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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壹、我國油品市場自由化的發展與現況 

石化業向係我國的主力產業，依行政院主計處資料計算，目前（2005 年）

石油與煤製造業生產總值達 1.06 兆元，約占製造業總產值 9%；倘加計下游相關

的化學材料、化學製品與塑膠製品等相關產業產值更高達 3 兆元，占國內製造業

總產值 25.6%1。雖然油品僅係整體石油煉製業的一部份，但因石油煉製業的各

項產品生產係以聯合生產方式進行，油品市場供需變化，勢必影響其他聯合產品 

（例如：石化原料、瀝青砂）市場供需波動。因此，油品市場變化對我國整體經

濟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實不容忽視。 

過去，政府基於國防與產業政策的需要，將油品視為戰略物資，並透過「戒

嚴時期農礦工商管理條例」與「能源管理法」為依據，將油品的探勘、採購、儲

運與產銷均交由「獨占的」、「國營的」中國石油公司負責，由於相關上中下游的

經營與定價，均由政府管制或督導，因此，較無競爭法的相關問題。 

政府管制雖然有助於油品市場供應的穩定，但是，獨占的國營事業體卻也不

利於生產效率的提高；加以 1980 年代以來，政府透過各項解除管制措施，以促

進經濟自由化，早已蔚為國際潮流；此諸措施，非但有助於拓展國際貿易，導致

全球經貿體系逐漸整合，更有助於資源利用效率的提升2。因此，在國內動員戡

亂時期終止與戒嚴狀態解除後，油品已不再具備戰略特性的政治條件配合下，自

                                                 
1 以上資料取自行政院主計處整體統計資料庫。 
2 即使傳統上強調政府功能的大陸法系國家，例如：德國及法國等歐陸國家，也在歐盟協調及各

該國政府相關部門之全面配合下，在短期內，對解除管制促進市場自由化的課題上，獲致初步之

效果。以德國之電業解制為例，德國原為電力管制程度甚高之國家，其市場競爭程度相較英美亦

落後甚多，電價（尤其是工業用電價格）亦相對其他歐洲國家為高。但是，在解除電業管制政策

之積極推動之下，德國電業自由化已有初步之進展，能源交易所即將成立，電力零售限制大幅放

寬，對生產者及消費者用戶間之費率差異，亦已逐漸消除，美商Merrill Lynch即預測激烈之電力

市場競爭，將可使德國消費者電價費率降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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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年代後期起，台灣石油產業即積極朝向解除管制與市場開放的方向發展，

依據公平會（2002），其步驟係由下游逐漸往上游開放：（一）先開放銷售油品；

（二）再開放煉製油品；最後，（三）則開放進出口油品。茲將相關時程略述如

次： 

（一） 1987 年開放銷售汽油 

經濟部於 1987 年發布「加油站設置管理規則」，開放民間業者投資成立加油

站，且中油公司為配合政策，不再主動增設加油站。依據行政院公平會 90 年度

「車用加油站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資料，截至 90 年 9 月底，民營加油站總站

數達 1,515 座，遠超過中油公司之 606 座；民營加油站中專營中油油品者 1,051

座，專營台塑油品者 464 座。此外，隨民營加油站快速增加，自 1997 年起民營

加油站汽柴油發油量已超過中油公司直營加油站。 

（二） 1996 年開放民營業者煉製汽油 

經濟部於 1996 年修正發布「石油及石油產品輸入輸出生產銷售業務經營許

可管理辦法」，開放民間業者投資石油及石油產品的生產，並可於國內銷售其產

品，目前有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兩家石油煉製業，中油公司每日煉製產能為

77 萬桶，台塑石化公司每日煉製產能為 48 萬桶。3

（三） 1999 年起分二階段開放石油產品之進出口 

依據 1996 年國家發展會議「經濟發展議題」結論，於 1999 年起分二階段開

放石油產品之進出口，其中，第一階段於 1999 年開放燃料油、航空燃油及液化

石油氣進口，目前除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外，另有李長榮化工、民興石化公

司及乾惠工業公司已取得液化石油氣輸入許可執照，從事進口業務。第二階段則

於 2001 年 12 月 26 日公告全面開放油品進口，包括汽柴、油等所有油品均得自

國外進口。其中，台灣埃索環球石油公司於 2002 年 2 月取得汽、柴油之輸入許

可執照，但，其後於 2003 年 9 月退出台灣市場。 

                                                 
3 請參閱 2005 年經濟部能源政策白皮書，刊在於網頁

http://www.moeaboe.gov.tw/policy/EnergyWhitePaper/94/main/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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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油品市場自由化的競爭課題 

以往石油被列為重要的經濟及戰略物資，因此政府將油品產業歸為「國營」、

「管制」的性質，具有獨占的性質，但是隨著台塑之進入市場及油品全面開放進

口，已使油品產業產生結構性的改變，而國營的中油與民營的台塑亦不可能如以

往的管制年代，在各項經營措施上，極力配合政府政策，特別在市場價格調整方

面，公平會身為競爭法的主管機關，應以何種態度因應？再者，近來國際原油價

格高漲，對國內各項油品價格所造成的上漲壓力，公平會又該如何強化我國油品

供應市場競爭機制，以之舒緩？此外，在油品輸送銷售的過程中，現有的垂直行

銷管道是否通暢？針對以上課題，政府宜採行何種競爭政策，以確保市場競爭，

避免人為之干預，徹底貫徹市場自由化精神，即有賴於對於油品產業與相關競爭

環境之瞭解與研究。 

 

第二節 研究主旨 

在以上背景，本計畫將以經濟與法律分析為經，競爭法相關課題—獨占、結

合與聯合為緯，綜合討論以下主題的政策意涵，期望能有助於建立政府對於油品

市場相關競爭秩序之規範標準： 

1、 彙整國內油品市場之開放過程及油品產業結構變化情形。 

2、 探討寡占市場之廠商價格競爭模式。 

3、 探討原油價格與油品批售價格或零售價格變化之關聯性。 

4、 探討國外競爭法機關對油品產業之規範。 

5、 彙整國內外油品產業涉及濫用市場地位之違法案例。 

6、 研析國內油品產業涉及競爭法規範之行為態樣及違法性之判斷

標準。 

以下，首先擬就國際原油市場與國內油品市場情勢分析為切入點，分別以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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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律分析探討我國油品市場相關的獨占、結合與聯合等相關的競爭課題；最

後，則就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油品產業行為涉及競爭法違法性之因應措施做一剖

析與建議。 

 

第二章 國際原油市場與國內油品市場情勢分析 

 

我國原油產量有限，自 1980 年以來，進口即占原油供給之 99%，故國內油

品市場供需與價格變動主要取決於國際原油價格趨勢，以下謹就近來國際原油市

場與國內油品市場之供需與價格情勢約略分析如次： 

 

第一節 國際原油市場價格 

國際油價自 2003 年 12 月美國西德州原油現貨價格脫離每桶 30 美元年均線

以來，即呈持續攀升之勢，2005 年 8 月 30 日西德州原油現貨收盤價格漲至每桶

69.91 美元，即自目前更進一步攀昇至每桶 75 元左右水準4。依據經濟部能源局

綜合相關機構的預測，短期內，國際油價恐仍將維持高檔態勢（詳請參閱表 2-1）。

探究國際油價高漲原因，能源局於能源政策白皮書中認為5： 

壹、 需求方面 

中國、印度、俄羅斯等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成長以致對原油需求大幅增加，

例如：中國 2003 年與 2004 年石油需求年成長率分別高達 7.9%與 15.8％6（詳請

參閱表 2-2）。 

貳、 供給方面 

                                                 
4 西德州原油 (WTI) 2006 年 6 月 12 日至 7 月 12 日月均價為每桶 75 美元，北海布蘭特原油為

73 美元，杜拜原油為 69 美元。 
5 詳請參閱http://www.moeaboe.gov.tw/policy/EnergyWhitePaper/94/main/main.html。 
6 依據英國石油公司 (British Petroleum，BP) 統計數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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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原油市場供給受限於油源不足，目前 OPEC 國家原油蘊藏量尚無法供應

未來 40 年世界原油需求，加以產油國家以聯合方式限制供給，而中東政局不穩，

亦加深石油供給之不確定性，從而導致原油供給彈性過低，需求稍有波動即會引

起價格大幅攀昇。 

 

 

 

 

價格 

 

 

 

  

低需求 

高需求需

數量  

供給 

高
價

 低

價 
 

 

 

 

經濟部能源局預測短期內國際油價波動頻仍，且供需變數很大，尤其中東及

拉丁美洲等產油地政情波動會造成石油供給不穩定，影響油價出現異常波動；能

源局綜合各資料預測 2006 年國際油價將由 2005 年（WTI）每桶約 56.6 美元上

漲至 53～73 美元之間。但是，短期內不大可能有供需大幅失衡，形成原油市場

鉅幅波動，因此，爆發第 3 次能源危機的可能性不高；但，另方面也不能完全排

除突發因素（如伊朗石油禁運）造成油價失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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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1: 國際油價展望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綜合整理高盛投顧公司、美國能源部 EIA 與 ESAI,

資料而得。 

 美國西德州原油 中東杜拜原油 

2005 年第

3 季 

(實績值) 

63.45 56.34 

2005 年第

4 季 

(實績值) 

60.03 53.51 

2006 年 1

月 

(實績值) 

65.26 58.66 

2006 年 2

月 

(實績值) 

61.45 57.26 

預測機構 
美國能源

部 
ESAI 高盛投顧 ESAI 高盛投顧 

2006 年 3

月 
66 62 63.99 54.5 59.38 

2006 年 4

月 
66.5 60 65.28 51.8 60.08 

2006 年 64.98  67.13  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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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2: 世界原油消費（Million tonnes） 

 2002  2003  2004  比重(2004) 

北美 1071.10  1091.80  1122.40  0.30  

成長率(%) 0.00  1.90  2.80   

中南美 218.80  213.70  221.70  0.06  

成長率(%) -0.01  -0.02  3.70    

歐洲 931.40  940.80  957.30  0.25  

成長率(%) 0.00  1.00  1.80    

中東 233.60  238.40  250.90  0.07  

成長率(%) 4.40  2.10  5.20    

亞洲 117.50  120.20  124.30  0.03  

成長率(%) 0.90  2.30  3.40    

中國 246.90  266.40  308.60  0.08  

成長率(%) 6.30  7.90  15.80    

台灣 40.10  41.10  41.50  0.01  

成長率(%) 2.30  2.50  1.00    

亞太地區 1008.20  1036.80  1090.50  0.29  

成長率(%) 2.40  2.80  5.20    

歐盟 684.20  688.10  694.50  0.18  

成長率(%) -0.01  0.60  0.90    

OECD 2190.70  2222.80  2252.30  0.60  

成長率(%) 0.00  1.50  1.30    

前蘇聯 171.80  176.90  186.0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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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率(%) 0.40  0.30  5.10    

全球 3580.50  3641.80  3767.10  1.00  

成長率(%) 0.80  1.70  3.40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整理自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 2005。 

 

第二節 國際原油市場供需 

就原油市場供需而言，依據經濟部能源局 2005 年能源政策白皮書，2004 年

底全球原油蘊藏量估計為 1.2 兆桶，預估尚可供應市場 41 年，其中中東國家的

蘊藏量即占 61.7%。此外，就原油總供給而言，OPEC 國家產量占全球總供給比

重則由 1994 年之 40.2%減少到 2004 年之 39.8%，同期間，OPEC 以外國家之生

產比重則相對由 59.8%提高為為 60.2%。 

就未來趨勢而言，依據經濟部能源局針對國際能源總署的資料分析顯示：

OPEC 國家原油日產量將於 2025 年達到 5,270 萬桶，從而使其占世界原油市場供

給量比重於未來回升至 44.3%；非 OPEC 國家原油供給為 6,620 萬桶，占世界原

油供給量則相對降為 55.7%。而全球原油總需求則仍呈穩定增加，能源局預估至

2025 年時，全球原油總需求量約為每日 11,920 萬桶，其中 2004 年至 2025 年間

年平均成長率約為 2.3%，並仍以中國等開發中國家需求成長最為快速，年平均

成長率約達 2.8%，高於工業化國家的 1.0%；從而使工業化國家原油需求量占全

球需求之比重 45.8%，略低於未工業化國家之 54.2% (請參閱表 2-3 與表 2-4)。 

至於就中長期國際油價趨勢而言，若全球石油需求量以每年平均成長 1.5%

至 2%推估，至 2025 年石油需求量將增加約 35%至 49%；相對上，石油供給量

遠不敷需求量的增加，加上替代能源亦有很大限制（煤數量充足，但污染高；天

然氣數量有限；再生能源包括風力、水力、太陽能等可替代程度估計不到 1%），

因此，中長期國際石油價格上漲恐難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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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 世界原油供需（單位:百萬桶/日） 

1994 年 2004 年 
2004 年底 

蘊藏量 年別 

地區別 生產

量 
% 消費量 % 

生產

量 
% 

消費

量 
% 10 億桶 % 

北美洲 13.8 20.6 21.2 31.1 14.2 17.6 24.6 30.5 61.0 5.1

中南美洲 5.3 8.0 4.0 5.8 6.8 8.4 4.7 5.9 101.2 8.5

歐洲及前蘇聯 13.7 20.3 19.8 29.0 17.6 21.9 20.0 24.8 139.2 11.7

中東 20.1 30.0 4.0 5.9 24.6 30.6 5.3 6.5 733.9 61.7

非洲 7.0 10.4 2.1 3.1 9.3 11.5 2.6 3.3 112.2 9.4

亞太地區 7.2 10.7 17.1 25.0 7.9 9.9 23.4 29.0 41.1 3.5

合計 67.1 100.0 68.2 100.0 80.3 100.0 80.8 100.0 1,188.6 100.0

OPEC 國家 27.0 40.2 4.3 6.3 31.9 39.8 5.8 7.2 875.1 73.6

非 OPEC 國家 40.1 59.8 63.9 93.7 48.3 60.2 74.9 92.8 313.4 26.4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 2005 年能源政策白皮書。 

 

第三節 國際油價變動可能之影響 

依據行政院經建會分析7：本波油價上揚對全球經濟成長影響迄今仍不甚明

顯，一方面係因本波高油價主要由全球經濟成長形成石油需求增加所致，不似兩

次石油危機單純係因供給面影響；另一方面則因全球性的低利率刺激石油輸入國

的消費和投資，為其國內房地產和其他資產市場注入活水，並增加投資的意願，

                                                 
7參閱http://www.cepd.gov.tw/upload/ECON/NatEco/GloEcoWeek/1603@739332.50920440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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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降低高油價的衝擊。然而，一旦 2006 年下半年出現地緣政治風險擴大或諸

如：颶風或寒冬效應等風險事件，則會對全球經濟成長和物價就可能造成極大的

影響。  

表格 2-4: 世界原油供需預測（單位:百萬桶/日） 

預測值 

2010 年 2015 年 2020 年 2025 年 

年別 

地區別 

數量 % 數量 % 數量 % 數量 % 

總供給 94.3  100.0 102.9 100.0 110.7 100.0  118.9  100.0 

OPEC 國家 37.7  40.0  41.3  40.1  46.8  42.3  52.7  44.3  

非 OPEC 國家 56.6  60.0  61.7  60.0  63.9  57.7  66.2  55.7  

總需求 94.6  100.0 103.2 100.0 111.0 100.0  119.2  100.0 

工業化國家地區 47.7  50.4  50.1  48.5  52.2  47.0  54.6  45.8  

開發中國家地區 46.9  49.6  53.0  51.4  58.8  53.0  64.6  54.2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整理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2, EIA, 2005 而得。 

 

第四節 國內油品市場價格與供需

我國原油產量有限，依據經濟部能源局資料：長期以來，進口即占原油供給

之 99%，因此，國內油價變動多決定於國際原油價格趨勢。而自 2002 年國內油

品市場自由化，全面開放各項油品進口與 2000 年國內油價公式廢止後，國內油

價的調整已取決於進口成本與市場競爭程度，故與 2003 年價位比較，目前（2006

年第 1 季）國內各項油品價格約上漲二成至三成之間，而家用液化石油氣亦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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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一成左右。圖 2-1 將經濟部能源局所公佈的國內汽油價格與國際原油價格兩相

比較，8並發現近來我國油品價格的漲跌，基本上係反映國際油價的波動。 

圖表 2-1: 國際原油價格與國內汽油價格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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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內汽油價與國際原油價的價格成本比例而言，由於汽油係以聯合產品的

方式進行生產，每單位原油所能生產汽油的比例，會因各廠產品結構與摻配比例

之不同而有相當差異9，為便於比較，圖 2-2 採取Borenstein et al. (1997) 的做法，

以每加侖汽油價格對每加侖原油價格比例作為比較基準10，結果顯示：汽油價相

對原油價比例卻由自由化前（1993 年—2000 年平均）的 5.40 降至油品市場自由

化後（2002 年—2004 年平均）的 3.34。 

                                                 
8 請參閱網址：http://www.moeaboe.gov.tw/oil102/。 
9 一般而言，每一單位原油約可煉製 20%至 30%之間的汽油。 
10 汽油價格為 92 無鉛汽油含稅價格（單位：元/加侖）；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網站。原油價

格為杜拜輕原油現貨價；資料來源：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單位：台幣/加侖）。至於新台幣換算

匯率資料則來自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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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2: 國內汽油價對國際原油價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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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國內石油供給部分，依據經濟部能源局統計：2004 年國內自產原油 4

萬公秉油當量，僅占總供給量之 0.1％，與 1984 年相較，每年平均減少 5.4％；

進口原油為 5,845 萬公秉油當量，約占總供給量 85.4％，每年平均成長 5.4 ％；

進口石油產品 993 萬公秉油當量，占總供給量 14.5％，年平均成長率為 8.3％。  

表格 2-5: 石油供需（單位:萬公秉油當量） 

1984 年 2004 年 
1984-2004 年

平均成長率 項目 

數量 ％ 數量 ％ ％ 

石油供給 2,256 100 6,842 100 5.7 

原油 2,056 91.1 5,849 85.5 5.4 

進口 2,042 90.5 5,845 85.4 5.4 

自產 14 0.6 4 0.1 -5.4 

進口石油產品 200 8.9 993 14.5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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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煉量 2,019 - 5,809 - 5.4 

石油消費 1,875 100 4,609 100 4.6 

發電用 242 12.9 390 8.5 2.4 

工業 845 45.1 2,081 45.2 4.6 

運輸 444 23.7 1,575 34.2 6.5 

農業 93 4.9 111 2.4 0.9 

住宅 98 5.2 143 3.1 1.9 

商業 8 0.5 53 1.2 9.6 

其他 96 5.1 86 1.9 -0.5 

非能源消費 48 2.6 168 3.7 6.4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 

表格 2-6: 世界主要國家石油產品價格 

高 級 無 鉛 汽 油 

（新台幣元／公升） 

國 別 日期 

 價格 稅前價 稅金 稅率﹪ 
 1中華民國 2006 7 28.60 19.71 8.89 45.1 
 2日    本 2006 7 42.09 24.79 17.31 69.8 
 3南    韓 2006 7 56.03 25.29 30.74 121.5 
 4香    港 2006 7         
 5新 加 坡 2006 7 37.95 27.04 10.91 40.3 
 6印    尼 2006 2 4.95 4.43 0.52 11.8 
 7美    國 2006 2 21.70 17.71 3.99 22.5 
 8加 拿 大 2006 2 28.30 18.57 9.72 52.3 
 9澳大利亞 2006 2         
10奧 地 利 2006 2         
11比 利 時 2006 2 34.37 11.11 23.26 209.4 
12德    國 2006 7 55.55 20.57 34.97 170.0 
13希    臘 2006 2 38.71 19.62 19.10 97.3 
14愛 爾 蘭 2006 2 30.99 12.67 18.31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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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義 大 利 2006 7 55.77 22.93 32.84 143.2 
16盧 森 堡 2006 2 29.16 13.02 16.14 124.0 
17荷    蘭 2006 2 44.61 11.72 32.90 280.7 
18西 班 牙 2006 7 44.88 22.18 22.70 102.4 
19瑞    典 2006 2         
20英    國 2006 7 58.01 20.74 37.27 179.7 
21法    國 2006 7 53.74 20.41 33.33 163.3 

平均價格 35.20 17.09 19.39 113.25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 

 

最後，就我國與鄰近地區及部分 OECD 國家之油價比較而言，依據經濟部

能源局統計：2006 年 7 月我國無鉛汽油平均售價為每公升 28.6 元，非但低於鄰

近之日本、南韓、新加坡等國，較諸德國、義大利、西班牙、英國、法國等 OECD

國家更低。（請參閱表 2-6） 

 

第五節 油品供需與價格對國內經濟發展與物價之影響 

油品能源係產業發展之基本動力，任何產業生產或運輸工具運作，均需仰賴

油品燃料或其下游產品—電力—之支應，依據 2001 年行政院主計處出版之產業

關聯 (投入產出) 表資料分析，石油煉製品產業於產業關聯效果之感應度高達

2.32 (代表國內各生產部門每增產 1%，需增產 2.32%之石油煉製品以為支應)，顯

見油品具有強大之關聯效果，油品部門如發展受限，其他部門即無以成長，故為

經濟發展之命脈。倘其供應受人為壟斷影響，而使市場競爭無從發揮，導致價格

提高，產出減少，勢將嚴重影響國內各產業部門之成長，造成極高之機會成本。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對一般經濟計量模式的整理，油價調漲對經濟成長及物價

皆有不利影響，油價若上漲 10%，則我國經濟成長率將減少 0.25～0.35 個百分

點，消費者物價則上漲 0.4～0.5 個百分點。梁啟源則由模型推估，認為國內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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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每上漲 10%，會使經濟成長率減少 0.27 個百分點，並連帶影響消費者物價

年增率（加計直接及間接效果），上漲 0.4 個百分點。11  

至於油價上漲對個別生產部門的影響，依據產業關聯表計算，若國內油價上

漲 10%，在完全漲價的情形下，約可使燃氣業產品價格上漲 3.9%，電力業上漲

2.17%，運輸倉儲業上漲 2.04%，鋼鐵業上漲 1.3%，導致國內物價上漲壓力，並

不利於國內產業出口競爭力。 

表格 2-7: 國內油價調整 10%對各產業成本之影響（49 部門） 

編

號 
油價調整 10%對各產業成本之影響

編

號 
油價調整 10%對各產業成本之影響

01 農產 0.33（%） 26 資訊產品 0.05（%） 

02 畜產 0.08 27 通信器材 0.03 

03 林產 0.12 28 電子零組件 0.21 

04 漁產 1.09 29 電機及其他電器 0.33 

05 礦產 5.79 30 運輸工具 0.28 

06 加工食品 0.28 31 其他製品 0.19 

07 飲料 0.11 32 房屋工程 0.13 

08 菸 0.01 33 公共及其他工程 0.46 

09 紡織品 0.31 34 電力 2.17 

10 成衣及服飾品 0.08 35 燃 氣 3.90 

11 皮革及其製品 0.12 36 自來水 0.05 

12 木材及其製品 0.17 37 運輸倉儲 2.04 

13 紙、紙製品及印刷出版 0.58 38 通信服務 0.22 

14 化工原料 4.90 39 商品買賣 1.10 

15 人造纖維 0.18 40 金融保險服務 1.03 

                                                 
11 詳請參閱http://www.cna.com.tw/top10/20060707cap02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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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塑膠 0.34 41 不動產服務 0.20 

17 塑、橡膠製品 0.45 42 餐飲及旅館服務 0.13 

18 其他化學製品 0.46 43 資訊服務 0.15 

19 石油煉製品 4.54 44 其他工商服務 1.04 

20 非金屬礦物製品 0.66 45 公共行政服務 0.05 

21 鋼鐵 1.30 46 教育服務 0.04 

22 其他金屬 0.52 47 醫療服務 0.06 

23 金屬製品 0.37 48 傳播及娛樂文化服務 0.15 

24 機械 0.60 49 其他服務 0.68 

25 家用電器產品 0.07    

1. 資料來源：依據 2001 年行政院主計處出版之產業關聯 (投入產出表) 表資料計算。 

2. 公式： , j=1,…,49。 ：49 部門產業關聯程度矩陣， ：投

入係數。  

j
T dnAI 1)( −−=Δ 1)( −−=Δ TAI j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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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油品產業涉及競爭法規範之經濟面因素探討 

