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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14 

第參章、產業環境分析 

第一節、航空業務經營之法規定義 
根據我國民用航空公司法之定義，民用航空公司可概分為「民用航空

運輸業」與「普通航空業」兩大類；示意圖如下。 

 

圖 4. 航空業務經營之法規定義 

航空公司歸屬於「民用航空運輸業」，較為一般大眾所熟悉，通常是

有固定航線、固定航班、採用比較大型航空器之公共運輸，提供大批

旅行需求相近的旅客飛行服務。 

「普通航空業」係指以航空器經營民用航空運輸業以外之飛航業務而

受報酬之事業，包括了空中遊覽、勘察、照測、消防、搜尋、救護、

拖吊、噴灑、拖靶勤務、商務專機等活動。 

事實上，一般國際航空法規，如國際民航組織（ICAO）航空法規、

美國聯邦民航法規（FAR）、歐洲聯邦民航法規（JAR）等，其對於「普

通航空（General Aviation）」的定義較廣，並未限定必須為「受報酬」

之營業性事業。「商務航空（Business Aviation）」是普通航空公司之主

要活動，指企業、組織、團體及個人等為從事商務而從事的航空公司

活動，包括了營業性之「商務專機（Air Charter）」與非營業性之「私

人專機（Private 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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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以陸面運輸做比較，「民用航空運輸業」類似公共汽車，提供一般

大眾之運輸服務，屬公共運輸之一環；「商務專機」近似出租私人轎

車禮車服務，可說是為私人或團體量身訂作之飛行服務。 

本報告主要在討論航空公司之經營。不論主流航空公司或低成本航空

公司，均屬於「民用航空運輸業」。而第肆章、第伍章所介紹之「全

高艙等航空公司」，由於屬於固定航線、固定班次之經營模式，同樣

歸屬在「民用航空運輸業」的範疇；但「商務專機公司」則歸屬於「普

通航空業」。 

第二節、航空產業趨勢與挑戰 

一、管制面的改變：自由化與開放天空 
國與國之間的航權，是經由雙邊的空運協定1所規範，相關規則訂定

於 1944 年的芝加哥公約。自從 1970 年代以來，國際航空逐漸開放，

但多半侷限於區域性的開放，例如美國國內航空市場、歐洲境內航空

市場，以及少數國家的雙邊「開放天空（Open Skies）」協定等。根據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估計，目前僅有約 17%的國際航空交通屬於「開放

天空」的環境。其餘均對航空公司的營運上有所限制，最常見的包括

作業面的限制，例如航班數的限制等，此外大多數國家對於開放外資

經營航空公司也多有限制。 

雖然進展遲緩，但開放天空仍是不變的方向。開放管制對於航空產業

經營者有明顯的利基，例如 2005 年，在印度與英國開放客運航班後，

不到一年時間兩國班次由一週兩班次激增為一週 200 班次。當然對於

低成本航空公司而言，航權的開放更是必要的條件。 

2007 年最受矚目的，就是美國與歐盟於 2007 年 4 月 30 日簽定，將

於 2010 年實施之「歐美開放天空協定（EU-US Open-Skies）」。該協

定將允許美籍與歐籍航空公司，得以開闢或飛行美國與歐洲之間任兩

城市之航線。這個協定中所指的歐洲國家，其中包括了非歐盟之歐洲

國家（如瑞士）。舉例來說，全世界最繁忙的機場- 倫敦 Heathrow 機

場，根據 1977 年簽定的百慕達條約（Bermuda II），目前只允許 7 家

                                           
1「空運協定（Air Service Agreement，或 Air Transport Agreement）」係由兩國（或多國）簽訂之

國際協定，規範兩國（或多國）國土間之民航飛行。原則上，所有空運協定都必須在國際民航組

織的 DAGMAR（Database of Aeronautical Agreements and Arrangements）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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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2經營越大西洋航線。而越大西洋航線被譽為全球規模最大

