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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低成本航空公司(LCC)，廉價航空公司或者折價航
 空公司在全世界包括北美洲，歐洲和許多其他國

 家已經被證實是一個很好的商業模式。相同的商
 業模式正在東南亞國家如雨後春筍般盛行，特別
 是馬來西亞，新加坡和泰國。

‧而西南航空就是一個最好的例子，他是一家勇於
 釋放員工想像力和能量的公司，使工作變成有趣
 的，讓員工有權像瘋子一樣表現，企業精神洋溢
 在公司的每一個角落，成為一家傳奇性的航空公
 司。



因此，我們將以
 

「西南航空」  
為主角，走入這神秘的世界，了解

 
一家「低票價」的航空公司如何創

 
造奇蹟。



『我不斷嘗試創造一個關懷員工日常生活中
 的企業文化，而不只是在工作上。沒有什
 麼神奇的秘訣。就像鑲嵌一個巨大的馬賽
 克畫作--得將數以千計的小碎片，一片片
 貼上…無形的比有形的更重要。競爭對手
 可以跟波音直接買入飛機和票務櫃檯，但
 他們可沒辦法買到我們的企業文化和企業
 精神。』

Herb Kelleher

西南航空公司執行長

華爾街日報

08/31/99



西南航空的創業精神

‧『有些人只會以短淺的眼光看待生命，有
 些人則看得比較遠，因為他們心中有夢

 想，有夢想的人不會因為其他人的取笑而
 動搖，只有他們才知道自己的夢想有多特
 別。』

‧『西南航空公司的員工曾經將理想化為傳
 奇，只要我們不斷的以永不放棄的精神、
 無窮的精力、最大的善意以及追求超越的
 熱誠加以呵嚄，這個傳奇就會不斷的成

 長。』



瘋子式的經營理念

要讓所有人都負擔的起機票錢

服務顧客為最高榮耀

跳脫傳統的做法



企業簡介

1967年
 

金恩、凱勒在一張餐巾上畫著休斯頓、達拉斯
 

及聖
 安東尼奧三個城市的連線－西南航空開創史的遠見。

1971年
 

在德州境內的三個城市開始啟動西南航空的飛航歷
 史。

1977年
 

乘客超過5百萬，股票上市。

1978年
 

西南航空立刻申請第一條越州航線許可。

1979年
 

西南航空於十個城市開始使用自動售賣機。

1990年
 

航行收入超過一億元。

1995年
 

成為業界第一家邁入無票化系統的航空公司。



企業簡介

◎唯一一家自1973年以來年年都有

賺錢的航空公司。

◎擁有波音七三七型客機372台。

◎擁有員工超過三萬五千位。



讓我們來說一個故事吧～～



小矮人與大巨人的戰爭

‧在巨人如林的美國航空界來說，西南航空公司應
 是一位小矮人。但西南航空公司的經營成本遠遠
 低於其他大航空公司，因而它的票價也大大低於
 市場平均價格，吸引了大批乘客。

‧對於絕大多數小企業而言，如果試圖在價格上與
 實力雄厚的大企業進行競爭，那無異於自取滅

 亡。大企業可以憑借充足的財力為後盾，把價格
 壓到比小企業還低的水平，與小企業拼消耗。小
 企業有限的資源很快會被耗乾，從而黯然出局。



‧沒有退路的凱勒爾絞盡腦汁壓縮公司的成
 本，最後，西南航空公司不僅打贏了這場
 由它挑起的價格戰，而且做到了任何一家
 大型航空公司都無法做到的低成本運營。
 從此，西南航空公司走上了發展的快車

