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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背景 
教育局出版本資源套旨在支援教師指導學生探究並應用經濟學概念分析現實情

境。進行那些活動旨在促進學生學習經濟學及讓他們欣賞經濟學能廣泛應用於日

常生活的優點。 

 

教育局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行政總監馮嘉耀教授建立此資源

套。資源套首先概述航空業作為物流業(香港四大支柱行業之一)重要環節的背景

資料及對經濟的貢獻。接著會應用經濟概念如規模經濟和總需求及總供應模型分

析航空業。最後部分的分析問題及建議答案旨在幫助學生對相關的經濟學概念作

深入理解。  

 

如對本資源套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致函：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號胡忠大廈 13樓 1319室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電郵地址：ccdopshe@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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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香港的航空業  

(a) 香港航空業概覽 

在航空業，機場與航空公司是一起向乘客提供運輸及其他服務。香港國際機

場是在世界上其中一個最佳及最繁忙的機場。1 這裡有超過一百間航空公司向旅

客提供多於一百五十個目的地的選擇。2  在二零一一 / 二零一二年香港國際機

場年報中，機場的客運量、貨運量和飛機起降量分別為五千四百九十萬人次、三

百九十萬公噸和三十三萬九千架次。3  

在這些航空公司中，國泰航空是一間以香港作為營業基地的大型航空公司，

並在本地業界中擁有龐大附屬公司網絡。它在本港僱用了超過二萬二千人，機隊

有一百三十二部飛機，並為乘客及貨物提供了一百六十二個目的地。4  

  航空業可以為一個經濟體系帶來直接及間接的效益，因為它需要其他行業的輔

助才能發展。在直接效益方面，它包括了由航空運輸、航空貨運代理服務、旅行

代理及代訂服務(外訪)所帶來的增加價值。這些服務在二零零九年時為香港貢獻

了大約百分之二點七的本地生產總值。5 在間接效益方面，它包括了旅遊業 (與

航空相關)、國際貿易服務、速遞服務業、地面運輸服務和其他支持空中貨運的服

務。 當所有與航空業相關的活動計算在內，航空業對香港經濟的總貢獻在二零

零九年為港幣一百一十六點三億，約為百分之七點五的本地生產總值。6  

 

 

 

 

                                                      
1 請參看第四頁的獎項列表。 
2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eng/business/index.html  
3 Hong Kong Airport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2011/12,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eng/media/publication/annual-reports-2011-12.html  
4 Cathay Pacific Airways Annual Report 2011 
5 CUHK Avi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 Center (2012),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Air Transport Sector 

in Hong Kong (Table 1). 
6 CUHK Avi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 Center (2012),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Air Transport Sector 

in Hong Kong (Tab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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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  香港國際機場由二零零七/零八年到二零一一/一二年的客運量、貨運量

及飛機起降量的表現 

 

資料來源: 香港機場管理局年報 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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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二 航空業在二零零零年到二零一零年期間對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經濟貢獻  

 

資料來源: CUHK Avi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 Center,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Air Transport 

Sector (2011 Table 5, 2012 Table 8)7 

 

 

 

 

 

 

 

 

 

 

 

 

                                                      
7 香港統計處在二零零九年時改變了行業分類系統，因此本表上二零零九年前的數值會與其後

的或有輕微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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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機場及本地航空公司備受國際業界和旅客讚賞，獲獎無數；部分

列表如下:   

圖表三 香港航空業在二零零七到二零一二年間所獲獎項 

機構 / 公司 獎項 

香港國際機場 二零零七:  

 航空運輸學會頒發「亞太區機場效率昭著」獎  

 TravelWeekly (Asia) 業界大獎選舉中獲得「最佳國際機

場」獎 

 Skytrax 年度意見調查中獲選為全球最佳機場 (七年內第六

次獲得) 

二零零八: 

 英國安全協會頒發安全獎項 

 被 TTG 亞洲及 Business Traveller China 商旅選為最佳機場 

二零零九: 

 國際機場協會評選為全球最佳機場 

二零一零: 

