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施燃油附加費 

 

燃油附加費是按貨物的運費乘以該月燃油附加費之百分比計算。燃油附加費適用於: 

 台灣出口至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及海外國家的快件 

 

同時，我們為客戶提供以下優惠: 

 台灣出口至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 2.5公斤(或以下)之文件類快件一律免收燃油附加費 

 台灣出口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日本、美國及德國，單票重量 45公斤以上國際重貨

之貨件免收燃油附加費 

 香港本地件及澳門本地件免收燃油附加費 

 

客戶可於下表查閱最新的燃油附加費率: 

  

生效期 
台灣出口 

中港澳 

任一始發地或目的地為海外國家 

歐美地區付款 非歐美地區付款 台灣地區付款 

2020年 2月 10.50% 8.25% 12.75% 10.50% 

2020年 1月 10.00% 7.75% 12.25% 10.00% 

2019年12月 10.25% 8.00% 12.50% 10.25% 

 

運算例子: 

運費為新台幣 611元，而該月燃油附加費是 2.5%，燃油附加費之計算方法如下: 

NTD 611 x 2.5% = NTD 15.27 

因小數點後按四捨五入進位，所以燃油附加費便是新台幣 15元。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客戶服務專線 0800-088-830。 

 

台灣順豐保留更改燃油附加費的權力，而無須另行通知。附加費金額及適用期限將由台灣順

豐全權釐定。 

 

* 燃油附加費百分比以台灣順豐官網新公佈為準。 

* 台灣順豐保留最終更改或終止有關優惠及優惠期之決定權。 

* 燃油附加費率依照付款國的燃油附加費率計算。 

* 燃油附加費費率按月調整，該費率按照美國能源部公佈的二個月前美國海灣（USGC）每加

侖航空燃油的即時價格計算得出，如：2016年 6月的費率是基於美國能源部所公佈的 2016

年 4月美國海灣(USGC)每加侖航空燃料價格計算得出。  

點擊查詢美國能源部(USGC)航空燃油價格 

 

 

 

 

 

http://www.eia.gov/opendata/qb.cfm?sdid=PET.EER_EPJK_PF4_RGC_DPG.M


 

《燃油附加費費率對照表》 

美國海灣(USGC)
航空燃油價格 台灣順豐 2019

標準費率 

 美國海灣(USGC)
航空燃油價格 台灣順豐 2019

標準費率 

 美國海灣(USGC)
航空燃油價格 台灣順豐 2019

標準費率 
不少於 少於  不少於 少於  不少於 少於 

$0.00 $0.74 0.00%  $1.82 $1.85 10.00%  $2.93 $2.96 19.25% 

$0.74 $0.77 0.00%  $1.85 $1.88 10.25%  $2.96 $2.99 19.50% 

$0.77 $0.80 0.00%  $1.88 $1.91 10.50%  $2.99 $3.02 19.75% 

$0.80 $0.83 2.25%  $1.91 $1.94 10.75%  $3.02 $3.05 20.00% 

$0.83 $0.86 2.25%  $1.94 $1.97 11.00%  $3.05 $3.08 20.25% 

$0.86 $0.89 2.25%  $1.97 $2.00 11.25%  $3.08 $3.11 20.50% 

$0.89 $0.92 2.25%  $2.00 $2.03 11.50%  $3.11 $3.14 20.75% 

$0.92 $0.95 2.50%  $2.03 $2.06 11.75%  $3.14 $3.17 21.00% 

$0.95 $0.98 2.75%  $2.06 $2.09 12.00%  $3.17 $3.20 21.25% 

$0.98 $1.01 3.00%  $2.09 $2.12 12.25%  $3.20 $3.23 21.50% 

$1.01 $1.04 3.25%  $2.12 $2.15 12.50%  $3.23 $3.26 21.75% 

$1.04 $1.07 3.50%  $2.15 $2.18 12.75%  $3.26 $3.29 22.00% 

$1.07 $1.10 3.75%  $2.18 $2.21 13.00%  $3.29 $3.32 22.25% 

$1.10 $1.13 4.00%  $2.21 $2.24 13.25%  $3.32 $3.35 22.50% 

$1.13 $1.16 4.25%  $2.24 $2.27 13.50%  $3.35 $3.38 22.75% 

$1.16 $1.19 4.50%  $2.27 $2.30 13.75%  $3.38 $3.41 23.00% 

$1.19 $1.22 4.75%  $2.30 $2.33 14.00%  $3.41 $3.44 23.25% 

$1.22 $1.25 5.00%  $2.33 $2.36 14.25%  $3.44 $3.47 23.50% 

$1.25 $1.28 5.25%  $2.36 $2.39 14.50%  $3.47 $3.50 23.75% 

$1.28 $1.31 5.50%  $2.39 $2.42 14.75%  $3.50 $3.53 24.00% 

$1.31 $1.34 5.75%  $2.42 $2.45 15.00%  $3.53 $3.56 24.25% 

$1.34 $1.37 6.00%  $2.45 $2.48 15.25%  $3.56 $3.59 24.50% 

$1.37 $1.40 6.25%  $2.48 $2.51 15.50%  $3.59 $3.62 24.75% 

$1.40 $1.43 6.50%  $2.51 $2.54 15.75%  $3.62 $3.65 25.00% 

$1.43 $1.46 6.75%  $2.54 $2.57 16.00%  $3.65 $3.68 25.25% 

$1.46 $1.49 7.00%  $2.57 $2.60 16.25%  $3.68 $3.71 25.50% 

$1.49 $1.52 7.25%  $2.60 $2.63 16.50%  $3.71 $3.74 25.75% 

$1.52 $1.55 7.50%  $2.63 $2.66 16.75%  $3.74 $3.77 26.00% 

$1.55 $1.58 7.75%  $2.66 $2.69 17.00%  $3.77 $3.80 26.25% 

$1.58 $1.61 8.00%  $2.69 $2.72 17.25%  $3.80 $3.83 26.50% 

$1.61 $1.64 8.25%  $2.72 $2.75 17.50%  $3.83 $3.86 26.75% 

$1.64 $1.67 8.50%  $2.75 $2.78 17.75%  $3.86 $3.89 27.00% 

$1.67 $1.70 8.75%  $2.78 $2.81 18.00%  $3.89 $3.92 27.25% 

$1.70 $1.73 9.00%  $2.81 $2.84 18.25%  $3.92 $3.95 27.50% 

$1.73 $1.76 9.25%  $2.84 $2.87 18.50%  $3.95 $3.98 27.75% 

$1.76 $1.79 9.50%  $2.87 $2.90 18.75%  $3.98 $4.01 28.00% 

$1.79 $1.82 9.75%  $2.90 $2.93 19.00%     

 

 



 

說明： 

1.燃油附加費按月更新，每月 1 日生效當月費率。 

2.以上表格所列每月的燃油附加費，如果 USGC 航空燃油價格上升並超出 4.00 美元/加侖，該表將相應更新。 

3.台灣順豐保留修改權利，恕不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