船舶181艘，艙位總運能57.7萬

TEU；2004年為202艘，艙位總運能67.8萬TEU；2005年為231艘，

艙位總運能84.9萬TEU；2006年為163艘，艙位總運能83.1萬

TEU。預計2006年底時總運能將達1,000萬TEU以上水準。其

2004~2006年預期總運能成長率分別為7.99%、9.26%及8.30%，

已超過歷史上最高增長率(7%~8%)，大於原先業界對2004年以後

相當一段時間國際貨櫃貿易運輸量平均增長7.2%的水準信心，意

味2006年以後貨櫃運輸市場的供求關係將會出現鬆弛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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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總運能成長率預測 

單位：萬TEU    

項目 2002 2003 2004(F) 2005(F) 2006(F) 
初期總運能 732.5 791.2 848.9 916.7 1001.6
本期增運能 58.7 57.7 67.8 84.9 83.1
期末總運能 791.2 848.9 916.7 1001.6 1084.7

總運能成長率 8.01% 7.29% 7.99% 9.26% 8.30% 
資料來源：航運週刊。 

 
綜合上述，2003年初以來貨櫃航運，全球景氣帶動國際貿易

上揚，帶動運價及船舶租金呈現出向上調漲之實績，亦持續促進

了貨櫃航商的業績大幅成長。在未來全球經濟帶動全球貿易量的

成長下，2004年及2005年之全球貨櫃運輸需求與供給之關係，仍

將呈現供不應求的情況，貨櫃運輸之繁榮將持續。惟近幾年訂購

新船陸續投入市場，預計2006年以後市場供需將有所影響。 

 

六、 產業結構 

本節將利用 Porter 的五力分析來探討空運及海運產業的潛在

競爭者與替代品方面的威脅，上下游供應廠商的議價能力以及產

業內的競爭態勢，以找出因應競爭時所需要的關鍵成功因素。 

 

(一) 潛在競爭者的威脅 

1. 空運 

由於航空運輸具有高資本沈沒性及產出不可儲存性的的特

質，故一旦進入此市場後較難隨意退出，再加上近年來經營

較為困難，新航空公司進入機率不高。此外，由於航空運輸

產業係屬特許行業，政府具有強大管制能力，因此此產業在

規模經濟及政府政策方面亦存有進入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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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運 

海運業的投資龐大且回收緩慢，其初期沈沒成本高昂將使得

業者進入產業後便難以輕易退出，亦即其產業之退出障礙

高，故新海運公司再加入的機率不高。此外，海運航線仍受

政府高度管制，與航空運輸產業類似，因此海運產業在規模

經濟與政府政策方面亦存有進入障礙。 

(二) 替代者的威脅 

1. 空運 

航空運輸之主要替代者，在本島航線有鐵路業、公路業，在

離島航線則以海運業為主。在本島部分，受鐵公路之威脅頗

大，尤其是高速鐵路完成後，將形成國內民航的嚴重威脅，

至於國際或離島部分，由於海運的特性為速度較慢，價格也

較航空業便宜，其目標顧客並與空運不同，故替代程度小。 

2. 海運 

海運的目標客戶屬性明確，相對於目前一些高附加價值之電

子產品才比較會選擇快速的航空貨運，海運所運送的貨物之

特性為量大、價格普遍便宜以及沒有時間上的壓力，所以被

航空貨運替代的可能性小，而且跨洲之間的運輸也幾無陸運

可以替代，故海運產業的替代者威脅較小。 

(三) 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1. 空運 

在現行的航空供給遠大於航空需求以及產品的差異性不大

下，空運產業之顧客議價能力頗高，國內航空運輸更是面臨

替代品強勢競爭的情形，因此業者需能掌握住顧客之偏好，

適當地對不同旅客做行銷策略之區隔，方能提高獲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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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運 

