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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結論 
若以策略矩陣來分析航空客運市場，則可以下圖表示航空業者因應 M
型市場趨勢之策略定位。其中，標竿主流航空公司採取的是差異化策

略，以品牌經營建立顧客忠誠度。另一方面，低成本航空公司採取的

是絕對的成本領導策略。 

至於採取焦點化策略的經營模式，包括了支線航空公司（Regional 
Airlines，或稱區域航空公司）、全高艙等航空公司，以及商務專機等。 

 

圖 29. 航空企業之策略矩陣 

差異化策略與品牌經營為全球主流航空公司主要採取策略。但從前述

「2006 年全球航空公司財務與運量排名」的分析可以發現，企業品

牌、規模與獲利並沒有絕對的關係。主要原因在於航空市場是個成熟

的產業，也因此執行差異化策略並不容易。 

一般而言，差異化策略的風險包括了： 

(一) 產業成熟，相互模仿而縮小了產品的差距 

(二) 顧客逐漸世故，不再要求差異化 

(三) 與市場上的成本領導者價格差異過大，以致無法靠差異性維繫顧

客忠誠度 

差異化策略差異化策略

主流航空公司：
建立品牌

成本領導策略成本領導策略

低成本航空公司：
低價取勝

焦點差異策略焦點差異策略

商務專機

焦點成本策略焦點成本策略

支線航空公司

競爭優勢

差異化 低成本

目
標
市
場

全
產
業

特
定
區
段 全高艙等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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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航空公司在流程與產品上的創新，創造了全新的需求。例如在

歐洲，低成本航空公司的旅客主要來自原先的陸運搭乘者。而既有業

者目標矛盾，讓新興企業有可乘之機。 

低成本航空公司發展蓬勃，成為資本市場投資者的主要標的。但必須

注意的是，成本領先策略也具有許多風險，包括了： 

(一)  成本的膨脹使得公司無法維持成本優勢 

(二)  技術變革使得過去投資造成的成本優勢歸零 

(三)  跟隨者（Follower）透過模倣降低學習成本 

第二節、建議 

一、對主流航空公司的建議 
在過去兩年，各主流航空公司得以改善財務績效的主因之一，在於將

策略重心轉移至高端市場。事實上，相較於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快速擴

張，各主流航空公司的運能並無明顯增加，但透過運能管理（Capacity 
Management）適當的節制運能，同時提升產品，因而在提高單位收

益（票價）方面有所成效。 

不過，採行這個策略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經濟面必須是處於蓬勃熱絡

的環境。若經濟蕭條、市場需求轉疲，以高端市場作為策略重心就有

很大的風險。因為追求產品領先，必須在產品面投注大量的資金，因

此不論產品風險與財務風險都會大幅增加。 

(一)高端市場 
針對高端產品發展趨勢，主流航空公司可能之經營策略規劃方向如

下： 

1. 建立高艙等品牌忠誠度 

對於高端市場的規劃，許多標竿主流航空公司紛紛採取品牌策

略，長期經營高端品牌，以建立顧客忠誠度，進而獲取較高的

報酬。映證市場的的反應與支持，說明這是一個正確的策略方

向，也是 M 型行銷的一個明顯例證。 

「品牌」並非單指「商標」符號性的識別，而是包括商譽、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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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文化以及整體營運的管理，也就是顧客對於產品與服務的