 被國際機場協會、TTG 旅遊大獎和 Business Traveller 

China 商旅選為全球最佳機場 

二零一一: 

 TTG 旅遊業界刊物中被讀者推選為全球最佳機場  

 Air Cargo World 航空貨運服務調查中獲得「航空貨運卓

越」獎 

國泰航空 二零零七:  

 獲 TTG Asia 選為「最佳航空公司」及「北亞最佳航空公

司」獎 

 OAG 第二十五屆頒獎禮上獲得「最佳泛太平洋航空公

司」獎  

二零零八: 

 獲 TTG Asia 頒發「最佳航空公司—商務客艙」大獎 

 獲 Skytrax 頒發「最佳航空公司—頭等客艙」大獎 

二零零九:  

 獲 Skytrax 頒發二零零九年「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獎 

 TTG Asia 頒發「最佳航空公司—頭等客艙」獎，Skytrax 

頒發「最佳航空公司—商務客艙」獎 

 獲 Air cargo news 選為亞太區最佳貨運航空公司 

 獲亞太區航空中心選為二零零九年最佳環保表現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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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 

 亞太區航空中頒發「全年最佳貨運航空公司」獎 

 獲加拿大國際貨運代理協會選為「全年最佳貨運航空公

司」 

二零一一: 

 獲 Skytrax 頒發「最佳泛太平洋航空公司」及「最佳航空

公司—頭等客艙」獎 

港龍航空 二零零七: 

 被 Skytrax 一年一度乘客意見調查及 TravelWeekly China 

旅訊推舉為「中國地區最佳航空公司」 

二零零八: 

 獲 Skytrax 選為「東南亞地區最佳區域航空公司」 

 在胡潤百富「至尚優品」選舉中獲選為「最佳亞洲航空公

司」 

二零一零: 

 TTG 亞洲旅遊大獎中獲選為「最佳區域航空公司」 

 在《商旅（中國）》讀者調查中獲選為「最佳航空公司--

經濟客艙」 

 獲 Skytrax 選為「全球最佳區域航空公司」 

二零一一: 

 獲 Skytrax 頒發「全球最佳區域航空公司」及「亞洲最佳

區域航空公司」獎項 

 在第七屆航空貨運服務調查中榮獲「航空貨運卓越獎」 

 在 TTG 旅遊大獎中獲選為「最佳區域航空公司」 

香港航空 二零一二: 

 獲得 Skytrax 四星評級 

 獲資本一週頒發「服務大獎二零一二」 

資料來源: 香港機場管理局中期報告及年報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1/12), 國泰

航空年報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香港航空網頁

http://www.hongkongairlines.com/en_HK/aboutus/awards  

 

 

 

 



7 
 

 II. 經濟學在航空業的應用 

 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是一種公司的技術， 能當產量上升時，令長遠的平均成本下降。

Features of a firm’s technology that leads to a falling long-run average cost as 

output increases.” (Parkin 1999, G-3) 

 國泰航空以五億九千萬港幣在香港國際機場興建了一個全新的貨運中

心。8 當有更多的貨物透過貨運中心運輸時，這筆固定成本能夠攤分在

貨物上，所以平均總成本會下降。 

 國泰航空在二零一二年八月八日時與空中巴士公司協議，決定將會購買

另外十部 A350-1000 型號的客機及將現行訂單中的十六部 A350-900 

型號客機轉換為 A350-1000 型號。9 根據此次轉換，國泰將要付出一點

零八七億美元及為另外的十部客機支付三點二八六億美元。因為購買客

機的固定成本很高，只有當有更多乘客搭乘客機時，平均總成本才會下

降。  

 範圍經濟   

“當一間廠商運用專門而且昂貴的資源去提供一系列的貨品或服務時，就稱

之為範圍經濟。 

A firm experiences economies of scope when it uses specialized (and often 

expensive) resources to produce a r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Parkin 1999, 

p.213) 

                                                      
8 http://www.scmp.com/business/companies/article/1125133/cathay-cargo-terminal-opens-weeks  
9 

http://downloads.cathaypacific.com/cx/investor/announcement/2012_08_08_CX_Major_Transaction_Announcem

ent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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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零一一年國泰航空的年度報告中，公司乘客的收入10 佔了總收入的

