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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經濟一直以來是牽連著全球生活脈絡的主要元素，隨著經濟的好壞，人們隨而可選擇的

生活品質也會跟著有所調動。而旅遊更是民眾對於生活舒壓上的多元選擇之一，遊客們會隨

著可支配額度的多寡，選擇對自己最經濟又實惠的遊程。 

 

一、研究動機 

 

出國旅遊一直是許多人心中最嚮往的旅遊規劃，以往隨著旅行國度遠近的不同，機票的

票價相對的在旅途中扮演了荷包重量慘失的一大功臣。隨著西元 1970 年美國西南航空以親民、

低價位的營運方式，意外開啟了全球低成本航空公司的風潮，隨後更有著廉價航空的專業代

號，且多元化了遊客對於出國旅遊運輸方式的選擇。但隨著台灣威航的宣布暫停營運，反轉

了本組原本對於廉價航空搭乘率皆高的觀點，也提高了本組想要以廉價航空為研究主題的契

機，藉此了解國人對於廉價航空的認知及滿意度探討，推論未來在台市場是否能有不同的營

運方針，並可能的提出相對建議。 

 

二、研究目的 

 

(一) 認識廉價航空的起源與歷史 

(二) 廉價航空列表比較 

(三) 分析廉價航空與傳統航空之比較 

(四) 探討國人對於搭乘廉價航空之滿意度 

 

三、研究方法 

 

(一) 資料分析法：運用圖書資訊及網頁篇章收集廉價航空相關資料，並加以統整分析。 

(二) 問卷調查法:利用網路發放問卷以及實際在桃園機場出境大廳發放問卷等兩大方式，

實施問卷調查。 

 

四、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資料來源:本研究小組自製) 

 

擬定主題

2016.7.10~ 

2016.8.2 

 

蒐集資料

2016.8.2~ 

2016.8.20 

 

文獻資料整理

2016.8.20~ 

2016.9.2 

 

設計問卷

2016.9.2~ 

2016.9.5 

發放問卷

2016.9.5~ 

2016.9.20 

 

問卷數據分析

2016.9.20~ 

2016.10.1 

 

統整結論與建議

2016.10.1~ 

201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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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廉價航空的定義 

 

廉價航空原稱「低成本航空公司」（Low-cost Airline、No-frills Airline or Budget Airline，

簡稱為 LCC）(本文以下簡稱廉價航空)。廉價航空將營運成本控制得比傳統航空來的低，將

許多的服務、設備、人員的運用精簡化，飛行路線也以短程為主，大多採用單一走道的 A320

或波音 737 的機型，起降地點選擇次級機場，藉此提供給消費者一個親民的票價。(註一) 

 

優惠的價格難免讓消費者擔心是否飛行安全方面不夠周全，其實廉價航空的安全標準與

傳統航空並駕齊驅，並無不一，省下成本的來源為回歸使用者付費的原始開端，藉此將不必

要的成本降幅回饋給消費者。 

 

二、廉價航空的歷史沿革 

 

世界第一家廉價航空始於 1971 年正式營運的美國西南航空。隨著美國開放天空之後，許

多美國的業者也紛紛仿效；而後，隨著歐洲民航運輸業對於境內實施航權自由化，只要有合

格飛航作業許可證即可營業，並自由決定機票價格，因此歐洲也有許多航空公司加入市場競

爭，瑞安航空和易捷航空更主宰了歐洲的低成本航空市場。除此之外，澳洲和亞洲亦放寬對

航空業的管制，許多航空公司紛紛成立，以較低的票價與傳統航空公司競爭，例如亞洲航空

和捷星航空。(註二)  

 

21 世紀後，受到恐怖攻擊 911 事件、世界傳染性疾病 SARS 和 2008 年經濟大震盪環球

股災、油價浮動等多方因素影響下，旅客可支配金額彈性變少，傳統航空公司更是受到嚴重

的衝擊。此時，多家低成本航空公司視之為營運契機，陸續成立和擴張次級航線，主打促銷

低廉票價，其營業利益率更高過當時的傳統航空，2006 年低成本航空在發達國家的市場佔有

率已達 20%，在英國和愛爾蘭更高達 40%。(註三) 