預期。換句話說，「品牌」代表了一個企業的整體競爭力。 

以新加坡航空公司為例，其在產品與服務創新上一向不遺餘

力，因而成功建立產品領先的形象，在 2007 年 Skytrax 全球服

務評比中名列世界第一。新加坡航空公司在 2006 年公佈之重

要產品提升計劃，金額高達美金 3.7 億元。2007 年引進全球第

一架 A380，亦建立了許多產品的新標竿。例如在頭等艙，共

有 12 個「套房（Suites）」，除了有完全獨立的個人空間外，其

座椅（寬 35 英吋）與大螢幕電視（23 英吋）以及可全平躺之

個人床（寬 78 英吋）均咬緊「空間」這個議題。其中兩間「套

房」更可合併成為雙人床之大套房，亦造成話題。 

例如美國航空為了爭取高端市場，斥資美金 13億元在紐約 JFK
機場成立新航廈，並借鏡商務航空，成立專為頭等艙與商務艙

旅客服務的專用通關區。此外，並參考 Eos 與 MAXjet 等全高

艙等航空公司的作法，開闢新航線由紐約 JFK 機場飛往倫敦

Standsted 次級機場。這是由於 Standsted 比起倫敦 Heathrow 機

場，可以更快速抵達倫敦金融區，本身亦提供每天上百班之低

成本航空公司班次飛往歐洲各地。 

積極提昇產品價值以爭取高端市場，為國籍航空公司既定之策

略方向。但由於亞洲強敵環伺，與新加坡航空公司、國泰相較，

國籍航空公司高艙等產品競爭力仍顯不足。 
 

2.全高艙等產品 

除了既有之三艙等產品外，新加坡航空公司亦計劃推出全高艙

等產品。2008 年 5 月起，其新加坡直飛紐約與洛杉磯的航線，

將全部改為全商務艙航機飛行，以反映直航產品強勁的商務需

求。而經濟艙的旅客，將只能選擇需要中停的航班。新加坡航

空公司目前正進行 5 架 A340-500 改裝為全商務艙航機的改艙

作業，產品規格將比照其 A380 與 B777-300ER 商務艙標準。 

目前在亞洲第一家、亦是唯一一家擁有全高艙等產品之航空公

司，為日本之全日空航空公司，在 2007 年分別推出了「名古

屋-廣州」及「東京-孟買」兩條航線之全高艙等航班。兩條航

線使用最新型的B737-700ER航機，並有單獨之品牌名稱「ANA 
Business Jet」，漆於兩架 B737-700ER 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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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全日空航空公司全高艙等產品 

 「名古屋-廣州」航線 「東京成田-孟買」航線 

首航日 2007 年 3 月 25 日 2007 年 9 月 1 日 

使用航機 1 架 B737-700ER 1 架 B737-700ER 

內艙配置 24 個商務艙（CLUB ANA 
BJ，椅距為 51 吋）＋24 個豪

華經濟艙（Economy BJ，椅

距為 38 吋） 

36 個商務艙（CLUB ANA 
BJ，椅距為 61 吋） 

班表 每天 1 班來回 

單程飛時約 4 小時 

每天 1 班來回 

單程飛時約 9.5 小時 

空中服務 與全日空其他航線之商務艙

相同服務標準 
原創日式餐點、豪華皮椅與

手提多媒體娛樂設備 

市場競爭

（他航直

飛航班） 

國航每天 1 班來回（與全日

空共用班號）、日本航空公司

每天 1 班來回、南航每週 2
班來回 

無（他航航班均有中停站）

潛在市場 中國大陸華南地區約有

12,000 名日本海外員工，與

500 家日本企業，以日本知名

汽車公司為主 

孟買當地約有 400 名日本海

外員工，與 50 家日本企業，

以日本經貿公司分支機構

為主 

據了解，「名古屋-廣州」航線目前仍是虧損經營；而全日空航

空公司則預期「東京-孟買」航線前 7 個月（2007 年 9 月至 2008
年 3 月）的平均載客率為 50%。 

如前面章節分析，全高艙等產品適合小眾之利基市場（Niche 
Market），因此對於利基航線的評估與選擇，為發展全高艙等

產品的重要前提。 
 

3.成立商務專機公司 

高端市場中金字塔頂尖客層，要求「快捷省時、彈性、私密、



 