百分之六十八點九；而貨運的收入則為百分之二十六點四。一部客機既

可以搭載乘客和貨物，因此公司可以完全運用客機賺取可觀的收入。11 

 香港國際機場能夠一併提供了航天 12及商業服務，是因為它有足夠的土

地資源去兼營兩者。在二零一二/一三年度機場年報中機場管理局披露了

兩者的收入13，航天服務收入的比重為百分之五十二點七，商業服務則

為百分之四十七點三。  

 網絡經濟  

“如果愈來愈多人使用這種產品，這產品會變得更有價值。 

The product will be much more valuable if more people use it.” (Frank and 

Bernanke 2009, p.238) 

 國泰航空在二零一零年時拓展了新航線到米蘭和莫斯科。14 這些新目

的地可以吸引在香港附近城市的旅客乘搭航班 (如首爾、台北) 到香港

停留，然後再乘坐長途航班到其他地方。航空公司因而可以藉擴張目的

地網絡以開拓其他市場。 

 價格分歧  

“這是一種售賣策略: 商店向不同的顧客出售一個單位的貨品或服務時收取

不同的價格，或者向同一名顧客出售不同單位的貨品或服務時收取不同的價

格。It is the practice of selling different units of a good or service for different 

prices or of charging one customer different prices for different quantities bought.” 

(Parkin 1999, G-8) 

                                                      
10 客運服務及貨運服務的數據是分別來自國泰航空公司二零一一年年報上的客運服務營業總額及貨運營業總額。  
11 國泰航空二零一一年年報 

12 航天服務可定義為: 「傳統核心機場相關活動的收費，例如提供跑道、停機位、設施與保安區進行相關活動的職

員。」Airport Council International October 2007 Report  
13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eng/pdf/media/publication/report/interim/2012.pdf  
14 國泰航空二零一零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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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假旅客和商務旅客對時間的敏感度各有不同。通常來說，商務旅客在

安排行程的時間上比較緊迫，而渡假旅客願意在較長時間前預約機票。

因此，相對商務旅客而言，遊客對機票有比較高的需求彈性。所以航空

公司可以利用旅客間不同的時間限制去收取不同價格，以獲得最大的利

潤。 (Besanko and Braeutigam 2011) 

 縱向結合  

“這是一個商戶與它的供應商或顧客的結合。 

It is the integration of a firm with its supplier or customer.” (Stiglitz 1997, A15) 

 國泰航空一直皆持有不同的附屬公司，如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 

(原本為港龍航空所持有)，在二零零八年被併入國泰航空。15 這公司為

航空公司提供輔助服務，例如航機處理、行李服務、航班調度、接待旅

客和貨運服務等。16   

 橫向結合  

“這是一個商戶與其他生產相同產品的商戶的結合。 

It is the integration of a firm with other firms producing the same product.” 

(Stiglitz 1997, A6) 

 國泰航空於二零零六年六月期間，以一百億港幣收購港龍航空，並與中

國國際航空公司相互交換約百分之十七的股權。因在合併前, 國泰與港

龍為同一市場的競爭對手，所以這是橫向結合的例子。17  

 加入行業的障礙  

“它們是一些阻止商家進入市場的因素，例如政府規例或專利。 

They are the factors that prevent firms from entering a market, such as government 

rules or patents.” (Stiglitz 1997, A2)  

                                                      
15 國泰航空二零零八年年報 
16 http://www.has.com.hk/en/services.php  
17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6/0630/LTN20060630133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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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能夠在機場經營航線前，需要向香港民航處申請航空運輸企業

經營許可證。民航處處長會審視申請人如果他/她擁有: 「適當的組織，

控制和監督航班營運，培訓計劃以及地勤和維修安排符合指定的操作的

性質和程度的方法。」18 

 

 界外利益  

“活動的利益被其他人獲取，但他們並不是追求活動的人。  

A benefit of an activity that falls on people other than those who pursue the 

activity.” (Frank and Bernanke 2009, p.298) 