海運產業的購買者議價能力主要決定於海運產能的供需狀

況，在蕭條時期，海運業者的產能利用率頗低便使得購買者

的議價能力相當高，業者彼此的競爭激烈，反之，如同現在

海運產業正處於產能供不應求的景氣時期下，由於海運艙位

難求而使得購買者的議價能力降低。 

(四) 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1. 空運 

空運產業之主要供應者即是飛機製造商，由於飛機之生產費

時，通常需要兩年，且國際間具有製造飛機能力之廠商相當

少，使製造商具有高議價能力。惟現行航機租賃制度盛行，

且911後，市場上待售或待租之航機大增，再加上各航空公司

原本即有機隊過剩之現象，大幅降低供應商的威脅。而空運

業者有一特性是其航空燃油占營業成本相當大比例，而國際

油價易受國際局勢、油產國聯合減產及匯率波動等因素之影

響，空運業者對燃油之供應幾無議價能力。 

2. 海運 

海運產業的供應商議價能力主要決定於市場產能供需狀況，

若市場景氣正處於蕭條時期，在造船業者又不若飛機製造業

者在全球係僅有兩家供應商般的寡占市場，此時海運業者便

能有較高的議價能力，反之，當海運產業若正處於目前供不

應求的景氣狀況下，造船廠商的新船交貨期都已延至數年

後，各家海運公司在搶產能的狀況下紛紛搶購新船，故船隻

供應商的議價能力便提高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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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現有廠商的競爭 

1. 空運 

由於空運產業之票價係受到政府管制，各航空公司無法輕易

開啟價格戰，目前多係在票價上下限內運用不同行銷專案來

增加營業利潤，同時亦應用電子商務等資訊科技，以提昇對

旅客服務品質，因此，在目前供大於需及產品差異性不大的

狀況下，各航空公司無不利用各種營運策略，如累積里程等

優惠措施以提昇乘載率，現有廠商之間的競爭十分激烈。 

2. 海運 

海運業者所提供的產品差異性小且退出障礙高，故價格競爭

激烈，惟在市場景氣良好時，其價格競爭有較和緩的現象，

目前由於海運競爭者眾，使得業內的競爭很激烈，但在規模

經濟報酬及全球物流整合的要求下，海運產業策略聯盟甚至

合併的狀況持續增加，使得產業有集中化的趨勢，將使產業

內的競爭狀況逐漸降低。 

(六) 小結 

1. 空運 

在潛在競爭者的威脅方面，由於航空運輸受有政府的管制、

規模經濟以及初期建置成本高昂等要求，再加上近年來經營

較為困難，使得新航空公司進入機率不高；在替代者的威脅

方面，國際航空運輸的目標顧客族群之特性明顯，替代者的

威脅性不大，但在國內運輸方面則有替代者的強大壓力；在

購買者的議價力方面，由於近年來景氣不佳，使得購買者的

議價力大增；但相對的在對供應商的議價力方面，由於目前

飛機製造公司的產能相當充裕，使得航空公司的議價力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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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提高；而在現有的廠商競爭方面，由於之前景氣持續不佳，

使得整體空運產能之供給大於需求，因此同業之間的競爭相

當激烈；綜合以上五力分析，可以知道目前空運產業之獲利

環境並不理想，但在目前景氣已逐漸明朗復甦之狀況下，各

航空公司的獲利能力將穩步提高，公司盈餘將可上揚。 

2. 海運 

在潛在競爭者的威脅方面，海運產業如同空運產業般，要求

初期投入成本高昂以及規模經濟使得退出障礙相當高，故其

潛在競爭者的威脅並不明顯；在替代者的威脅方面，海運產

業的目標客戶屬性明確，特性為量大不要求速度，故幾無有

對其有威脅性之替代者；在下游購買者的議價力方面，其議

價力高低主要決定於海運艙位的供給，由於目前海運業景氣

大好，艙位供不應求使得購買者之議價力大幅降低；在上游

的供應商議價力方面，目前由於各海運公司皆正因應景氣而

大幅擴充產能中，全球造船公司因產能有限而應接不暇，故

航運公司對於供應商的議價力不高；在現有廠商的競爭方

面，原本競爭激烈的環境由於近年來的景氣使得業內競爭的

壓力趨緩；綜合海運業的五力分析而言，其主要影響獲利的

威脅來自於下游的議價能力，而海運產業目前艙位供不應求

的情形將可能在未來幾年產生反轉，屆時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將會提高，因此海運產業的獲利能力及盈餘預估在近年內將