第伍章 60 

生產力」等特質，促成近年商務航空之快速發展。由於市場需

求快速成長，航機製造商甚至認為兩年後生產線可能供不應

求。根據 Honeywell 預測，2006-2016 年間將有 12,000 架新機

交付（相當於 2006 年全球商務噴射機隊的九成），未來 20 年

商務專機需求年平均成長率約為 5%。 

北美為全球商務專機發展最為成熟的市場，佔全球商務機隊七

成以上；相較之下，亞洲僅佔 3%19。但未來 5 年市場預估，亞

洲市場成長最快（+60%），其次為中東/非洲（+47%）、拉丁美

洲（+30%）、歐洲（+25%）與北美（+21%）。 

民航局於 2004/2005 年針對國內前 500 大企業進行商務航空之

需求調查，回收有效問卷 88 份，結論如下： 

 市場需求： 

一定會使用商務航空之企業有 2 家，有條件考慮 49 家，一

定不會考慮者 37 家；有條件考慮之主要因素為「成本」及

「兩岸直航」。 

 使用形式： 

4 家企業選擇自行購買飛機、46 家企業選擇與商務專機公司

簽約。 

 使用場站偏好： 

國際線依序為松山、桃園、高雄；國內線依序為松山、高雄、

桃園。 

 特殊服務需求： 

依序為「專屬快速通關」、「專業公司安排」、「專車載至機

邊」、「專屬貴賓室」。 

台灣預計在 2008 年逐步開放商務專機營運，據了解目前僅有

民間企業在國外註冊 8 架之私人商務機，台灣桃園機場商務包

機每年約 250 架次。 

                                           
19 若不計紐澳，則亞洲商務機數量僅佔全球 2.3%。在亞洲商務機數量統計中，前 4 名為：日本

（31%）、印度（19%）、中國（11%）、菲律賓（8%），而台灣商務機數量僅佔亞洲的 1.4%。（資

料來源：Flight International，2006 年 10 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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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國大陸，目前北京地區商務包機每年達 2,000 架次、上

海 1,200 架次。目前大陸有 4 家商務專機業者，其中海航集團

之金鹿公務機公司規模為亞洲第一，於大陸市場之佔有率達七

成以上。但與北美、歐洲甚至拉丁美洲相比，廣大市場仍待開

發。以美國為例，其經營商務專機之業者數目超過萬家以上。 

表 7. 兩岸商務航空發展比較 

國家 商務機 商務航空

中心20 業者與擁有機隊 

台灣 8架 （桃園） -- 

中國

大陸 60架 

北京 

上海 

（深圳）

 金鹿：5 x Hawker800 + 4 x B737 

 上航：1 x Hawker800 + 5 x CRJ-200 

 國航：1 x G200 + 1 x Bombardier 

 首都：（商務航空中心） 

香港 8架 香港 

 Metrojet：2 x G200 

 Jet Aviation：1 x DC8 

 亞聯 

澳門 4架 澳門 
 Jet Asia：2 x Challenger 

 601：Air (Charter) 

開放商務航空為我民航發展之既定政策方向。立法院院會於

06/14 三讀通過「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賦予商務專機

及私人自用航空器法源基礎，預計交通部將於 2008 年初完成

相關子法之法制作業。 

(二)低成本市場 
歐美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興盛，在於抓住於主流航空公司經營缺乏

效率的弱點。亞洲主流航空公司應該持續降低營運成本，使低成

本航空公司不具成本優勢，自然無法產生威脅。 

                                           
20 商務航空中心（FBO，Fixed Base Operator）包括專用候機室、機庫和停機坪等三部分，可提

供最完整順暢之商務專機地勤服務，並方便航機之營運與維護。目前政府規劃以原桃園機場國內

線航廈作為商務航空中心用地，並以招標方式委由民間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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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立低成本子公司 

歐美主流航空公司與低成本航空公司之長期競爭中，許多航空

公司曾採行「以二軍打一軍」戰略，成立「低成本子公司」模

仿部份低成本航空公司作法（如單一機隊、機上不供餐等）。但

由於未能做好品牌區隔、不理性的價格政策等等因素，未能通

過市場考驗。包括了聯合航空公司之 United Shuttle，達美航空

公司之 Delta Express，美國大陸航空公司之 ContinentaLite，US 
Airways 之 Metrojet，英國航空公司之 Go!，荷航之 Buzz 等均