 根據 Oxford Economics 二零一二年的一個研究顯示，整個航空業能夠

在旅遊業中支持三千四百五十萬份工作。現在大約有百分之五十一的遊

客乘坐飛機出國旅遊，並且在當地消費，所以航空業能夠為當地旅遊業

直接帶來一千四百四十萬份工作。 (包括酒店、餐飲、旅遊景點、本地

交通和汽車租賃，航空業的工作除外) 另外，航空業亦能夠在支援旅遊

業的行業中間接創造了一千三百二十萬份工作。19 

 香港航空業支持了不少相關行業如旅遊及國際貿易。空運相關貿易服務  

的增加價值20 由二零零五年的五十九點二億港幣升至二零零九年的五

十九點五億港幣。空運入境旅遊業的增加價值21 則由二零零五年的七

點九五億港幣升至二零零九年的八點零三億港幣。22  

 

                                                      
18 http://www.cad.gov.hk/english/reports/CAD360_part1.pdf 原文以英文版為準，並沒附加中文翻譯。 
19 

http://www.aviationbenefitsbeyondborders.org/sites/default/files/pdfs/MAIN_REPORT_ABBB_A_glo

bal_industry.pdf  
20 貿易及物流包括批發、進出口貿易、貨運及倉庫服務、郵政及速遞服務。(香港統計處 2012，香港經濟四個主要行

業在二零一零年的情況) 
21 入境旅遊包括住宿服務、過境客運服務、零售業、餐飲服務及其他。(但只限於向抵港旅客提供服務的部分。) (香港

統計處 2012，香港經濟四個主要行業在二零一零年的情況) 
22 CUHK Avi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 Center (2012),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Air Transport Sector 

in Hong Kong. 此處的數據是要展示空運相關行業帶來的增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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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外成本  

“活動的成本要其他人承受，但他們並不是追求活動的人。  

A cost of an activity that falls on people other than those who pursue the activity.” 

(Frank and Bernanke 2009, p.298) 

 飛機排放的溫室氣體  

現時情況:  飛機在飛行過程中燃燒煤油燃料，會排放出二氧化碳、 一氧化

碳、水蒸氣、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等的溫室氣體和空氣污染物。23  

根據國際能源機構在二零一二年公布的一份報告，航空業總共排放了四億

五千五百三十萬公噸的二氣化碳，此數字比較一九九零年時上升了百分之七

十八點三。24  

如果大眾對航空服務的需求是有增無減，經過一段時期後，我們沒有針對

溫室氣體的排放實施新政策的話，在二零三零年的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會較二

零零八—零九年期間增長超過百分之六十。25  

引致的問題: 大部份的空氣污染物都是溫室氣體，並且會把熱量困在空中，

以致全球氣溫上升。水蒸氣和氮氧化物甚至會製造出更多臭氧，加強了溫室

效應。如果全球暖化持續，我們可能會有更加多和頻密的極端天氣如天旱及

洪水。26 

補救方法: 有些國家發起了排放交易系統去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如歐盟、

澳洲、紐西蘭、挪威等地。在歐洲，歐盟會根據每間航空公司每年平均二氧

化碳排放量去分配可流通的免費配額。27 根據這些配額，航空公司只准在合

約期內排出一立方公噸的二氧化碳。歐盟計劃將會向其他非歐盟成員國的航

                                                      
23 http://www.faa.gov/regulations_policies/policy_guidance/envir_policy/media/aeprimer.pdf  
24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CO2emissionfromfuelcombustionHIGHLI

GHTS.pdf  
25 這個組織以 BAU (Business as usual) 條件下推算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http://www.c2es.org/docUploads/aviation-and-marine-report-2009.pdf  
26 http://www.c2es.org/facts-figures/basics  
27 配額的分布如下: 85% 免費給予航機營運者，15% 由拍賣分配，3% 餘下將來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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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公司宣傳這個排放系統，以減少航空業的二氧化碳的排放。28 可是，其他

國家大力反對，因此這個計劃並未實施。  

 