 

就競爭政策的角度而言，第一章所述之油品自由化時程其實並不全然代表我

國油品市場已全面進入自由化時代。依石油管理法規定，石油煉製產業及輸入業

者，必須儲存 60 天且不低於 5 萬公秉之石油安全庫存量，故欲進入汽柴油市場

之事業，除須投資大量資金以因應安全存量外，尚須承租或自建油槽以儲存 60

天以上的安全存量。此一規定已構成了顯著的進入障礙--台灣埃索環球石油公司

(ESSO) 於 2003 年因而退出台灣市場，致使我國油品市場呈現中油（市場占有

率 70%）與台塑（市場占有率 30%）的寡占產業結構，從而產生諸多與競爭法

息息相關的議題。 

 

第一節 油品市場在競爭法所具有的特性 

油品因具有產品同質性高之特性，依據產業經濟學觀點，其於競爭法所具有

之非難特性，多在於獨占、結合與聯合等限制競爭行為。此外，雖然油品市場內

各廠商產品質劃一，較無需進行廣告或其他之促銷活動以行銷商品，沒有經銷商

間彼此搭便車 (free rider) 之顧慮，故不須指定地區性或全國性之總經銷商，或

實施類如排他性交易 (exclusive dealing)。但是，就連續性獨占的觀點而言，亦

不能完全排除垂直性交易限制之問題。例如：Blair and Kaserman (1983) 與

Mathewson and Winter (1986)認為上游的獨占製造商為避免下游具有市場力量的

銷售商訂定過高價格，影響其利潤，會透過垂直整合的方式（也就是上游製造商

直接經營下游零售業務），垂直掌控銷售業務，12以本研究為例，中油在下游的

銷售階段，即擁有龐大的加油站系統；而台塑加油站系統亦呈現快速增加之勢，

13顯示公平會亦應留意油品下游銷售階段的市場競爭。 

                                                 
12 此外，製造商也可能零售價上限之設定 (price ceiling) 之方式，解決連續性獨占問題。 
13 詳請參閱後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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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獨占 

壹、國內油價調整機制 

早年國內油品市場係由中油公司獨占。為因應國際油價波動對國內油品

市場產銷與價格之影響，經濟部責成中油公司訂定油價公式作為調價之依

據，並需經行政院公用事業費率審議委員會審查。惟自 2000 年 9 月台塑石

化進入油品市場後，政府已取消油價公式，並由兩家公司依進口原油成本自

行調整價格，且於 2001 年 10 月實施石油管理法，其中規定（第 21 條）經

濟部得實施緊急時期石油管制、價格限制、安全存量調整及運用等，並由經

濟部擬定實施辦法（緊急時期石油處置辦法，請參閱附錄）。因此，目前國

內油品價格係由業者依進口原油成本，自行調整價格，除緊急時期外，原則

上，政府並不干預油價調整。 

自去（2005）年起，國際油價呈現巨幅上漲，8 月間一度上漲超過每桶

70 美元，政府基於物價安定之考量，曾一度要求中油公司暫緩調漲各項油

品價格；其後則於同年 10 月 1 日利用租稅政策，機動調降油品貨物稅 25%，

為期 3 個月，以減輕民間業者負擔。其後所幸國際油價趨跌，暫時解除調價

壓力。然而自今（2006）年元月以來，國際油價再度上漲，中油與台塑於 2

月、4 月與 7 月分別調高各項油品價格，此外，為顧及油價調漲對民生物價

的衝擊，中油公司於 7 月分的漲價方案首次新增對計程車的補貼措施，其方

式為：以發晶片卡的方式，每輛計程車每個月有 550 公升的用油上限，調漲

的部分則由加油費用扣除。其後，為進一步落實油品自由化，經濟部又於今

年九月下旬宣布試辦浮動油價制度，俾將中油油品價格與國際油價連動，並

授權中油公司於每周二參考西德州原油（WTI）的漲跌幅調整油品價格。此

外，在油價浮動機制下，中油油價仍會低於亞洲鄰近國家。 

此外，汽油為一同質性產品，相同品級的汽油在期貨交易所（例如：NYM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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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任何地區市場的大宗批發牌價必然相同，先與敘明。14但，中油與台塑之管

理效率卻因中油為一國營事業，在人事與經營上須受政府管制，不若民營的台塑

靈活，而不盡相同，以致台塑邊際成本遠較中油為低（請參閱表 3-1）。因此，在

市場並未存在聯合壟斷的前提下，中油將為一損益平衡（break even）的邊際廠

商，其邊際成本與油品售價相差不多，在油品市場上尚能勉強存活。此時，依照

李嘉圖的地租理論，油品市場價格將會決定於效率較低（或成本較高）廠商的邊

際成本。只要市場是處於中油與台塑並存的雙占局面，市場價格會與中油成本高

度相關。而台塑成本雖顯著低於中油，而享有若干利潤，但如果雙方並未勾結壟

斷市場，其利潤係反映高效率經營的結果，也就是所謂的李嘉圖租，並非競爭法

所關切之超額利潤；換句話說，也只有在雙方共謀壟斷市場，使二者均享有大量

利潤的前提下，台塑的高利潤方有競爭法之非難性。 

貳、業者自訂油價產生的問題  

國內油品市場屬高度寡占市場，業者基於商業利益考量，由其自訂油價難免

產生聯合定價與油價漲多跌少的問題；此外，中油效率似乎不及台塑石化及外國

業者，一味以調價因應成本上漲，亦難免引起各界質疑。（請參閱表 3-1）其中聯

合問題將留待第四節研析，本節謹將重點置於油價漲多跌少所可能涉及的不當定

價行為。  

表格 83-1:  中油與台塑績效比較 

項目 中油 台塑 

資本額 1301 億元 898 億元 

員工人數 14809 人 3477 人 

2005 年營收 6678 億元 4433 億元 

2005 年稅後純益 83 億元 573 億元 

                                                 
14 詳請參閱馬泰成，「一致性行為與市場競爭：中油與台塑公告調價資訊案之經濟分析」，人文及

社會科學集刊，（2006 年，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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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每股純益 0.64 元 6.4 元 

經營目標 滿足國內需求 利潤極大 

資料來源：中國時報 2006/7/17 整理公開資訊觀測站、中油與台塑網站資料 

 

油品自由化以來，各界普遍存有國內油品價格漲多跌少的印象，而油品價格

漲多跌少其實是全球化的普遍現象，依據 Borenstein and Shepard (1993, 2002)、

Borenstein et al. (1997)、Indjehagopian et al. (2000)、Peltzman (2000) 與 Bettendorf 

et al. (2003) 針對美國、德國、法國、荷蘭等國油品市場價格與產銷所作之研究

顯示：汽油等油品價格之上漲，並非呈現逐步上漲之單調趨勢，而係透過非對稱

方式反映原油價格變化（respond asymmetrically to crude oil price changes）型態為

之，也就是，當原油價格上漲時，汽油價格會以較快速度，全額甚至超幅上漲，

以反映成本增加；反之，當原油價格下跌，汽油價格僅會以遲緩速度微幅下跌，

從而形成油價的長期上漲趨勢。至於油價漲多跌少的原因大致可歸納為： 

一、（水平因素）業者採取「跟進原油漲價，但不跟進原油跌價」作為壟斷市場

的焦點策略 

在汽油市場集中度過高，事業壟斷力量很強的環境下，每當原油價格下跌，

市場發生負衝擊（negative shocks）影響成本下跌時，油公司為聯合壟斷市場，

常將原油價格尚未下跌前之舊價格作為焦點價格15（focal point prices），而此一

焦點價格也就是業者聯合壟斷市場的目標價格。 

其具體的方式為：當原油價格上漲，影響成本增加，油公司會迅速提高批售

價格，以維持利潤不變；反之，當原油成本下跌時，則以舊有價格為焦點價格，

全力維持舊有價格不變，不予反映，以合意壟斷市場。此一不對稱價格即代表油

公司係利用「原油成本上漲，立刻反映油品價格；原油成本下跌，延緩反映油品

                                                 
15請參閱Schelling,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1960), 2nd edition,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Co與Borenstein, S, A. Cameron, and R. Gilbert, ‘Do gasoline prices 
respond asymmetrically to crude oil price chang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pp. 
30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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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的共同默契，利用不對稱漲（跌）的方式壟斷市場。至於渠等事業不選擇

「直接減產，並提高價格」之原因在於：依據 Borenstein et al. (1997) 的研究，

壟斷價格並非單一，而係一連串的寡占均衡（oligopoly equilibrium），任何高於

競爭水準的價格均可作為壟斷標的，加以壟斷行為又涉及許多協調與執行的交易

成本，因此，「跟進原油漲價與不跟進原油跌價」的定價方式，就成為壟斷市場

最方便的焦點價格。而此一強調焦點價格的理論，最早係由 Schelling (1960) 所

提出，認為政府規範、商場默契、產業經營習慣、文化或風俗，往往會對賽局的

參與者提供了一個聚焦的共同目標，從而形成一個本諸於共同默契的一致性行

為。在一個相約於紐約的賽局，Schelling 強調男女雙方即使沒有事前約定相會的

時間地點，但，也經常得以相遇，例如：正午時分在中央車站或是帝國大廈…。 

二、（垂直因素）油公司多以垂直整合方式經營下游加油站 

各國汽油公司多以垂直整合方式經營（上游）煉製、（中游）輸配與（下游）

銷售等業務，即使對於非本身銷售體系的獨立加油站業者，亦以建議價格

（recommended prices）的方式，影響其售價，以致油公司在零售市場的獨占力

量過大。例如：荷蘭競爭局（Netherlands Competition Authority）曾指出：該國

境內各大石油公司所屬的直營加油站，在汽油零售市場占有率高達 85%16，油公

司為提高在汽油零售市場的獲利，對獨立加油站亦有甚多垂直交易限制，只要獨

立加油站以降價方式，增加市場占有率，油公司則立即提高對渠之出貨價格，從

而限制了獨立加油站的定價決策，並不利於加油站的市場競爭。17

三、（總體物價因素）個別商品（油品）價格上漲僅係反映總體物價膨脹 

依據Ball and Mankiw (1994) 的研究，當其他情形不變，如果原料成本增加

（減少），價格理當隨之上漲（下跌）。但是，現實世界中，事業調整產品價格往

往會產生許多交易成本，例如：更改價目表、調整電腦報價系統、通知下游客

                                                 
16 主要包括Shell、BP、Exxon、Texco、Elf與Q8 等石油公司。 
17 請參閱Bettendorf, L., S. A. Van der Geest and M. Varkevisser, ‘Price asymmetric in Dutch retail 
gasoline market,’ Energy Economics, (2003), p.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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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18此外，各國總體物價多呈穩定上漲，就個別商品（例如：油品）而言，

如果油品價格維持不變或隨原油成本同時、同比例漲跌，則油品相對其他物品而

言，其相對價格（relative price）已然自動下跌。 

在以上前提下，如果原油價格下跌，業者基於競爭考量，本應降低汽油價格；

而因總體物價本呈長期上漲趨勢，此時，中油或台塑仍維持原價，不相映降低汽

油價格，但，實質上，其產品價格相對整體物價已然下跌。因此，維持原價非旦

能達成實質降價目的，且能節省因為價格變動所導致的交易成本。反之，當原油

成本增加，在整體物價呈現長期上漲的趨勢下，其產品售價本應相映上漲，而成

本增加，更使其心目中理想的汽油售價較實際油價高出許多，此時，即使調高汽

油價格須支付為數甚多之交易成本，中油或台塑亦必須立即反映，從而形成各界

對油價漲多跌少的非對稱上漲印象。 

至於實際上，油價變化所呈現的非對稱型態到底是源自於壟斷因素（也就是

前述的水平與垂直因素）？或僅係反映總體物價膨脹的正常現象？則有賴執法機

關綜合相關事證，依據市場結構與產銷資料，做出妥適認定。而此至少涉及 

 寡占石油廠商涉有「獨占性定價，攫取超額利潤」，競爭法執法機關是

否應依第十條第二款或第二十四條，直接介入管制獨占性定價？或是改

由產業結構層面為著手，例如：禁止業者聯合、結合甚至拆解獨占廠商

（divestiture）？ 

 如前者較宜，執法機關應直接管制不當高油價，則第十條第二款所謂的

不當定價應如何界定？ 

 執法機關是否能精準地利用事業成本價格資料，判定超額利潤？ 

為研析上述課題，以下首先就近來中油與台塑調漲油品價格，招致輿論嚴厲

批評為出發點，探討物價本質與市場競爭間之關係；其次，則就近來美國競爭法

執法機關在處理颶風卡翠娜事件所扮演之角色，探討競爭機關與管制機關間之關

係與分工，希望能藉此釐清政府如何在兼顧市場競爭與公共利益的前提下，處理

                                                 
18 這些成本也就是經濟學上所謂的menu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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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相關問題。 

參、絕對物價與相對物價 

每當國內油價呈非對稱上漲，公平會即常遭國內輿論批評，認為公平會未能

善盡督導油價責任，導致消費者權益受損，而立法院要求公平會管制油品價格的

質詢，亦時有所聞，形成公平會施政困擾。更嚴重者，甚有消費保護團體直接表

明：「若以國民所得相較，日本國民所得是台灣二點四倍，但日本油價比我國油

價只貴了三○％、美國國民所得是台灣二點六倍，但美國油價與台灣油價差不

多，因此希望中油不要再欺騙消費者。」19依此敘述推論，日本國民所得是台灣

二點四倍，則台灣物價應為日本物價二點四分之一；台灣所得五倍於中國，則中

國物價應為台灣物價五分之一；此時，世界各國的實質所得或實質購買力（以就

是經濟發展程度）豈不皆為相等？開發中國家政府也不需推出各式經建計畫，致

力於基礎建設，只要一紙「降價」的行政命令，即可使民眾享受美日等先進國家

相同之經濟福利？ 

其實，就經濟學理而言，物價可分為：絕對物價與相對物價二種不同的概念。

前者是指整體物價的絕對水準；後者則為個別商品相對其他商品價格的高低。理

論上，依據購買力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所主張的單一價格法則 (law of 

one price)：「各國的所得未必相等；但是，可貿易財20（tradable goods）的整體

絕對價格則相差不多」。倘若台灣整體絕對物價較其他國家為高，則台灣產品的

國際競爭力必然下降，並產生貿易逆差，導致台幣貶值，從而使依照匯率換算的

台灣產品絕對價格下跌，而此一價格下跌趨勢會直到台灣絕對物價與世界絕對物

價相等為止。 

反之，個別商品的相對價格21往往因各國資源稟賦、消費習慣、生產技術、

租稅與產業結構之不同，不盡然完全相同。22而競爭政策所關切者在於：產業結

                                                 
19 請參閱http://news.yam.com/chinatimes/life/200607/20060709979375.html。 
20 可貿易財係指可以透過國際貿易，交換有無的物品。 
21 也就是個別產品價格相對整體物價的高低。 
22 例如：人口眾多但科技並不進步的國家，其初級服務（例如：按摩或幫傭）的價格必然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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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形成市場獨占力量，導致個別商品（例如：本案的油品）相對其他商品價格過

高，所肇致之壟斷利潤。至於其他因成本變化（原油價格漲跌）、季節波動（颱

風）、消費習慣或租稅改制，所導致的相對價格波動，則僅係反映市場供需波動

的必然現象，專責維護市場競爭的執法機關實不宜過度關切。而個別商品市場如

發生與市場競爭無涉因素（例如：原油價格漲跌、颱風），導致價格上漲時，執

法機關更應有風骨抗拒外界任何要求管制或處理價格上漲之壓力。依此觀之，近

來美國各界與FTC處理颶風卡翠娜事件所導致的油價上漲現象，則頗值我國借

鏡。 

肆、美國處理「非對稱油價上漲」之經驗—以颶風卡翠娜事件為例 

競爭法執法機關是否應直接介入事業價格訂定。依各國立法精神，可區分

為：英美法系與歐陸法系二類。前者強調市場競爭，並不主張維護市場競爭的主

管機關涉入事業定價行為，只要事業不涉及反托拉斯法相關之壟斷行為，競爭法

執法機關即不宜管理事業定價行為，而使執法機關極少遭逢要求干預物價之干

擾。反之，後者則多於競爭法中明定競爭法主管機關需負有調查處理獨占事業之

不當定價行為23，而我國公平法立法較偏重德國歐陸法系，相關精神明顯表現於

第十條第二款：「獨占事業不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

變更。」於此合先敘明。（相關法學上位概念與法理分析請參閱第四章） 

以下首就美國朝野處理颶風卡翠娜事件之方式為例，說明競爭法執法機關在

取締不當定價事件所扮演之角色：近年來國際原油價格高漲，使美國國內汽油平

均價格由 2002 年初之每加侖 1.10 美元漲至颶風卡翠娜 (Hurricane Katrina) 前夕

的 2.00 美元，及至卡翠娜摧毀墨西哥灣 95%原油生產及全國 13%之煉油設備，24

更使平均油價上漲超過每加侖 3 美元，部分地區甚至達到 6 美元。 

                                                                                                                                            
人口相對較少的科技先進國家。 
23 各國雖有立法明定競爭法主管機關需負有調查處理獨占事業之不當定價行為，但是，相關案

例却並不多見。 
24 該區占美國國內原油生產 29%，詳請參閱

http://chronicle.augusta.com/stories/090705/hur_W07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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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烈的油價上漲嚴重影響國民生計25，以致各界呼籲政府立法管制惡意油價

上漲 (gasoline price gouging) 之聲四起，例如：參院於 2005 年舉行之聽證會曾

邀集各大石油公司負責人、FTC主委、與三位州檢查總長討論有關惡意油價上

漲，席間三位州檢查總長均力主聯邦宜規範油價上漲。但是，英美法系崇尚市場

機能的觀念，卻使各界管制油價的主張，極少針對聯邦交易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以下簡稱FTC)；國會議員問政26或是輿論看法27尚能接受：除非石

油公司涉及反托拉斯法或市場壟斷等行為，FTC不宜以任何形式管制油價，即使

油價上漲嚴重影響人民日常生活，政府亦宜以特別立法方式，交由特定的管制機

構負責油價管制，而不宜由負責維護市場競爭的FTC管制油品價格，例如：國會

針對惡意油價上漲，所提出的Cantwell-Feinstein法案，其要旨即包括： 

1. 成立州級的管制機構，負責管制油價在零售階段的不當上漲。 

2. 要求 FTC 加強監視年收入超出 5 億美元的石油公司。 

3. 對油價的不當上漲課以聯邦行政罰或刑罰。 

4. 禁止人為操控油品市場產銷與價格。 

5. 促進油品市場資訊透明。 

6. 加強研究油品市場產銷。 

在以上整體策略之下，美國反托拉斯法之執法立場，基本上，係基於尊重市

場價格機制之原則，不直接介入獨占性定價之管制，並將執法重點置於較根本的

結構面因素，例如：禁止業者聯合、結合甚至拆解獨占廠商。 

雖然，國會曾於 2006 會計年度對FTC撥款立法第 632 條款（Section 632 of the 

Commission’s appropriations legislation for fiscal 2006）中，規定FTC需針對颶風過

後的油價上漲現象，進行全國性的調查工作，並限定於 180 日內完成。此外，國

會並明定：在颶風受難災區，只要風災後（2005 年 9 月）的油品價格高於風災

                                                 
25 美國地廣人稀，汽油為絕對民生用品。 
26 KFOR電台國會山莊報導，

http://www.kfor.com/global/story.asp?s=3814366&ClientType=Printable。 
27 http://abcnews.go.com/Politics/wireStory?id=1102688&CMP=OTC-RSSFeeds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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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005 年 8 月）的油品價格，即視為惡意油價上漲。但是，FTC其後所完成的

調查報告—“Investigation of Gasoline Price Manipulation and Post-Katrina Gasoline 

Price Increases”28，卻表明 632 條款的立法，非但不具可行性，更不利於市場競

爭與消費者利益，解決油價上漲最佳之道，仍在於尊重價格機能，透過市場供需

調整，方能致之。 

FTC 並指出：在颶風肆虐期間，美國石油公司的產銷與庫存均屬正常，並未

涉有操縱油價或壟斷情事。此外，依據國會通過對惡意油價上漲的定義，只有

15 件油價上漲符合該定義。但是，FTC 也指出：這些油價上漲只是反映各地域

性正常的市場供需，並未涉有人為操縱情事。 

伍、國內油價管制研析（一） 

美國地廣人稀，車輛普及率極高，汽油價格上漲對民眾生活衝擊，遠較我國

為高，加以前章第四節資料針對本波油價上漲所作之分析亦顯示：近來我國油品

價格的漲跌，基本上亦僅係反映國際油價的波動，且國內汽油價相對原油價比例

更由自由化前之 5.40 降至自由化後之 3.34；更何況中油與台塑於 2004 年經公平

會處分以事前公告價格調整的方式壟斷市場後，最近均改為以事後宣告的方式進

行漲價作業。依此觀之，短期內，公平會應無處理油品價格上漲之必要性。然由

於每逢油價上漲，國內輿論迭有要求公平會平抑油價之請。準此，以下仍以經濟

分析的觀點，針對美國管制惡意油價上漲的理念與做法，做一分析，希借鏡他山

之石，有助於我國油品市場相關競爭政策之釐清。 

一、 管制油價政策首先即涉及gasoline price gouging的定義，到底何謂惡意上

漲？漲幅需達多少才算惡意？依據著名的專欄作家Thomas Sowell的見解

29，惡意油價上漲一詞，係為一極具情緒性字眼，本身不具任何定義，例如：

堪薩斯州試圖立法，定義惡意上漲為漲幅超出 25%之油價上漲；喬治亞州

                                                 
28 請參閱

http://www.ftc.gov/reports/060518PublicGasolinePricesInvestigationReportFinal.pdf#search='Investiga
tion%20of%20Gasoline%20Price%20Manipulation%20and%20PostKatrina%20Gasoline%20Price%2
0Increases' 
29 詳請參閱Sowell, T., (2005), “Define gasoline price gouging”, Capital Magazine, Nov.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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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認為只要全州進入戒嚴狀態，任何油價上漲均視為惡意上漲。但是，眾

所週知，依據經濟學基本理念，只要價格由供需雙方共同決定，交易出自

雙方自願，不涉及欺罔、利誘與脅迫，則任何幅度的價格上漲均屬合宜。

Sowell並指出：惡意油價上漲名詞本身的定義，即代表政府必需採取價格上

限 (price cap) 以平抑油價。而自本世紀以來，只要油價上漲美國政府或國

會必定會提出各類油價監控措施，但是，油價上漲只是反映供給短缺，管

制油價並未能真正有效地解決原油短缺，倒是油價上漲本身卻可誘使原本

應供應西歐或日本的油源轉向美國，使美國國內油源供給增加，從而解決

短缺問題。管制本身只是使得美國國內油源轉向西歐與日本，使供給短缺

問題進一步惡化，甚至導致黑市出現。 

    我國情形亦同：近年來國際原油價格高漲，政府雖未限制油品價格，

僅以柔性方式，勸導中油減少漲幅，但仍使我國汽油價格低於鄰近國家30（請

參閱圖 3-1）。而中油現階段為一國營事業，以減少漲幅的方式反映原油價

格上漲僅會導致中油虧損，不致減少國內油源供給。但，台塑為一利潤導

向之民營公司，柔性限價僅會誘使該公司將油品外銷至利潤較高區域。例

如：近年來，民營的台塑公司油品出口由 2003 年之千公秉，大幅擴增至 2004

年之 15,238 千公秉與 2005 年之 17,512 千公秉，年增率分別達 33%與 15%，

而使 2005 年台塑汽（柴）油出口比重高達 55%（83%）。 

                                                 
30 請參閱前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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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1: 中華民國與鄰近國家無鉛汽油月平均含稅價格比較趨勢圖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系統 

 