 道。



在70年代

‧西南航空公司只將精力集中於得克薩斯州
 之內的短途航班上。它提供的航班不僅票
 價低廉，而且班次頻率高，乘客幾乎每個
 小時都可以搭上一架西南航空公司的班

 機。這使得西南航空公司在得克薩斯航空
 市場上佔據了主導地位。



80年代

‧西南航空公司開始以得克薩斯州為基地向外擴
 張，它先是開通了與得州毗鄰的4個州的短途航
 班，繼而又在這4個州的基礎上開通進一步向外輻

 射的新航班。不論如何擴展業務範圍，西南航空
 公司都堅守兩條標準：短航線、低價格。1987

 年，西南航空公司在休斯敦一達拉斯航線上的單
 程票價為57美元，而其他航空公司的票價為79美
 元。

‧80年代是西南航空公司大發展的時期，其客運量
 每年增長300％，但它的每英里運營成本不足10美
 分，比美國航空業的平均水平低了近5美分。



該機場的一位經理說：
 

「今年機場客流量突破了歷史高記
 

錄，這些新增的乘客幾乎全是西南航
 

空公司送來或接走的。」



西南航空的價值鍊

‧在運營之初，所有的骨幹航空公司
 (MajorAirlines)都沒有將這家小航空公司

 放在眼裡，但是凱勒爾卻以其獨特的經營
 思想來分析當時的航空服務市場。他主要
 是選取航空公司的服務價值鏈條來進行分
 析哪些服務項目是可以削減的並可以由此
 帶來運營成本的下降。



有限乘客服務

中等城市與次級機場之間
中短程、點對點

飛行

低票價

西南航空是低票價
航空公司

飛機利用率
高

有效率的
地勤人員

高密度的
整點航班

不與其他航空公司
接駁航班

不需旅行
社支援

不托運行李

不供餐

不指定座位

員工報酬高

彈性公會合約

員工持股比
例高

飛中短程 強調飛行
整點率

波音
737

15分鐘登機



「黃金航班」

‧西南航空公司的航線已涉及15個州的34座
 城市。它已擁有141架客機，這些客機全部
 是節油的波音737，每架飛機每天要飛11個
 起落。由於飛機起落頻率高、精心選擇的

 航線客流量大，所以西南航空公司的經營
 成本和票價依然是美國最低的，其航班的
 平均票價僅為58美元。

‧低價位的西南航空公司航班成為美國乘客
 心目中的「黃金航班」。



處世哲學－世界觀或生活態度

• 把員工放在第一位

• 小處著眼大處著手

• 凡事盡其在我，並以輕鬆態度看待競爭

• 在工作中尋找並享受其樂趣

• 特別重視新進人員的態度和在職訓練

• 將公司視為一個服務大眾的團體

• 不計一切代價完成任務

• 隨時隨地體現「黃金守則」



行動的價值－態度、行為及實際應用

• 有遠見，要聘用能勝任的人

• 慶祝每一件事

• 限制委員會，讓它們保持特別的色彩

• 要有戰鬥精神，快速行動

• 從各種不同的角度觀察事情

• 把紙上作業減到最少

• 盡量放鬆，自由自在

• 敢於與眾不同



價值觀－有關這個世界及其運作方式的深
 層信仰

• 獲利性

• 低成本

• 家庭式歸屬感

• 樂趣

• 愛
• 辛勤工作

• 個性化

• 擁有

• 傳奇性服務

• 平等

• 共同的感覺

• 良好的判斷力

• 簡單化

• 利他精神



西南航空的SWOT分析



＊價格大戰＊價格大戰

＊大公司＊大公司

＊遭到其他公司攻擊＊遭到其他公司攻擊

＊西南航空＊西南航空

威脅威脅

機會機會

＊優秀的成本控制＊優秀的成本控制

＊只飛較不熱門
的機場

＊只飛較不熱門
的機場

＊企業規模不如
大航空公司

＊企業規模不如
大航空公司

＊發展策略＊發展策略

＊員工管理＊員工管理

＊短成航班服務＊短成航班服務
西南航空SWOT分析西南航空SWOT分析

優勢優勢

劣勢劣勢



如何區隔航空公司顧客

‧地理變數
–旅客對於目的地、長程、短程、國內、國外、航線而

 選擇不同的航空公司

‧人口統計變數
–視旅客的所得、職業…等不同，而選擇所需之頭等

 艙、商務艙及經濟艙…等服務

‧行為變數
–視旅客搭乘的目的，例如：旅遊渡假、洽公…等；或

 者重視便利、舒適、低價、有無提供餐點、拖運行
 李、轉機服務、旅行社訂票、指定座位…等來選擇不

 同的航空公司



單一“波音＂型的影響

‧機隊所需的維修及後勤支援大量減少

‧工程師只需精通單一系列飛機的性能

‧新招收的飛行員只需精通波音737型飛機

‧購買飛機的優惠大於其他航空公司

‧大幅縮短人員訓諫時間及費用

‧有效降低直接和間接成本



西南航空之主要目標市場

‧地理變數

–城市規模
 

：西南航空只專門以二線城市（中
 型城市）以及大都市的二線機場（假使城市裡
 有兩個機場，通常都只飛較不熱門的機場）做
 為起降點，在這之間提供短程、低价及點對點
 的服務