 飛機飛行時產生的噪音 

現時情況: 當飛機從機場起飛或著陸時，會產生擾人的噪音。香港機場管理

局在二零三零規劃大綱中公開了噪音的評估。因香港機場十分接近在大嶼山

上的居住區，晚間時的飛機噪音會令附近的居民更加困擾。  

引致的問題: 噪音會打擾我們的行為因而影響我們的健康，尤其是在晚上的

時候。人類在長期的高頻度噪音下生活會感到受壓。在晚間，附近的居民被

噪音打擾，因而有睡眠問題。長遠來說，他們的精神會受到傷害。兒童是更

易受到噪音傷害，他們的認知及集中力會下降。29 

補救方法: 香港機場管理局會在晚間時份 (23:00 – 6:59) 安排航機使用另一

條跑道以避免航機飛越居住區的上空。 (如沙田、荃灣和深井) 再者，機管

局鼓勵航空公司在安排晚間航班時採用較新型號的飛機，因為較新型號的機

種會比較寧靜。 (如 B787、A350、B747-8F 和 B777F) 30 

 

 III. 分析性問題和建議答案 

彭先生與彭太太希望到台北旅遊五天。他們計劃帶兒子彼得同行。彼得今年

十歲，正就讀小學四年級，這是他第一次出外旅遊。為了不讓彼得缺課，他

們只能選擇在學校假期起行。 

他們的朋友保羅現正在一間公司當辦公室助理。他希望可以獨自於週末到台

北旅行。對他來說每一個週末也是合適的。 

 

 

                                                      
28 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transport/aviation/index_en.htm  
29 http://www.caa.co.uk/docs/33/ERCD0907.pdf  
30 香港機場管理局，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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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不提供答案 

甲、彭先生、彭太太決定於聖誕假期期間(12 月 22 日至 12 月 26 日)前往台

北。請於香港航空公司31或國泰航空公司32的網頁為他們查看經濟客艙

來回機票最低的售價。請把資料塡在下面表格內： 

 

 

時間:                     12 月 22 日至 12 月 26 日         

航空公司名稱:                                            

旅程類型:                 來回                           

客艙級別:                 經濟                           

航班編號:                                                

乘客 票價+機場稅 (港元)  數量 

成人   

小童   

總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保羅正瀏覽同一網上訂票網頁。他希望可以於九月至十二月期間出發。

此外，他希望旅遊時間為星期六至下一個星期的星期三，共五日。請為

他查看他所要求的經濟客艙來回航班，其價格需低於 2012 年 12 月 22

日至 26 日的機票售價(並為經濟客艙中票價最低)。請把資料塡在下面

表格內： 

 

 

 

                                                      
31 香港航空公司網頁: www.hongkongairlines.com 
32 國泰航空公司網頁: www.cathaypacif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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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名稱:                                             

旅程類型:                  來回                           

客艙級別:                  經濟                           

時間 航班編號 票價+機場稅 (港元) 

12 月 22 日至 26

日 

  

   

 

丙、某些航空公司(如國泰航空)的經濟客艙中有不同的票價種類。試詳列所

有的種類及不同種類的分別。試想想為甚麼不同票價種類會有不同的機

票定價。 

國泰航空提供之香港來往台北經濟客艙票價種類(數據於 2012年 6月 20日取得)： 
 

經濟客艙 

Special 

經濟客艙 

Core 

經濟客艙 

Standard 

經濟客艙 Flex 

重新訂位 600 港元 免費 免費 免費 

取消 航班啟航

前：

HKD600 

航班啟航

後：不設

退款 

航班啟航前：

600 港元 

航班啟航後：

不設退款 

航班啟航前：

600 港元 

航班啟航後：

不設退款 

航班啟航前：

250 港元 

航班啟航後： 

250 港元 

以「亞洲萬里

通」里數提升級

別 

    