二、 界定油品價格不當上漲，需要仰賴大量時間數列及橫斷面的市場供需資訊

（特別是業界的成本資料）。但是，競爭法執法機關於市場資料之取得相對

於受調查業者，先天上即處於弱勢之地位。按公平會承辦人平均需負責甚

多產業，備多力分；而業者則終日浸淫於本身所從事之行業，對於產業或

事業內部產銷資料之瞭解鉅細靡遺，故就統計學上之先驗地位而言，雙方

於資訊取得上，原本即具不對稱地位，況且公平會或政府其他能源主管機

關所引用之資料，本即由業者提供，而業者為避免競爭法之規範，刻意提

供虛偽或經過修飾之資料，更屬難以避免之勢。此一執法之困難情形，放

諸四海皆然，也就是產業經濟學中所謂的不可分定理（indistinguishable 

theorem），而其不可分性之名，則係來自執法機關因無法掌握確實市場資

料，以致無法區分產業實際上之價格訂定與產出供給，究係獨寡占廠商在

正常競爭狀況下，所決定之正常數值，抑或係獨寡占廠商濫用獨占力量或

在聯合壟斷下，所決定之獨占數值，以致產生誤判。Ma (2006) 曾利用p-to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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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分析政府於 1970 年代對麵粉業所採行之限價措施，按當時政府為平抑

麵粉價格，曾責成經濟部與農委會訂定麵粉平準價（也就是麵粉價格上

限），並視國際小麥行情與業者經營成本，機動調整平準價格，而業者也都

按平準價出售產品，以致業者實際麵粉售價恆等於價格上限。 

    理論上，政府制定之價格上限 (price ceilings) 應低於業者在沒有限價

情形下之正常價格，如此限價措施方能發揮平抑物價的功效。但實證結果

顯示：在多數期間，價格上限竟高於業者在沒有限價，透過市場競爭所決

定的正常價格，限價非但沒有發揮平抑麵粉價格的效果，過高的上限反而

成為業者聯合訂定壟斷價格的焦點價格。也就是，在沒有限價的情形，業

者透過市場競爭，可能每公斤麵粉批售價格僅為 10 元。而當政府規定價格

上限，要求售價不得逾越 12 元時，業者即可不需透過任何協調與聯繫等公

開聯合機制，只需透過政府所發布過高的限價上限（高於正常售價），一致

地將價格提高到法定上限，達到壟斷市場之合意。 

    而政府為平抑物價所訂定之價格上限，本應低於上限不存在時，業者

透過市場競爭所各自決定之正常售價，如此方能建立一個有限制效果的價

格上限 (binding price ceilings)，但因政府資訊不足，其所能掌握相關的成本

資料多來自受管制事業，業者為爭取較高的產品售價，以提高利潤，自然

會刻意對成本灌水，刻意高估的成本資料，造成主管機關的誤判，以致價

格上限反高於市場競爭所決定之正常售價，成為業者聯合壟斷的標的。而

這也就是賽局理論中著名的焦點理論。31此類情形證諸國外文獻屢見不鮮，

特別是各國政府對信用卡利率所規定之利率上限，被銀行利用為壟斷市場

的焦點價格，是金融市場管制干擾市場競爭最常見的例證。32 

陸、國內油價管制研析（二） 

總之，油價管制本身即相當程度地妨礙市場競爭，而競爭法執法機關先天任

                                                 
31 有關焦點理論，請參閱本節第貳小節：業者自訂油價產生的問題。  
32 請參閱Knittel, C. R. and V. Stango, Price ceilings as focal points for tacit collusion: evidence from 
credit car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pp. 1703-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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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在於維護市場競爭，此時交由維護市場競爭的機關負責干預市場競爭的任務本

身即有矛盾之處。雖然各國競爭法對執法機關應否介入獨占性定價管制之立場，

因其立法原則之不同而有異，例如：前述美國法認為商品價格之高低洵屬廠商績

效之反映，因此基於尊重市場價格機制之原則，不應直接介入獨占性定價之管

制；反之，歐陸競爭法制在將獨占性定價定位為獨占事業「榨取性濫用」之理念

下，認為在市場失靈之際，不應放任獨占事業不當的任意剝奪交易相對人之利

益，因此在一定條件下，競爭法容有介入規範之必要。 

但無論如何，執法機關透過產業結構的調整，例如：協調管制機關，減少油

品進口障礙；嚴格審查石油公司結合；加強取締聯合定價；甚至拆解市場力量過

大的獨占事業等，均係解決市場失靈之道。更何況，我國石油管理法第 21 條規

定，管制機關—經濟部應訂定緊急時期石油處置辦法，並於緊急時期管制油品價

格與產銷。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施政重點似應包括：協調管制機關進行油品市

場結構面的調整，且隨著台塑的逐漸壯大及中油民營化的漸次開展，我國油品市

場勢必將邁入雙占結構的成熟期，形成二大石油公司共同獨占油品市場之隱憂。

以產業結構的角度觀察，公平會認為本案關鍵因素還是在於石油管理法第 24 條

石油安全存量規定妨礙了油品進口，從而導致兩大石油公司在封閉的國內市場形

成限制競爭的潛在威脅；33此外，當時公平會王文宇委員針對本案所為之協同意

見書亦主張：政府實應徹底貫徹自由化政策，全面檢討放寬安全存量規定，使油

品市場成為一個可競爭市場 (contestable markets)。34

而此一可競爭市場的定義：油品市場即使中油與台塑二家寡占事業，以致市

場集中度甚高。但是，只要安全存量規定放寬，使進口油品有可能進入國內市場

（雖然，沒有實際的進口），潛在的市場進入壓力仍足以限制中油與台塑的市場

                                                 
33 此一安全存量規定實已構成顯著的進入障礙，即使埃索 (ESSO) 等國際知名品牌，亦無法進

入台灣市場。參閱行政院公平會（93）公處字第 093102 號處分書，載於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公報，第 13 卷第 11 期，（2004）, p. 939。 
34 請參閱公平會公報，第 13 卷第 11 期，（2004）, p.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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壟斷力量，而市場上亦不會存在任何形式的聯合。35按自 1980 年代Baumol提出

可競爭市場理論以來，解除市場進入障礙，利用市場可能進入者之潛在競爭壓

力，迫使獨占事業無法濫用市場優勢地位，從而使市場歸於完全競爭，已成為各

界共識並深切影響歐美各國之反托拉斯政策。以美國為例，1985 年法官

Easterbrook即主張獨占事業應具有能力長期維持其獨占地位；而市場進入障礙則

是其長期維持獨占地位之主要來源，倘市場進入障礙不足以使其獨占地位得以長

久維持，該事業即不具備任何壟斷或掠奪市場之意願與能力。而此一主張在同質

性甚高之商品（油品市場）尤為適用。蓋因同質性商品市場內，各事業產品規格

整齊劃一，彼此間之替代性極高，且參與事業之生產成本及市場需求亦均大致相

同，只要市場存有些許超額利潤，即會引起新進者大舉進入市場，而使市場處於

充分競爭狀態。故就市場表象而言，雖然國內僅有中油與台塑二家事業獨占油品

市場，短期內，也不可能有新的煉油厰出現。但是，潛在的進口壓力，仍可迫使

既有事業不具備任何壟斷市場之能力。 

第三節 結合 

近十年來，油品產業因受生產技術與市場交易環境變遷影響，生產所需之最

低經濟規模大幅擴增，使多數油公司之營運展現規模報酬遞增特性，亦即生產規

模愈大，成本愈低，競爭力愈強，從而導致油品企業經營規模大幅擴張及全球性

的併購風潮，致使油品市場競爭環境產生基本性變遷。至於規模報酬遞增之原

因，則涉及各項生產技術、交易環境變遷與及解除管制等因素影響，謹略述如次： 

一、 科技創新使油品各項生產過程（包括：原油探勘、採取、煉製、配銷與運

送）專業化程度提高，各單項製程所需之生產規模與研發支出隨之擴大，

以往跨足各項生產過程的垂直整合方式反不利於經營效率36，使油公司之經

營方針轉向水平結合，並以併購方式追求各單項製程生產規模之擴大。 

                                                 
35 詳請參閱Baumol, W., “Contestable market: an uprising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2), pp. 1-15。 
36 詳請參閱美國FTC委員William Kovacic，(Feb. 1, 2006), p. 3，Petroleum Industry Consolidation，

參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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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國對市場管制之陸續放寬及金融創新之結果，使全球石油現貨與期貨市

場快速發展，減少油公司透過市場交易取得原油之風險，油品生產者不需

遠赴海外探勘與採取原油，即可透過現貨或期貨市場取得原料，因此，得

以專業於與本業有關之汽油煉製與石化原料摻配。 

三、 解除管制與金融創新導致全球資本市場日益擴大及衍生性金融商品大量出

現，因而提升油公司籌募資金能力，有助於併購資金之取得。 

以上趨勢均有助於石油生產的專業化與生產規模的不斷擴大，而導致油公司

透過併購措施，擴大生產規模。此一論點反映於反托拉斯法上的議題，即為各石

油公司莫不透過水平結合，擴大生產規模，以維持競爭優勢。以美國為例，自

1990 年代以來，石油公司的結合案即快速增加，且為數甚高比例的案件均遭美

國FTC的關切、另為附加條件或負擔、甚至拆解（divestiture）37。詳請參閱附錄。

而該會所屬之競爭局（Bureau of Competition）自 1990 年代後期以來，平均每年

約有四分之一的公務預算係用於對能源產業的調查業務之上，顯見石油公司結合

案數量之多與影響之大。 

反之，與石油公司相關之聯合案件自同期以來，卻急遽減少。自 2000 年以

來，各項聯合檢舉案因查無具體事證，多不成立，例如：加州最高法院於 1996

年裁定石油公司聯合漲價案不成立；FTC於 2000 年判定中西部石油公司聯合行

銷案不成立；而FTC於 1996 年針對石油市場價格成本所為之全面調查亦未發現

有任何壟斷行為。38

 

第四節 聯合 

目前我國油品市場係呈現中油 （市場占有率 70%） 與台塑（市場占有率

30%）的寡占局面。在此一產業結構下，由於事業家數太少，默契極易形成，雙

                                                 
37 亦即FTC要求結合主體必須處分某部分資產或營業，方准予結合。 
38 詳請參Verleger P. and Jr. P. K. Verleger, “Comperition in the petroleum industry,” Conference on 
Factors that Affects Prices of Refined Petroleum Product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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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利用彼此之間的依賴關係，不需藉諸公開溝通方式，即能形成壟斷市場的合

意。例如：公平會即曾調查中油與台塑的汽油定價行為，並於 2004 年認定該二

事業以事前公開方式傳遞調價資訊之意思聯絡，形成同步與同幅的調價行為，違

反公平法第 14 條，要求被處分人立即停止該項行為。由於公平會在本案查無任

何具體的契約與協議，而係以該二石油公司以事前發布調價資訊之意思聯絡，涉

有聯合壟斷市場行為，屬於一致性行為 (concerted action) 或是經濟學上所謂的

默契性聯合壟斷 (tacit collusion)。 

在高度寡占的產業結構下，由於廠商家數過少，任何單一廠商的定價或產出

決策，均會對其他廠商的利潤造成影響，因此，一致性行為的內涵並不在於其獨

特的合意方式，而是在於其合意係在此一特定的產業結構下，廠商透過共同的利

害關係，形成一種默契上的合作關係，並最終表現於市場競爭的減損之上；如果

執法者未能將其對市場競爭的影響列入考慮，執法過程恐會流於偏差。又因為一

致性行為不具公開書面協定，公平會對中油台塑案的處分依據，主要在於事前公

告價格等間接證據的掌握。但依據學者的看法，引用間接證據處理一致性行為，

必須考慮該行為對市場競爭之影響，並分析參與事業的經濟誘因39，因此，運用

間接證據證明合意之存在，主要是一個經濟分析的問題，40必須全盤掌握油品市

場的產銷供需，透過嚴謹的經濟分析，方能夠對中油與台塑合意的本質及其對市

場競爭的影響，能有進一步的了解。 

一、中油與台塑之調價模式 

依前章所述，國內油品公司為反映國際油價上漲推高營運成本，所為之價格

調整，本屬事業正常的營運行為，政府亦應本於自由化精神，不予干涉。但是，

依公平會調查，中油與台塑自 2002 年 4 月至 2004 年 9 月間共 20 次「同步」並

                                                 
39 請參閱陳坤銘與翁偉任，「寡占市場廠商價格跟隨行為規範之研究」，第 11 屆競爭政策與公交

易法研討會論文集，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2004)，pp. 45-70。 
40 請參閱Baker J., “Identifying horizontal price-fixing in the electronic marketplace”, Antitrust Law 
Journal, (1996),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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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幅」調整國內 92 及 95 無鉛汽油及高級柴油批售價格，其調價模式概為：41

1. 發動調價者，透過媒體傳播預先披露調價訊息，並偵測競爭對手反應及交換

重要調價資訊。 

2. 競爭對手第一時間快速跟進，則調價時點、幅度均相同。 

3. 競爭對手快速反應不跟進，價格發動者即修正或撤回原調價資訊。 

4. 前揭公開預告方式之操作，促使雙方歷次調價均呈現一致性之客觀結果。 

二、執法見解 

中油與台塑事前公告價格，基本上，是為了要促進市場資訊「極度」流通，

使寡占事業能深切瞭解彼此之間利害與共的相互依存關係，並透過追求利潤極大

化的誘因，有意地建立起默契上的合作關係，以達成壟斷市場的合意。雖然此一

合意並未形成文字上的契約或協議，但公告價格資訊行為卻足已成為間接證據，

證明一致性行為的成立。 

實務上，寡占事業經營最重要的競爭壓力是來自其單方面漲價，但是，競爭

對手卻未跟漲，以致造成市場流失的困境，而交換價格資訊就是去除此一競爭壓

力最有效的機制，其原因在於：如果競爭對手不跟進漲價，渠可迅速知曉並立即

將價格調降為原先水準，不致造成客源的流失；反之，如對手跟進漲價，則兩造

同蒙其利，而公平會的推論就是建立在此一利害與共的共生關係上，而此一關

係，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二階段賽局，其邏輯如下： 

如果兩造都有事前公告調價訊息的默契，則任何一方產品售價有所改變，將

會「立即」被對手知曉，因此，某家產品漲價後，對手是否跟進的資訊，該漲價

事業也會立即知曉。而以上市場資訊的流通與否，就是一致性行為成敗的關鍵所

在。按中油如欲將售價由原每公升 18 元漲價至 25 元的壟斷價格，雖然可能面臨

台塑是否跟進的風險。但是，只要市場資訊透明，中油可以立即知曉台塑是否跟

進漲價，如台塑不漲，中油會立即將價格調回原價，而不會遭致客戶流失的損失。 

                                                 
41 參閱行政院公平會（93）公處字第 093102 號處分書，載於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報，第 13
卷第 11 期，（2004）, pp. 93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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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二階段賽局中，第一階段漲價與否的決策權在於中油，第二階段跟進

與否的決策權則在於台塑。由於子賽局完美性 (subgame perfection) 須以倒推法 

(backward induction)，先由第二階段求解，因此，就台塑而言，如果不跟進漲價，

僅能有一段極短的時間能夠獲取 100%的市場占有率，其原因在於中油如果發現

台塑沒有跟進漲價，中油會立即回降價格；反之，如果跟進漲價，在市場結構不

變的前提之下，其將可永遠取得一半的獨占利潤，因此，台塑必將跟進漲價。而

在第一階段的中油知道台塑必然跟隨漲價，因此，也會主動將價格調至獨占價格

每公升 25 元，一致性行為於焉形成，而且不需要透過任何公開的會議或是書面

的協定，所恃者僅係市場價格資訊的極度流通。 

在非合作的古諾數量賽局中，市場價格調漲僅只意味著市場買賣雙方反應供

給面成本的增加或需求面景氣的活絡，而使市場由某一靜態均衡移至另外一個靜

態均衡；但是，馬泰成 (2005) 認為在默契性聯合行為中，漲價的事先聲明，卻

有助於形成漲價的事前合意，只要任何一家廠商事前發布漲價訊息，並為其他廠

商預留一段漲價規劃時間，則所有廠商均會跟進，而使價格領導者不限於只有大

廠可以擔任，任何廠商均可成為一個潛在的漲價領導者。42按國內油品市場自由

化後，油價公式已不適用，中油或台塑對於其交易對手—民營加油站的批售牌

價，其實僅具參考性質，實際售油價格則因折讓因素，每家加油站均有不同；再

加上油公司的交易對手為加油站，並非消費者，消費者實際的購油價格還是決定

於加油站市場的價格競爭。因此，油公司就牌價調整發布新聞，實在不具任何提

昇效率的意義。此時，如果油公司每次調整牌價的資訊，事前均透過媒體報導成

                                                 
42 為證明此一立論的正確性，他引述MacLeod (1985) 的模型，說明在一個寡占市場中，雖然廠

商並不知道彼此的利潤函數，但是，廠商卻能夠預先宣告下期價格的變化，並可察知對手對他所

宣告價格的反應。此時，廠商j對其競爭對手（也就是廠商i）所宣告價格變化的反應，如果能夠

滿足若干基本條件42，則在這個傳訊的重複賽局 (signaling repeated game) 中，所有廠商會採取

一個默契性的合作關係，也就是廠商j對於廠商i價格變化的反應為採取相同方向與比例的變化
42。MacLeod證明在該賽局中，均衡價格會介於獨占價格與非合作賽局的納許均衡價格之間，而

此一均衡價格的成立係因：只要相同幅度的價格上漲可使所有廠商利潤增加，則會有一連串的價

格上漲，一直到有任一廠商因利潤無法增加，不再跟漲為止。而此一均衡價格之所以能出現，則

係因廠商會默契性地與對方採取相同幅度價格上漲的反應函數，促成了一致性預期 (consistent 
expectations) 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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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眾所週知的新聞，按照Novshek and Sonnenschein (1982) 的說法，事前公告價

格調整的意圖，似乎也只有默契性聯合才可以解釋。 

在以上概念下，中油與台塑以事前、公開方式傳遞調價資訊的主要目的就是

希望能塑造一個透明化的價格資訊環境，使競爭對手能夠立即得知本身的調價動

作並採取跟進的做法，從而促使雙方價格同時調漲且漲幅一致的一致性行為。而

該等行為隨著台塑的逐漸壯大及中油民營化的漸次開展，恐更值憂慮，因此，如

何未雨綢繆，預謀因應之道，分別由產業結構的改善與個案的執法，使油品市場

成為一個可競爭市場，恐係相關機關施政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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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國競爭法及特別法對於油品市場之管制 

 

第一節 對不當高油價之管制 

油品為重要之能源物資，乃現代國家工業發展及交通運輸等日常生活所不可

或缺，因此當油品價格大幅高漲之際，如何減緩其對經濟成長及民生物資造成之

衝擊，莫不為各國政府謹慎因應之課題。大體言之，油品價格大幅高漲之原因，

倘係由於國際原油價格持續走高或油源供應短缺所致者，此時政府當局即應考慮

採行租稅優惠、補貼政策、釋出戰備儲油等相關措施43；此外，高油價之現象，

若係導源於國內油品市場結構或人為囤積油品、哄抬油價等因素者，若干國家亦

有藉由競爭法或石油相關特別法，予以介入規範。 

所謂油品市場結構形成高油價之現象，最為直接之原因，乃係油品市場存在

著獨占或寡占之石油廠商，由於其處於無競爭或具有壓倒性競爭地位之狀態，因

此 得 以 不 受 市 場 價 格 競 爭 機 制 之 約 束 ， 任 意 實 施 油 品 之 「 獨 占 性 定 價 」

（monopolistic pricing），藉此攫取「超額利潤」（exploitative profit）44。然而，

各國競爭法對此獨占性定價應否介入管制之立場，因其立法原則係採美國反托拉

斯法系，抑或德國、歐洲共同體等歐陸競爭法系之不同，即呈現出相異其趣之規

範意旨45。簡言之，美國反托拉斯法之立場，認為商品價格之高低洵屬廠商績效

之反映，因此基於尊重市場價格機制之原則，不應直接介入獨占性定價之管制；

相對之，歐陸競爭法制在將獨占性定價定位為獨占事業「榨取性濫用」

                                                 
43 有關高油價之因應政策，參見「油價上漲對兩岸及全球經濟之影響與因應之道研討會會議實

錄」，中華經濟研究院，（2005）。 
44 有關此獨占性定價問題之分析，吳秀明教授於「獨占性定價與市場績效管制」一文作有深入

探討，收錄於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2004），pp.177-271。 
45 例如，日本在二大戰戰敗後，受美國等盟軍託管之影響，其於昭和 22（1947）年頒布之「獨

占禁止法」，其中第 3 條前段及第 2 條第 5 項有關私的獨占之禁止規定（事業不得以單獨或結合

之方法，支配或排除他事業之營業活動，致違反公共利益，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即係

參照美國休曼法第 2 條有關獨占之規定，對於獨占性定價並未介入規範。相對之，我國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及韓國「公正去來法」第 3 條第 1 款等規定，則係繼受於歐陸競爭法制，對於獨占

性定價，均將其定位為獨占濫用行為而加以禁止。有關各國獨占規定之比較，參見伊従寛ほか，

ＡＰＥＣ諸国における競争政策と経済発展，中央大学出版部（2002），p.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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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ative abuse; Ausbeutungsmißbrauch）之理念下，認為在市場失靈之際，

不應放任獨占事業不當的任意剝奪交易相對人之利益，因此在一定條件下，競爭

法容有介入規範之必要。 

至於人為囤積油品、哄抬油價問題之因應對策，由於相關行為乃出於異常時

期油品廠商之投機心理因素所致，嚴格言之，其無涉市場結構因素，性質上亦與

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行為之不當性有別，因此外國競爭法咸未介入規範。例

如，日本政府於 1973 年面臨第一次石油能源危機之際，旋於當年制定之石油相

關特別法，即賦予石油相關物資之主管機關—通商產業省（相當於我國之經濟

部），實施一連串防止囤積物資、哄抬物價之因應措施。 

基上所述，以下即分別探討歐陸競爭法制及日本石油相關特別法對於不當高

油價之管制原理及相關措施，俾供我國政府於因應高油價問題之參考。 

壹、競爭法對獨占性定價之管制 

一、獨占事業之認定 

（一）獨占事業之定義 

於探討獨占性定價管制之前提，對於行為主體之獨占事業，即有先予界定之

必要。有關獨占事業之概念，在歐陸競爭法上稱為擁有「市場控制地位」（dominant 

position; marktbeherrschende Stellung）之企業；其定義，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以下簡稱「GWB」）第 19 條第 2 項

如是規定：「本法所稱市場控制地位之企業，係指特定種類之商品或服務之供給

者或需求者，其符合下列要件之一者： 

1.處於無競爭者，或未有實質的競爭狀態 

2.擁有較其他競爭者優越的市場地位。該優越的市場地位之認定，應考量其

市場占有率、財力、其對採購或銷售市場之進出、與其他企業之連結關係、對其

他企業進入該市場之法律或事實上之障礙、改變對其他商品或服務之供給或需求

能力、本法適用範圍內或適用範圍外有關企業之事實上或潛在之競爭力，以及其

交易相對人有無更易交易對象為其他企業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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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或二家以上之企業，就特定種類之商品或服務，相互間無實質競爭之存