的黃金商務航線。在 2010 年開放天空後，全球最大的機場- 倫敦

Heathrow 機場將完全開放。為了因應這個市場開放後所帶來的龐大

商機，許多航空公司均計劃在 2010 年擴張規模、進入本市場。 

東南亞國協3刻正推動的 2015 年目標，包括了建立類似歐盟之東南亞

共同市場，以及會員國之間開放天空的環境。東南亞國協在其 RIATS
（Roadmap for Integration of Air Travel Sector）宣言中，一個重要的里

程碑，就是要在 2008 年 12 月以前，讓會員國首都之間的航線全部開

放，不再受運能、班次或指定航空公司等限制。2007 年底，新加坡

與馬來西亞同意開放兩國間主要航線，包括新加坡往來吉隆坡、檳

城、沙巴與古晉等繁忙航線，就被視為一大突破。根據航空顧問機構

亞太航空中心預估，只要 3 年時間，在 2011 年以前，新加坡與馬來

西亞之間的運量就會成長 2 倍。 

而一向對於航空市場管制較為嚴格的日本，也即將在 2010 年有所改

變。例如，東京成田機場第四條跑道將於 2010 年落成，也將讓許多

目前不得其門而入的航空公司有更多機會。而目前日本當局正在推動

一項「Asian Gateway Programme」方案，該項新政策主要訴求在於讓

更多航空公司可以飛往日本的許多地方機場；這項政策對於低成本航

空公司的鼓舞尤大，因為低成本公司多半以飛行次級機場的方式來降

低成本與擴張規模。以日本的高所得水準來看，日本國民的平均航空

旅次偏低，而地方機場的使用率亦偏低，待開發之潛在市場龐大，因

此新政策的推動更受矚目。 

二、新科技的出現 
(一)新型航機 

引進新型航機，是航空公司改善產品、降低成本、創造競爭優

勢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在近年，全球兩大民航飛機製造廠的

話題產品：空中巴士 A380 與波音 B787，一直是產業的矚目焦

                                           
2 目前經營 Heathrow 飛行美國之越大西洋航線的航空公司，包括了 2 家英籍航空公司（英國航

空公司、維珍航空公司）、2 家美籍航空公司（聯合航空、美國航空），與 3 家外籍航空公司（紐

西蘭航空公司、印度航空公司與科威特航空公司）。以色列航空公司與新加坡航空公司亦擁有

Heathrow 與美國間第五航權；但並未行使該航權。 
3 東南亞國協包括了汶萊、柬埔寨、印尼、寮國、馬來西亞、緬甸、菲律賓、新加坡、泰國與越

南共 10 個會員國家，成立於 1967 年。東南亞國協的成立宗旨為：推動區域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

以及促進區域之和平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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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B787 以「各地中型機場間中運量直通聯繫」為市場銷售目