‧人口統計變數

–職業：提供服務給商務旅客及學生

–家庭生命週期：己婚的家庭



西南航空之主要目標市場
‧行為變數

–時機：如果以人口統計變數來看，顧客搭乘西南航空
 通常是因為商務洽公之關係、家庭渡假或者探訪親友
 以及上下課之原因

–利益
‧便利性

 
：搭乘飛機的旅客希望能快速起降、快速

 到達目的地，西南航空正好提供快速便捷的方式符
 合旅客的需求，強調準時到達的班機，讓顧客能不
 遲到，因此目標顧客群從一般習慣搭飛機的商務人
 士、家庭及學生，擴展至為節省登機換機時間而選
 擇開車出差的人。例如：飛行短程、登機時間通常
 不超過15分鐘、密級班次、在登機門前設置自動售
 票機，讓旅客可不必透過旅行社購買機票，也節約
 中介費、標準化波音737機隊使維修效率提高；西南
 航空不供應餐點、不受理指定座位、跨航線行李轉

 運或高級艙位的服務，因此能更快速的服務旅客



西南航空之主要目標市場(續)

‧行為變數

–利益

‧經濟性
 

：西南航空提供價廉之低價格（票價比自
 行開車更便宜）吸引對價格敏感的顧客（如果西南
 航空的票價沒有足夠吸引力，則顧客就會以巴士或
 汽車代步）

–使用頻率：可以將航空市場劃分成輕度、中度
 與重度使用者，藉由使用頻率的不同來區隔市
 場。西南航空藉由短程的提供量大且頻繁的航
 班，提供給重度頻率使用者更多的便利



連續30多年有盈餘

‧1973年以來年年都賺錢的航空公司

‧獲利率平均每年5%，是業界最高的



西南航空的五力分析



西南航空公司的5-force分析

‧供應商的議價能力——飛機製造商如波音、麥道
 和空中客車都是先訂完價後再讓航空公司購買，
 價格彈性很低

‧ 新進入者的威脅——美國80年代初天空開放政策
 後，一下子湧現出許多低成本航空公司，如VALU 

JET，PEOPLE EXPRESS

‧購買者的議價能力——顧客選擇旅行可以使用駕
 車其他方式。

‧替代產品的威脅——鐵路提速，長途客運，高速
 鐵路；在現有大航空公司間的競爭——激烈的利
 潤爭奪促進了兼併，市場競爭非常激烈。



與美國大陸航空比較

‧原本提供全面服務

‧看到西南航空的優異成績後，也決定仿效其做法，
 推出若干定點直飛航線

‧受限於原本主要提供的全面服務，因此，它還是維
 持透過旅行社訂票，行李托運，指定座位等方式，
 飛機的機型也採混合式

‧結果，它的飛機在大機場塞機，行李轉運拖延起
 飛、乘客抱怨誤點或班次取消、旅行社佣金使得價

 格無法大幅下滑，而當它試圖壓低佣金時，又得罪
 了旅行社

‧大陸航空想要腳踏兩條船的結果是賠上了千萬美元
 資金，最高主管被迫下台



這是一個充滿愛的環境

造就了我們高度滿意度

（員工與顧客）



不裁員

‧雖然美國航空業的景氣受到911事件影響，各大航
 空公司共裁撤十萬名以上員工，但西南航空仍維

 持不裁員的傳統

‧西南航空在經歷911事件後不但仍繼續獲利，在
 2002年更增員四千人。相較於其他受到重大打擊
 的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安然的度過此次危機