在，且該等事業整體符合前段之要件者，亦為市場控制地位之企業。」 

分析上揭定義規定，同條項前段規定之獨占態樣，係指由單一企業擁有「單

獨的市場控制」（Einzelmarktbeherrschung）地位；至於同條項後段規定，則係

將 複 數 企 業 一 體 視 為 獨 占 ， 即 所 謂 「 共 同 的 市 場 控 制 」 （ gemeinsame 

Marktbeherrschung），或稱「寡占的市場控制」（Oligopol-Marktbeherrschung）地

位。 

首先，就單獨的市場控制地位而言，其於同條項前段第一款規定內，尚包含

該企業處於「無競爭者」、「未有實質的競爭」等二態樣，此於學理上分別稱之

為「完全獨占」（Vollmonopol）、「準獨占」（Quasi-Monopol）。在完全獨占之市

場上，由於僅有一家企業而無競爭者之存在，因此認定該企業具備獨占之地位，

甚為明確。相對之下，實務在認定準獨占之企業是否處於未有實質的競爭狀態，

則須經由「市場行動基準」（Marktverhaltenstest）之觀察，確認該企業得不受市

場競爭機制之牽制，亦即毋庸考慮競爭者或顧客之反應而得任意實施營業活動

者，始足當之46。 

其 次 ， 同 條 項 前 段 第 2 款 規 定 之 「 優 越 的 市 場 地 位 」 （ überragende 

Marktstellung），乃係基於準獨占概念所擴張衍生而出，具有作為認定獨占事業

最低門檻之指標功能。在認定涉案企業是否擁有優越的市場地位，除考量同款所

列市場占有率（Marktanteil）、財務能力（Finanzkraft）、進入採購或銷售市場之

管道（Zugang）、與他事業之關聯（Verflechtungen）、他事業參進市場之法律或

事實的限制、該事業將其供給或需求轉換為其他商品或服務之能力、相對人變更

與他事業交易之可能性、本法適用範圍內外之企業實際或潛在的競爭等各項要素

外，於實務認定之際，尚須斟酌其他相關之市場因素，即採行所謂的綜合觀察法

（Gesamtbetrachtungsweise），審視該企業於決定競爭手段之際，是否擁有優越

的或片面的（einseitige）自由行動空間（überragender Verhaltensspielraum），據以

                                                 
46 WuW/E BGH 1435 (Vitamin-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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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之47。 

再者，有關寡占的市場控制地位之認定，則須具備同條項後段所列之內部關

係（Innenverhältnis）及外部關係（Außenverhältnis）等二要件。所謂內部關係之

要件，係指該等寡占企業不存在有實質的競爭關係，此通常係藉由該等企業呈現

出同步且同幅之漲價等協調行為，據以認定之48；至於外部關係要件，則為該等

寡占企業合一的（in ihrer Gesamtheit）具備同條項前段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要

件。一般而言，此外部關係呈現出完全獨占、準獨占或優越的市場地位之現象，

乃係源於內部關係互不競爭之結果；反之，倘外部關係係處於市場競爭之環境

下，其反映至內部關係之結果，將導致該寡占企業集團之瓦解49。 

相對於上述 GWB 之獨占定義規定，歐洲共同體條約（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以下簡稱「EC 條約」）第 82 條雖亦訂有市場控制地位

之濫用禁止規定，惟該條條文並未就此市場控制地位之概念加以定義，因此相關

意涵則須委由執委會及歐洲法院予以補充。 

執委會首先於 1972 年之Continental Can一案50，揭示市場控制地位之定義

為：該企業於決定商品之價格或產銷數量之際，具有毋庸顧慮競爭者、購買者或

供給者反應之獨立行動能力。嗣於 1978 年之United Brands一案51，執委會及歐洲

法院均將市場控制地位定義為：企業享有一經濟強勢狀態，使該企業對其競爭

者、顧客及最終消費者具備一可察覺程度（appreciable extent）的獨立行動力，

並且得於相關市場中阻礙有效競爭之繼續維持。 

上揭 1972 年 Continental Can 一案之定義，將市場控制地位定位為企業擁有

「獨立行動力與價格決定力」，顯然偏向於經濟學上獨占之概念；相對之，1978

年 United Brands 一案之定義，則係將其建構於企業具備「獨立行動力與競爭阻

礙力」，顯示實務執法之重心在於市場競爭秩序之維護。 

                                                 
47 BGHZ 68, 23, 28ff. 
48 Begründung, BT-Drucks. VI/2520, S. 23. 
49 Möschel/Immenga/Mestmäcker, GWB Kommentar, 2. Aufl., 1992, S. 792. 
50 Continental Can, JO 1972 L7/2, [1972] CMLR D 11. 
51 United Brands v. Commission, [1978] ECR 207 ; [1978] 1 CMLR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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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EC條約第 82 條之條文內容以觀，得具備市場控制地位之主體為一家或

二家以上之企業（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of a dominant position），因此在EC共

同市場上，亦可能存在有複數企業共有市場控制地位（a jointly held dominant 

position;或稱集合的市場控制: collective dominance）之型態。至於該共有市場支

配地位之概念，執委會及歐洲法院認為，乃係特定市場上獨立的複數經濟主體，

在營業活動上呈現緊密的一致現象52，即相互間由於形成控制地位之經濟性連結

（economic links），致得將該等企業視為一共同主體（a collective entity）53。 

（二）獨占事業之推定 

    如上所述，GWB 第 19 條第 2 項雖然訂有獨占事業之定義規定，惟因其中諸

多不確定法律概念之用語，究難免發生認定之疑義。有鑑於此，GWB 於 1973

年第二次修法之際，即於同條第 3 項增設如是獨占事業之推定規定：「一企業擁

有三分之一以上之市場占有率者，推定其具有市場支配地位。數個企業整體具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亦視同具有市場支配地位： 

1.三家或三家以下之企業，其市場占有率合計超過百分之五十者；或 

2.五家或五家以下之企業，其市場占有率合計超過三分之二者； 

但，企業整體若能證明，競爭關係所需之要件確實存在，或有可預期之競

爭存在；或與正常之競爭關係比較，該企業整體並不擁有異常之市場支配

地位者，不在此限。」 

上述規定中所謂「推定」（vermuten）一語，究具有如何之效力？其於立法

過程中，曾引發熱烈之討論。依據聯邦議會法務委員會之意見，本項之推定，僅

係促使卡特爾署發動職權調查之著手要件（Aufgreiftatbestärde），此與法律一般

所謂推定之效力不同54；換言之，縱使涉案企業符合本項之推定要件，卡特爾署

仍須進一步確認其是否合致同條第 2 項規定之「未有實質的競爭」或「優越的市

場地位」等要件。另依同議會經濟委員會之意見，本項之推定，應有強於發動職

                                                 
52 Suiker Unie ,OJ 1973 L140/17. 
53 Compagnie Maritime Belge Transports v. Commission, [2000] ECRⅠ−1365. 
54 Begründung, BT-Drucks. 7/765, 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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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調查之效力；亦即符合本項推定要件之企業，倘其未能提出反證，或提出之反

證未被採信者，卡特爾署即得認定涉案企業具備市場控制地位55。 

至於聯邦最高法院之見解，認為符合本項推定要件之企業，其是否具備同條

第 2 項規定之各相關要件，或就該企業提出否認其具有市場控制地位之反證等事

實，卡特爾署仍負有調查之義務；惟綜合各項調查之結果，即使相關市場是否存

在有市場控制之情事陷於不明，卡特爾署仍得認定該涉案企業具有市場控制地位

56。本項推定規定，在實務如此之運作下，卡特爾署形式上雖負有舉證之義務，

然卡特爾署未能獲得心證之不利益，實際上仍歸由涉案企業負擔。 

另EC條約第 82 條，雖未設有類似市場控制地位之推定規定，然其實務運作，

仍係以市場占有率為主要之認定依據。例如前揭 1978 年之United Brands一案，

歐洲法院主要依據涉案商品擁有 40%至 50%之市場占有率，且衡量該市場占有

率為其最大競爭對手之二倍，爰認定該涉案企業具有市場控制地位。此外，於

1979 年之Hoffman-La Roche一案57，歐洲法院再次強調：「市場控制地位通常係

由諸多因素所形成，難謂其中單一因素具有絕對之影響力；惟其中最為重要之因

素者，即為高度的市場占有率」58。 

大體上而言，有關歐洲法院對於市場控制地位之認定基準，通常涉案企業擁

有 40%占有率者，將有被認定之可能性；擁有 40%至 50%之市場占有率，再衡

量其與競爭對手之差距，即有高度被認定之可能性；擁有超過 50%之市場占有率

者，則有極高之被認定可能性。 

二、榨取性濫用之管制原理 

依據上述獨占事業之定義，具有市場控制地位之企業，得不受市場競爭機制

之牽制，即毋庸顧慮競爭者或顧客之反應而任意決定商品之價格或產銷數量。因

此，基於防弊主義之立法原則，GWB 先於第 19 條第 1 項明文禁止獨占事業濫用

                                                 
55 Begründung, a.a.O., S. 6. 
56 WuW/E BGH 1749 (KlöcknerBecorit). 
57 Hoffman-La Roche v. Commission, [1979] ECR 461. 
58 Id., at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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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市場控制地位，復於同條第 4 項第 2 款、第 3 款，分別揭示獨占事業不當訂定

商品之價格（Preis）、交易條件（Geschäftsbedingung）等榨取性濫用之型態。 

依據 GWB 第 19 條第 4 項第 2 款規定，獨占事業要求之對價或其他交易條

件，異於若存在有效競爭極可能形成之對價或其他交易條件者，即應衡量其他可

資比較市場之有效競爭狀況，俾判斷該獨占事業是否構成榨取濫用之違法。 

就此榨取性濫用之管制，若由私法上禁止「契約自由之濫用」（Mißbrauch der 

Vertragsfreiheit）法理觀之，其非難性並非存在高價格（Preishöhe）或其他交易

條件不利益之問題點上，而係在於獨占事業剝奪相對人就決定價格等交易條件過

程之交涉機會59。另從GWB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角度而言，其終極之立法目的既

係追求價格等交易條件之競爭，藉此以保障消費者最高之福祉，因此由卡特爾署

介入管制價格等交易條件之決定，可謂係將私法上形式的契約自由予以實質化，

俾維護當事人間實質的契約正義（materielle Vertragsgerchtigkeit）60。 

然而，如此直接介入價格等交易條件決定之榨取性濫用管制，即有學者從成

果管制（Ergebniskontroll）之觀點，就其管制原理及實際運作，提出若干質疑61。

亦即，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有關價格等交易條件本應委由市場供需法則決定

之，如此對於市場成果之介入管制，難免殘留國家統治市場價格之陰影。其次，

如何之價格或交易條件，始屬合理之利潤或條件，其判斷有其本質之困難性；尤

其，所謂合理之價位，由於計算考量因素之差異，即可能導致不同之認定結果，

且市場狀態通常於冗長之調查審理期間業已發生變化，亦難謂所認定之價位正確

無誤。再者，卡特爾署介入管制並命令獨占事業降低售價，其短期效果固有益於

交易相對人，惟因此亦將阻礙潛在競爭者參進市場之意願，其長期效果終究有損

市場競爭之體質。 

基於上述質疑，學者普遍認為，對於榨取性濫用管制，尤其係對價格之介入

                                                 
59 Ulmer/Brandner/Hensen, AGB Kommentar, 4. Aufl. 1982, S. 19f. S. 
60 早於GWB立法之前，1906 年之德國法院判例（RGZ 62, 264），即藉由德國民法（BGB）「公

序良俗違反」（Sittenwidrigkeit）之概念，認為禁止「獨占濫用」（Monopolmißbrauch）可謂直接

實現私法秩序之實質的契約正義。 
61 R. Müller-Uri, Kartellrecht, 1989, S. 230; Rinck/Schwark, Wirtschaftsrecht, 6. Aufl., 1986, Rz.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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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應將其定位為管制措施之「非常手段」（Notbehelf）。申言之，榨取性濫用

規制適用之前提，應限於無從期待藉由市場結構之調整以回復競爭，亦未能適用

阻礙性濫用（Behinderungsmißbrauch）之禁制規定以確保市場有效競爭等條件

下，始有承認其價格管制之必要性。如此將市場結構之調整措施、阻礙競爭行為

之禁制規定，優先適用於價格管制（Preisüberhöhungskontrolle）發動前之理論，

學者稱之為「三階段理論」（Dreistufentheorie）或稱「緊急避難說」（These vom 

Notbehelf）62。 

此外，有關同條項第 3 款規定之另一榨取濫用型態，係指獨占事業於其他比

較市場上，無正當理由對於同等之購買者要求相較不利益之對價或其他交易條件

者而言。析言之，該榨取濫用類型之非難性，在於獨占事業實施內部交叉補貼策

略，就同種商品依地理市場之區隔，無正當理由的設定差別對價，因此學理上又

稱其為「市場分割濫用」（Marktspaltungsmißbrauch）。 

就上揭二種型態之榨取濫用，雖均係本於比較市場之原理加以管制，惟兩者

據為判斷基準之比較市場（Vergleichsmarkt）並非相同。依同條項第 2 款規定「若

存在有效競爭······」之法文用語得知，本款係從「假設競爭」（Als-Ob-Wettbewerb）

之觀點，假定系爭商品於其他相類似市場上，由於競爭結果可能形成之價格為比

較基準63。至於作為同條項第 3 款規定之比較基準，乃係以涉案之獨占事業實際

上於其他市場設定同一商品之價格為準。 

對應於GWB第 19 條第 4 項第 2 款之規定，EC條約於第 82 條（a）款揭示「直

接或間接課予不公平之買價或賣價或其他交易條件」之濫用行為態樣，亦屬對榨

取性濫用管制之典型。例如，依據本款規定，歐洲法院於 1978 年之United Brands

一案，認為相關商品是否構成不當的高價販售行為，應衡量涉案獨占事業獲得營

業利潤之方法，是否利用該特定市場欠缺有效競爭之機會加以判斷64。由此判決

                                                 
62 E. Hoppmann, Preiskontrolle und Als-Ob-Konzept, 1974, S. 36f；Möschel/Immenga/Mestmäcker, 
GWB Kommentar, 3. Aufl., 2001, § 19 Rdnr. 150 f. 
63 R. Bechtold, Kartellgesetz, 2. Aufl., 1999, § 19 Rdnr. 69. 
64 United Brands v. Commission, 1 CMLR 429 at para.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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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推論之，歐洲法院以假設特定市場存在有效競爭之狀態作為認定榨取濫用之

比較基準，如此論點顯然深受GWB假設競爭管制原理之影響。 

三、油品獨占定價案例 

如上所述，在榨取濫用管制被定位為非常手段之管制措施下，卡特爾署於適

用 GWB 第 19 條第 4 項第 2 款或第 3 款之際，可謂抱持審慎執法之態度。因此，

歷年來經由卡特爾署處分之榨取濫用案例，並不多見；其中有關油品市場之獨占

定價行為，僅於 1970 年代計有二件處份案例。以下，即依其獨占定價之行為態

樣，分別介紹之。 

（一）無正當理由的調漲油價 

於西德汽油供應市場具有獨占地位之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在

1974 年初期原油採購成本並無變動之情況下，決定自同年 4 月 9 日起，將其每

公升之汽油價格調漲 1 Pfenning（百分之一馬克）。就此油價調漲行為，卡特爾

署從時間比較市場之觀點，推定該公司漲價前某一特定時點之油價為假設競爭的

價格，據此認定該公司之調漲油價構成 GWB 第 19 條第 4 項第 2 款規定之榨取

性濫用，爰命令該公司須將油價調降回原先之售價。 

英國石油公司不服本案卡特爾署之處分，因而向柏林高等法院提起上訴。該

高等法院於受理本案上訴後，嗣於 1974 年 5 月 14 日之判決65表示：本案特爾署

之原處分，即時抑制油價之上漲，固然具有維護公共利益之效果，惟本案卡特爾

署有關假設競爭價格之推定，欠缺合理根據；另原處分並未斟酌有無其他市場條

件變化之因素，即禁止該公司調漲油價之理由尚未充分。依據此等理由，柏林高

等法院同時撤銷本案卡特爾署之原處分。 

柏林高等法院如此之裁定，普遍獲得學者之肯定。蓋學者一般以為，商品價

格調漲之原因，除成本變動因素外，尚存在有市場供需增減等其他多項因素，因

此僅從成本比較之觀點，一律以商品漲價前之售價作為假設的競爭價格，實欠缺

                                                 
65 WuW/E OLG 1467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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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之推論根據66。 

（二）無正當理由的設定差別性油價 

在 1978 年之BAB-Tankstelle Bottrop Süd一案，卡特爾署之決定67認為：同時

擁有位於高速公路及一般道路連鎖加油站系統之供油業者，利用其因地理位置特

性取得在高速公路加油站市場之「區間獨占」地位，將位於高速公路連鎖加油站

之汽油售價，無正當理由的設定高於附近一般道路連鎖加油站系統之汽油售價

（每公升高出 2 Pfenning），因此構成GWB第 19 條第 4 項第 3 款規定之市場分割

濫用。 

對於卡特爾之本案處分，受理本案上訴之杜塞爾多夫高等法院於同年 11 月

28 日之判決68，認為本案卡特爾署僅以鄰近五處一般道路加油站之汽油售價作為

比較取樣資料，依此推論競爭價格之合理性，尚有未足，因而撤銷本案原處分。 

比較上述二案例，在比較市場之取樣上，前案例係以同一商品過去時點之價

格作為比較基準，後案例則係以同一商品在同一時點之不同地理區域售價作為比

較基準；惟不論何者，卡特爾署在推論假設競爭價格之考量因素上，皆有未足，

致各該處分皆遭高等法院撤銷。 

至於 EC 條約第 82 條之實務案例，迄今雖未發現有油品業者構成同條（a）

款規定之榨取濫用案例；惟由歐洲法院就其他商品定價是否構成不公平價格之判

決以觀，顯示歐洲法院對於榨取濫用之違法認定，亦係抱持嚴謹執法之立場。 

例如，以前揭 1978 年 United Brands 之代表性案例而言，執委會於調查後發

現，UBC 公司供應之香蕉，在西德、丹麥等國之市場價格高出愛爾蘭該國市場

價格之一倍；且就同品質之香蕉，貼有 Chiaquitas 品牌標籤之價格高出未貼有標

籤者之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因而認定本案香蕉價格構成不公平之定價行為。惟執

委會如此之認定，並未獲得歐洲法院之支持。蓋歐洲法院認為，有關商品價格是

否超出經濟的價值（economic value）而構成不當的高額定價行為，應由該商品

                                                 
66 R. Müller-Uri, a.a.O., Rdnr. 234. 
67 WuW/E LkartB 197 (BAB-Tankstelle Bottrop Süd). 
68 WuW/E OLG 2135 (BAB-Tankstelle Bottrop Sü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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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是否遠超過其生產費用加以客觀判斷；倘認定結果為肯定者，再比較其他競

爭商品之價格，據以決定是否構成不公平之定價。準此，由於執委會並未就本案

進行價格結構分析，因此有關構成不公平定價之認定部分，遂遭歐洲法院之撤銷。 

貳、石油相關特別法對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管制 

1973 年 10 月 6 日爆發中東戰爭，隨之引發所謂第一次石油能源危機，此對

向來皆須仰賴原油進口之日本國而言，由於原油供應之短缺及進口價格的節節攀

升，因此在石油相關商品持續漲價之情況下，遂連帶引起國內全面物價上漲之現

象。面對此嚴重的社會問題，日本政府除積極實施宣導節約能源、尋找其他原油

進口管道、釋出政府儲備石油等措施外，並於同年 11 月 16 日之內閣會議議決「石

油緊急對策綱要」，以資因應。 

依據「石油緊急對策綱要」之施政方針，日本政府當務之急，在於抑制總體

需求及平穩物價，並有效防範業者利用此緊急事態獲取不當利益之情事，因此研

擬相關物資及物價管制法規，即為刻不容緩。準此，立法當局，首先修正甫於同

年 7 月 6 日頒布之「有關對生活關聯物資囤積及惜售之緊急措施法律」，擴大該

法之適用範圍及增設強制出售命令權之法源依據。其次，為機動發揮平穩物價之

功能，乃立即著手制定所謂「石油二法」之「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及「石

油供需適正化法」，僅經一個月餘之高效率立法程序，旋於同年 12 月 22 日公布

實施之。以下，即依序介紹各該法律之管制措施69。 

一、有關對囤積惜售之管制措施 

（一）.生活關聯物資之指定及調查 

依據「有關對生活關聯物資囤積及惜售之緊急措施法律」第 1 條規定，該法

所稱「生活關聯物資」，係指與國民生活具有密切關聯性之物資，或屬於民生經

濟之重要物資而言。凡係國民日常生活所不可或缺者，包含最終消費財及原物

料，均屬生活關聯物資。其中，所謂「民生經濟之重要物資」，一般係指如石油

                                                 
69 有關各該法律之立法經過，參照来生新「物価安定のための施策と法」，收錄於加藤一郎、竹

内昭夫編，消費者法講座３·取引の公正 ―Ⅰ 価格を中心に，日本評論社（1984），p.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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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源物資、生產財、建設資材等生產活動之基礎物資而言；具體認定之際，則

應衡量該物資占國內總生產之比重、於相關產業生產活動之重要性等因素判斷

之。 

於該等生活關聯物資之價格有異常上漲或可能上漲之際，其相關市場有囤積

或惜售該等生活關聯物資或有發生之虞者，內閣總理及製造、進口或銷售相關物

資之主管機關，得指定特定項目之生活關聯物資（以下，簡稱「特定物資」），就

其價格動向及供需狀況進行必要之調查（同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條、第 6 條）。

在當時所指定諸多項目之特定物資中，屬於石油相關產品項目者，計有煤油、揮

發油、輕油、A 重油、液化石油氣等（主管機關為通商產業省）。 

（二）出售特定物資之指示及命令 

內閣總理及相關主管機關，認定製造、進口或銷售特定物資之事業有囤積或

惜售行為，致庫存大量之該特定物資者，得指示該事業在一定期限內出售一定數

量之該特定物資予特定對象（事先經由內閣總理及主管機關徵詢同意之購買

者）；倘該事業未依指示出售者，內閣總理及主管機關得以命令強制其出售之（同

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項）。 

在此出售命令送達後，該事業與同意購買之特定對象，應就買賣價金金額及

其他必要事項進行協議；倘於該命令所定應售出之期限內，當事人未為協議，或

未能達成協議者，內閣總理及主管機關應依行政命令所定之規則決定其買賣價金

金額及其他必要事項（同法第 4 條第 3 項、第 4 項）。當事人對此決定之買賣價

金金額有不服者，雖不得以此為聲明異議之理由；惟得於該決定通知送達後之六

個月內，以他方當事人為被告，起訴請求增減買賣價金金額（同法第 4 條第 7

項、第 8 項、第 9 項）。 

（三）調查權限及罰則 

為指示或命令出售特定物資，內閣總理及相關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命生

產、進口或銷售該特定物資之事業報告其業務狀況，並得指派價格調查官前往該

事業之營業處所、工廠或倉庫檢查帳簿、文書或其他物件，或詢問其關係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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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5 條、第 7 條）。另內閣總理及相關主管機關，亦得將其部分權限，以行政

命令授權地方公共團體首長執行之，俾得迅速處理以提昇執法成效（同法第 8

條）。 

倘生產、進口或銷售特定物資之事業，未於命令之期限內出售該特定物資

者，對之得處以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一百萬日圓以下罰金（同法第 9 條）。倘

該事業拒絕報告業務狀況或報告事項有虛偽之情事者；或對價格調查官實施之業

務檢查，有拒絕、妨礙或逃避者；或對相關之詢問，有拒絕回答或回答內容有虛

偽之情事者，對之均得處以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二十萬日圓以下罰金（同法第

10 條）。此外，本法設有兩罰規定；亦即，除處罰違法之行為人外，對於違法行

為人所屬之法人或自然人，亦得科以各本條之罰金刑（同法第 11 條）。 

二、有關對哄抬價格之管制措施 

依據「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第 1 條規定，該法係適用於物價高漲或其

他經濟異常狀態之際，對於生活關聯物資之價格及供需實施緊急管制措施之法

律。由本條規定之立法意旨觀之，倘生活關聯物資之囤積惜售現象，未能依據「有

關對生活關聯物資囤積及惜售之緊急措施法律」予以有效管制，致經濟狀態呈現

日益惡化之趨勢，此時即應適用「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實施如下之價格

及供需等緊急管制措施，俾徹底解決此經濟異常狀態70。 

（一）標準價格制度 

在物價普遍上漲或有上漲之虞時期，為防範及解決業者有對生活關聯物資哄

抬價格之情事，相關物資之主管機關，得以行政命令指定特定項目之生活關聯物

資（以下，簡稱「特定物資」），頒布其製造、進口、批發及零售等各流通階層之

「標準價格」，以供業界遵循（同法第 3 條至第 7 條規定）。依據此標準價格制度

規定，通商產業省（即現今之「經濟產業省」）曾於 1974 年 1 月頒布有煤油及桶

裝瓦斯等能源物資之標準價格，並於中央部會、地方機關廣設受理檢舉及糾紛協

調處所，藉此積極介入市場各階層價格之管制。 
                                                 
70 參照恒水孝一編著，国民生活安定緊急措置法，経済計画協会（1974），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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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於決定特定物資之標準價格，應綜合考量其合理的製造成本、進口