 

三、停靠台灣之廉價航空分析比較表 

 

表一 停靠台灣之廉價航空分析比較表(資料來源:本研究小組整理) 

航空公司 創始年 LOGO 圖騰 簡介 

亞洲航空 1993 年  

圖片來源:亞洲航空 

亞洲規模最大的廉價航空公司，集團夥伴公

司泰國亞洲航空、印尼亞洲航空與菲律賓亞

洲航空，整個集團的國內及國際定期航班共

超過 400 個航點，遍布 25 個國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AE%89%E8%88%AA%E7%A9%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93%E6%8D%B7%E8%88%AA%E7%A9%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6%B4%B2%E8%88%AA%E7%A9%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6%B4%B2%E8%88%AA%E7%A9%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D%B7%E6%98%9F%E8%88%AA%E7%A9%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4%B8%80%E4%B8%80%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SAR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08%E5%B9%B4%E7%92%B0%E7%90%83%E8%82%A1%E7%8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08%E5%B9%B4%E7%92%B0%E7%90%83%E8%82%A1%E7%8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89%E5%83%B9%E8%88%AA%E7%A9%BA%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9B%BD%E4%BA%9A%E6%B4%B2%E8%88%AA%E7%A9%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0%BC%E4%BA%9E%E6%B4%B2%E8%88%AA%E7%A9%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B2%E5%BE%8B%E5%AE%BE%E4%BA%9A%E6%B4%B2%E8%88%AA%E7%A9%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B2%E5%BE%8B%E5%AE%BE%E4%BA%9A%E6%B4%B2%E8%88%AA%E7%A9%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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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霧太平

洋航空 
1996 年 

 

圖片來源: 

宿霧太平洋航空 

宿霧太平洋是目前菲律賓領先的國內航班運

營公司，擁有最多的國內目的地以及航班數

量，並且配備了最年輕的機隊。 

捷星航空 

母公司- 

澳洲航空 

2003 年  
圖片來源:捷星航空 

總部設於澳洲墨爾本，提供多條澳洲國內與

國際的航班服務。 

新豐虎航 

母公司-新

加坡航空 

2003 年 
 

圖片來源: 

新豐虎航航空 

新加坡所屬廉價航空，為新加坡經營載客量

最大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濟州航空 2005 年 

 

 

圖片來源:濟洲航空 

韓國所屬廉價航空，國內線負責濟州與首

爾、釜山、大邱與清州間的空中交通。國際

線則以首爾仁川機場為主基地，飛航日本、

中國、東南亞及大洋洲。 

德威航空 2005 年  

圖片來源:德威航空 

韓國所屬廉價航空，國內航線主要營運濟州

島航線，國際航線營運日本福岡機場航線，

2015 年，德威航空開航關島航線，由大邱或

首爾接可出發前往關島，成為第一個長程線

航點。 

釜山航空 

母公司- 

韓亞航空 

2007 年  

圖片來源:釜山航空 

韓國所屬廉價航空，總部位於韓國釜山，釜

山航空現與母公司韓亞航空在 4 條航線實行

代碼共享。 

易斯達航

空 
2007 年 

 

圖片來源: 