造成可觀虧損。 

而近年亞洲低成本航空公司興起，亞洲主流航空公司亦紛以「低

成本航空子公司」因應。其中部分個案，例如捷星航空公司（澳

洲航空公司之低成本子公司）、欣豐虎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

司之低成本子公司）等，由於能牢記歐美經驗、避免重蹈覆轍，

因而成效良好而備受關注。 

澳洲的捷星航空，被認為是澳洲航空一個成功的策略運用。低

成本競爭者- 維藍航空公司在短短 2 年內搶佔澳洲國內市場

28%之佔有率。澳洲航空公司評估本身成本結構無法與之競

爭，因此成立低成本子公司捷星航空公司，除有效阻止維藍航

空公司持續擴張，並協助母公司澳洲航空公司保住 65%的國內

市場佔有率。4 年後捷星航空公司市佔率已達兩成，而維藍航

空公司始終無法突破三成之市佔率。捷星目前已經發展成為集

團模式，包括了國內低成本公司（捷星航空公司）、長程旅遊線

子公司（捷星國際航空公司），以及在新加坡成立之亞洲子公司

（捷星亞洲航空公司）。而且在澳洲航空集團的整體規劃中，捷

星集團的成長率將高於澳洲航空公司。 

從捷星集團的飛機訂單來看，包括了長程的 B787、以及短程的

窄體機。這也是對有心擴大/進入紐澳市場的維藍航空公司與欣

豐虎航空公司提出警告，表示澳洲航空集團不放棄任何一個市

場區塊（Market Segment）。此外，澳洲航空集團計劃將其航機

資產劃分出來，成立一個獨立的管理公司，讓集團的運能在不同

週期的區域市場彈性調度運用。 
 

2. 提高效率、降低成本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在第 60 屆高峰會議，面對低成本航空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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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球航空產業提出兩個主張：第一，簡單、效率，第二，產

業全體降低成本。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帶頭領導之「簡化事業（StB，Simplify the 
Business）」計劃，用意即在利用科技的進步，帶動整各個產業

提高效率、降低成本。這項計劃預估可使整個產業節省約美金

65 億元的成本，亦可使整個產業更有效率；對於消費者而言，

航空飛行也會更加便利。 

 電子機票（e-Ticket） 

以電子機票為例，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評估每張電子機票約可

為航空公司帶來 9 美元的效益，包括機票印製與實體分送成

本的節省。這項「電子機票（100% e-ticketing）」子專案，

目標為在 2008 年讓全球機票電子化，預估總共可為全球航

空產業節省美金 30 億元。 

 提高航機利用率 

亞太航空公司應探討進一步提高航機利用率的可能性。華航

客機平均使用率為每日 11.30 小時21，似乎與歐美低成本航

空公司不相上下，但短程航機平均使用率每日僅 8.37 小時，

平均每航機每日飛行 3 個航班左右。以西南航空公司為例，

平均班次地停時間僅 15 分鐘，航機利用率達每日 11.5 小

時。當然兩航條件不同，西南航空公司航班不需上餐上貨，

並以低價吸引旅客搭乘時段不佳的航班，方得以簡化地勤作

業並拉長營運時間。但國籍航空公司仍可以此為參考，研究

是否有提昇航機利用率之空間。 

 提高電子行銷比例 

低成本航空公司大幅利用網路售票，分銷成本不到傳統航空

公司的 1/5。 

主流航空公司主要是透過旅行社與全球電腦訂位系統來售

票，網上訂票比率平均不到 10%。相對地，低成本航空公司

有高達七至九成的機票經由網路銷售，亞太的亞洲航空網上

售票的比率達 45%。 

                                           
21 華航 2007 年客機使用率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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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網上銷售可節省全球電腦訂位系統每次訂位 3 美元