價格或採購價格加計合理的銷售費用及利潤之金額、交易態樣及區域狀況、市場

供需之變化及對國民生活與民生經濟之影響程度等因素71；並於決定後，立即公

告該標準價格（同法第 4 條）。主管機關於頒布特定物資之標準價格後，倘遇有

該特定物資之製造成本、進口價格、採購價格或市場供需等顯然變化之狀況，於

必要時得更正頒布其標準價格（同法第 5 條）。 

在主管機關公告特定物資之標準價格後，其零售業者應以一般消費者顯而易

見之方式，揭示該標準價格及其實際零售價格；倘其零售業者經主管機關指示

後，仍不為該等價格之揭示或不為明顯之揭示，或相關業者無正當理由仍為高於

該標準價格之銷售者，主管機關得公布該零售業或相關業者之事業名稱（同法第

6 條、第 7 條、）。 

主管機關如此指示相關業者須為價格揭示及遵守標準價格銷售之行政作

為，僅屬行政指導之性質，並無法律強制之拘束力。換言之，對於未依指示之相

關業者，主管機關僅得以公布事業名稱之方式，期待間接藉由社會輿論之制裁手

段，迫使業者遵守該制度措施。 

（二）特定標準價格及課徵金制度 

由於標準價格制度措施欠缺法律執行力，倘依該制度措施仍未能有效遏止業

者對特定物資之價格哄抬現象，此時為確保該特定物資價格之平穩，其主管機關

即有必要啟動特定標準價格制度（同法第 9 條至第 13 條）。 

首先，主管機關於決定該特定物資之特別標準價格，應以其合理的製造成

本、進口價格或採購價格加計合理的銷售費用及適當利潤之金額為基準，並考量

其市場供需之變化及對國民生活與民生經濟之影響程度等因素；該特別標準價

格，其決定得適用於全國，亦得針對各區域或個別交易型態分別決定適用，並應

於決定後公告之（同法第 9 條）。 

其次，特別標準價格經公告後，其零售業者亦負有對一般消費者為明顯揭示

                                                 
71 通產省資源エネルギー庁監修，石油危機と需給価格対策，石油通信社（1974），pp. 20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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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特別標準價格及其實際零售價格之義務；惟不同於上述之標準價格制度者，對

於高於該特別標準價格為銷售之相關業者，主管機關得命其繳納課徵金。該課徵

金之金額，係以實際銷售金額與該特別標準價格之差額，乗以銷售該特定物資之

數量計算之（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由於該課徵金制度之目的，在於剝奪違法業

者之不當利得；因此，在特別標準價格公告前，倘業者製造、進口或採購之費用

顯然高於計算該特別標準價格之相關費用標準者，主管機關得依行政規則減免其

課徵金金額（同法第 11 條第 3 項）。 

（三）供需調整之管制措施 

除上述之價格管制措施外，為有效解決物價異常上漲之問題，主管機關亦得

從增加供給、抑制需求等二方面，實施必要之管制措施。 

在增加供給之管制措施方面，依據「增加物資供應之生產計畫」措施規定，

主管機關得命特定物資之生產事業提出其生產計畫報告，並得指示其變更計畫，

增加生產（同法第 15 條）。此外，依據「有關進口指示」措施規定，主管機關得

指示特定物資之進口業者，於一定期間內進口一定數量之該物資（同法第 16

條）。再者，依據「有關出貨調節、流通等指示」措施規定，主管機關對於特定

物資之相關業者，就其庫存期間及數量、出售期間及數量、出售對象、運送期間

及數量、運送區域及條件等事項為一定之指示（同法第 20 條至第 22 條）。 

另於抑制需求之管制措施方面，依據「誘導民間減緩設備投資以抑制總體需

求」之措施規定，主管機關對相關設備投資業者，得指示其於六個月以上之期間

內不為該設備投資，或降低投資額或延期投資（同法第 23 條至第 25 條）。 

對於無正當理由不遵守上揭供需調整指示之相關業者，主管機關得公布其事

業名稱。倘依該等指示措施，仍未能改善市場供需失調之現象者，主管機關得指

示依特別法成立之特別法人，於一定期間內進口一定特定物資，以平衡市場供需

（同法第 18 條）。 

三、「石油供需適正化法」之管制措施 

本法係適用於石油供應嚴重短缺或有短缺之虞，致顯然影響國民生活安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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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經濟正常營運之際，規定政府得對市場石油之供需採取必要因應措施之法律

（同法第 1 條）。由於本法規定措施之啟動及終了，須由內閣總理之提議，並經

內閣會議決議後公告之（同法第 4 條），因此本法具有限時法之性質72。 

在公告本法開始適用後，通商產業省即應依據石油進口動向、石油儲備狀

況，訂定並公告國內石油供給目標（同法第 5 條）。依據此設定之石油供給目標，

石油產業之煉油業者、進口業者及一定規模之銷售業者，各須提出其石油之生產

計畫、進口計畫及銷售計畫；就該等提出之計畫，通商產業省得指示其變更之；

各該石油業者應依其提出之計畫或經指示變更之計畫，確實從事石油之生產、進

口或銷售；對於不依指示變更其計畫，或無正當理由不依計畫從事石油之生產、

進口或銷售者，通商產業省得公布該事業名稱（同法第 6 條）。 

另有關節約石油消費之管制措施方面，通商產業省除得禁止石油使用者超出

一定之使用量，及公布該違反之使用者名稱（同法第 7 條、第 8 條）外；亦得指

示加油站限制供油數量、縮短營業時間（同法第 9 條）。 

此外，為確保從事急救、消防救災及醫療等維護公共利益活動之石油使用不

虞匱乏，通商產業省得指示一定規模之石油銷售業者，將石油售予該等使用者；

對於不依指示出售之石油銷售業者，通商產業省得公布其事業名稱，並得以命令

強制其出售（同法第 10 條）。 

 

第二節 對聯合行為之管制 

根據學者對於寡占企業商品定價策略之分析，在一個僅有少數企業供應商品

的寡占市場上，任何一家企業不會任意抬高其商品價格，否則其顧客將會流向競

爭對手處；反之，其中一家寡占企業之降價行為，勢必引發其他競爭對手採取同

樣降價的對抗措施，因此任何一家寡占企業均難以藉由降價策略以奪取競爭對手

之顧客73。如此在少數寡占企業追求最大共同利潤之考量下，整體市場將會呈現

                                                 
72 田島秀雄，「石油の適正な供給と使用の節減」，NBL579 号，p. 7。 
73 有關寡占市場之價格理論，參照P. M. Sweezy, Demand under Conditions of Oligopo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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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寡占的相互依存（oligopolistic interdependence）現象。 

寡占企業在相互依存的市場結構下，彼此採行價格追隨之定價策略如係出於

各企業「有意識的平行行為」（conscious parallelism），由於欠缺該等企業間實施

契約或協議等合意之要件，因此尚不能僅以外觀價格漲跌時機或幅度之一致，逕

行認定其間存在有價格聯合行為。 

然而，從寡占市場結構之特性加以觀察，寡占企業間雖然未有實施價格聯合

行為的明示合意（express agreement），惟該等企業卻容易藉由交換價格訊息或公

告價目表等暗默勾結（tacit collusion）或協調行為（或稱「一致性行為」,concerted 

action），同樣獲得價格聯合行為之效果。有鑑於此，各國競爭法規對於聯合行為

之禁制範圍，除契約、協議等明示合意外，莫不涵蓋及於暗默勾結或協調行為等

默示合意（implied agreement）的態樣；不過，實務上如何藉由間接證據或情況

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以推定寡占企業間存在聯合行為的默示合意，同

時亦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一大難題。本節，基於油品上游供應市場普遍屬於

寡占市場結構之觀點，爰分別介紹歐美日競爭法制對於寡占協調行為情況證據之

認定及相關規範措施。 

壹、美國法 

美國反托斯法對於聯合行為之規範依據，主要為休曼法（Sherman Act）第 1

條，該條規定：「任何以契約、托拉斯、或其他方式作成之結合或共謀，用以限

制各州間之貿易或商業，或限制州與外國間之貿易或商業者，均屬違法。任何人

締結上述違法之契約或從事上述違法之結合或共謀者，視為觸犯重罪；若經定

罪，處法人一億美元以下罰金；其為自然人者，由法院裁量，處自然人十年以下

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一百萬美元以下罰金。」 

依據上揭法條規定，構成聯合行為之合意（agreement），包含「契約」

（contract）、「結合」（combination）及「共謀」（conspiracy）等態樣；惟於實務

                                                                                                                                            
Readings in Price Theory， （1939）; 新野辛次郎、伊東光晴，寡占経済論，有斐閣（1971），

pp.37-38；萩原稔，競争と独占の基礎理論，同友館（1990），pp. 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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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調查過程，甚難發現當事人殘留契約書或有關共謀之協議文書等直接證據

（direct evidence），因此由法院案例發展出以交換價格訊息或公告價目表等情況

證據間接證明是否構成合意之推定（inference）原則。此外，執法實務上，對於

當事人交換價格訊息或公告價目表等行為，即使未能證明其間存有聯合行為之合

意，惟該等行為倘經認定係屬影響商業之不公平交易方法，則可能違反聯邦交易

委員會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下稱「FTC 法」）第 5 條之規定。

基於該等判例法原則，在 1990 年第九巡迴區上訴法院，針對數家石油公司交換

價格訊息或公告價目表等行為所為第二審判決，可謂對於美國油品市場之寡占協

調行為作出規範標竿。以下，就此判例法發展趨勢及相關油品案例，進一步說明

之。 

一、1940 年代前判例法之合理原則判斷趨勢 

在 1920 至 1930 年代間，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先後對於Column & Lumber案74、

American Linseed Oil案75、Maple Flooring Association案76、Cement Protective 

Association案77、Sugar Institute案78等判決，顯然係以合理原則據為事業間交換商

業訊息是否違法之判斷。觀察該等判例顯示之基本立場，認為同業相互間或透過

事業團體交換商品之價格、成本、庫存等訊息，在某些情況下具有改善生產技術

及物流管理等正面功能，因此僅對有影響價格決定之交換商業訊息活動，始有論

究其是否違反休曼法第 1 條規定之必要。 

歸納言之，依據此時期判例法揭示之合理原則，判斷相關行為是否違法應綜

合考量下列因素： 

（一）交換商業訊息之內容：當事人交換商業訊息之內容具有多樣化，有僅

以特定顧客將來個別交易之價格訊息為交換者，亦有廣泛包含整體過去之平均交

易價格訊息者，因此應具體審酌交換商業訊息與商品價格決定之關聯性。 

                                                 
74 American Column & Lumber Co. v. United States, 257 U.S. 377, (1921). 
75 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Linseed Oil Co., 262 U.S. 371, (1923). 
76 Maple Flooring Mfrs. Assn. v. United States, 268 U.S. 563, (1925). 
77 Cement Mfrs. Protective Assn. v. United States, 268 U.S. 588, (1925). 
78 Sugar Insti. v. United States., 297 U.S. 533 ,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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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與交換商業訊息之事業，其合計市場占有率之高低。 

（三）交換商業訊息之目的：例如，針對特定顧客之信用度、供貨價格及銷

售數量等交易紀錄交換訊息，倘係基於防止顧客實施欺瞞交易之目的者，即得承

認其為正當化事由。 

（四）交換商業訊息之態樣：交換之商業訊息限於特定事業間相互提供資

料，且提供資料內容詳細記明各事業之價格、產銷量、庫存及顧客名單等事項者，

其違法性較高；反之，交換之商業訊息僅係業界一般之統計資料，並未揭載資料

來源之各事業名稱，且該統計資料廣泛提供予政府機關及顧客等外界，其違法性

較低。 

（五）交換商業訊息之效果：事業參與交換商業訊息，未必即可視為當事人

間有同時漲價之合意；在某些情況下，當事人藉此得以充分收集市場價格資訊，

因此具有增進市場價格競爭之效果。 

二、1940 年代後判例法之當然違法判斷趨勢 

1940 年代初期，由於美國經濟大恐慌，導致民生物資普遍出現商品價格同

時上漲之現象，為抑制此市場異常現象，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Socony-Vacuum 

一案 79，認定參與汽油價格協定之油品業者，不問其目的、效果、參與事

業之市場占有率、價格協定後之商品價位等因素，乃當然構成休曼法第 1

條之違法。受此判例之影響，最高法院對於寡占市場上交換商品價格訊息

之違法判斷，可謂趨於當然違法之嚴格執法立場。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嗣於 1969 年Container等紙箱公司交換價格訊息一

案 80，認為同業間相互提供對於特定顧客當前之交易價格訊息，具有形成

市場價格一致之反競爭效果，構成休曼法第 1 條所謂「結合或共謀」之違

法，即係接近於當然違法判斷之典型案例。析言之，本判決主要著眼於涉

案事業處於寡占的市場結構（涉案之 18 家事業，合計市場占有率為 90%），

                                                 
79 United States v. Socony-Vacuum Oil Co., 310 U.S. 150 , (1940). 
80 United States v. Container Corp., 393 U.S. 333,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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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涉案商品差別化程度低，商品價格洵為最重要之競爭手段，因此於業

界產能過剩導致商品價格滑落之市場情況下，業者交換價格訊息足以誘發

卡特爾之妨礙競爭效果。  

三、油品相關案例 

在上述判例法之潮流趨勢下，美國反托拉斯法實務對於寡占企業交換價格訊

息或事前價目表的公布擴散（date dissemination），得將其視為當事人誘引價格調

漲之信號發送（signaling），藉此情況證據推定當事人間存有同時調漲商品價格

之默示合意。例如，下述 1990 年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對於Petroleum Products油品

案判決81，基本上可謂採取如此之執法態度。 

（一）案情概要 

本件係亞利桑那州、加利福尼亞州、奧立岡州、華盛頓州等州政府（以下合

稱「原告」），以加州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 of California）、德州石油公

司（Texaco Inc.）、加州聯合石油公司（Union Oil Co. of California）、艾克森石油

公司（Exxon Corp.）、美孚石油公司（Mobil Oil Corp.）、殼牌石油公司（Shell Oil 

Co.）等為被告，起訴主張該等石油公司於 1968 至 1972 年之汽油零售價格協調

行為違反休曼法第 1 條規定。 

依據原告提出之價格走勢事證（price pattern evidence），顯示當時被告等石

油公司之汽油平均零售價格，在維持 3 至 11 週之低價銷售期間後，幾乎於相同

時點出現同步漲價之現象，嗣經維持 1 至 4 週之高價格銷售期間，復於相同時點

同步降價，如此週期循環，致汽油零售市場價格呈現高低起伏之鋸齒型走勢（saw 

tooth pattern）。此外，依據價格訊息散佈事證（price date dissemination evidence），

證 實 被 告 等 於 漲 價 前 會 有 相 互 提 供 經 銷 折 扣 價 格 資 料 （ temporary dealer 

assistance）及刊登報紙公告漲價訊息。依據該等事證，原告主張被告等交換價格

資料及公告價格訊息之目的，在於誘使競爭者相互追隨價格，該等行為應已構成

共謀協調價格之反競爭行為。 
                                                 
81 In re Petroleum Products Antitrust Litigation, 906 F .2d 432, (9th Ci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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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原告上揭起訴事由，被告等提出如次之答辯：有關被告等相互提供價格

資料及公告漲價訊息等行為，於其油品業界已行之有年，況且相關價格資料何人

皆可輕易取得，是否追隨價格亦皆本於各事業獨自之判斷，因此被告等事業並無

價格協調之共謀行為。 

受理本案訴訟之加州聯邦地方法院，認為本案不存在有須經實質證據證明之

爭點（genuine issues of material facts），因此於 1986 年 11 月之簡易判決程序

（summary judgement）判決原告敗訴。嗣經原告提起上訴後，第九巡迴區上訴

法院於 1990 年之二審判決，認為被告等有無價格之共謀係屬應經實質證明事

項，是以原審依據簡易判決程序之判決即有不當，因此廢棄原審判決，將本案發

回原審法院。嗣於原審法院審理中，被告等同意停止並改正交換價格資料及公告

漲價訊息等行為，於是本案遂以同意判決方式而終結。 

（二）上訴法院之判決意旨 

二審之上訴法院認定本案爭點須經實質證據證明，其判決理由說明如下： 

1.首先，觀察市場結構與商品定價策略之關係，在僅有少數競爭者之寡占市

場上，一家企業調漲其商品售價，倘未能引發其他競爭者之追隨漲價，通常該企

業會立即調回原有商品價位，否則將有流失客源之虞。另由競爭者之立場言之，

倘其評估調漲售價所得增加利潤大於流失客源之損失，則該競爭者即有採行追隨

漲價策略之可能。據此分析，原告提出被告等汽油零售市場鋸齒狀之價格走勢事

證，其價格變化亦可能單純基於寡占市場結構之特性所致，因此未能僅依該價格

走勢事證即推定被告等事業存有價格卡特爾之共謀。 

2.其次，依據原告提出被告等散佈價格訊息之事證，倘得以證明被告等有藉

此行為誘使競爭者追隨漲價，俾減緩流失客源風險之主觀意圖者，並參酌散佈價

格訊息之客觀效果、上揭鋸齒狀之市場價格走勢等事證，仍得推定被告等事業存

有價格卡特爾之共謀。 

3.再者，有關本案事證之證據能力，被告等事前雖有相互提供汽油價格之相

關資料，惟相關價格資料倘係各石油公司自行調查亦得輕易獲得者，即應否定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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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價格資料之證據能力，否則將如同禁止油品業者實施正常的市場調查活動。換

言之，對於被告等相互提供之價格資料及刊載報紙公告漲價訊息等事證，須藉此

得以證明被告等有誘使競爭者同步漲價之意圖者，始得承認相關事證具有證明共

謀之證據能力。 

四、FTC 法第 5 條之補充適用 

如上所述，同業相互提供價格資料或公告漲價訊息之行為，須相關事證具備

證據能力，始能論究當事人構成價格卡特爾共謀之違法。然而，聯邦交易委員會

發現，某些長期存在於寡占市場之商業習慣或許尚未達到共謀之違法程度，惟放

任該等商業習慣繼續存在將有助長共謀（facilitating practices）之效果者，即有

依FTC法第 5 條介入規範之必要82。 

例如，聯邦交易委員會於 1983 年 Ethyl 一案，認定生產含鉛汽油抗震劑

（antiknock）之 Ethyl、Dupont、PPG 及 Nalco 等四家寡占廠商普遍存在有下列

之商業慣行，雖然尚未違反休曼法第 1 條有關共謀之禁制規定，惟依據助長共謀

之理論，該等行為業已構成 FTC 法第 5 條禁止之不公平交易慣行（unfair 

practice）： 

（一）預告漲價訊息：各製造商於調漲商品價格之三十日前，均會通知其經

銷商；惟此訊息經由經銷商（含他品牌經銷商）彼此快速流傳，並反應於其他製

造商之結果，即如同事前對全體市場公告漲價訊息，因此含有促使其他製造商追

隨漲價之誘因（invitation）。 

（二）最惠顧客待遇條款（most-favored customer arrangement）：依據該契約

條款之約定，製造商給予新客戶之折扣或降價優惠，亦將適用於其他舊有客戶。

如此契約條款運作之結果，除降低製造商相互爭奪客源之意願外，各製造商亦得

藉此作為價格監視系統以充分掌握競爭者之價格動向，致有助長價格協調之功

效。 
                                                 
82 有關助長共謀之理論分析，See, FTC. Collusi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1: Legal Analysis of 
Oligopolistic Coordination（May 25, 1984）. Kenneth G. Elzinga, “New Developments on the Cartel 
Front ”, Antitrust Bulletin Vol. ⅩⅩⅠⅩ,（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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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一運費計價措施（uniform delivered price）：製造商以所謂「基準地

價格制」（basing-point pricing system）作為商品運費之計價基準，即不問工廠至

各顧客間發送距離之遠近，一律收取以某發送基準地（standard sipping location）

為準所統一訂出之商品運費。在採行如此的運費計算基準下，各製造商毋庸考慮

複雜的運送成本因素，即得輕易掌握競爭對手之商品價格變化，亦有助於相互商

品價格之協調。 

聯邦交易委員會之本案決定，嗣經Dupont公司上訴於第二巡迴法院後，二審

法院對於應否採納助長共謀之理論，呈現正反兩面之見解83。多數意見認為：所

謂助長共謀之理論過於抽象，其違法判斷標準未臻明確，因此在未能證明涉案商

業習慣有何實質減損市場競爭之情況下，本案決定應予撤銷。反之，少數意見則

以為：助長共謀之理論，屬於合理原則之判斷法則，其於本質上即難謂有一具體

之判斷標準；再者，本案適用之FTC法第 5 條規定，僅屬排除違法狀態之行政措

施，其違法證明自無須達到刑事罰或民事三倍損害賠償責任之嚴格證明程度。 

聯邦交易委員會之本案決定，最終雖遭上訴法院判決所撤銷；然而該上訴法

院之多數意見，並未全面否定助長共謀之理論。此外，令人出乎意料的是，該上

訴法院肯定助長共謀理論之少數見解，卻普遍獲得全美法曹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之支持。因此，在聯邦交易委員會強化有關助長共謀理論之違法證

明程度後，FTC 法第 5 條規定仍得適時發揮其對寡占協調行為之補充規範功能。 

貳、EC 條約 

EC 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凡有影響會員國間貿易之虞，並以妨礙、限

制或扭曲共同體市場內的競爭為目的，或有此效果之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的決

議，以及協調行為，均與共同體市場不合，應予禁止。尤其是下列各項：（下略）」

據此規定得知，歐體競爭法禁制之聯合行為類型，除事業間協議（agreement 

between undertakings）及事業團體的決議（decision by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

等態樣外，亦明文將寡占事業間的協調行為（concerted practice）涵蓋在內。 
                                                 
83 E.I. Dupont de Nemours & Co. v. FTC（2d Cir. 1984）. 1984-1 CCH Trade Cases ¶ 65,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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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執委會及歐洲法院執行本條規定之案例觀之，如何藉由情況證據以認定寡

占事業間存在聯合行為之合意，仍屬歐體競爭法規範之核心問題。相關違法態樣

及認定法則，得以代表性之polypropylene案84為範例，分別說明如下。 

一、案情概要 

在 1970 年代前半期，歐洲共同市場所需之 polypropylene（聚丙烯）石化商

品，主要由 ICI、Shell、Montepolimeri 及 Hoechst 等四家石油化學公司生產供應，

其市場占有率合計 64%；嗣後雖有 Herusles、Huels、Solvey 等十餘家公司陸續

加入生產市場，惟至 1980 年代初期，該特定石化商品市場仍係維持寡占結構之

狀態（1983 年四家主要石油化學公司生產之聚丙烯商品，合計仍有 51%之市場

占有率）。 

由於同時期聚丙烯石化商品之產能遠超過市場需求，各石油化學公司相關生

產設備之平均使用率一度降至 60%，導致業界普遍處於低利潤甚或虧損狀態。有

鑑於此，相關石油化學公司於 1979 年 7 月至 1983 年 11 月間，合計舉行 6 次的

主管層級（boss level）及專業層級（expert level）會議，俾商議因應對策。 

執委會觀察該等石油化學公司於召開相關會議後，各該公司供應之聚丙烯商

品價格出現同步漲價現象，爰展開本案調查。嗣於調查中發現，與會業者曾就所

謂「價格提案」（price initiative）進行討論；亦即，各業者表示為達成預設之目

標價格（list price）或生產數量，同意嗣後於調整商品售價之際，將事前對各經

銷商為調整售價之指示，並於業界刊物刊載調整售價、生產數量計畫等訊息，亦

會經由位於各國之營業所向顧客寄發調價通知書。 

對於上揭調查事實，涉案業者主要答辯理由為： 

（一）相關會議，僅係為解決業界問題而為一般商業資訊及意見之交換，因

此會議過程並未形成所謂限制競爭之合意。 

（二）商品價格之漲跌係由市場供需法則所決定，此由業界長期處於經營虧

損之狀態，足證業者間並無價格共謀之事實。 
                                                 
84 Polypropylene OJ 1986 L230/1 [1988] 4 CMLR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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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產業者對於經銷商所為價格指示（price instruction），其目的在於增