‧公司不裁員培養了員工同舟共濟的情感，雖然增
 加了人事成本，但在營運方面所帶來的效益卻遠
 大於此



傾聽員工的意見

‧西南航空自凱勒爾以下的各階主管，都常和員工
 溝通、相處。不但與員工之間能建立深厚的情

 感，同時當員工有建議時可隨時提出處理。

‧西南航空規定對員工所提出的建議，必須盡快評
 估其可行性，並對員工做出回應。員工的建議受
 到了重視，才會不斷的對企業提出建言，讓管理
 階層能依此做出改進



組織文化

1.降低成本、降低票價

2.員工第一、顧客第二

3.增加員工的歡樂與家庭氣氛

4.放手讓員工去做



員工第一、顧客第二、股東第三

我們強調：



信任與愛的團隊

‧把員工由組織中解放出來，隨時參與決策

‧常識取代規定
–我無法預期各地機場會發生那些狀況，因此我

 們請員工運用自己的判斷，處理隨時狀況

‧信任、授權、寬恕

‧員工對他們的所做所為懷有熱誠

最後轉化為無與倫比的旅客服務

品質和口碑

http://www.southwest.com/swa_people/050317_swa_people.html


高工作滿意度的結果
‧高盈餘

 員工有非常高的薪水
 未來六年中平均加薪達31% 

‧員工擁有高度決定權
 權力下放使彈性與應變能力均相當強

 服務顧客的實例
 七億美元的清潔服務部門重整計畫

‧上下一心
 職務觀念淡薄

 目標：讓飛機準時起飛



高滿意度對公司的影響

‧宗旨: Herb Kelleher在Employee Mission
 裡

 所說的一句話:
 

“…Above all, Employees will be provided the 
same concern, respect and caring attitude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at they are expected to share 
externally with every Southwest Customer.＂



員工滿意
 度提升

顧客滿意
 度提升

公司營收
 增加

員工滿意度提升了顧客滿意度，而顧客滿意度又
 使得公司賺得超額利潤，進而使得員工的滿意度
 又提升，形成一個良性循環。



西南航空2001年財務狀況簡表

Southwest by the Numbers

Revenue, 2001 $5.38 billion

Net Income, 2001 $511.1 million

Passengers carried, 2001 64,446,773

Average length of 
passenger haul 715 miles

Trips flown, 2001 940,426 

Average passenger fare $82.84

Number of Employees at 
period-end 33,149

Size of fleet at period- 
end 366

2001年美國發生
 911事件之際，西
 南航空卻還能保

 持5億美元的高營
 收，可見顧客滿

 意度讓西南航空
 不受影響而持續
 獲利，待在這家
 穩定的公司工作
 也會讓員工更加
 願意盡心盡力。



西南航空制服秀



西南航空機上餐點



員工笑呵呵

‧西南航空員工
 在芝加哥歡喜
 度過二十週年
 慶。芝加哥目
 前已經成為西
 南航空成長最
 快的據點。



‧今天，西南航空公司已是美國第四大航空
 公司，它每年提供2200個航班，運送近

 5000萬名旅客。在美國大航空公司中，西
 南航空公司的增長勢頭與利潤水平也是無
 人能敵的。

‧凱勒爾管理名言：「我們的商業模式可能
 被抄襲（不斷開闢兩個城市之間的短程航
 線），但我們的企業文化難以複製，企業
 文化應是：發端於心，並非來源於胸。」



低價位的特點分析

讓我們來看看西南航空



‧從美西南低成本策略的確立過程中，我們
 看到了其戰略的確立是經過了兩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產品）服務價值鏈上截取
 成本節省要素，而其前提條件是消費者

 （受眾）經過細分與定位，並考慮其接受
 態度。

 
第二階段是從公司活動與結構上截

 取成本要素的，前提條件是行業限制因素
 與企業選取的流程合理、有效，這才是低
 成本的關鍵所在。

 
同時我們可以發現以下

 特點：



一、明確定位顧客群

‧美西南將客戶進行細分的過程中，確立了
 以對旅行票價敏感的中、短途並且是選擇
 其它交通工具的乘客為目標客戶、向其提
 供簡單、核心的服務方式，進而去思索如
 何以低成本的組織活動方式完成這一運營
 模式，這是一個Who-What-How的策略思維
 漸進過程。