標，與 A380 以「大批容量接駁各地大型運輸樞紐」為市場銷

售目標有所不同。 

 空中巴士 A380 

空中巴士 A380 是法國空中巴士公司最新研發的巨型客機，

也是全球載客量最高的客機，有「空中巨無霸（Superjumbo）」
之稱。A380 為雙層四引擎客機，採最高密度座位安排時可

承載 850 名乘客，在典型三艙等配置（頭等艙/商務艙/經濟

艙）下也可承載 555 名乘客。該型號的原型機於 2004 年中

首次亮相，2007 年 10 月 15 日交付全球首架 A380 客機給新

加坡航空公司，並於 2007 年 10 月 25 日首次載客從新加坡

樟宜機場成功飛抵澳洲雪梨國際機場。截至 2007 年底為

止，全球已經有 165 架 A380 訂單。 

空中巴士於 90 年代早期開始超大型客機的研發計畫，除為

了完善空中巴士機種，填補超大型客機的空白外，還希望藉

以打破波音 B747 在超大型客機市場的壟斷。初期的公關宣

傳強調 A380 的舒適及空間，讓航空公司可以於機上加設更

多設施，例如休息區、酒吧、免稅店及美容院等。例如維珍

航空公司計劃於將來的 A380 上增設賭場、雙人床、健身及

沐浴設備。除此之外，A380 會進一步發展波音 B747 為航

空史帶來的改革：更多座位及較低的座位成本，同時帶來較

闊的座位及較好的乘客便利設施。 

 波音 B787 

波音 B787，又稱為「夢想飛機（Dreamliner）」，是波音公司

最新型號的寬體中型客機，預計將於 2008 年投入服務。B787
可載 210 至 330 人，視乎客艙配置而定。燃料消耗方面，

B787 比以往的產品省油，效益更高。此外在用料方面，B787
是首款主要使用複合材料建造的主流客機。截至 2007 年底

為止，全球已經有 710 架 B787 訂單。 

1990 年代後期，波音 B767 的銷售量正逐步被空中巴士的

A330 系列所蠶食，另一方面，隨著 B747-400 的影響力開始

減少，波音提出了「音速巡航機（Sonic Cruiser）」計劃，將

飛行速度增加至接近音速（約 0.98 馬赫），耗油量則與現有

的 B767 及 A330-200 相近。但 911 事件發生後，全球航空

市場均受創，而美國的公司更是首當其衝。面對資金流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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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上升的艱困情況，航空公司開始認為效益比速度更重

要。「音速巡航機」被一新計劃取代，稱為「B7E7」，後來

再更名為 B787。 

B787 使用了「音速巡航機」所提出的技術以及慣用的機體

設計，配置效能更高的發動機，增加使用較輕的複合材料，

以及大量利用新科技等，波音聲稱 B787 最多可比同類產品

節省近兩成的燃料。 

(二) IT 資訊的運用：e 化與訊息化（M 化） 

在 1990 年代初期，旅客購買機票通常透過旅行社利用全球訂位

系統（CRS，Computer Reservation System）預定機票及開票，

或者向航空公司的訂位中心或票務櫃台預定機票及開票；前者

佔整體機票銷售量的 80~85%，後者則約 15~20%。1993 年起，

開始有更多種類與不同型態的業者提供航空票務服務；1996 年

兩家重要的網路旅行社成立，包括 Expedia 與 Travelocity。當時

網路旅行社的市場佔有率雖然不高（1997 年約僅佔 1%），但其

快速成長已引起業界矚目。在 2006 年，美國地區網路旅行社的

市場佔有率已將近 50%。 

在台灣地區，根據資策會 MIC 最新公布的「2007 台灣電子商店

發展趨勢」報告，2007 年台灣整體線上購物市場規模約為新台

幣 1,855 億元，預估到 2008 年將達到新台幣 2,530 億元，成長

率為 36%。 

若扣除 C2C 部份，單從 B2C 來看，2007 年成長率約為 31%，

預期至 2008 年也仍然會有 28%的成長，規模將達 1,390 億元。

該調查顯示，網路購物商品類別以旅遊商品最受歡迎，佔整體

58%；其次為資訊電子商品，佔 11%的比例。當然，若和美國、

歐洲的市場相比，台灣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而電腦資訊與網路的運用，更是現代企業提昇競爭力的利器。

以華航為例，於網路上提供旅客訂位、購票、網路報到、選餐、

購買免稅商品、班機離到查詢等完整之電子商務服務項目，在

機場貴賓室提供有線及無線寬頻上網，機上提供衛星電話，於

機場設置自動報到櫃檯（Kiosk）提供旅客快速報到，以及提供

旅客外櫃檯無線報到服務。除此之外，第一線服務人員利用PDA
等行動平台設備，透過無線網路迅速與公司後端資料庫連結，

提供空服人員、營業代表、修護人員即時獲得服務作業所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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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提昇服務品質與作業效率。 