進寡占市場價格之透明性，並非基於實施設定目標價格之卡特爾合意。 

然而，該等答辯理由並未為執委會所採，執委會爰於 1986 年之決定，認定

涉案之十五家石化業者違反 EC 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合計處以 5,800 萬 ECU

之罰緩。蓋執委會據以認定本案違法之事證，主要係基於長年觀察涉案業者指示

調價時機及漲幅之同一或相似性，由此足以確定的（conclusively）推論該等調價

行動與相關會議具有密切之因果關係。換言之，即使當事人主張並任何無實施合

意之意圖（any feeling of commitment），且會議記錄並未殘留得以證明合意之直

接證據，惟藉由業者聚會次數、交換商業資訊及價格指示等間接證據，足以推論

涉案業者存有寡占協調行為者，執委會仍得據以認定其違法。 

二、歐洲法院之判決理由 

對於執委會之本案決定，計有 14 家石化業者不服而起訴請求歐洲法院判決

撤銷該決定。嗣經歐洲法院審理後，基於下列理由，維持執委會認定本案違法事

實之原決定，爰於 1991 年及 1992 年之判決駁回本案起訴。 

（一）協議行為之認定：EC 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所謂之協議，係指複數事業

對於在市場上實施特定行為（conduct in a specific way），明確表示而形成共同之

意思（joint intention）而言。本案之石化業者，藉由業界聚會以形成達到特定價

格目標或銷售數量之共同意思，即屬該條項規定之協議行為。 

（二）協調行為之認定：EC 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所謂之協調行為，係指複數

事業間，雖然尚未達到締結協議之程度，惟相互基於迴避競爭風險之意識

（knowingly），各事業以獨立自主之意思決定，就其營業活動實施某型態之調整

行為（a form of coordination）或實際的協力行為（practical cooperation）而言。

本案石化業者，藉由業界刊物刊載價格調整、生產數量計畫等訊息，雖係由各業

者自主決定是否發布此相關訊息，惟相關行為有助於預測競爭對手營業活動之效

果，並且得以預見或期待當事人藉此相互拘束營業活動，如此訊息之公布，即屬

該條項規定之協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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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議及協調行為之區別證明必要性：有關聯合行為之合意，EC 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之協議、協調行為等態樣，並非創設數個獨立的特別違法概念

（specific category）；換言之，當事人基於單一目的所繼續進行之同一行為，即

使同時構成協議及協調行為等要件，仍應將其評價為單一的違反規定（single 

infringement）。準此，本案石化業者在同一價格提案之目標下，長期間數次實施

聚會活動、互相交換商業訊息、事前指示經銷商調整價格等行為，並無區別證明

其中何者構成協議或協調行為之必要性，即得將其全體評價為單一合意的概念（a 

single overall agreement）。 

三、交換商業資訊及事前公告漲價訊息之違法判斷 

如上所述，同業間藉由聚會或刊物，彼此交換商業資訊甚或事前公告漲價訊

息，並且出現同步漲價之現象，經由間接證據推論過程，即有被評價構成卡特爾

合意之可能。具體言之，有關同業間交換商業資訊之違法判斷，依據執委會 1968

年訂頒「企業間協力行為告示」85之規定，如僅係交換一般營業意見或經驗，或

為製作統計資料而提供商業資訊者，均視為無限制競爭之虞；反之，如係以營業

決策上本應保守秘密之事項為交換者，即有發生限制競爭之可能性。 

另有關事前公告漲價訊息之違法判斷，歐洲法院之基本立場為86：同業間數

次於同一或相近時點公告漲價訊息，由其漲幅、漲價之商品項目、漲價時期及市

場狀況予以觀察，倘足認該訊息之公告有降低相互間疑慮其他業者是否會跟進之

不確定性效果（uncertainty），即得據以推論其間存有協調行動。換言之，如此公

告漲價訊息並出現同步漲價之現象，參酌相關商品之同質性高、市場價格訊息不

透明、商品供應廠商不多、市場存在有價格領導者等因素，對於該現象僅得以同

業間存在協調行為始得合理說明者（only plausible reason），即足認定成立卡特爾

之合意87。 

                                                 
85 Commission’s Notice on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1968 OJ 75/3. 
86 ICI v. Commission [1972] ECR 619 CMLR 557. 
87 對於歐洲法院次此之見解，學者批評其欠缺充分的經濟分析，將導致實務上動輒認定寡占協

調行為之成立。See, V. Korah, “concerted ”, 1973 Modern Law Review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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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德國法 

GWB 舊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企業或企業團體互為協調行為，係依本法

不得作為契約約定之標的者，應禁止之。」嗣於 1998 年第 6 次修法之際，基於

與 EC 競爭法規制相互調和（harmonization ; Harmonisierung）之修法理念，爰將

GWB 舊法第 25 條第 1 項納入第 1 條規定一併修正。依修正後之現行法 GWB 第

1 條規定：「互有競爭關係之企業、企業團體以協議、決議或其他互為協調行為

之合意方式，並以妨礙、限制或破壞市場競爭為目的，或產生相同效果者，應禁

止之。」依此規定，其禁制之聯合行為類型即與 EC 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相

同，均涵蓋協議（Vereinbarungen）、決議（Beschlüsse）及協調行為（aufeinander 

abgestimmte Verhaltensweisen）等三種合意態樣；惟兩者規定所不同者，GWB 第

1 條規定之行為主體為「互有競爭關係之企業」，因此本條僅適用於水平卡特爾

（Horizontale Kartelle），並未規範及於維持轉售價格等垂直卡特爾（Vertikale 

Kartelle）。 

GWB於 1998 年第 6 次修正前，舊法第 1 條規定之卡特爾合意型態為「以共

同目的締結之契約」；惟如此規定，在實務運作上難免發生規範之疏漏。蓋本條

所謂之「契約」（Verträge），其概念同於民法之法律行為，以當事人有發生一定

法效果所為意思表示之合致，始得成立88。準此，在GWB舊法第 1 條規定之下，

德國聯邦最高法院認為，同業間僅有相互交換價格訊息之事實行為，惟尚未以契

約約束調漲商品售價，此時即使發生同步漲價之現象，由於未能證明當事人負有

卡特爾之契約義務，即未能認定其成立本條規定之合意89。 

上述同步漲價問題，依現行 GWB 第 1 條規定，即得有效加以規範。蓋同業

間交換價格訊息之行為，即使彼此未有法律甚或事實之拘束力，惟在當事人瞭解

競爭對手商品定價之情況下，相互配合為調漲商品售價之行動，即有可能違反本

條協調行為之禁制規定。惟於實際認定之際，大多數案例仍須仰賴間接證據，此

                                                 
88 P. Ulmer, WuW 1962, 3, 5, 12. 
89 BGH WuW/E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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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需考量涉案市場價格之透明性、市場結構之特殊性、相關事業所存在之具體

行動可能性等因素。 

肆、日本法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3 條後段，明文禁止事業實施聯合行為（法條原文之用語

為「不當的交易限制」）；至於聯合行為之定義，則於同法第 2 條第 6 項規定為：

「本法稱聯合行為者，指事業以契約、協定或其他任何方式，與他事業共同決定、

維持或調漲價格，或為限制數量、技術、商品、設備或交易相對人等相互拘束其

事業活動或遂行之，致違反公共利益，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此外，鑑

於事業團體恆為其會員事業實施聯合行為之溫床，因此同法另於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明文禁止事業團體實施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競爭之行為，俾徹底除去聯合

行為發生之根源。再者，針對寡占市場發生同步調漲價格之現象，同法曾於第

18 條之 2 設有得要求同步漲價之事業提出漲價理由報告之制度，以資補充聯合

行為規範之不足90。 

在上述聯合行為之規範體系下，歷來日本油品市場相關案例呈現之問題點有

二：其一，依據上揭聯合行為之定義規定，涉案行為以具有反公益性為違法成立

要件，因此油價調漲含有政府機關行政指導介入之因素者，實施聯合漲價之油品

業者得否主張以此作為阻卻違法之事由。其二，由上揭定義規定「事業以契約、

協定或其他任何方式」之文義觀之，其聯合行為合意之態樣，除明示之合意外，

當然涵蓋默示之合意；惟於實際認定上，油品業者參與公會聚餐後，出現同時同

幅的調漲油品價格現象，在未能掌握直接證據之情況下，如何藉由間接證據證明

其間存在聯合行為之合意。以上相關問題點，茲分別說明如下。 

                                                 
90 在高度寡占的市場，即使同業間未有明示或默示之合意，惟可能由於單純的價格追隨行為，

致仍然出現價格同步調漲之現象。有鑑於此，日本獨占禁止法舊法第 18 條之 2 規定，國內總銷

售金額超過 600 億日圓，且前三大企業合計之市場占有率超過 70%之特定市場，包含第一大企

業在內之二以上主要事業（市場占有率在 5%以上，且排名前五大之企業）於三個月內，有為同

一或相近金額或幅度之調漲同種商品或勞務之交易基準價格者，日本公平會即得要求該等事業提

出漲價理由之報告；並得將此提出報告之漲價理由向外界公開（同法第 43 條），藉由輿論壓力，

間接抑制事業不當的任意調漲價格。然而，由於該制度於當前日本相關市場難以發揮規範之功

效，日本公平會爰於 2005 年 4 月 27 日修正獨占禁止法之際，廢除該制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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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行政指導與卡特爾違法認定之關係 

（一）石油卡特爾案 

1.案情概要 

在昭和 45（1970）年秋季時期，由於 OPEC（石油輸出國家組織）數次大幅

調漲原油價格，導致日本國內油品價格持續攀升，並帶動國內物價全面上漲。日

本政府為減緩此油價上漲引發的嚴重民生問題，因此自昭和 46（1971）年起，

即由通產省陸續對油品業者實施油品產量及油價調漲之行政指導分針。在油品產

量方面，通產省依據油品市場供需計畫，指導業者調整油品之進口或煉製數量；

在油價調漲方面，則指示油品業者在每桶原油 10 分美金之上漲額度內自行吸

收，並針對各油品種類分別訂有漲幅上限參考數據，另亦要求各油品進口商於漲

價前，就其油價漲幅及調漲時間先行知會通產省。 

在此油品行政指導方針下，日本油品業界分別發生分配產銷數量及協定油價

等聯合行為。首先，日本石油連盟先後於昭和 47（1972）年 10 月 31 日及翌年 4

月 9 日，召集其所屬煉油公司、石油進口公司等 25 家油品事業會員開會，會議

決議以各公司之銷售業績或原油煉製產能分配對日本國內（沖繩縣除外）之原油

進口量及煉油產量。另外，12 家石油進口公司（合計銷售量達日本油品市場 80%

占有率）於昭和 48（1973）年歷經 5 次聚會，達成一定油價漲幅及同時漲價之

合意。 

對於上述油品聯合行為，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下稱「日本公平會」）於昭

和 49（1974）年 2 月 22 日之勸告審決認為91：日本石油連盟決議分配會員事業

之油品產銷數量，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關於事業團體實施聯合行

為之禁制規定；另 12 家石油進口公司協定油品價格之行為，違反同法第 3 條後

段關於事業實施聯合行為之禁制規定。此外，日本公平會認為本案日本石油聯

盟、油品事業及各該代表人亦構成同法第 89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及第 95

條第 1 項等聯合行為之犯罪規定，爰依同法第 96 條第 1 項規定，向檢察總長提

                                                 
91 審決集 20 卷 3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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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刑事告發。 

檢察總長受理本案刑事告發後，於昭和 49 年 5 月 28 日向東京高等法院提起

公訴。嗣經該高等法院審理，在昭和 55（1980）年 9 月 26 日宣判92：日本石油

聯盟決議分配會員事業之油品產銷數量事實部分，犯罪不成立；12 家石油進口

公司協定油品價格之行為部分，犯罪成立。就此高等法院認定有罪之判決部分，

雖經被告等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惟該最高法院於昭和 59（1984）年 2 月

24 日之最終判決93，仍係維持原審對於油品價格協定之有罪認定。 

2.判決理由 

本案是否構成聯合行為之犯罪，關鍵在於案情含有通產省之行政指導得否以

之作為阻卻違法事由。就此，東京高等法院認為：對於日本石油連盟決議分配油

品產銷數量之案情部分，在業界長期接受通產省油品供給調整之行政指導方針

下，本案行為人實施油品產銷數量之分配調整，形式上雖具備聯合行為犯罪之構

成要件，惟其主觀欠缺違法性之意識，即應阻卻其刑事責任之成立；至於油品業

者協定調漲油價之案情部分，則係出於行為人自主的合意而實施，就此部分行為

人仍有違法性意識，即應認定其成立犯罪。 

有關油品業者協定調漲油價之案情部分，何以未能依據行政指導作為阻卻違

法之事由，本案最高法院之判決理由有更為明確之說明。首先，該判決理由揭示

一利益衡量之違法判斷原則：即獨占禁止法之終極目的在於「促進國民經濟民主

的健全發展」，因此業者依據適法的行政指導達成價格協定之合意，形式上雖然

構成價格之聯合行為，惟實質上倘未牴觸此獨占禁止法之終極目的，則應認定該

行為具備違法阻卻事由。然而，本案通產省之價格行政指導僅係公告油價漲幅上

限之參考數據，油品業者卻合意於特定期日同時將各自油品價格調漲至該漲幅上

限之額度，核其所為業已逾越價格行政指導得以容認之程度，即應認定本案油品

業者未能依據行政指導阻卻價格聯合行為之違法。 

                                                 
92 高刑集 33 卷 5 號 359 頁、511 頁。 
93 刑集 38 卷 4 號 12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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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行政指導之適法性判斷 

依據上揭日本最高法院判決理由所示，業者依據適法的行政指導達成價格協

定之合意，在未牴觸獨占禁止法終極目的之利益衡量原則下，即得作為阻卻違法

之事由；惟何謂「適法的」行政指導，該判決理由並未明確宣示。 

事實上，包含油品產業在內，日本產業普遍存在有政府機關行政指導介入之

現象，如此基於產業政策實施之行政指導與維護競爭政策執行之獨占禁止法，兩

者究處於如何之運用關係，即有加以釐清之必要。因此，日本公平會曾於昭和

56（1981）年 3 月訂頒「有關獨占禁止法與行政指導關係之處理原則」，嗣為配

合日本政府之解除管制計畫，避免實施有限制競爭效果之行政指導，復於平成 6

（1994）年 6 月修訂後頒布「有關行政指導在獨占禁止法上之處理原則」，俾為

執法判斷標準。 

該新修訂之處理原則，區分行政指導有無法令規定依據，分別揭示行政指導

與獨占禁止法之關係。對於有法令規定依據之行政指導，在業者自主決定接受該

行政指導實施之行為，原則上並無違反獨占禁止法規定之虞；惟於例外情形，由

該行政指導誘發之行為符合獨占禁止法相關禁制規定之構成要件者，除非該行為

屬於除外規定之適用範圍，否則仍不排除獨占禁止法介入規範之可能性。 

至於欠缺法令規定依據之行政指導，各該行政機關應依其實施之目的、內

容、方法，應審慎評估該行政指導有無限制或妨礙公平與自由競爭之虞。其中，

有關市場之參進或退出、商品或服務之價格、數量、設備等事項，原本即應委由

市場公平與自由之競爭機制形成或決定之，倘藉由行政指導限制事業有關該等事

項之營業活動，即係直接影響市場機制之正常運作。例如，政府機關實施欠缺法

令依據之價格行政指導，致發生下列情事者，相關業者或事業團體仍有違反獨占

禁止法第 3 條後段或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虞： 

（1）有關價格之漲跌，公告金額、比率或幅度等具體價位之指導：實施如

此之行政指導，致有誘導事業或事業團體合意調漲或調降價格至同一

價位之虞者；至於所謂之合意，除明示之合意外，尚包含暗默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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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共同意思之形成。 

（2）在價格處於下跌趨勢時期，指示業者避免廉價拋售等降價活動：實施

如此之行政指導，致有誘導事業或事業團體合意維持或調漲價格之虞

者。 

（3）對於事業團體所屬會員之事業，就其營業上屬於秘密事項之價格資料，

指示其經由該事業團體提出報告：實施如此之行政指導，致有誘導該

事業團體彙集資料後，決定並形成業界同一價格之虞者。 

二、聯合行為之間接證明 

（一）廣島市石油商業連合會價格聯合案 

1.本案緣起 

為本案行為主體之廣島市石油商業連合會，係由廣島地區大多數之 254 家油

品銷售業者成立之事業團體。該連合會於平成 4（1992）年 8 月 18 日舉行所謂

「執行部會」之餐敘活動，其正副會長及諸多重要會員事業代表人均出席餐會。

嗣於餐會活動結束後之同年 9 月 1 日起，該會員事業之油品商，大多同時將普通

揮發油之零售價格調漲 4 日圓，因涉及事業團體決定聯合漲價之嫌，日本公平會

於是立案調查。 

2.石油商業連合會之抗辯 

該連合會於日本公平會進行本案調查中，提出下列之抗辯事由： 

（1）普通揮發油之零售價格，從同年 9 月起至 12 月止，全國油品零售商普

遍均調漲 3 至 5 日圓，足證該油品價格之上漲乃係通常之經濟現象，

並非由於該連合會決定聯合漲價所致。 

（2）該「執行部會」之餐敘活動，僅係公會幹部單純之聚餐聯誼，席間並

無進行會議程序，因此並無所謂聯合調漲該油品零售價之議案決定。 

（3）至於現場留存公會職員之記事簿資料，僅係記載各重要會員事業代表

人交談之油品零售價格訊息，並無記載任何有關聯合漲價之決定事

項，即未能以此資料作為聯合行為之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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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公平會之認定 

對於本案石油商業連合會之聚會，日本公平會雖未查獲會議記錄等直接事

證，然而該會在平成 9（1997）年 6 月 24 日之審判審決94，仍然認定該連合會違

反獨占禁止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有關事業團體實施聯合行為之禁制規定。該審

決理由，乃係基於下列間接事證，推論廣島地區出現油品零售價格同時且同幅的

異常上漲現象，應係由於該連合會人為決定價格聯合之因素所致： 

（1）對照平成 4 年以來全國油品市場零售價格之走勢，廣島地區該連合會

會員事業之油品零售價格調漲時期及幅度，可感覺具有「顯著的一致

性」。 

（2）該連合會過去曾有 10 次決議會員事業聯合調漲或調降油品價格之違法

紀錄。 

（3）在本案餐敘前之其他聚會活動上，曾有會員事業表示應調漲油品價格

之提議記錄。 

（4）依據電話通聯紀錄，在接近本案餐敘開始之前刻，連合會之職員先後

二次以電話催促各重要會員事業代表人出席，顯示該餐會具有相當之

急迫性，應非僅係單純的餐敘活動。 

（5）依據連合會職員記事簿之筆記內容，足以推認與會人員之餐敘話題，

並非僅限於相互交換油品之零售價格訊息，顯然亦曾言及會員事業有

必要將油品批發價上漲之成本負擔轉嫁予零售價格云云。 

（6）在本案餐敘後之連合會會議上，連合會職員曾經提出確認該油品零售

價格已於 9 月 1 日起順利調漲之報告發言紀錄。 

（二）交換商業訊息之適法性判斷 

如上揭油品案例所示，日本各產業之事業團體對其會員事業之營業活動具有

重大影響力，其因素之一，乃係各會員事業時常藉由參與公會活動以相互交換商

品價格等商業訊息。對於如此交換商業訊息之活動，在未能一律禁止之情況下，

                                                 
94 審決集 44 卷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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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斷其有無導致聯合行為之虞，即為執法實務之重要課題。有鑑於此，日本

公平會於平成 7（1995）年訂頒（平成 18 年部分修訂）之「有關事業者團體活

動在獨占禁止法上之指針」，其中即揭示有下列交換商業訊息之適法性判斷原則： 

1.原則上無違法之虞者 

事業團體收集或交換之商業訊息，屬於相關產業之商品知識、技術發展、經

營知識、市場環境、產業活動實績、立法及行政規章、社會經濟情勢等客觀資料，

如此提供該等資料予會員事業、相關產業或消費者，既符合社會對於產業應有之

期待，亦有增進消費者福祉及有助於業者瞭解產業狀況之效果，故此類收集或交

換商業訊息之活動，原則上並無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問題。 

2.有違法之虞者 

事業團體收集或交換之商業訊息，屬於同業間現在或將來與價格等重要競爭

手段有關之具體事項，致同業間相互得以預測對方之價格等營業動向者，即有違

反獨占禁止法之虞。尤其是，會員事業藉由此類收集或交換之商業訊息，對於限

制競爭事項形成暗默之瞭解或共同意思，或以此作為限制競爭之手段者，原則上

將構成違法。具體言之，事業團體收集或交換商業訊息，藉此決定會員事業之價

格聯合，致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之價格競爭者，將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禁制規定；如係會員事業藉此形成價格聯合之合意，致實質的限制特

定市場之價格競爭者，將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3 條後段之禁制規定。 

 

第三節 對不公平競爭行為之管制 

日本公平會鑑於近年來日本油品市場自由化之結果，固然相當程度的促進其

油品市場競爭之活絡，惟同時亦引發市場上出現諸多型態不公平競爭行為之問

題；因此，該會基於維護日本油品市場公平自由競爭之觀點，經由投入相當人力

實施廣泛且深入之市場狀況調查後，爰於 2004 年 9 月 22 日公布「有關汽油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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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態之調查報告書」95，揭示該會對於相關不公平競爭行為之執法立場。 

由於我國與日本在石油產業上頗多相近之處96，因此本研究擬以該日本公平

會所作之調查報告書為基礎，首先介紹日本之油品市場概況，次就其油品流通過

程存在之不公平競爭行為態樣，除日本公平會揭示之違法判斷標準外，並比較檢

討歐美競爭法制對此相關行為之執法態度，俾供我國公平會維護本國油品市場公

平自由競爭之參酌。 

壹、日本油品市場之概況 

一、油品自由化後之市場環境變化 

日本自 1996 年 3 月廢止「特定石油製品輸入暫定措施法」後，凡符合法定

「石油儲備能力」及「品質管理標準」之業者，皆得進口石油產品97。因此，近

年來日本油品之上游批發市場，除 11 家石油公司之既有品牌油品外，尚有能源

商社、全國農會連合會及大型流通業者等，亦得自行進口或向石油公司採購石油

後，自創油品品牌（Private Brand,下稱該等業者為「PB油品事業」），參進該油品

市場之供油競爭。 

此外，由於加油站經營規定之解除管制政策，例如通商產業省於 1990 年停

止實施對加油站設立總量管制及距離限制之行政指導98，嗣於 1996 年、1997 年

先後廢止有關「指定地區制度」、「油品供應來源證明」等法律規定之管制措施，

因而促使油品零售市場亦發生結構性變化。 

依據該調查報告書之資料顯示，自 1990 年推動油品之解除管制措施後，日

本全國加油站之數目，於 1994 年達到 60‚421 座之市場高峰。然而，在此同時，

                                                 
95 刊載於網頁http://www.jftc.go.jp/pressrelease/04.september/04092202.pdf，查訪日期：2006 年 5
月 29 日。 
96 依據經濟部主要國家經貿政策分析月刊 2000 年 5 月號「美與日本『石油業法』師出同門之我

國『石油管理法』在自由化時所遇難題之檢討」一文所敘，我國與日本在石油供需及生產環境相

類似，先後進入自由化及國際化，且其中多項法令規章，如在「石油管理法」相關法條中之煉治、

儲備、銷售…石油基金等，條款亦多相似。 
97 依據日本現行「有關確保石油儲備法律」之規定，石油煉製公司及石油進口商等，須具備 70
日煉油量或銷售量之石油儲備能力。 
98 所謂總量管制之行政指導，係依據汽油消費增加趨勢，為避免加油站之過度設立，因此每年