可持續成長，但在產能過剩的情形發生後將使得海運公司的

獲利能力下降及盈餘成長趨勢趨緩。 

 

 51



七、 成本結構 

(一) 空運 

航空運輸公司的營運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如飛行成本、維修與

零件成本以及折舊與償債成本，間接成本包括場站與地勤成本、

旅客服務成本、票務與銷售促銷成本、一般管理成本與其他營運

成本。 

根據民航局的統計資料顯示，在航空公司的經營成本結構

中，以油料佔約 20%，高居各項支出之首；場站及運務費用位居

第二約 15%，租金費用位居第三約 12%，飛航組員與空服員以及

飛機維修費用各約 8.5%，折舊費用約 8.5%，包括保險費用等其

他營業利息費用約佔三成。 

(二) 海運 

航商的營運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及變動成本，固定成本包含造

船費用與利息、船員薪資、船舶檢修費用、船舶保險費等，而變

動成本包括燃油費用、港口費用、攬貨費用及人事費用等。 

細分其成本結構包括有船舶營運成本約10%，包括薪伙、物

料、維修及保險等；航行成本約40%，包括燃油7~10%、港埠費、

理貨及場站費等；折舊費用約12%，合計全部船舶成本約62%。

設備成本約20%，包括貨櫃設備、貨櫃調度費用、集貨船及內陸

轉運費等；其他定期船成本如佣金、代理與管理費等約佔18%。 

 

八、 產業趨勢與發展 

(一) 空運 

1. 航空策略聯盟集團之形成 

由於航權與市場的限制，航空公司為能增加全面競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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拓展飛航網路，常透過與同業間之策略聯盟與合作，在某些

航線上以聯營聯運或共同維修訓練等方式經營，以合作代替

競爭，提高整體服務品質及旅客行程之完整性與方便性，同

時亦可達到經營資源共享及規模經濟的利益而降低成本，進

而使航空運輸更加便捷。現今全球性策略聯盟已有四個，合

計佔有超過全球 60%的市場。 

2. 低成本航空公司之興起 

由於航空市場的激烈競爭，使得一些公司認為只要降低票價

至一定的水準，便能夠吸引足夠的市場需求，所採行的策略

包括不提供不需要的免費機上餐點服務、不多印製無意義的

公司簡介、使用網際網路作為其主要售票通路、租購及使用

單一機型作為營運所需，以及使用次要機場且提供直航點對

點的城市組合航線等策略提供低價服務，成功地讓企業獲利。 

3. 國際航線航機長程化及大型化 

由於航空客、貨運輸的便利與快捷，透過空中運輸方式來旅

行觀光與運送貨物的消費者愈來愈多，惟對於部份大城市之

間的長程越洋航線以及經濟快速成長的區域來說，目前飛機

之續航能力及機艙容量仍尚嫌不足，因此面對全球旅運量的

持續成長，未來國際航線新型航機的設計將朝向增加續航能

力及機艙容量大型化的方向發展，以滿足日益蓬勃發展之越

洋洲際空運需求。 

4. 電腦科技與電子商務之應用 

由 EDI 到 Bar Code 到目前最新的 RFID 等技術，皆是近年來

被廣泛運用於提昇貨物通關效率之技術，另一方面，透過電

子商務的發展，使得消費者要出國旅遊或是寄送貨物皆能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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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便利之電子商務完成，使航空公司之附加價值提昇。 