15 
 

最短停留期限 2 天 2 天 2 天 不設最短停留

期限 

最長停留期限 7 天 14 天 2 個月 12 個月 

未能依時登機 

(No-show) 費用 

600 港元 600 港元 600 港元 無需繳付手續

費 

價格比較 最便宜 次便宜 第二昂貴 最昂貴 

價格愈低的機票，其限制也愈多。例如手持經濟客艙 Special 的機票若要重新訂

位，需繳付 600 元，其他票價種類卻是免費的。乘客最多只能逗留於目的地七天。

購買經濟客艙 Flex 的乘客則沒有最短停留期限，並可逗留外地達 12 個月。不但

如此，未能依時登機無需繳付手續費。 

 

丁、保羅知道彭先生計劃購買定價較高的機票。為何保羅不購買定價較低的

機票然後轉售與彭先生一家呢？ 

航空機票是不能轉讓的。 

戊、請列出三個決定因素讓航空公司可以進行價格歧視。 

i. 航空公司可以把不同乘客分類。 

ii. 不同分類的乘客有不同的價格需求彈性。 

iii. 航空公司擁有市場勢力，可以影響價格、產量及阻止機票轉讓。 

 

(b) 香港機場管理局於 2011 年六月發佈了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33，勾劃

了機場未來發展計劃。其中一個計劃為興建第三跑道以增加機場空運容量。 

 

一、 (i)  請列舉影響總需求曲線及短期總供給曲線的因素。  

                                                      
33 瀏覽網頁： http://www.hkairport2030.com/tc/information/publ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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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需求：住戶消費、廠商投資、政府支出、淨出口的改變。 

短期總供給：勞動人口、生產力或生產資源價格改變、技術發展、預期

物價水平、營商環境(如公司稅項及/或資助、政府規定) 

 

1. 假設機場管理局現正興建新香港國際機場跑道。根據機管局提供的資料

顯示，興建新跑道需於 2016 年至 2030 年間投入 862 億港元(按 2010 年

金額計算) 34。 

 請問這對總需求曲線有甚麼影響呢？試以畫圖說明。 

 

建設投資會使總需求曲線由 AD1 右移至 AD2。機管局會聘用工程師及建

築公司，經濟體系的收入會上升。 

 

 

 

 

 

 

 

 

2. 施工期間，工程創造大約 97,000 個工作年35，這些職位主要關於建築及

工程36。這會怎樣影響短期總供給曲線呢？請於上圖畫圖說明。 

施工期間，勞工需求的上升會提升工資及預期通貨膨脹，短期總供給曲線將

由 SRAS1 向左移至 SRAS2。 

                                                      
34 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摘要，頁 8。 
35 工作年:一個人獲僱用全職工作一年。 
36 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技術報告，頁 191。 

一般物價水平, P 

產出, Y 
AD1 

SRAS1 

AD2 

SRAS2 

Y1 Y2 

P2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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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均衡物價水平和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會有甚麼改變？ 

短期均衡價格水平會由 P1 上升至 P2。短期均衡產出水平的改變則不能

確定。2/2012-4/2012 的勞動人口為 377 萬，9 萬 7 千工作年約佔勞動人

口 2.5%，對工資的影響應屬輕微。我們預計短期總供給曲線的移動幅度

會比總需求曲線小。因此，均衡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應會增加。 

 

乙、(i)  請列舉影響長期總供給曲線的因素。 

生產資源供應、生產力、生產技術的改變。 

 

1. 請說明興建機場新跑道如何使旅遊業得益呢？。 

興建新機場跑道將提升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空交通容量。因此，機場的效

率會提升、航班延誤的機會下降及往返外地城市的航班會更頻密。這些

因素會吸引更多旅客乘搭飛機來港。 

 

2. 香港四大經濟支柱產業(金融、貿易及物流、旅遊、工商業支援及專業服

務業)的發展倚重航空運輸37。新跑道落成使用後，進出香港應可以減少

延誤及增加效率。這可能會對總需求曲線及總供給曲線就長期來說帶來

甚麼影響呢？請以畫圖說明。 

 

延誤減少及效率提升應可增加生產資源供應。因此，長期總供給曲線由

LRAS1 向右移至 LRAS2。除此之外，海外的產品來港的運費會下降，使

淨出口的需求上升，總需求曲線將由 AD1 向右移至 AD2。 

 