公告得以新設加油站數目之指導方針。至於距離限制之行政指導，則係為避免加油站集中設立於

特定地區，致形成過度競爭之現象，因此指導加油站相互間維持一定之設置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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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短期內加油站經營業者之大量增加，隨之引發油品零售市場激烈之價格競

爭，導致其加油站數目自市場高峰狀態逐年減少，至 2003 年之加油站數目減為

50,067 座。如此日本油品市場零售業者及加油站數目之逐年遞減趨勢，由圖 4-1

之統計資料即充分顯示之。 

圖表 4-1: 日本油品市場零售業者及加油站數目之逐年遞減趨勢圖 

 

         圖表說明：左軸數據為經營加油站之事業數目 

                   右軸數據為加油站（SS）之設立數目 

                   底邊為平成 6（1994）年至平成 15（2003）年之年度別 

 

蓋石油產品之同質性頗高，各品牌油品之廠商甚難藉由產品差別化策略以取

得競爭之優勢地位，故最終油品市場競爭之成敗，自然取決於末端零售價格競爭

之結果。此現象於汽油市場更為顯然，蓋對於消費者之汽車駕駛人而言，其在消

費地點之選擇上較為自由，故可能某加油站僅將其每公升之汽油價格調降 1 日

圓，即得於短時間內吸引該地區大量之駕駛人上門加油。 

二、油品市場之流通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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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揭 50,067 座加油站之油品供應來源及營業標章加以區分，日本油品

零售市場計有「石油公司加盟系列」、「PB 油品事業加盟系列」及「無加盟系列」

等三類加油站經營型態，以下分別說明之。 

（一）石油公司加盟系列 

此系列加油站之經營者，在與石油公司締結加盟契約後，依據商標使用授權

條款，得以該石油公司之企業標章營業而銷售其品牌油品。相對之，為加盟業主

之石油公司，基於維護其商標權及油品品牌信用之理由，通常均會在加盟契約上

訂定加盟加油站營業之限制條款；例如，不得將該石油公司之品牌油品轉售予非

加盟系列之加油站，亦不得採購或銷售該石油公司品牌以外之油品。 

依據調查結果，在日本全國 11 家石油公司各自之加盟系列下，合計其締約

加盟之加油站經營者為 21,853 家事業，因此開設之加油站共計 40,920 座（佔全

國加油站數目之 79.8%）。其各家石油公司銷售汽油品牌之市場占有率及所屬加

盟加油站數目，如下列圖 4-2 所示。 

 

圖表 54-2: 各家石油公司銷售汽油品牌之市場占有率及所屬加盟加油站數目 

公司名稱 品牌名稱 品牌標章 市 場 占 有

率 

加 盟 加 油 站

數目 

新日本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Esso-Mobil 有限公司 

 

東燃 General 石油股份有

限公司（Esso-Mobil 之子

公司） 

General 

（ゼネラ

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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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光興產股份有限公司 

 
     

昭和 Shell 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 

  

 
    

COSMO 石油股份有限公

司 
     

Japan-energy 股份有限公

司 
    

KYGNUS 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東燃 General 之子

公司） 

     

太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新日本石油出資之公

司） 

 
      

三井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另分析該等加油站經營者之事業規模，其大部分事業（45.6%）之資本額在

1,000 萬日圓（約合臺幣 330 萬元）以下，且其經營之加油站大多不超過 2 座

（43.3%）。由此觀之，該等加油站經營者尚屬中小企業之體質，因此在油品之供

需關係上，易於產生對石油公司之經濟依賴狀態。 

（二）PB 事業加盟系列 

此系列加油站之數目，近年來雖有增加趨勢，甚至亦有加油站解除其與石油

公司之加盟契約而加入此系列者；惟相較於石油公司加盟系列，此系列之加油站

仍屬少數。依據調查報告資料，至 2003 年 3 月止，屬於 PB 事業加盟系列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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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站為 3,751 座，僅占全國加油站總數之 9.3%。因此，為吸引更多加油站之經營

者加入此系列，PB 事業賦予其系列加油站較大之營業自由。亦即，此系列之加

油站，依據授權契約得以 PB 事業之企業標章營業；惟當事人間油品之交易仍屬

一般買賣契約之關係，PB 事業並未限制加盟之加油站須長期接受其品牌油品之

供應。 

另應予說明者，PB 事業供應其系列加油站之油品，大部分係以自行進口之

方式為之，惟平均仍有 10%之油品係採購於石油公司。蓋於正常情形下，日本油

品市場係處於供給過剩之狀態；並且，油品具有未能僅針對特定油種煉製之特

性，因此石油公司為消化其煉油所生多餘之庫存，通常不會拒絕 PB 事業油品之

採購。 

（三）無加盟系列 

此系列加油站之特性，在於其經營者未加入任何石油公司或 PB 事業之加盟

體系，因此營業上未能使用該等加盟企業標章，而係個別強調其加油站之營業信

譽及服務品質。至於其油品供應之來源，則係以買賣契約之方式，經由能源商社

向石油公司或綜合商社採購油品。 

由於無加盟系列之加油站無庸支付加盟金，且通常在其自備油罐車運送油品

之經營條件下，得以降低其經營成本，相對的擁有較高獲利機會。因此，此系列

之加油站數目，目前雖無詳細之統計資料，但得以預見其逐漸增加之趨勢。 

三、油品批發價格之行情 

（一）油品批發價格之設定方式 

以石油公司設定其汽油批發價格之方式而言，通常為業界所採者，計有下列

二方式： 

1.地區市況連動法 

此一價格設定方式，主要應用於石油公司對其加盟加油站之供油價格行情。

首先，石油公司將全國劃分為數個地理區域；其次，每月或每週調查並計算各區

域加油站（含本公司及他公司所屬加盟加油站）之平均汽油零售價格，據此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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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域汽油批發價之基準價格；嗣依各加盟加油站之銷售業績給予不同之折扣優

惠，即以各區域之基準價格扣減該折扣額度，分別設定其對各加盟加油站之批發

汽油價格。 

舉例而言，如下列圖 4-3 所示，甲地域有 A、B、C、D 等 4 座加油站（SS），

其平均汽油零售價為每公升 102.5 日圓（約合臺幣 34 元）；乙地域有 E、F、G、

H 等 4 座加油站（SS），其平均汽油零售價為每公升 97.5 日圓（約合臺幣 33 元）。

因此甲地域之批發價基準價格為每公升 94 日圓（約合台幣 31 元），乙地域之批

發價基準價格為每公升 91 日圓（約合臺幣 30 元）。 

 

圖表 64-3 

 

 

在採地區市況連動法之計價方式下，各加盟加油站之購油價格，將因其所在

區域不同而有異。一般而言，末端零售油價競爭愈激烈之區域，依此計算所得之

基準價格將更趨低廉。因此，為防止此區域之基準價格過度滑落，石油公司通常

均會設定一基準價格之下限；依據調查結果，此基準價格之下限，一般均設定為

每公升 90 日圓（約合臺幣 30 元）。 

2.RIM 價格連動法 

此一價格設定方式，係石油公司以石油資訊管理公司99每日發布之RIM價格

（油品大宗交易行情價格）作為指標，據以決定其對綜合商社及PB油品事業之

                                                 
99 該石油資訊管理公司係於昭和 59（1984）年成立，資本額 3000 萬日圓（約合臺幣 1000 萬元），

其資本額未含有任何油品業者之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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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油價格行情。 

相較於地區市況連動法之計價方式，採用 RIM 價格連動法設定之油品批發

價格，並不因加油站所處區域不同而有太大差異。然而，由於 RIM 價格深受國

際原油價格行情之影響，因此在末端零售價格並無波動之情況下，相對於石油公

司加盟系列穩定之油品批發價，綜合商社及 PB 油品事業仍有面臨大幅購油價差

之可能。 

例如，依下列圖 4-4 所示，自平成 15（2003）年 1 月至平成 16（2004）年 8

月之 RIM 價格與日本全國汽油平均批發價格之變化曲線對照以觀，足見同時期

RIM 價格漲跌激烈。 

 

圖表 74-4: 平成 15 年 1 月至平成 16 年 8 月之 RIM 價格與日本汽油平均批發價

格之變化曲線 

 
圖表說明：左軸為每公升日圓（1 日圓約合臺幣 3 元）之單位 

代表 RIM 價格之變化曲線 

代表日本全國汽油平均批發價格之變化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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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油品批發價格之價差現象 

如上所述，在地區市況連動法之計價基準下，同一石油公司系列所屬之加盟

加油站，將因其所在區域位置及銷售業績之不同，致彼此購油價格有所差異。依

據調查報告資料顯示，全國 11 家石油公司之同一月份同品牌批發價格行情，其

價差幅度從 5 至 10 日圓（約合臺幣 1.5 至 3 元）不等；各石油公司，一年間之

汽油批發價格行情，平均每公升有 10 日圓（約合臺幣 3 元）之價差。 

至於分別屬於石油公司、PB 油品事業之不同加盟系列加油站，由於其油品

批發價格之計價方式不同，當然兩者採購之汽油價格即有差異。一般而言，在石

油公司加盟系列，係由石油公司負擔油品運送費用；在 PB 油品事業加盟系列，

則須由各加油站自備油罐車前往購油，因此後者之油品批發價格，平均每公升較

前者低廉 3 至 8 日圓（約合臺幣 1 至 3 元）不等。 

貳、不公平競爭之行為態樣及違法判斷 

一、不當差別待遇 

（一）行為態樣 

由於汽油產品具有高度之同質性，因此在各品牌汽油未能採行產品差別化策

略之情況下，其加油站銷售業績之高低，可謂取決於汽油零售價格之競爭結果。

換言之，對於汽油之最終消費，即車輛之駕駛人而言，其較無消費場所距離考量

之問題，故某加油站些微調降其汽油價格，即可能吸引大量消費者上門加油。此

外，依據調查報告之成本結構分析，平均各加油站之購油成本即占汽油零售價格

之 90%，因此各加油站在油品批發市場取得汽油進貨價格高低之差異，即絕對影

響其在汽油零售市場之競爭地位。 

一般而言，在石油公司加盟系列採行地區市況連動法之計價基準下，石油公

司依據加盟加油站之銷售業績、所在區域之市場狀況、付款方式、運費負擔之歸

屬等因素，在合理之範圍內，分別給予各加盟加油站不同之汽油批發價格，如此

計價方式應無引發不公平競爭之問題。反面言之，相關批發價格或其他交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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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異，倘逾越合理之範圍，即有競爭法介入規範之必要。 

至於相關交易條件是否逾越合理之範圍，依據日本公平會於 2001 年 12 月

14 日頒訂之「對於汽油等流通之不當廉賣、差別對價等因應」處理原則第 2 之 2

點所示，下列情形即有構成不當的差別待遇之虞： 

1.屬於同一石油公司加盟系列之二加油站，二者皆位於同一商圈之營業區域

範圍內，且二者與該石油公司之交易內容（包含交易量、付款條件及配送條件等，

以下同）均為雷同；然而，該石油公司給予此二加油站同一種類之汽油批發價格，

顯然有所差異。 

2.屬於同一石油公司加盟系列之二加油站，二者皆位於同一商圈之營業區域

範圍內，二者與該石油公司之交易內容並不相同；然而，該石油公司給予此二加

油站同一種類之汽油批發價格，其價格差異顯然不符交易內容不同程度之比例。 

3.屬於同一石油公司加盟系列之二加油站，二者皆位於同一商圈之營業區域

範圍內；然而，該石油公司僅對其中一家加油站之經營者，以顯然低於一般行情

之租金，出租相關加油設備予該加油站，致有利於其商業經營。 

4.石油公司對同一加盟系列之二加油站，就供給同一種類之汽油批發價格，

有其他類似上揭顯然差別待遇之情事者。 

此外，石油公司對於綜合商社或 PB 油品事業採取 RIM 價格連動法之計價

基準，致該批發價格與石油公司供應其加盟加油站之價格有所差異，此乃由於兩

者之油品通路及計價基準皆有不同，故因此所生價格差異之現象，尚無妨礙公平

競爭之疑慮。 

然而，倘石油公司對於特定之商社或 PB 油品事業，給予其顯然優惠之汽油

批發價格；或僅供油予特定之商社或 PB 油品事業，而不當的拒絕其他事業購油

之請求，致妨礙該等事業所處油品市場之競爭者，競爭法仍有介入規範之必要。 

（二）違法判斷 

依上揭處理原則第 2 之 1 點所示，石油公司倘有該處理原則所列不當差別待

遇行為態樣之一者，即有可能違反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1 款「不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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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事業為差別待遇」之禁制規定。其違法之構成要件，除該條本文規定其不法

行為須具備「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實質要件外，另日本公平會於一般指定第 3

項、第 4 項，進一步公告其違法之形式構成要件100。 

一般指定第 3 項係有關差別對價之告示，其規定為：「不當的區別地域或交

易相對人，給予差別對價而為商品或勞務之供給或接受供給」；一般指定第 4 項，

則係有關其他交易條件差別待遇之告示，其規定為：「不當的給予特定事業有利

或不利之交易條件或實施」。 

該處理原則認為，對於不同之交易相對人設定相異之交易價格或其他交易條

件，若係符合交易數量顯示之成本差異比例，或係反映商品供需之市場現況，則

難謂該行為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反之，具有相當市場力量之事業101，對於同一

商品之交易價格或其他交易條件，未有合理之理由實施差別待遇，致直接且重大

影響受此差別待遇之交易相對人的競爭機能者，即足認定其行為有妨礙相關市場

之公平競爭秩序。 

具體而言，個案上認定涉案行為是否構成不當的差別待遇，應綜合行為之意

圖目的、交易價格或其他交易條件之差異程度、行為人及競爭者之市場地位、交

易相對人之狀況及交易型態等因素，判斷相關市場之競爭秩序有無因此受影響而

定。 

                                                 
100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規定有 5 款不公平交易方法之行為類型，惟各款定義內容過於

抽象，因此同條項授權日本公平會另以公告一般指定之方式，進一步將各該不公平交易方法之違

法態樣予以具體化。日本公平會公告之 16 項一般指定，依序對應於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各

款規定之違法態樣為：指定第 1 項至第 5 項之共同拒絕交易、單獨拒絕交易、不當差別對價、不

當差別交易條件、事業人團體的不當差別待遇等行為，屬於第 1 款之不當的差別待遇類型；指定

第 6 項、第 7 項之不當廉售、不當高價收購等行為，屬於第 2 款之以不當的對價為交易之類型；

指定第 8 項至第 10 項之欺瞞的引誘顧客、不當的利誘顧客、搭售，屬於第 3 款之不當的引誘或

強制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為交易之類型；指定第 11 項至第 13 項之不當附排他條件交易、維持轉

售價格、不當附限制條件交易，屬於第 4 款之不當的以拘束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交易條件之類

型；第 14 項指定之交易上優勢地位濫用，屬於第 5 款之不當的利用自己交易上之地位與對方為

交易之類型；指定第 15 項、第 16 項，則屬第 6 款之不當的妨礙競爭者與他人為交易或干擾競爭

者公司之內部決策之類型。 
101 所謂具有相當市場力量之事業，依據日本公平會於平成 3（1991）年訂頒「有關獨占禁止法

對於流通、交易習慣之指導方針」所示，係指擁有 10%以上市場占有率之事業而言。有關此指

導方針之介紹，請參顏廷棟，「論垂直性交易限制在競爭法上之規範」，公平交易季刊，第 6 卷第

2 期，（1998），pp. 12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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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上，行為人實施不當的差別待遇，致有妨礙相關市場公平競爭之虞者，

該相關市場應係指行為人所處市場之次級市場而言；例如，石油公司對其競爭者

之商社或 PB 油品事業不當的拒絕供油或實施差別待遇，此時日本公平會所關心

者，應係加油站之油品零售市場有無因此發生不公平競爭之現象。 

如此對不當的差別待遇之執法重心，亦為其他國家競爭法制所共通。以德國

之競爭法制而言，具有市場控制地位之事業，對於次級（nachgelagert）市場之事

業 ， 無 客 觀 之 正 當 理 由 而 拒 絕 供 給 （ Liefersperren ） 或 實 施 差 別 待 遇

（Diskriminierung），除違反GWB第 20 條第 1 項差別待遇之禁制規定外；倘因

此對於該他事業有重大侵害其參與競爭之可能性者，該次級市場即存在有被獨占

化 之 危 險 ， 其 同 時 將 違 反 GWB 第 19 條 第 4 項 第 1 款 阻 礙 性 濫 用

（Behinderungsmißbrauch）之禁制規定102。 

再者，如EC條約第 82 條第（b）款、（c）款規定禁止之拒絕供給、差別待

遇等排他性濫用行為（exclusive abuse），歐洲法院認為，該等規定保護之對象，

不應僅限於該行為人具備獨占地位之市場，即其鄰接市場（neighboring market）

之競爭秩序，亦應一併涵蓋在此規範範圍內103。 

二、不當低價銷售 

（一）行為態樣 

如上所述，近年由於日本油品市場之自由化及解除管制措施，促使加油站到

處林立；其結果，在加油站業者為爭奪或確保同一商圈客源之情況下，自然引發

汽油零售市場激烈的價格競爭。 

依據統計資料顯示，1994 年 4 月間日本汽油零售市場之價格平均每公升為

120 日圓（約合臺幣 40 元），至 1997 年 12 月之汽油零售價格已下跌到平均每公

升為 99 日圓（約合臺幣 33 元）；甚至於在加油站特別密集之地區，亦曾出現每

公升 80 日圓（約合臺幣 27 元）之超低價格行情。然而，在此零售市場紛紛採行

                                                 
102 Emmerich, Kartellrecht, 8. Aufl., 1999, S. 198 f ; WuW/E OLG 907. 
103 Centre Belge d’Etude de Marche-Télémarket v. CLT & IBP, [1985] ECR 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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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價促銷之同時，部分不堪虧損之加油站業者逐漸退出市場，導致同一時期全國

加油站數目，從 60,421 座遞減至 58,263 座。 

如此汽油零售市場出現低價競爭之現象，固為一般消費者所樂見；惟就長期

效果觀之，過度低價競爭之結果，不僅有損正常市場競爭之體質，最終亦將不利

於消費者福祉及國計民生。申言之，在不當低價競爭之過程中，相關業者得藉由

企業內部之交叉補貼方式以彌補虧損，俟競爭者被驅逐出市場，即市場呈現獨占

化或寡占化結果後，再將商品價格拉回至得以獲取獨占超額利潤之高價位程度。 

由於汽油係屬民生經濟之重要能源物資，因此就油品市場普遍出現低價促銷

之現象，遂引起日本公平會高度之警覺。尤其，鑑於油品業者被促請注意或警告

不得實施不當廉賣之件數，由 1997 年之 94 件、1998 年之 185 件，逐漸攀高至

2000 年之 215 件之趨勢，日本公平會即於 2001 年 12 月 14 日頒訂「對於汽油等

流通之不當廉賣、差別對價等因應」處理原則，俾防範於未然。 

（二）違法判斷 

所謂不當的低價銷售，依據日本公平會公告一般指定第 6 項「不當廉賣」之

規定，其構成要件為：「無正當理由，以顯著低於供給商品或勞務之必要費用而

為繼續之供給，或其他不當的以低價為商品或勞務之供給，致他事業有營業活動

困難之虞」。 

在一般指定第 6 項之規範基礎上，日本公平會為明確揭示其對油品不當廉賣

行為之執法立場，爰於上揭處理原則第 1 之 1 點，進一步將該項指定之構成要件

闡明如下。 

1.「以顯著低於供給之必要費用」之判斷 

所謂「供給之必要費用」，實務認定上應以進貨價格為準；惟該價格非僅指

名義或形式上之進貨價格，凡與商品價格高低有關者，如下列價格折扣及獎勵金

等項目，亦應視為實質的進貨價格判斷要素： 

（1）年度結算時，給予折扣額度優惠（包含事後的價格補助、結算獎勵金

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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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贊助加油設施之新增、改造，或廣告宣傳、銷售活動等名目之獎勵

金，及提供其他加盟系列加油站業者轉換為自己加盟系列之資金贊助

等項目。 

此外，有關實質進貨價格之認定，亦應考量時間因素；亦即，實務上應以加

油站低價銷售之一定期間（通常為一個月）的平均進貨價格，作為認定基準。 

2.「繼續」供給之判斷 

所謂「繼續」供給，係指於相當期間內反覆實施低價銷售活動，並不以每日

持續實施為必要；例如，僅於每週末實施低價銷售，依消費者購買狀況而持續實

施，亦符合該「繼續」之要件。 

3.「其他不當的以低價為供給」之判斷 

此類不當低價銷售之型態，係指以低於實質的進貨價格為短期之銷售；或銷

售價格雖高於實質的進貨價格，惟仍低於總銷售成本，致週邊競爭者有營業活動

困難之虞。 

4.「致他事業有營業活動困難之虞」之判斷 

有關低價銷售是否會影響其他加油站業者之營業活動，應綜合下列事項判斷

之： 

（1）行為人之事業規模及經營態樣，包含行為人之市場地位（擁有加油站

之數目、銷售規模、市場占有率、營業地區），多角化經營之狀況，加

油站經營型態（有無兼營超市或大型購物中心）。 

（2）低價銷售汽油之品項、銷售數量、銷售期間之長短、銷售季節。 

（3）廣告宣傳狀況。 

（4）商品特性（銷售汽油之種類等）。 

（5）週邊競爭者之營業狀況，包含競爭者事業規模之大小、低價銷售之商

品占其全部銷售商品項目之比重、低價銷售之價格與週邊競爭商品價

格差異之程度、有無其他業者亦實施低價銷售、低價銷售商品之銷售

額減少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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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之違法判斷原則下，日本公平會為有效遏止油品市場出現不當低價銷

售之現象，爰於上揭處理原則第 1 之 2 點，揭示如下之執法方針： 

1.於受理不當低價銷售之檢舉案件後，應立即處理；其處理期間，自受理檢

舉日至通知檢舉人處理結果之日止，以不得逾二個月為原則。 

2.對於大規模事業實施不當低價銷售之檢舉案件，或被檢舉之事業係屬反覆

實施不當低價銷售者，應將其列為重大案件，並立即調查其對週邊競爭者營業活

動之影響，倘經認定違法者，應予嚴厲處分。 

3.對於不當低價銷售之檢舉案件，檢舉人有提供具體之違法事證者，應將調

查結果通知該檢舉人；檢舉人對於通知之內容有疑義者，除涉及商業秘密或可能

影響案件之審理等事項外，應予充分說明。 

4.對於事證不足或未達可罰程度而施以注意或警告之低價銷售業者，為預防

其再有類似行為或違法行為之發生，即日起應確實掌握其價格動向之資料訊息。 

歸納言之，日本競爭法制對於不當低價銷售之違法判斷，乃著重於商品定價

是否低於客觀之進貨價格基準；至於行為人主觀違法要素之有無，則非所問。如

此之違法判斷標準，相較於歐美競爭法制，得進一步分析說明如下。 

首先，德國法院於 1982 年之案例104認為，GWB第 19 條第 4 項第 1 款阻礙

性濫用之行為類型，包含所謂「攻擊性低價格」（gezielte Kampfpreisunterbietung）

之濫用行為，其違法性判斷應著眼於二點；亦即，主觀上行為人須有排除競爭者

之意圖（Vernichtungsabsicht），客觀上須以低於成本價格（Selbstkonsten）為繼

續性之供給。由此觀之，顯然德國法院要求之主觀違法要素，即未見諸於日本法

制之相關規定。 

至於德國法院所謂低於成本價格之客觀要素，其意旨即反映於GWB第 20 條

第 4 項規定中。依據同條項規定，凡相對於中小企業之競爭者具有優越市場力

（überlegene Marktmacht）之事業，非一時性的以低於成本價格或進貨價格

（Einstandspreis）為商品或勞務之供給，且客觀上未能視為正當者，即構成不當

                                                 
104 WuW/E OLG 2643 (Siegener Ku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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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價銷售（gezielte Preisunterbietung）之違法105。分析本條項之構成要件，在客