三、市場的變化 
 (一)市場成長 

航空產業每年成長 5%-6%，使航空旅行越來越普及。以 2007
年為例，全球就有超過 22 億的航空旅次（註：全球人口在 2006
年約 65 億）。 

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之預測，國際航空旅次在未來 5 年

（2007-2011）預期將持續而穩定的成長，平均年成長率達

5.1%。但從每年的個別成長率來看，有緩慢降低的趨勢，由 2007
年年成長率 5.8%，降低至 2011 年的 4.6%。 

全球經濟持續成長，支撐航空產業，加上低成本航空公司興起，

預期航空市場將持續擴增，但是各區域有明顯差異。一般而言，

高經濟成長率（GDP Growth）新興國家（如中國大陸、印度）

的航空市場成長最為快速。以下分就各區域市場加以說明： 

 中東：中東地區可預期將是全球成長率最高的地區，

2007-2011 年平均年成長率高達 6.8%。除了經濟活動強勁支

撐外，中東政府對於航空基礎建設的大手筆投資，將進一步

提升該地區航空旅次及在全球航空的比重。 

 亞太：亞太地區亦屬於高成長地區，2007-2011 年平均年成

長率達 5.9%，其中主要是受惠於中國與印度的快速經濟成

長，尤其長程航線的成長潛力更是可期。但越太平洋航路（例

如台美航線）等成熟市場，成長率將相對較小。另一方面，

日本與澳洲兩個成熟市場，在未來數年仍有不錯的成長。 

 非洲：非洲地區的成長率亦將高於全球平均，2007-2011 年

平均年成長率達 5.6%。 

 歐洲：歐洲地區在 2007-2011 年平均年成長率預估約為

5.0%，其成長主力在於經濟快速發展之東歐地區，而成熟之

西歐市場相對成長力道較小。2010 年即將實現之歐美開放

天空將有助於越大西洋航線的成長，但由於歐美經濟將因市

場經濟景氣循環而降溫，短期間越大西洋市場的成長將有所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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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拉丁美洲：拉丁美洲在 2007-2011 年平均年成長率預估僅有

4.4%，主要由於該地區區域內以及往北美地區的需求都有降

溫的趨勢。相對來說，目前尚未被開發的拉丁美洲來往中東

地區的航線將有很大的成長潛力。 

 北美：北美是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場，也是全球成長率最低的

市場，2007-2011 年平均年成長率僅有 4.2%。除了因為它是

成熟市場外，緊接而來的經濟景氣轉淡亦是主因。北美也擁

有全球最大的國內市場，佔全球國內市場運量的一半，但其

2007-2011 年平均年成長率僅有 2.8%。 

(二)收益下降 

 

圖 5. 航空收益逐年下降 

另外一個更長期的趨勢，就是單位收益持續下降。過去十多年

全球航空單位收益平均每年下降超過 3%；以 2006 年與 1993
年相對比，平均單位實質收益下降超過三成。可以說，航空公

司的獲利空間不斷被壓縮、越來越狹窄。在台灣，由於收益下

降、油價攀升，再受到高鐵的直接衝擊，國內線航空市場日益

萎縮，以國內線為主的航空公司也紛紛減班、停航。曾是國內

航線模範生的遠東航空公司，2008 年年初因為發生財務危機，

已向法院聲請公司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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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風險與危機 
(一)產業週期性 

航空運輸在本質上具有明顯的產業週期性。主因之一，在於航

空運輸市場與經濟活動直接正相關，因此會隨著經濟景氣循環

而波動。根據統計分析，1985 年以來，全球國際航空旅次成長

率約為全球經濟成長率的兩倍（如下圖所示）。而對於未來 5 年

航空市場之預測，產業分析師多將國際航空市場與經濟成長之

乘數假設為 1 至 1.5 之間，國內航空市場之乘數假設則略高。 

 