 

                                                      
37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摘要，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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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均衡物價水平和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會有甚麼改變？ 

均衡物價水平的改變不能確定，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則由 Y1 增加至 Y2。 

 

(c) 香港國際機場擴展的其中一個關注是對環境的污染。按機管局提供的資料，

空氣質素的事宜可以畫分為施工階段及營運階段。營運期間，「在三跑道系

統方案中，飛機起降量和機場運作分階段增加，導致廢氣排放量可能上升」

38.。假設政府計劃向乘客加徵稅項以減少因客運及貨運增加帶來的空氣污染

問題。 

 

 

 

 

 

 

 

                                                      
38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技術報告，頁 165 

AD1 

LRAS1 

AD2 

LRAS2 

產出, Y 

一般物價水平, P 

Y1 Y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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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空運帶來的污染問題是一種界外損害。請於供求關係圖上，畫出空氣污

染問題帶來的影響。 

 

 

 

 

 

 

 

 

當考慮因空污染而帶來的社會成本時，社會均衡點應是 A。然而市場均衡在

B 點。 

乙、於同一圖內，展示乘客稅如何減輕污染問題。請略作說明。 

實施乘客稅後，需求曲線由 D1 向左移至 D2。均衡數量是 Qs，乘客繳付的

價格是 Ps，航空公司則收取 P。從量稅是 Ps – P。 

 

丙、請列出執行這政策其中一項困難。 

航空量增加會帶來空氣污染，然而社會成本增加幅度卻難以計算。因此，難

以決定應向乘客徵收幾多稅款。 

-完- 

 

 

 

 

 

 

D1 

私人成本 

數量, Q 

Qs Qp 

Ps 

Pp 

A 

B 

D2 

稅 

P 

價格, P 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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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教師及學生可進一步參考下列文獻 

網頁、文章和研究報告 

1. Air Transport Action Group 

http://www.atag.org/  

2. Aviation Benefits Beyond Borders 

http://www.aviationbenefitsbeyondborders.org/  

3. Hong Kong Airport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eng/media/publication/annual-reports-2011-

12.html 

4.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Master Plan 2030 

http://www.hkairport2030.com/en/  

5. Cathay Pacific Airways Annual Report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en_INTL/aboutus/investor/annualreports 

6.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Environmental Noise and Health: A Review 

http://www.caa.co.uk/docs/33/ERCD0907.pdf  

7. CUHK Avi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 Center 

http://www.baf.cuhk.edu.hk/research/aprc/profile/profile1.html 

8.  CUHK Avi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 Center Commentary (1/3/2012):         

香港航空業的經濟貢獻 

http://www.baf.cuhk.edu.hk/research/aprc/word/71EconomicContribution1Mar12.

pdf 

9. CUHK Avi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 Center Commentary (1/9/2011):         

興建第三跑道: 如何達致社會共識? 

http://www.baf.cuhk.edu.hk/research/aprc/word/70ThirdRunway1Sep11.pdf   

10. CUHK Avi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 Center Commentary (2/8/2011):           

機場擴建如何促進 “低碳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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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af.cuhk.edu.hk/research/aprc/word/CK32CarbonEmission_2Aug201

1.pdf  

11. CUHK Avi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 Center Commentary (28/7/2011):        

機場噪音應如何評估

http://www.baf.cuhk.edu.hk/research/aprc/word/CK31NoiseMeasurement_28July

2011.pdf  

12. European Commission, Climate Action, Policies of transport (Aviation) 

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transport/aviation/index_en.htm  

13.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Aviation Economic Benefits 

http://www.iata.org/whatwedo/Documents/economics/aviation_economic_benefit

s.pdf  

14.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1999)—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Aviation and the Global Atmosphere 

http://www.ipcc.ch/pdf/special-reports/spm/av-en.pdf  

15. 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2009)—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Aviation and Marine Transportation: Mitigation Potential and Policies 

http://www.c2es.org/docUploads/aviation-and-marine-report-2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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