二、對業務價值鏈進行系統分析以進行價值
 

重組進而找出可能的成本優勢。

‧價值鏈重構經常能提供從根本上改變公司
 成本結構的機會。

 
採用一個不同本質上的

 低成本價值鏈可以使一個公司為產業設立
 起一個新的成本標準。

 
同時，企業建立的

 新優勢的辦法也改變了競爭結構。
 

重構價
 值鏈可能依據企業的偏好而改變了重要的

 成本驅動因素，因為間接活動的減少使得
 新價值鏈比原有的行業價值鏈對規模的敏
 感性變弱。



三、系統內的連續活動是以獨一無二的戰略
 

貫穿的。

‧這些活動之間相互關聯、相互促進從而使
 得高效率運行得以實現。

 
即係統的執行能

 力間的相互促進保證了策略的可靠實施，
 從美西南運作方式中可以看出：中、短程
 點對點—→高密度飛行—→過站間隔短—
 →準時起飛。

 
在這樣的運作模式中，可以

 看到系統活動間的動作相互依賴、相互促
 進。



四、系統內所有的活動均需要員工的
 

高效運作。

‧系統連貫運作形成了員工高效的工作意識
 形態，進而達致企業文化的形成。

 
而企業

 文化的激勵與保障功能又被同步享受業績
 增長的員工所認同和固化，進而提高了企
 業文化在戰略上的獨特性與領先性。



採低成本的風險

讓我們再來看看西南航空



‧1）新進入的航空公司或追隨者通過模仿，
 可以比較容易地學習並運作該種策略模

 式。
 

如Ryanair,Jetblue,Easyjet等等，
 使得原具有成本優勢的企業受到威脅，甚
 至於會被具有後發優勢或學習能力與創新
 能力較強的新公司所超越。

 
2）當顧客需求從注重價格逐步轉向注重產

 品的品牌形象與所提供的個性化服務時，
 使得企業原有的價格優勢無法突出體現。
 尤其是在對機隊選擇、服務選擇發生變化
 時，低成本航空公司將陷入被動。



‧3）採用低成本C、低價格的P為消費者提供
 的消費者讓渡價值或者說消費剩餘B—P不

 足以抵消採用差異化策略的競爭對手通過
 提高顧客認可價值B而為消費者提供的消費

 者剩餘B—P，從而使企業喪失競爭優勢。

‧如國航採用B777飛機執行SZX—PEK航線，
 旅客認為機型的差異化價值比乘坐低價格
 B737型飛機所帶來的滿足感或消費認同價
 值要高時，無疑會處於劣勢。



西南航空是否應作超出  
短程航運的擴展？

分析與評論

許多研究都在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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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航空公司

長途航程的結果市場地位是否受到威脅

沒有

因為狹小空間大公司無法發展長才

西南航空有穩健的發展策略



贊成擴展長程

‧可以拓展北方以及國外的事業版圖

‧產品線會變得較多元化，可吸引更多不同需求的
 顧客

‧由於西南航空過去資金募集是不向外部舉債，但
 擴展長程服務勢必需要許多資金，透過西南航空
 在過去所累積的商譽，則向外募集資金會較為容
 易

‧西南航空可以根據經營短程航運的經驗，包括管
 理方面、成本控制…等，運用到拓展長程航運

 上，可與競爭對手相抗衡



反對擴展長程

‧由於原本機隊並不多，才能提供繁密的班次，但
 是如果目前提供長程飛行，則因為機隊不多，而
 班次必定會減少

‧如果西南航空提供長程服務，則長程勢必提供餐
 點、轉機服務、行李托運…等服務，反而會增加
 西南航空的成本，而且也會和其他航空公司沒有
 差異

‧硬體及人員的不足無法與大型航空公司抗衡，反
 而造成品質不好

‧企業流程會變得更為複雜，則無法像過去有彈性
 且迅速的回應顧客需求



事實上，反對擴展航線較具說服力

–西南航空公司的政策是比較保守的，這
 也是西南航空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並

 且若是贊成擴展航線未來是否成功則是
 未知數

西南航空能夠清楚知道公司的利基市場，
也一直堅持著維持該公司的紀律，不偏離
其政策

–例如，不買巨無霸，不飛國際航線、不
 跟大航空公司硬碰硬



其實……



‧西南航空公司有很多拓展的機會。在1994年，有
 51個城市希望這家公司將服務帶入他們的機場，
 懇求西南航空公司設立辦事處。凱勒爾對開通航
 線的城市有著嚴格的標準。