易斯達航空 

韓國所屬廉價航空，國內航線為濟州－金

浦、群山、清州。國際航線除台北由金浦出

發，瀋陽、哈爾濱、延吉、大連、上海由清

州出發外，其餘皆由仁川出發。 

越捷航空 2007 年   

圖片來源:越捷航空 

越南所屬第一間私人的航空公司，經營由胡

志明市及河內出發的國內線以及亞洲區域國

際線。 

樂桃航空 

母公司-全

日本空輸 

2011 年   

圖片來源:樂桃航空 

日本所屬第一間廉價航空，以關西國際機場

為樞紐，提供日本國內線及數條亞洲國際區

域航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89%E5%83%B9%E8%88%AA%E7%A9%BA%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F%9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7%88%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7%88%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C%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82%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7%88%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7%88%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8D%97%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4%8B%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8E%E5%B7%9E%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8E%E5%B7%9E%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C%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3%E7%A2%BC%E5%85%B1%E4%BA%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C%97%E6%9D%BE%E5%B1%B1%E6%A9%9F%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B5%A6%E6%A9%9F%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0%8B%E9%99%BD%E6%A1%83%E4%BB%99%E5%9C%8B%E9%9A%9B%E6%A9%9F%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5%B7%9E%E5%9C%8B%E9%9A%9B%E6%A9%9F%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5%B7%9E%E5%9C%8B%E9%9A%9B%E6%A9%9F%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81%E5%B7%9D%E5%9C%8B%E9%9A%9B%E6%A9%9F%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5%BF%97%E6%98%8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5%BF%97%E6%98%8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5%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89%E5%83%B9%E8%88%AA%E7%A9%BA%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8%A5%BF%E5%9C%8B%E9%9A%9B%E6%A9%9F%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8%A5%BF%E5%9C%8B%E9%9A%9B%E6%A9%9F%E5%A0%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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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航 

母公司-新

加坡航空 

2011 年        

圖片來源:酷航航空 

新加坡所屬廉價航空公司，專營自新加坡出

發之中長途航線，初期主要運營往澳大利亞

和中國的航線。 

香草航空

母公司-全

日本空輸 

2013 年   
圖片來源:香草航空 

日本所屬廉價航空，成立於 2013 年 8 月 20

日，總部所在地與樞紐機場為成田國際機場。 

威航 

母公司- 

復興航空 

2013 年      

圖片來源:威航航空 

台灣復興航空所屬子公司，威航在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全面停航，結束營業，走入歷史。 

 

四、廉價航空和傳統航空比較分析表 

 

表二 廉價航空和傳統航空比較分析表(資料來源:本研究小組整理) 

項目 廉價航空 一般傳統航空 

飛航安全 安全方面，皆符合適航規定，有標準的飛行安全檢視流程。 

飛機票價 1.以低票價為主打，並搭配許多優惠

訂票時段。 

2.無分艙等階級，票價波動範圍小。 

1.多等級、多艙位票價，基本上有分

3 種艙等，頭等艙、商務艙和經濟

艙。 

2.同一航班中票價波動範圍大 

機上服務 1.使用者付費，乘客須支付額外服務

和餐飲費用。 

2.機上無娛樂設備，少數廉價航空會

提供平板。 

1.依艙等不同而有不同的服務等級。 

2.有提供影音娛樂設備。 

飛機機型 常見以 Airbus A320、波音 737 等單

一走道為主的機型。 

根據航線遠近安排相對應的短中、

長程飛機型號。 

機場 1.主要降落在次級或三級機場。 

2.已登機橋取代空橋供乘客上下機。 

3.飛機停留在機場的時間短。 

1.使用大型樞紐機場。 

2.提供如貴賓室等服務。 

3.停留在機場時間充足。 

飛行航線 1.以短程航線為主，通常為 4 小時以

內的飛行時間。 

2.距離近、航程短，點對點的直航模

式為主，無中途停靠站。 

1.短程長程航線皆有服務。 

2.依據簽約航線的長短不同，增設中

途轉機停留國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8E%E6%88%90%E6%9C%AC%E8%88%AA%E7%A9%BA%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8%9E%E7%B4%90%E6%A9%9F%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7%94%B0%E5%9C%8B%E9%9A%9B%E6%A9%9F%E5%A0%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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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廉價航空 一般傳統航空 

旅客行李 1.手提隨身行李 7~10 公斤免加費。 

2.依據廉價航空公司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計價方式。(註四) 

1.手提隨身行李 7~10 公斤免加費。 

2.托運行李 20 公斤包含在票價內，

但超過要付費。(註四) 

航空公司哩

程酬賓計劃 

 

基本上沒有，但樂桃航空有提供類

似集點的計畫。 

1.全球幾乎所有的網路型航空公司

有自己的 FFP 方案。 

2.在星空聯盟中，聯盟成員在 FFP

方面互相認可與合作。 

航空聯盟 沒有。 1.全球大部分的大型網路型航空公

司均加入聯盟。 

2.區域間的航空聯盟有越來越大的

趨勢。 

 

五、民眾對於搭乘廉價航空之認知與滿意度探討 

 