的費用，並可免付旅行社約佔每張機票 5~10%的佣金。網上

銷售除了節省分銷成本，更能有效管理收益。相對於旅行社

以數月期之支票支付，網上購票的旅客通常是以信用卡，在

實際消費前先行支付票款，有利於增加現金收入並降低利息

支出。而由於網上購票通常附帶不可更改等條件，旅客若訂

位而不搭乘（No Show）亦不可求償，無形中提高報到率，

降低航空公司成本。 

亞太地區平均有九成的機票透過旅行社銷售；語言障礙、證

照手續的需要以及套裝行程的盛行是主因。旅行社為維護本

身收益與利潤，對於航空公司將銷售重點轉向網路行銷當然

不樂見，並且可能以強硬手段阻止。 

值得一提的是，馬來西亞的亞洲航空在初期有 70%的機票是

透過旅行社銷售，目前這個比率已降到 2%以下。愛爾蘭航

空公司是另外一個例子：歐洲最成功的低成本航空公司瑞安

航空公司曾讓愛爾蘭航空公司在 2001 年遭遇嚴重的周轉危

機。愛爾蘭航空公司學到的殘酷教訓是：單位收益的大幅跌

落，已是不可挽回的事實，公司唯一能與之因應的就是產品

通路與組織結構的徹底調整。在銷售方面，2002 年該公司

網上售票僅有 3%的比例，在 2005 年底該比例已超過 70%。

愛爾蘭航空公司在幾經努力後已走出谷底，逐漸恢復獲利。 

台灣其實具有發展網路行銷的有利環境。台灣在聯合國之

「數位機會（Digital Opportunity Index，DOI）」評比，在 2007
年躍升為世界第 7 名22。其中，在「基礎建設」方面，包括

家庭電話普及率、家庭電腦普及率、家庭連網普及率、行動

電話普及率與行動上網普及率的綜合評比，台灣高居全球第

2，僅次於丹麥。而「機會」項目也居全球第 6， 但「應用」

項目則僅居於 23 名，顯示台灣基礎建設 已       完善，

但如何在完備的基礎建設上擴大應用，則是未來要持續努力

的方向。在未來 10 到 15 年內，由於電信自由化與國際化之

推動、通訊網路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成熟等等因素帶動下，可

以預見通訊新紀元的來臨，而整合之語音、數據、無線上網

與無線多媒體將成為未來電子行銷之主流。 

                                           
22 2007 年全球數位評比，前 10 名分別為：韓國、日本、丹麥、冰島、新加坡、荷蘭、台灣、香

港、瑞典、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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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燃油使用效率 

近年航空公司在財務面遇到的最大考驗就是節節攀高的

油價。除了呼籲政府調高燃油附加費、反映成本外，開放

軍機場作為備降機場亦可協助航空公司減少用油。舉例而

言，目前降落臺北的航班，均以高雄作為備降機場。若能

開放較近的台中清泉岡作為備降機場，則每個航班可以少

攜帶油料，從而減少燃燒油量。 

除此之外，隨著溫室效應、地球暖化的威脅日益接近，節

省燃油成為航空公司成本控制與環境保護的最重要採行

方案。事實上，在近幾年航空公司的表現也是成果斐然。

在過去 10 年，航機的燃油效率提高約 20%，相當於單位

二氧化碳排放量減少了 20%。而在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領

導之下，下一階段的目標，就是在 2020 年前將航機燃油

效率進一步提高 25%。採行方法包括了設計更短更省油的

航路、航機設計採用更輕的材質、引擎效率提升等等。 

 

圖 30. 航空燃油效率在過去 10 年提高 20% 

二、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兩個主要研究目的，在於了解航空產業高端與低成本兩極發

展，以及分析主流航空公司經營模式之演變與因應策略。 

在 2006/2007 年，各主流航空公司得以改善財務績效的主因之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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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效率已提升20% 計劃再提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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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將策略重心轉移至高端市場，也映證了 M 型化社會高端市場的集

中與提升。而另一方面，低成本航空公司在全球各地的快速成長，也

映證了 M 型社會中低階層市場的大幅擴張。我們可以用「低成本革

命」來形容這種發展，他的影響層面包括了下游使用者（旅客）、與

上游供應者（如飛機製造商、航空支援服務供應商等）行為的改變。

「低成本觀念」已經造成航空供應鏈整體的重新省思，並深植人心。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為主，未來研究可以就以下兩個方向進一步探

討︰ 

1. 設計問卷對業界進行調查，統計並分析業界的各種看法。 

2. 運用策略群組與 SCP 模型理論，分析航空產業競爭，以及市場結

構、廠商行為與經營績效的關係，進而建議各公司所適合的不同

策略方向。 

身處台灣之國籍航空公司，面對飆高的油價、高鐵衝擊國內航空市

場，以及 M 型化的社會趨勢，如何找出適當的產品定位與策略方向，

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