圖 6. 全球航空市場與全球經濟成長呈正相關 

另一方面，由於航機從訂購到交機一般需要數年之時間差，供

給面無法立刻配合市場需求，根據經濟學的蛛網理論（Cobweb 
Theory），導致航空公司營收及獲利率產生明顯之週期性波動。

在過去數十年航空產業之發展，均曾出現嚴重的供給過剩

（Over-capacity）問題，造成航空公司可觀虧損。因此，產業週

期與供給過剩一直是產業分析師關注的議題之一。 

2005 與 2006 年，全球的航機訂單創歷史新高4，除了反映航空

公司對於未來市場的高度信心，另一方面卻也增加了供給過剩

的風險。亞太地區與中東地區 2008-2012 年交機的航機訂單，

                                           
4 以 2006 年的全球航機訂單來看，其中亞太地區就佔了超過三分之一（其中中國大陸的航空公

司佔全球約 15%），而低成本航空公司也佔將近三成。此外，主流航空公司財務狀況恢復，以及

高油價促使省油新航機加速推出（以汰除耗油舊航機）等，均是造成航機訂單攀高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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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超過現有機隊的一半，而以全球統計，亦超過現有機隊的三

成；目前已經造成飛機市場一機難求的現象。而由於飛機製造

商能量限制，焦點新機種 A380 與 B747-8，均曾宣告延期推出，

因而影響許多航空公司的機隊佈局。 

一般咸認，從需求面而言，目前（2008 年）航空產業已過了本

次週期高峰，但是由於供給面的持續擴張，讓人擔心市場供需

不平衡的問題再現。如下圖所示，2008 年需求面與供給面產生

明顯相反的走勢。不過也有產業分析師認為 2008-2012 年座位

數供給之平均年成長率為 5.1%，與市場需求（2007-2011）之平

均年成長率 5.3%相近。若假設新引進機隊的四分之一用於汰換

更新現有機隊，則供給面之平均年成長率將近一步降低至只有

3.9%，低於市場需求，因此應不至於存在供給過剩問題。 

 

圖 7. 全球航機交機統計與運量成長之比較 

(二)恐怖主義、戰爭與疾病 

航空業之經營環境一向具有高風險的特質。在過去數年，除了

911 事件及油價高漲等更為長期的影響外，航空公司一一面對

接踵而來的各項挑戰，包括了 2003 年 SARS、2004 年南亞海嘯、

2005 年峇里島爆炸案等，可以說，航空公司每天都在面對不同

的挑戰。 

以 2003 年爆發的 SARS 為例，台灣航空產業在當年就經歷了這

項「災難式衝擊」的洗禮。如下圖所示，SARS 在 2003 年第二

季重創台灣航空業，當年 5 月的旅客量衰退達到谷底，只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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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002)年同期的 1/3。統計 SARS 疫期（2003 年 3 月至 6 月），

台灣地區客運量較前(2002)年同期減少約 4 成。所幸疫情終於

獲得控制，客運量在 6 月逐步回升，2004 年已回復至 2002 年

水準。 

 

圖 8. 台灣地區機場旅客量統計
5
（2002~2004） 

SARS 期間，各航面對此一前所未有的經營困境，無不採行各

種因應措施，以求渡過難關。以華航而言，採取的措施包括調

整機隊計劃、機動性減併班、施行成控計劃、精簡人力、鼓勵

無薪休假、暫緩非急迫性的投資、延付新機預付款以及積極爭

取政府紓困等等。 

相較之下，貨運市場由於需求暢旺，貨運營業未受影響。如下

圖所示；2003 年 SARS 對於台灣地區貨運量並無影響，當年貨

運總量較前(2002)年成長 7%，次(2004)年更再成長 12%。與歐

美航空公司相較，亞洲航空公司客貨並重的經營策略，對於降

低產業風險有明顯的功效。 

                                           
5 根據民航局統計，台灣地區各機場旅客人數包括入境、出境及過境之國際與國內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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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台灣地區機場貨運量統計
6
（2002~2004） 