本研究小組問卷設計內容以廉價航空搭乘滿意度為主要探討，並加入數題和傳統航空間

的對比題目。此次問卷發放共發放 300 份問卷，網路問卷 150 份，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出境大

廳實地發放 150 份。經過整理分析，有效問卷 280 份，無效問卷 20 份。 

 

(一) 乘客搭乘廉價航空之基本資料分析 

圖二 性別比例分布圖(研究者自製) 

 

 

依據圖二顯示，男女生在搭乘廉價航空的

比例上差距不大，兩性間差距 6%。女生

比例為 53%；男生則為 47%。 

圖三 年齡比例分布圖(研究者自製) 

依據圖三顯示，在搭乘廉價航空年齡層的

分布中，以 21~30 歲的青年為主，佔 38%；

其次為 31~40 歲的壯年，佔 32%；最少為

20 歲以下的少年，佔 14%。 

 

由以上數據推估，在搭乘的年齡上，大學

畢業相仿的年齡剛出社會的小資族偏

多，廉價航空的預算對其吸引力極大。 

 

14% 

38% 32% 

16% 

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歲以上 

47% 
53% 

男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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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初聽到“廉價航空“一詞的認知和安全疑慮間的關係 

圖五 初次聽到廉價航空的認知與安全疑

慮間的關係圖(研究者自製) 

圖五的分析圖顯示，受訪者在初聽到廉價

航空一詞和安全疑慮是否產生，兩者間的

關係，回答會有安全疑慮產生的佔 67%；

回答沒有安全疑慮的佔 33%。 

 

由此分析可以看出近 7 成的受訪者對於這

樣新興的航空營運模式是存在安全疑慮的

態度。可以推估，一分錢買一分貨、價錢

越高品質越好的刻板印象概念深植民心。 

 

(三) 搭乘廉價航空後與安全疑慮間的關係 

圖六 搭乘廉價航空後與安全疑慮間的關

係(研究者自製) 

圖六的分析圖顯示，受訪者在搭乘廉價航

空後和安全疑慮兩者間的關係，回答有減

低安全疑慮的佔 52%；回答沒有減低安全

疑慮的佔 48%。 

由此分析可以看出搭乘過後是否減低安全

疑慮的態度這一部分，沒有顯著差距。可

以推估受訪者對於安全疑慮這一塊仍持保

留態度。 

 

(四) 短程線旅遊與出國航空的選擇偏好關係 

圖七 短程線旅遊與出國航空的選擇偏好

關係(研究者自製) 

依據圖七顯示，在規劃短程線旅遊中，會

選擇一般傳統航空公司為主要的受訪者佔

67%；選擇廉價航空為主要的佔 33%。由

數據可以推估，即使有著廉價航空的出

現，但與搭乘意願間的選擇上並沒有相對

的正增長。本研究小組推論與安全疑慮的

部分或許有著相互輝映的牽動關係。 

 

圖四 職業比例分布圖(研究者自製) 

依據圖四顯示，在職業的比例分配中，社

會人比例最高，佔 67%；其次才是學生，

佔了 33%。 

由分析數據可以推測，以出國為旅遊的規

劃中，廉價航空雖然主打比一般航空的票

價優惠，但出國並不只包括機票，還包括

其他食衣住行，所以仍以社會人士搭乘飛

機出國的比例偏高。 

33% 

67% 

學生 社會人士 

67% 

33% 

是 否 

52% 48% 

有減低 沒有減低 

33% 

67% 

廉價航空 一般傳統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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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選擇傳統航空與廉價航空的主要因素 

圖八 民眾選擇傳統航空的主要因素(研

究者自製) 

圖九 民眾選擇廉價航空的主要因素(研究

者自製) 

綜合分析: 

由圖八可以看出，民眾選擇傳統航空主因以安全性 47%為首要；其次舒適度 32%；最

後為價格 21%。由此可得知民眾對於選擇傳統航空的因素上仍以安全性比較優越為主

要。反觀圖九的比較圖，民眾在選擇主要廉價航空因素上以價格為主要因素，佔 65%；

其次舒適度 19%；最後才是安全佔 16%。在對於廉價航空的認知上，最吸引人的首推

價格低廉，飛行安全則顯得相對其次。兩方的圖表顯示出，各自擁護的原因，傳統航

空就是比較安全；廉價航空就是價格低廉。 

 