5. 後 911 事件國際民航事業之發展 

911 事件使得公共大眾因心理因素是搭乘飛機為畏途，除航空

業外，也造成保險業的衝擊，因此使保險公司調高對航空公

司之保險費，航空公司也因此更重視成本控制作業。 

(二) 海運 

1. 產業集中化趨向寡占 

由於產業進入成本愈來愈高，投資報酬率偏低，不易吸引資

金投入，加上企業購併、合作風氣興盛，造成產業有日益集

中之趨勢。目前全球貨櫃船總艙位之 43.7%集中在前二十大船

公司，而在 1984 年時此項指標只有 32%。航運業因經營投資

龐大，存有極大之進入障礙，由於營運成本高又值航運業競

爭激烈，獲利率及運費收入不易提高，更不易使資金進入產

業，因而形成寡占之市場。在此寡占市場下，影響航商形成

策略聯盟之合作策略。 

2. 亞洲成為全球貨櫃船運重心 

亞洲籍貨櫃船公司的船隊運能佔世界運能的 29%，如長榮海

運與陽明海運皆是列名在全球二十大的貨櫃航商，所以可知

亞洲已是全球貨櫃航運市場之重心。 

3. 整合性的全球物流 

全球性的跨國公司在許多國家、地區製造和裝配產品，這些

公司寧願選擇能夠在所有主幹航線提供服務的少數幾家核心

船公司，所以為了因應大顧主的需求，世界性大型航運公司

紛紛開闢航線及拓增航點到新的貿易航區，因而促成船公司

進入全球運送人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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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商合作經營市場線 

航商為了因應日益劇烈的競爭環境，逐漸摒棄以往互蒙其害

的削價競爭方式，而採取聯營方式經營市場航線，航運業者

之合作使成本降低，並對風險之規避及服務品質之提升均有

極大助益，未來各航商間之聯營合作將持續擴大，以便能完

整的提供全球服務，務增加顧客滿意度及業者的營運績效。 

5. 海運資訊之整合與科技應用 

電腦通訊全資訊網路設備與技術的日益更新，客戶可透過網

路的聯繫，精準地控制進貨與發貨流程，未來海運界之週邊

體系如船公司、港務單位、代理行、報關行等單位將普遍使

用資訊科技所提供的即時通訊網路，朝向共同使用、相互合

作方式，這對資源使用效益、人力成本節省均有莫大助益。 

6. 船舶建造大型化及自動化 

由於貨櫃運輸之海運需求量逐年增加，為滿足航運服務的需

要，更為積極擴充市場之佔有率，並兼顧考慮石油、人工成

本將逐年上升的情況下，未來貨櫃船舶建造重點將趨向大型

化、快速化、省油化、及設備自動化發展，以謀求營運的規

模經濟效益，以期降低營運成本，增加競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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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關鍵成功因素 

上述的外在環境分析，提供我們對於個案公司所處環境和運輸產

業未來的變化趨勢的瞭解，本節將根據其分析結果，找出運輸產業的

成功關鍵因素，以及根據個案公司所擁有的資源，認定其面臨的機會

及威脅。 

 
一、 產業關鍵成功因素 

(一) 空運 

航空業是一個重視時效勝於服務品質的航業，主要特色在於

航空運輸具有不可儲存性、資本密集性與沈沒性、公共服務性、

高度管制性以及規模經濟的特性等等。因此航空運輸的產業關鍵

成功因素有下： 

 

1. 健全的財務基礎 

由於航空業的經營需要投入雄厚的資本購買機隊、備用零件

及維修場地等基礎營運資產，因此一個企業若財務結構不健

全，無良好成本控制，經常透過融資方式來購買設備、機隊，

將造成日後正式營運時，必須逐年背負龐大的利息支出，形

成財務上莫大的負擔。 

2. 良好的飛行安全記錄 

一家飛機若不能安全順利地將乘客載至目的地，則該公司就

算號稱飛機有多快、服務有多好都沒用，因此航空公司首重

飛行安全，有良好飛安紀錄才能使乘客安心選用。 

3. 機隊計畫與維修能力 

航空公司本身若不具備有良好自行維修能力，將危害飛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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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安品質，而航空業機隊建置計畫亦是降低成本、提高競爭