(三)美國次級房貸風暴與全球股災 

在 2000 年網路泡沫破滅及 2001 年 911 恐怖攻擊事件接續發生

之後，歐美國家央行連續三、四年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以挽

救陷於衰退的經濟。太長、太寬鬆的資金環境推升了房地產與

股票等資產的價格。銀行在有價格看漲的房地產可為抵押品的

狀況下，對所得不高、信用條件不是很好的房貸戶也樂予貸款，

即所謂「次級房貸」。 

在近一、二十年快速的金融創新下，衍生性金融商品推陳出新，

資產證券化蔚為風潮。銀行為了活化其貸款債權並分散風險，

將這些次貸債權證券化，經過包裝轉賣予世界其他的投資人。

其中金融機構投資人不乏將此已證券化的債權再進一步與其他

金融商品組合，成為另一種衍生性商品，售予其他投資人。經

過多層次組合的衍生性金融商品，不僅報酬率與風險已難正確

評估，與原始次貸直、間接相關的商品總金額與投資人更呈幾

何級數倍增。 

自 2007 年起，隨著美國經濟成長力道轉弱，失業率上升，聯準

會為了抑制物價膨脹又連番調升利率，已顯疲態的房市開始崩

跌。付不起房貸本息的次貸戶越來越多。房市與次貸發生問題，

不僅房貸戶與銀行受傷慘重，與次貸直、間接相關的所有衍生

                                           
6 根據民航局統計，台灣地區各機場貨運量包括進口、出口及轉口之國際與國內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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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金融商品之投資人一併受損。全球投資人基於避險考量，開

始恐慌性拋出股票、贖回基金，各國股市因而普遍大幅下挫。

房市與股市雙雙下滑，使得民眾的財富縮水，消費能力萎縮。

經濟前景不佳、失業率上升，亦降低了民眾的消費意願。而美

國的次貸風暴與衰退危機，透過國際間緊密的貿易、投資關係，

擴散、衝擊了世界各地的股市與經濟。 

2008 年 1 月中，因市場憂慮美國經濟衰退、美國次級房貸風暴

無法受控以及法國興業銀行事件7而引發的全球金融市場震

盪。1 月 21 日（當天被喻為「黑色星期一」），倫敦金融時報 100
指數、巴黎 CAC40 指數、法蘭克福 DAX 指數、新加坡海峽時

報指數、香港恆生指數、上海上證綜指跌幅均超過 5%（美國股

市因馬丁路德金紀念日而休市），歐洲股市亦創下 2001 年 911
事件後最大跌幅，亞洲股市更最高下跌 15%。 

美國次級房貸風暴越演越烈，延燒範圍越來越廣。受衝擊的市

場，由房市而金融業，再蔓延至股市、民間消費，終及於整體

經濟；波及的地區由美國而歐洲，再擴大及於亞洲與所有新興

開發中國家。 

展望台灣經濟情勢，受到美國次級房貸風暴和全球景氣擴張步

調趨緩的影響，一向以出口為主要成長動能的我國免不了受到

波及，2008 年景氣擴張力道恐將減弱。據 IMF 最新預測（2007
年 10 月），2008 年我國實質 GDP 成長率將由 2007 年的 4.1%
降至 3.8%；經濟學人（EIU）和環球透視（Global Insight）則