(六) 廉價航空的品牌迷思 

圖十 廉價航空與品牌間的關係(研究者

自製) 

由圖十可以看出，民眾對於廉價航空公司的

選擇上，不會有品牌迷思的佔 96%，會有品

牌堅持的只佔 4%。 

 

據此，本組推估和廉價航空興起的時間有很

大的關聯，多數廉價航空公司皆在

2004,2005 年間左右後陸續成立，航空公司

的品牌仍在逐漸累積中，目前多數民眾對於

廉航還只存在著價格偏低的初版印象。 

 

(七) 受訪者對於廉價航空票價的滿意程度 

圖十一 受訪者對於廉價航空票價的滿意

程度(研究者自製) 

 

經由圖十一顯示，受訪者對於廉價航空票價

的滿意度達 64%；不滿意達 36%。 

由此可推論，不滿意程度比例近四成的原

因，廉價航空訂位多是透過網路訂票，票價

變動會與航班上座率及距離出發日期的長

短而相互牽連，旅客可能因為買到的票價不

一而感到不滿意；如再加上額外的享受所付

出的使用費，難免造成旅客不覺得廉航票價

有比較划算的感覺。 

21% 

47% 

32% 

價位 安全 舒適度 

65% 
16% 

19% 

價位 安全 舒適度 

4% 

96
% 

是 否 

64
% 

36
% 

滿意 不滿意 



「飛」越天際，一探「廉」價在心中的秘密-旅客對於廉價航空滿意度之探討 

8 

(八) 受訪者對於廉價航空空服員服務的滿意程度 

圖十二 受訪者對於廉價航空空服員服務

的滿意程度(研究者自製) 

藉由圖十二可以看出，受訪者對於空服員

的服務感到不滿意的比例高達 72%；滿意

的比例則只有 28%。 

 

由此數據可以推論，搭乘飛機出國旅遊，

或許旅客已經習慣票價包含所有的享受

服務，比如餐食、飲品、娛樂設備和報紙

閱覽等。如今當一切都只有付費才提供的

服務，其反差之大經由數據的轉嫁顯示可

以觀測出。 

  

(九) 受訪者對於廉價航空座位舒適度的滿意程度 

圖十三 受訪者對於廉價航空座位舒適度

的滿意程度(研究者自製) 

圖十三表示出，對於廉價航空座位的舒適

度感到不滿意的為過半數 58%；其次感到

滿意的為 42%。 

由此數據可以推論出廉價航空的坐位舒適

度對於旅客而言真的少了很多的舒適度，

其精簡的空間，讓旅客坐起來有明顯受限

的感覺。 

 

(十) 受訪者對於廉價航空飛行安全的滿意程度 

圖十四 受訪者對於廉價航空飛行安全的

滿意程度(研究者自製) 

圖十四顯示出受訪者對於廉價航空飛行安

全感到滿意的為 51%；不滿意的為 49%。 

由此數據可以和圖五的分析數據相互輝

映，票價雖然為主要吸引要素，但是對於

安全疑慮這一塊，受訪者皆持保留態度，

不論是對於認知或是滿意度皆是持中間態

度。 

  

(十一)受訪者對於廉價航空票價是否認為是選擇彈性上的福利 

圖十五 受訪者對於票價的肯定關係(研究

者自製) 

圖十五表示，雖然在安全這一塊的認知及

滿意度皆持保留態度，但是對於廉航的出

現是增加民眾選擇的一大福利，認同是的

仍達近七成，67%；不認為是的有 33%。 

 

而這樣數據的比例也可和圖十一相作輝

映，認知同時反應在對票價的滿意程度上。 

 

28% 

72% 

滿意 不滿意 

42
% 58

% 

滿意 不滿意 

51% 49% 

滿意 不滿意 

67% 
33%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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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排除價位及座位空間舒適度兩大因素，廉價航空及傳統航空的差距關係 

圖十六 廉價航空及傳統航空間的差距關

係(研究者自製) 