‧如果一個城市的客流量只夠飛一兩個航班，西南
 航空公司是決不會到那裡開設航線的，公司所選
 中的城市，通常每天都有10∼12個航班的客運量。

 凱勒爾把四處出擊到處鋪攤子的做法稱為「游擊
 戰」，認為它根本無法取得戰略性的勝利。

‧他主張集中力量，穩紮穩打，看準一個市場後就
 全力投入進去，直至徹底佔領該市場。

‧西南航空公司這種緩慢、頑強、潛力無限的發展
 策略，使它在Standard ＆Poor信譽等級評估上獲
 得A-，這是美國航空界最高的得分。



結論



從美西南的低成本的建立與發展歷
 

程中，我們可以看到：

一、其低成本的定位是在一定的市場與歷史
 環境中的獨特思維。

二、其低成本的成功實施是在政府管制條件
 放鬆之後，並歷經了兩個階段，從服務價
 值鏈上所截取的成本空間是極其有限的，
 並且受眾特殊。

三、其低成本的實施活動是緊密的系統活動
 結構，每項活動互為支撐，並能夠被高效
 地執行。

四、其低成本的受益者包含社會公眾、股
 東、經營者與員工，利益驅使和低成本文

 化成為企業發展的向心力。



低成本策略的風險在於競爭趨同與
 消費者個性化要求增長，標準化定制
 的核心服務或簡潔服務一旦被消費者
 的個性化需求所打破，低成本的優勢
 基礎將被破壞與摧毀。從經濟、就業
 等宏觀因素發展中，我們不難看到這
 一風險的潛在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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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航空讓員工熱愛公司的瘋狂處方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創造無限商機的可能� ~~低價航空~~
	前言
	因此，我們將以�       �       「西南航空」��為主角，走入這神秘的世界，了解一家「低票價」的航空公司如何創造奇蹟。
	投影片編號 4
	西南航空的創業精神
	瘋子式的經營理念
	企業簡介
	企業簡介
	讓我們來說一個故事吧～～
	小矮人與大巨人的戰爭
	投影片編號 11
	�在70年代	�
	�80年代	�
	�該機場的一位經理說：��「今年機場客流量突破了歷史高記錄，這些新增的乘客幾乎全是西南航空公司送來或接走的。」 	�
	西南航空的價值鍊
	投影片編號 16
	「黃金航班」
	處世哲學－世界觀或生活態度
	行動的價值－態度、行為及實際應用
	價值觀－有關這個世界及其運作方式的深層信仰
	西南航空的SWOT分析
	投影片編號 22
	如何區隔航空公司顧客
	單一“波音”型的影響
	西南航空之主要目標市場
	西南航空之主要目標市場
	西南航空之主要目標市場(續)
	連續30多年有盈餘
	西南航空的五力分析
	西南航空公司的5-force分析 
	與美國大陸航空比較
	這是一個充滿愛的環境
	不裁員
	傾聽員工的意見
	組織文化
	�員工第一、顧客第二、股東第三	�
	信任與愛的團隊
	高工作滿意度的結果
	高滿意度對公司的影響
	投影片編號 40
	西南航空2001年財務狀況簡表
	西南航空制服秀
	西南航空機上餐點
	員工笑呵呵
	投影片編號 45
	低價位的特點分析
	投影片編號 47
	一、明確定位顧客群
	二、對業務價值鏈進行系統分析以進行價值重組進而找出可能的成本優勢。 
	三、系統內的連續活動是以獨一無二的戰略貫穿的。 
	四、系統內所有的活動均需要員工的�高效運作。 
	採低成本的風險
	投影片編號 53
	投影片編號 54
	西南航空是否應作超出�短程航運的擴展？
	投影片編號 56
	贊成擴展長程
	反對擴展長程
	投影片編號 59
	其實……
	投影片編號 61
	結論
	從美西南的低成本的建立與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到：
	投影片編號 64
	參考資料
	投影片編號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