認為我國 2008 年景氣將優於 2007 年，將可達 4.6%與 4.7%。

其他國際知名研究機構與投資銀行對 2008 年我國經濟成長率

之預測，也大多介於 4~5%區間，與 2007 年相近。 

(四)油價高漲 

在 2003 年 9 月，國際原油價格僅有每桶 25 美元；但之後一連

串的事件導致原油價格節節攀升。2005 年 8 月 11 日，原油價

格漲至每桶 60 美元，2006 年夏季升漲至每桶 75 美元。2007 年

年初原油價格回跌至每桶 50~60 美元，但之後快速飆漲，在 2007
年年底漲至每桶 99.29 美元。2008 年 2 月 19 日，原油價格飆更

竄至歷史新高 100.10 美元。 

                                           
7 交易員熱羅姆·凱維埃爾涉嫌違規巨額交易歐洲股價指數期貨後的巨額平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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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油價不斷攀升 

市場揣測 OPEC8將要減產，委內瑞拉及奈及利亞地緣政治緊張

影響，原油期貨價格飆至歷史天價；德州煉油廠爆炸及世界最

大能源消耗國美國氣候嚴寒，也給國際油價有力支撐。 

由於 1980 年代石油危機時的油價，在換算通膨率後相當於每桶

95 至 100 美元。也因此每桶 100 美元的油價，一直是眾所矚目

的關卡。油價飆破每桶 100 美元，讓人憂慮是否石油危機與經

濟蕭條將重現。 

根據美國能源署統計，目前石油供需並未失衡，但德州煉油廠

爆炸所帶來的心理影響帶給投機資金炒作的機會。分析師預期

原油價格易升難跌，漲勢可能會一直持續，商品價格多頭甚至

可能維持 10~15 年。不少分析師更對油價長期持續高漲表示憂

慮，認為油價一旦升到 150 美元範圍，勢必引發經濟衰退，2
年內將出現股災。不少分析師對美國這次能否承受高油價表示

擔憂，先前油價持續上漲，美國經濟雖然成長減緩但不至於衰

退，但如果油價維持在 100 美元以上，便可能會面臨真正的威

脅。 

過去數年，高漲的油價一直是航空公司最大的挑戰。全球航空

公司的燃油支出，從 2003 年約美金 400 億元，在 2007 年飆升

至將近美金 1,400 億元；而油料支出佔營業成本的比例，也從

                                           
8 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簡稱 O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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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的 14%，2007 年提高至將近 30%，成為航空公司最大

的成本支出項目（如下圖所示）。而對於在台灣的國籍航空公司

來說，由於成本結構不同，燃油成本佔營業成本的比例更是已

經超過 40%。 

 

圖 11. 航空公司燃油成本倍數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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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國際航空產業概況 

一、全球航空業經營概況 
2001 年發生 911 事件，對國際航空產業產生莫大衝擊。911 之前，全

球航空業蓬勃發展，每年淨獲利超過美金 80 億元；911 當年(2001)，
全球航空業鉅額虧損美金 130 億元。旋即而來的是 SARS 以及節節攀

升的油價。美國主流航空公司受衝擊尤甚，在前幾年紛紛宣佈破產保

護。在 2001 至 2005 年間，全球虧損總金額高達美金 420 億元，相當

於每小時虧損美金 100 萬元。亞太各航空公司在 911 剛開始時，財務

表現相對較佳，但在 2006/2007 年，日本航空公司與馬來西亞航空公

司亦曾傳出財務危機。 

 

圖 12. 全球航空產業財務績效 

近年來由於航空公司努力降低成本、提昇效率，加上經濟景氣支撐， 
2006 年全球航空產業淨虧損縮小為美金 5 億元，2007 年全球航空業

轉虧為盈、淨利潤約美金 56 億元。惟在 2008 年，由於美國信貸風波

影響經濟景氣以及油價飆漲兩個負面因素，全球航空產業預計將再度

虧損。 

從上圖也可以看出來，航空業由於是成熟產業，利潤空間並不大。即

使在 911 之前，營業獲利率也只有 5%左右；2007 年全球航空產業營

業獲利率約為 3.3%。也因此，高漲的油價對於航空公司的獲利有莫

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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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航空公司財務與運量排名 