由此圖十六表示出，當價位及座位舒適度

這兩大因素排除掉之後，兩者間差距的比

例上，九成受訪者認為差距不大；僅一成

的受訪者認為差距大。 

 

由此可推出，當安全性持保留的狀態下，

又兩大主因排除，兩者間的差距並不大。

因此，搭乘廉航或是傳統航空，端看旅客

本身對於座椅舒適度、價格、或是對於安

全性考量等選擇因素而定。 

 

參●結論 

 

 本組在執行了近四個多月的相關研究後，瞭解到了這近十年來新興崛起的廉價航空，藉

由著顛覆傳統航空所給予的原始框架，回歸使用者付費、點對點短程飛行、使用單走道機型、

無娛樂設備、無主動餐食提供等，將省下的成本轉向回饋旅客，使旅客們得以在機票費用上

明顯感覺到了費用的不同於以往。這樣的現象就好比是國內老牌客運，以國光客運為例，對

上新牌客運，以和欣客運為例，在價格高低的兩端，國光客運座椅空間及舒適度皆比和欣來

的小及窄，無視聽娛樂設備、毛毯、茶點及沙發座椅等享受，但是國光客運將這些反應在票

價上，也是得到了許多斤打細算的旅客們的擁護。換言之，廉價航空的崛起，增加了許多不

同客群的選擇性。 

 

一、研究結論 

 

(一) 價格反應品質的既定認知，和旅客對於廉價航空飛行安全的部分相互呼應。 

 

    研究數據顯示，受訪者在初聽到廉價航空一詞時，對於飛行安全持疑慮的比例

偏高，但隨著搭乘過後仍是未提高對於飛行安全的信心程度，比例上仍是持平。由

圖七再度驗證，即使有著廉價航空的出現，在短程旅遊中，有近 7 成的民眾仍會選

擇一般傳統航空。 

 

(二) 廉價“不”廉價 

 

    自英國工業革命後，航空飛行器的使用到現今已有深遠的歷史，隨著時代不斷

的演變，各家航空公司除了要求自己的機隊外，也優異了各項航空服務；換言之，

價格含蓋一切服務的模式已行之有年。廉價航空的經營模式一出，旅客除了要適應

甚麼都沒有的情況下，想要的看似一般的服務都要再另外收費，再加上票價變動會

與航班上座率及距離出發日期的長短而相互牽引，讓受訪者對於價格的滿意度並沒

有到很高比率是表示滿意的，僅 64%。 

10% 

90% 

大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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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廉價航空尚未建立品牌形象 

 

    經由研究結果顯示，民眾在對於廉價航空的選擇上，表示並沒有所謂的品牌迷

思，佔 96%；這樣的數據可以推論到，和廉價航空的新興年限成呼應關係。因為廉

航的真正成熟和發展只在這近 10 年左右的時間，所以尚未墊定品牌的基礎下，旅客

當然也就不會有所謂的品牌迷思。 

 

二、研究建議 

 

(一) 藉由政府機關正式宣導廉價航空的飛行安全標準 S.O.P 

 

    社會大眾對於廉價航空(低成本航空公司一詞)，仍持非常大的安全疑慮，如能藉

由政府的民航局等公家單位宣導表示廉價航空的飛行安全標準和傳統航空的飛行安

全標準皆相同，從飛安、維護、維修等都有標準的檢測作業，如此宣導下來想必能

大大提高民眾對於廉價航空飛行安全的信心程度。 

 

(二) 習慣使用者付費的消費行為 

 

    旅客們對於航空飛行中，服務“額外收費”的現況，經由數據顯示仍無法視之

為正常；建議旅客習慣價格為使用者付費的本質，才能提高對於廉價航空的消費滿

意度。 

 

(三) 熟悉廉價航空售票資訊，降低預期心理 

 

    大部分的廉價航空完成訂購後，是不能更改、取消旅程及退票的。若可以更變，

也都需要再額外負擔手續費，且手續費可能會高於原先機票。此外，票價變動會與

航班上座率及距離出發日期的長短有相互關係。因此建議確定搭乘廉價航空，先提

前確認好旅行日期後在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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