力很重要的一項競爭武器，機型越能夠標準化，訓練成本及

維修成本皆越能降低。 

4. 完整的航網及航班 

航空公司應掌握精華航點並顧及一些次級航點，以建立一個

滿足顧客導向的全方位航網。此外，充裕準時的航班亦是兼

顧顧客忠誠度的關鍵因素。 

5. 健全的經營管理能力 

航空公司需要有一個健全的經營管理制度，除有完整的人力

資源規劃制度外，並具備專業的產業經營知識及專業的經理

人才，才能整合好飛航、空廚、地勤等飛航相關服務，提供

好的服務及維修能力，創造營運成長。 

(二) 海運 

1. 有效率的船期及運務安排 

航運業提供客戶所需之運輸服務，因此船期準確才能夠贏得

客戶信賴，所以需要能夠擁有良好船員素質技能及岸上後勤

人員的有效控管配合，而船隻維持低故障率，也才能保持高

的運輸能力。 

2. 廣大的航線服務範圍 

由於目前航運的趨勢朝向全球化的物流管理，故若能提供全

球型的航線服務，不但能有規模經濟效益，也能提昇對客戶

的服務能力，因此若能擁有廣大的航線服務範圍，將是航運

業者競爭的一大利基。 

3. 健全的財務管理 

海運公司購置船隻時需要相當大金額的投資支出，因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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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具有較高的負債比例，因此公司必須要有良好的財務規劃

能力，且必須規劃好匯率、利率以及油價及相關保險等避險

措施，才能避免侵蝕獲利。 

4. 有效掌握市場時機及船隊規劃 

由於海運產業榮枯係與經濟景氣息息相關，故若能有效掌握

時機，在適宜的時點購置新船，擴大船隊規模，將可有效地

擴大貨物承攬業務量及有效降低營運固定成本，提昇對客戶

的服務品質並擴大市場佔有率。 

5. 良好的服務品質 

航運運送需要完善的硬體設備，其本質上亦為服務業，服務

品質的良窳將決定顧客是否願意付出較高的運費並願意重複

購買，若能具有替個別顧客量身訂作的運籌功能，除能提高

利潤外亦可掌握貨源。 

 

二、 個案公司之關鍵成功因素 

(一) 空運 

1. 中華航空 

(1)機隊嶄新及簡化 

提供了旅客安全舒適的飛航服務，並為降低營業成本、確保

產品競爭力及提昇飛安品質，持續執行機隊汰舊換新計劃、

進一步簡化機型，並成立最現代化及高性能的機隊。截至

2003 年底，中華航空共有 60 架航機，包括客機 44 架，全貨

機 16 架，機隊平均機齡僅 5.8 年，根據 2002/03 年國際專業

機構 AAPA 的資料顯示，全球航空公司飛行器的平均機齡為

8 年，故年輕機齡極具全球競爭優勢，並可提升飛安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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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亦經由購機而簡化機隊機種至 3 種，以簡化機隊策略達成

了成本控制的目的。 

(2)服務網路密集 

經營航運業四十餘年，航點遍佈歐、美、亞、澳四大洲逾 21

個國家及 44 個目的地，形成完整的客、貨運飛航網路；以

完整的機隊再搭配密集航線，除提供了完善的服務，滿足了

消費者需求外，更可為整個空運市場創造更多的商機及良好

的經營環境。此外，亦積極與其他航空業者合作，如與美國

達美航空公司簽署哩程酬賓計畫等合作，在現有基礎上進一

步拓展聯航合作，提昇了國際競爭力。 

(3)專業經營，經驗豐富 

華航以豐富的經驗及各種專業人才，不斷推陳出新、精益求

精，來創造理想的飛航品質。根據英國著名專業航空服務產

品品質調查公司 Skytrax 公司對全球各國際航空公司之調

查，華航商務客艙之空服評比名列全球前四名。 

2. 長榮航空 

(1)優良之飛航安全紀錄 

自開航以來即秉持該集團數十年的國際運輸經驗，以飛航安

全便捷等經營理念，提供乘客最妥善舒適的運送服務。由

FAA 及民航局進行之航空公司飛安總體檢中，該公司不但名

列前茅，更創下零缺點的完善紀錄。此外，也因為長榮優良

之飛安紀錄，使得機隊保險費率能連年調降，對降低公司的

營運成本有所助益。 

(2)機隊嶄新完整，服務網路密集 

至 2003 年底，長榮航空機隊規模已擴展至 45 架，平均機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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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 7.15 年。而為能提供旅客更安全舒適的飛航服務，以提