根據國際航空專業雜誌 Airline Business 之統計，2006 年全球航空公

司之財務與運量排名如下： 

 (一)以營收規模而言 

法航-荷航集團全球居首，其次為德國漢莎航空集團、聯邦快

遞、美國航空集團、日本航空集團； 

兩岸三地航空公司營收排名依序為：國泰（#20）、南航（#23）、
國航（#24）、東航（#25）、華航（#30）、長榮（#42）； 

標竿低成本航空公司中，營收以西南航空公司居首（#16），成

長最顯著者為巴西之 Gol（#55、營收成長 58%）及加拿大之

WestJet（#61、營收成長 36%）。 

(二)以淨利潤而言 

新加坡航空集團全球居首，其次為法航-荷航集團、德國漢莎航

空集團、阿酋國際航空集團、北歐航空集團；淨虧損金額最鉅

者為達美航空公司，其次為西北航空公司、義大利航空公司、

沙烏地航空公司與東航； 

兩岸三地航空公司中，淨利潤排名前 20 名者包括：國泰（#8）、
國航（#14）；名列全球前 150 名中倒數 20 名者包括東航（倒數

第 5）與長榮（倒數第 14）； 

標竿低成本航空公司中，淨利潤排名前 20 名者包括：瑞安航空

公司（#9）、西南航空公司（#11）、Gol（#17）；名列全球前 150
名中倒數 20 名者為愛爾蘭航空公司（倒數第 10）。 

(三)以客運量 RPK 而言 

美國航空全球居首，其次為法航-荷航公司、聯合航空公司、達

美航空公司、美國大陸航空公司； 

兩岸三地航空公司客運量排名依序為：國泰（#15）、南航（#16）、
國航（#18）、東航（#23）、華航（#30）、長榮（#40）； 

標竿低成本航空公司中，客運量以西南航空公司居首（#9），成

長最顯著者為 Gol（#65、客運量成長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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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航空公司服務評比 

根據英國 Skytrax 航空業服務評比，2007 年全球前五名及國籍航空公

司排名如下表所示： 

表 1. 2007 年 Skytrax 全球航空服務評比 

 #1 #2 #3 #4 #5 
華航

排名 
長榮

排名

頭等艙 新加坡航

空公司 
國泰航空

公司 
卡達國家

航空公司

馬來西亞

航空公司

阿酋國際

航空公司 8 24 

商務艙 新加坡航

空公司 
卡達國家

航空公司

國泰航空

公司 
馬來西亞

航空公司

紐西蘭航

空公司 6 22 

經濟艙 新加坡航

空公司 華航 韓亞航空

公司 
馬來西亞

航空公司

卡達國家

航空公司 2 18 

Skytrax 是一家位於英國的專業航空服務調查機構，該公司的研究主

要讓英國政府作參考，以便制定航空交通政策，其每年公佈的各項排

名深具客觀性與公正性，一向被全球各航空公司及航空相關行業奉為

指標。Skytrax 的年度航空服務評比，分別針對各航空公司各艙等的

「人員服務品質」與「硬體設備及產品品質」進行調查，包括航空公

司地面與空中各項設備與服務均在調查範圍之內。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航空經濟艙整體服務獲世界第二，頭等艙與商務

艙分列第八名與第六名，均是國籍航空歷年以來的最佳名次。 

除此之外，Skytrax 每年一度舉辦的年度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獎及年度

全球最佳機場獎，亦廣為人知。自 2001 年以來，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前三名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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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kytrax 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年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2001 年 阿酋國際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公司 國泰航空公司 

2002 年 阿酋國際航空公司 國泰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公司

2003 年 國泰航空公司 阿酋國際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公司

2004 年 新加坡航空公司 阿酋國際航空公司 國泰航空公司 

2005 年 國泰航空公司 澳洲航空公司 阿酋國際航空公司

2006 年 英國航空公司 澳洲航空公司 國泰航空公司 

2007 年 新加坡航空公司 泰國航空公司 國泰航空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