昇市場競爭力，自 2004 年起，更計劃陸續引進 A330 及 B777

型客機，以成立最現代化及高性能的機隊。此外，相繼飛航

的航點遍佈歐、美、亞、澳四大洲逾四十個城市，形成該公

司完整的客、貨運飛航網路。 

(3)專業經營，經驗豐富 

以豐富的經驗及各種專業人才，創造理想的飛航品質。該公

司為加強飛航安全工作，經由組織管理的運作及風險管理計

劃的進行，積極舉辦各種航空安全講習及研討會外，同時運

用航機先進科技的監控裝備，建立飛行資料分析系統，追求

飛航作業標準化，以期精準管制飛安，達到全方位飛航安全。 

(二) 海運 

1. 長榮海運 

(1)完整的航線服務及專屬碼頭 

全球船隊航線服務網完整，並於美洲、亞洲、歐洲等重要港

口，擁有專屬之操作碼頭，可以有效提升其操作效率與維持

優良的運送服務品質。 

(2)優良的服務品質 

近年來積極投入開發互動式之資訊服務網站，為客戶提供必

要之資訊服務與商務操作，提升客戶整體服務附加價值。該

資訊服務網站，獲美國最權威之運輸類商業雜誌Journal of 

Commerce (JOC)的電子廣告評選活動中的最優評等。 

2. 陽明海運 

(1)適時擴建船隊，增加競爭力 

從2004年至2007年將陸續接收5艘5,500TEU級全貨櫃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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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1,500TEU級全貨櫃船、4艘8,000TEU級全貨櫃船、8艘

1,799TEU級全貨櫃船，降低單位營運成本。可因應市場潮流

及聯營夥伴需求，提昇公司競爭力。 

(2)強化策略聯盟效益顯現 

與日本川崎汽船(K-LINE)、韓進海運等航商共組聯盟，已完

成整合並簽訂全球東西向航線艙位交換及共同派船合約，使

運能達到最有效的利用，並提昇往返亞洲至北美、地中海、

歐洲航線以及越大西洋航線服務品質。 

(3)拓展散裝部門以多角化 

散裝市場自2002年開始加溫，該公司購入及訂造6艘巴拿馬

極限型散裝輪，並自2002年下半年起加入營運增加營利，其

中二艘新船預定於2004年下半年交船，可維持穩定之收益。 

3. 萬海航運 

(1)主力在亞洲區域市場，船期密集穩定 

主力放在亞洲區域市場，雖缺乏跨洲際的航線，但能提供給

亞洲區顧客密集的船期服務，讓顧客增加班次的選擇，與其

他遠洋航商建立策略聯盟，保持營運的彈性。 

(2)平均船齡輕、航速較快 

該公司將主力放在亞洲區域市場，因此所購置船型比較小，

相對的船速也因此比較快，區域型的客戶將被其相對較短的

貨物運送時間所吸引，因此在區域市場具有其競爭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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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國內航空運輸上市公司之關鍵成功因素分析 

關鍵成功因素 中華航空 長榮航空 

健全的財務基礎 ○ ○ 

良好的飛行安全記錄  ○ 

機隊計畫與維修能力 ○ ○ 

完整的航網及航班 ○  

健全的經營管理能力 ○ ○ 

說明：○表該企業擁有該項關鍵成功因素。 

 

表 3-7  國內貨櫃航運上市公司之關鍵成功因素分析 

關鍵成功因素 長榮海運 陽明海運 萬海航運 

有效率的運務安排 ○  ○ 

廣大的航線服務範圍 ○ ○  

健全的財務管理 ○ ○ ○ 

有效掌握市場時機 ○ ○  

良好的服務品質 ○ ○ ○ 

說明：○表該企業擁有該項關鍵成功因素。 

 62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high 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These settings require font embedding.)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30d730ea30d730ec30b9537052377528306e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FRA <FEFF004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7400e900730020006400270075006e00650020007200e9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f006e002000e9006c0065007600e90065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7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c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75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2c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c006500730020006f00750076007200690072002e0020004c0027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740069006f006e002000640065007300200070006f006c006900630065007300200065007300740020007200650071007500690073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650069006e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65006e002000420069006c0064006100750066006c00f600730075006e0067002c00200075006d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90076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10075007300670061006200650020006600fc0072002000640069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76006f0072007300740075006600650020007a0075002000650072007a00690065006c0065006e002e002000440069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d00690074002000640065006d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5006e0064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0020004200650069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72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20006900730074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5300630068007200690066007400650069006e00620065007400740075006e00670020006500720066006f0072006400650072006c006900630068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d00200075006d0061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e700e3006f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d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72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f006200740065007200200075006d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e3006f0020006d0065006c0068006f0072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2e0020004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2006500710075006500720065006d0020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e700e3006f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6e00740065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6a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c00650064006f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2d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9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0020004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6b007200e600760065007200200069006e007400650067007200650072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40079007000650072002e>
    /NLD <FEFF004700650062007200750069006b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20006f006d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7400650020006d0061006b0065006e0020006d0065007400200065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2000610066006200650065006c00640069006e00670073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500200076006f006f0072002000610066006400720075006b006b0065006e0020006d0065007400200068006f006700650020006b00770061006c0069007400650069007400200069006e002000650065006e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6f006d006700650076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75006e006e0065006e00200077006f007200640065006e002000670065006f00700065006e00640020006d0065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72002e002000420069006a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20006d006f006500740065006e00200066006f006e007400730020007a0069006a006e00200069006e006700650073006c006f007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f0070006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6d00610079006f0072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6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e00200071007500650020007000650072006d006900740061006e0020006f006200740065006e0065007200200063006f00700069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5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d00610079006f0072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4c006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9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0020004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200650071007500690065007200650020006c006100200069006e00630072007500730074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600750065006e007400650073002e>
    /SUO <FEFF004e00e4006900640065006e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7300740065006e0020006100760075006c006c0061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c0075006f0064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f006a0061002c0020006a006f006900640065006e0020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6c00610061007400750020006f006e0020006b006f0072006b006500610020006a00610020006b007500760061006e0020007400610072006b006b007500750073002000730075007500720069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1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d0020006a0061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2d006f0068006a0065006c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400610069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c006c0061002e0020004e00e4006d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500740020006500640065006c006c00790074007400e4007600e4007400200066006f006e0074007400690065006e002000750070006f00740075007300740061002e>
    /ITA <FEFF00550073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75006e00610020007200690073006f006c0075007a0069006f006e00650020006d0061006700670069006f00720065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640069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d00690067006c0069006f00720065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0020005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2006900630068006900650064006f006e006f0020006c002700750073006f00200064006900200066006f006e00740020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740069002e>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79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65006f0070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6f00720020006800f80079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3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6600f800720020007400720079006b006b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0020004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6b007200650076006500720020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9006e006e00620079006700670069006e0067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e00e40072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7500700070006c00f6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610076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002000440065007300730061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20006b007200e400760065007200200069006e006b006c00750064006500720069006e00670020006100760020007400650063006b0065006e0073006e006900740074002e>
    /KOR <FEFFace0d488c9c8c7580020d504b9acd504b808c2a40020d488c9c8c7440020c5bbae300020c704d5740020ace0d574c0c1b3c4c7580020c774bbf8c9c0b97c0020c0acc6a9d558c5e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b9ccb4e4b824ba74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2edc2dcc62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9ccb4e0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801c6a9d558b824ba740020ae00af340020d3ecd5680020ae30b2a5c7440020c0acc6a9d574c57c0020d569b2c8b2e4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7f6e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ff0c5c065305542b66f49ad8768456fe50cf52068fa87387ff0c4ee5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6253537030028be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4ee54f7f75280020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4e0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48c66f49ad87248672c62535f0030028fd94e9b8bbe7f6e89816c425d4c51655b574f5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5b9a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05542b8f039ad876845f7150cf89e367905ea6ff0c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21753703002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3ca66f465b07248672c4f86958b555f300290194e9b8a2d5b9a89816c425d4c51655b57578b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