觀無正當理由及低於進貨價格等要素上，即為德日二國競爭法制所共通。 

其次，歐洲法院在有關EC條約第 82 條之案例106，將不當的低價銷售定位為

「掠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之濫用行為，在主觀違法要素上，同樣認為

行為人必須具備排除競爭者之意圖（intend to eliminate a competitor）；惟於客觀

違法要素之認定，則較德日二國競爭法制具有彈性。亦即，依據歐洲法院之見解，

構成掠奪性定價之價格，除低於平均變動成本（average variable cost）之情形外；

倘該價格雖高於平均變動成本，惟低於平均總成本（average total cost），且如此

之定價策略可視為排除競爭者之計畫（a plan for eliminating competitor）者，仍

可將其認定為掠奪性定價。 

此外，在美國修曼法第 2 條及克萊頓法第 2 條（a）項之規範架構下，美國

法院認定掠奪性定價之判斷標準，與日本法同樣未強調行為人之主觀違法要素，

惟其客觀之認定標準顯然較為嚴格。 

具體言之，美國判例揭示掠奪性定價之構成要素有二107：其一，該價格低於

一以適當方式算出之成本價位（the resulting price be below“an appropriate 

measure of cost＂）；其二，獨占事業將競爭者驅逐出市場後，將會彌補因此所生

之損失（the monopolist be able to“recoup its losses from the predation once its 

rivals have been excluded from the market＂）。有關第一點所謂適當計算之成本價

位，通常係依據Areeda 及Turner二位教授提出之「短期邊際成本」（short-term 

marginal cost）或「平均變動成本」（average variable cost）為標準108。至於第二

點彌補損失之要素，係指由市場結構之變化趨勢觀察，可合理預見行為人將來會

                                                 
105 學者認為，GWB第 20 條第 4 項係屬對於相對市場力量濫用之禁制規定，此與同法第 19 條第

4 項第 1 款對於絕對市場力量濫用之禁制規定，合為廣義的妨礙性濫用之禁制規定。Vgl. Bericht 
des Ausschusses für Wirtschaft vom 21. Feb. 1980 zu dem Entwurf eines Vierten Gesetzes zur 
Änderung des GWB, WuW 1980, S. 366, 375. 
106 AKZO v. Commission, [1991] ECRІ-3359 ; [1993] 5 CMLR 215. 
107 Brooke Group Ltd.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 509 U. S. 209 (1993). 
108 P. Areeda & D. F. Turner, Predatory Pricing and Related Practices under Section 2 of the Sherman 
Act, 88 Harvard Law Review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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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掠奪性低價格拉回至獨占性高價格；惟於實際推論上，存在有相當證明之困難

性。 

三、相對優勢地位之濫用 

由上述日本油品市場之概況得知，各加盟系列之加油站業者咸屬中小企業規

模，且基於繼續性交易關係必須仰賴石油公司等加盟業主油源之供應，在此經濟

依賴狀態下，自然形成石油公司等加盟業主對加盟加油站之相對優勢地位。 

從行為規制之立場，相對優勢地位之本身並不具有競爭法上的非難性，而係

交易當事人有濫用此相對優勢地位之行為者，競爭法始有介入規範之必要；其

詳，以下分別說明之。 

（一）行為態樣 

1.不當限制交易條件 

石油公司等加盟業主，依據加盟契約授權加盟加油站使用其營業商標，同時

限制該加油站僅得向其採購油品，並禁止將採購之油品轉售予非加盟系列之加油

站；一般而言，此等限制條件乃係基於維護該油品之商標信譽所必須，並不當然

違反獨占禁止法之相關規定。 

然而，於個案具體認定之際，倘發現石油公司等加盟業主有實施如下之行

為，即應認定相關行為已逾越商標保護制度之意旨及目的，非屬行使商標權利之

正當行為，致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可能： 

（1）恣意或差別的行使商標權；例如，對於同加盟系列之加油站，僅限制

部分加油站業者不得與非加盟系列之油品業者交易，其餘部分之加油

站業者則未加以限制，致直接且重大影響受限制加油站業者之競爭機

能。 

（2）禁止加油站業者以較低之價格，採購其他同加盟系列之油品業者供應

之同品牌油品，致妨礙該加油站業者之營業自由，並使其蒙受經濟之

不利益。 

（3）自己未善盡油品品質控管之責，允許或默認他品牌油品混入或摻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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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油品通路，或對於加盟系列與非加盟系列之油品通路未加區隔；惟

卻以行使商標權為由，禁止加油站業者與非加盟系列之油品業者交

易，致妨礙該加油站業者之營業自由，並使其蒙受經濟之不利益。 

2.交易條件不透明 

理論上而言，石油公司等加盟業主與其加盟加油站業者於締結加盟契約之

際，應已就供需油品之種類、數量、配送及批發價格等交易條件為明確之約定109。

然而，在加盟業主與其加盟加油站業者間處於交易地位不對等之情況下，實際上

仍可發現諸多交易條件不明確之加盟契約。 

例如，有關汽油批發價格之決定，在石油公司加盟系列固係採用地區市況連

動法為計算基準；惟就相關定價參考因素等具體之價格計算方式，通常係由石油

公司片面決定之。實務作法上，即有石油公司於每週週一，分別以電話傳真之方

式告知加油站本週之汽油批發價格；甚至亦有石油公司事先不為油品批發價格之

告知，俟加油站購油後，始依各地區市場狀況決定其價格者。 

如此存在著價格等交易條件不透明化之油品市場上，不僅加油站業者基於合

理成本考量之營業決策自由遭受侵害，最終亦將損及由商品供需自然決定價格之

正常市場機制。因此，從維護油品市場競爭政策之觀點，日本公平會對於石油公

司之油品價格決定方式，提出如下之改善方針： 

（1）有關汽油批發價格之計算方式，宜於加盟契約內載明；並就市場狀況、

數量折扣等相關之價格計算方法，應向加盟加油站業者為充分之說

明，俾該加油站業者得預估採購之汽油批發價格。 

（2）於同一加盟系列同時採行「地區市況連動法」及「RIM 價格連動法」

二種計價方式者，有關各計價方式之適用條件（如依據交易數量等），

                                                 
109 依日本公平會於平成 14（2002）年新修訂之「有關獨占禁止法對於連鎖加盟系統之處理原則」

以觀，其規範架構，係區分加盟契約締結之前、後二階段，分別課予加盟業主資訊揭露及不當交

易條款之禁止等義務。在加盟契約締結前之招募階段，加盟業主對於加盟後之商品供應條件、業

務經營之指導、商標或商號之使用及加盟權利金之計算、契約之期間及更新、契約之解除及中途

解約之條件等重要事項，負有以書面交付加盟店並說明其內容之義務；倘違反此義務，致加盟店

發生誤認之情事，該加盟業者將構成一般指定第 8 項欺瞞的引誘顧客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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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事前向加盟加油站業者為完全之揭示。 

（3）各次交易之汽油批發價格，應於交易前決定，避免於交易後之價格決

定或調整。 

（二）違法判斷 

1.不當限制交易條件之違法判斷 

石油公司等加盟業主，藉由加盟契約對加油站業者課加獨家交易或限制銷售

油品品牌等交易條件限制條款，倘被評價為逾越商標權正當權利行使之範圍者，

即可能違反日本公平會公告一般指定第 11 項「不當附排他條件交易」或第 13 項

「不當附拘束條件交易」之禁制規定。類似規定，亦分別見諸於歐美競爭法規定；

例如 GWB 第 21 條第 1 項、EC 條約第 81 條及美國克萊頓法第 3 條等規定。 

對於上揭不當限制交易條件之違法判斷，歐美日競爭法規定洵採所謂「合理

原則」（rule of reason），歸納其違法判斷要素，得分別說明如下： 

（1）石油公司等之市場地位：包含市場占有率、業界規模排名及商標品牌

信譽等要素；一般而言，行為人擁有 10%之市場占有率者，即足認定

涉案行為有妨礙油品市場公平競爭之虞。 

（2）涉案油品之市場狀況：包含市場集中度、油品特性、油品差別化之程

度、銷售通路及新進業者參進之難易等要素。 

（3）涉案加盟系列所屬加油站之數目，及該等加油站業者於油品零售市場

之地位等要素。 

（4）對其他競爭油品業者之影響：包含相關限制約款之期間長短、其他油

品業者有無採行類似之限制約款措施等要素。 

2.交易條件不透明之違法判斷 

石油公司等加盟業主濫用其相對優勢地位，未於加盟契約內載明油品價格等

交易條件，甚或片面決定之交易條件有不合理或不對等之情形，則對此濫用行為

競爭法有無介入規範之餘地？就此問題，德、法等國之競爭法制雖設有相對優勢

地位濫用之禁制規定，惟該等規定並非用以介入調整交易條件本身之不均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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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在於禁止相關交易存有差別待遇、拒賣及搭售等限制競爭行為110。相對之，在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之「不當的利用交易地位」，及日本公平會

公告一般指定第 14 項之「優越的地位之濫用」等禁制規定架構下，認為交易當

事人之自主決定權為確保自由競爭之基礎條件111，因此對於類似石油公司與加油

站之交易地位不對等衍生契約內容不合理之問題，容有介入規範之必要。 

一般指定第 14 項之規定為：「利用自己在交易上優越的地位，違反正常的商

業習慣，不當實施下列各款行為之一者： 

（1）對於繼續性交易之相對人，令其購買與該交易無關之商品或服務。 

（2）對於繼續性交易之相對人，以利己之計算，令其提供金錢、服務或其

他經濟上之利益。 

（3）訂定或變更為不利於相對人之交易條件。 

（4）除前三款所列行為外，有關交易之條件或其實施，有課予相對人不利

益之情事者。 

（5）交易相對人為公司組織之事業型態者，要求該公司就其負責人之選任，

應事前依其指示，或事後經其認可。」 

歸納上揭規定之構成要件有三，即行為人利用其在交易上「優越的地位」、「違

反正常的商業習慣」及「不當的」課予相對人不利益之交易條件。該等要件之內

涵，進一步析述如下。 

首先，有關「優越的地位」之解釋，一般以為，僅須交易當事人之一方對於

                                                 
110 德國法部分，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20 條第 2 項，雖明文禁止事業或事業團體濫用其對

中小企業之相對優勢地位，惟該規定係屬同條第 1 項差別待遇禁制規定之擴大適用，請見吳秀

明，「從依賴性理論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收錄於前揭書，pp.435-452；法國法部分，依據法

國「1986 年 12 月 1 日八六～一二四三號價格與競爭之自由命令」第 8 條規定，不僅於同條第 1
項第 2 款明定禁止濫用相對優勢地位之主體資格，且於同條第 2 項揭示禁制之濫用行為為拒賣、

搭售、交易條件之歧視或因交易相對人拒絕接受不當交易條件而斷絕與其既存之交易關係等，請

見何之邁，『公平交易法專論』，自版（1993），pp. 546-554。 
111 依日本公平會於昭和 57（1982）年委託學者組成獨占禁止法研究會之見解：凡對於自由競爭

的狀態、競爭手段的公平、自由競爭的基礎等公平競爭條件之一加以侵害者，該行為即具備公平

競爭阻礙性。以優勢地位之濫用行為而言，即屬對自由競爭基礎條件之侵害類型，其因此所生之

公平競爭阻礙性，在於壓抑相對人就是否交易及交易條款內容之自主決定權。以上，請參閱顏廷

棟，「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濫用規範之研究」，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交易法研討會論

文集，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2006)，pp.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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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具有相對優勢性，並不以該當事人擁有壓倒性之市場占有率或類似獨占、寡

占等絕對市場力為必要。至於相對優勢性之認定，主要係考量交易相對人之更換

可能性，並衡酌當事人所屬市場狀況、交易商品或服務之特性、當事人經濟地位

差異等因素112。在油品市場上，倘加油站對於某石油公司之供油關係已形成經濟

依賴狀態，致加油站業者無法任意變更油品採購對象之情況下（即所謂

「lock-in」），通常即可認定該石油公司具備交易上的相對優勢性。 

其次，所謂「正常的商業習慣」之概念，未必以現實存在的商業習慣為準，

凡符合公平競爭理念之交易習慣，不論其現實是否存在，均應加以審酌113。近來

學說，亦有擴張傳統民法上公序良俗之概念者，提出所謂「經濟的公序」論點，

認為正常的商業習慣，至少應包含交易的公平性及經濟弱者的保護等基本理念。

因此，對於石油公司未於加盟契約載明油品價格等交易條件，即使如此之交易型

態廣泛的為油品業界所採，惟從保護弱勢加油站業者營業決策自由之觀點，仍應

將其評價為違反市場交易公序，即未能承認該商業習慣之正常化114。 

再者，學說上對於交易條件是否具備不當性之判斷基準，有主張應以相對人

之自由決定權有無受侵害為準115；有認為應以當事人在交易地位對等下，所成立

之交易條件為比較基準116；亦有認為應以具備競爭機能之市場上，有無存在類似

不利益交易條件之可能性為準117；另有主張應以該不利益之交易條件，與當事人

間之依賴性有無因果關係為準118。 

以上各說見解，或著重於交易相對人之自主性，或關注於當事人間之從屬關

係，惟此應屬實際現象一體之兩面，因此在具體個案之認定上，仍應依其商品交

易態樣、交易相對人受壓抑程度及內容等因素而定。以油品交易之價格而言，倘

                                                 
112 山田昭雄、大熊まさよ、楢崎憲安，流通・取引慣行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ガイドライン，商

事法務研究会（1991），p. 207。 
113 正田彬，全訂独占禁止法，日本評論社（1980），p. 417。 
114 渡部晃，「独占禁止法違反と公序良俗」，自由と正義，第 147 巻第 5 号，p. 65。 
115 戸塚登，「取引上の地位の不当利用」，独占禁止法講座Ⅴ，経済法学会編（1985），p. 277。 
116 正田彬，前揭書，p. 417。 
117 今村成和，独占禁止法入門（第 4 版），有斐閣（1993），p. 168。 
118 実方謙二，独占禁止法（第 4 版），有斐閣（1998），p.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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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公司未於加盟契約載明汽油批發價格之計算方式，甚或於交易後始告知價格

者，在此交易資訊不對稱之情況下，加油站業者勢必無從預估其採購汽油之價

量，因此即可能蒙受營業上不測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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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公平法及石油相關法規對於油品市場管制

之檢討與建議 

 

第一節 對獨占地位濫用行為之管制 

壹、獨占事業之認定 

一、定義規定及認定標準 

公平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獨占，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

狀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力者。」同條第二項復規定：「二以

上事業，實際上不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

視為獨占。」如此對於獨占之定義規定，顯然繼受自 GWB 第 19 條第 2 項有關

「完全獨占」、「準獨占」及「寡占的市場控制」等市場控制地位定義之理念；

至於 GWB 同條項用以認定獨占最低門檻之「優越的市場地位」規定，雖未見諸

於現行公平法獨占定義規定中，惟觀察公平法施行細則第 3 條所列認定獨占事業

應審酌之諸多事項，實質上亦隱含有德國法制綜合認定優越的市場地位之概念。 

上揭公平法有關獨占事業之定義規定，本質上屬於抽象的不確定法律概念，

其於具體判斷上究非易事，因此基於規範明確性之考量，公平法於 2002 年修法

之際，增設第 5 條之 1 有關獨占事業認定標準之規定。分析此認定標準之規範架

構，學者有將其定位為「雙重門檻之負面推定」及「獨占狀態之正面認定」規定

者119。所謂「雙重門檻之負面推定」，係指事業於特定市場未達同條第 1 項規定

之占有率門檻者（一事業未達二分之一、二事業未達三分之二、三事業未達四分

之三）；及事業雖已跨越該項規定之第一道門檻，惟其個別事業未達同條第二項

規定之第二道門檻者（市場占有率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年度總銷售金額未達

新臺幣十億元），皆排除在獨占事業認定範圍之外。至於「獨占狀態之正面認定」，

則係依同條第 3 項規定，對於未達上揭雙重門檻之事業，倘其設立或提供商品或

                                                 
119 吳秀明，「十年來公平法上之獨占管制」，收錄於前揭書，pp. 30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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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令、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

能力之情事者，公平會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從比較法之觀點言之，公平法第 5 條之 1 推定規定之立法意旨，雖係源自

GWB 第 19 條第 3 項之市場占有率推定規定，惟兩者存在有法律推定效果之差

異。申言之，德國法制係屬於正面推定規定，因此在實務運作上，對於符合該推

定規定者之事業，倘其未能提出反證者，卡特爾署即得認定其具備市場控制之地

位；反之，公平法之雙重門檻係屬反面推定規定，因此在同條「……不列入前條

獨占事業認定範圍」規定之反面解釋下，對於跨越此雙重門檻之事業，公平會仍

須調查並證明其符合前條獨占事業定義之要件。 

二、油品獨占事業之實務認定 

我國於民國 88 年初開放燃料油、航空用油及液化石油氣進口，及台塑石化

公司於翌年 8 月 9 日正式取得石油或石油產品生產、輸入業務經營許可執照前，

國內油品市場向來處於中油公司獨家經營之無競爭狀態，因此認定其構成公平法

第 5 條第 1 項規定之「完全獨占」，殆無疑義。例如在「中油公司濫用航空燃油

市場獨占地位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案」120中，公平會即係依據如次之理由，認定

中油公司於特定油品市場具有完全獨占之地位：按航空燃油雖經政策決定於民國

88 年元月國內油品自由化第一階段開放進口，惟因中正航空站研擬之「中正國

際航空站航空器燃油供油、儲油、及加油業務管理要點」尚未通過，其何時開放

市場尚未可知；另台塑石化公司雖於民國 89 年 5 月 9 日起獲准銷售航空燃油，

惟本案系爭行為發生於台塑油品未上市時，且台塑石化公司由於前揭法令障礙，

目前航空燃油主要外銷，國內市場仍由中油公司獨家供油，亦即中油公司於民國

88 年間仍為市場唯一供油業者，占有率接近 100%。 

然而，在油品市場自由化後，隨著新進油品業者陸續參進市場，勢必改變相

關油品市場由中油公司完全獨占之市場結構。首先，在油品市場開放之初期階

段，由於若干新進業者參與油品之進口或煉製業務，此時將形成一大企業對數中

                                                 
120 （89）公處字第 170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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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之準獨占市場結構。嗣後，經由部分新進業者逐漸擴展其油品市場占有率

之結果，進而演變為少數企業寡占的市場控制之經營環境。面對如此市場結構之

變化，相對於過去較為單純之完全獨占案例，對於公平會在認定涉案事業是否構

成準獨占或寡占的市場控制而言，不啻為執法實務之一大挑戰。 

承上所述，設若油品市場併存著一大企業與數中小企業之情況，公平會如要

認定該一大企業具備準獨占之市場地位，依據公平法第 5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必

須證明該企業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力」要件，始足當之。另由比

較法制考察之觀點，所謂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力」要件，乃相當

於 GWB 第 19 條第 2 項前段第 1 款規定之處於「未有實質的競爭狀態」要件，

而對此要件內涵之解釋，德國及歐體競爭法執法機關認為，係指涉案企業毋庸考

慮競爭者或顧客之反應而得任意實施營業活動，亦即具有「獨立行動力與價格決

定力」或「獨立行動力與競爭阻礙力」而言。 

至於我國公平會對此問題之立場，在「中油公司對經銷商不當差別取價及拒

絕續約案」121中認為：液化石油氣（LPG: Liquefied Petroleum Gas,又稱液化瓦斯

或桶裝瓦斯）之進口或生產供應原僅有中油公司獨家經營，嗣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決定於民國 88 年初開放進口，已有中油公司、台塑石化公司、李長榮公司及北

誼興公司等四家業者申請進口，爰自民國 88 年 5 月後，依據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之資料，家用液化石油氣之國內銷售量為 121.7 萬公噸，扣除民國 88 年度台塑

石化公司、李長榮公司等業者進口數量約 13 萬 2 千公噸，顯示中油公司於開放

進口後之液化石油氣市場占有率仍高達 89.15%，已符合獨占事業認定之門檻條

件；再者，本案系爭行為時台塑石化公司及李長榮公司等民營業者雖已進口液化

石油氣，惟其進口數量有限，國內主要九家經銷商提氣來源仍以中油公司為主，

並完全依中油公司要求之價格提氣，顯見中油公司仍為液化石油氣供應市場之價

格決定者，足堪認定中油公司於民國 88 年度國內液化石油氣供應市場仍屬具有

壓倒性地位，且可排除競爭之能力。如此見解，顯示公平會認定本案中油公司擁

                                                 
121 （91）公處字第 050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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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國內液化石油氣供應市場之準獨占地位，乃係藉由價格決定力充分證明該公司

具備「壓倒性地位，且可排除競爭之能力」要件，可謂充分掌握公平法第 5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之立法意旨，殊值贊同。 

另外有關寡占的市場控制之認定，迄今油品市場尚未出現此類獨占相關案

例；然而在「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聯合調整油品價格案」122，公平會雖係以

該二公司違反聯合行為之禁制規定為理由加以處分，惟依本案之市場背景及涉案

事實而言，姑且不論該二公司有無涉及濫用市場獨占地位之行為，至少在市場結

構面上，渠等公司非無構成同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之獨占態樣的可能。申言之，

依據公平會調查國內加油站汽、柴油油品市場銷售量統計資料結果，顯示截至本

案處分時之國內供油商僅有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中油公司約占七成發油

量、台塑石化公司約有三成之發油量，該二公司在汽、柴油供油市場上合計有

100%之市場占有率。據此市場資料，該二公司實已跨越公平法第 5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 項規定獨占事業認定之雙重門檻標準。再者，中油公司與台塑石

化公司之涉案事實為：在民國 91 年至 93 年之二年期間內，該二公司先後成功的

發動 20 次同步調漲油價行為。如此之涉案事實，不僅涉及寡占事業實施一致性

行為之嫌，同時在公平法第 5 條第 2 項定義規定之評價上，亦意味著渠等公司實

際上不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

爭狀態之情形，即得將該二公司視為獨占。 

如此將本案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視為獨占之推論說法，事實上亦得藉由

上述德國及歐體競爭法之執法經驗加以證實。蓋依該等外國執法機關之見解，對

於寡占事業實施類似本案同步且同幅之調價行為，在內部關係上業已具備該等事

業不存在實質的競爭關係之要件，在外部關係上亦得將其評價為合一的具備完全

獨占之要件，據此認定該等事業擁有寡占的或共同的市場控制地位。 

貳、濫用行為之禁止 

一、禁制規定 
                                                 
122 （93）公處字第 102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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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對於獨占之規範在採取防弊主義之立法原則下，同法第 10 條列有如

次四款禁止獨占事業濫用行為之類型：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

參與競爭（第 1 款）；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第

2 款）；無正當理由，使交易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第 3 款）；其他濫用市場地位

之行為（第 4 款）。分析上揭濫用行為類型化之概念，第 1 款係屬阻礙性濫用類

型，第 2 款及第 3 款可歸類為榨取性濫用類型；至於第 4 款，則屬概括性條款，

主要功能在於彌補前三款濫用類型之不足，其所涵蓋之具體濫用行為態樣，仍有

待實務案例之補充123。 

從繼受法考察之觀點124，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第 2 款及第 3 款，乃分別

源自GWB第 19 條第 4 項第 1 款之阻礙性濫用、第 2 款及第 3 款之榨取性濫用等

規定，因此參酌德國法制各款規定之構成要件及實務運作，公平法同條各款規定

之內涵，得進一步析述如下： 

（一）阻礙性濫用類型（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所謂「不公平之方法」，

係指涉案行為係屬顯然影響市場競爭之方式，且於客觀上無正當理由。其阻礙行

為，在「直接阻礙」態樣，包含掠奪性定價、拒絕交易、差別待遇等；在「間接

阻 礙 」 態 樣 ， 計 有 獨 家 交 易 （ Ausschließlichkeitsbindungen ）、 忠 誠 折 扣

（Treuerabatt）、搭售（Kopplungsangebot）等。至於「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之

結果，僅須影響他事業之競爭可能性，即已足125。 

 （二）榨取性濫用類型（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第 3 款）：同條第 2 款之

榨取性濫用，係指賣方「不當」的訂定高價，以攫取超額利潤，其判斷標準得依

「假設競爭」、「比較市場」等理論決定之。相對於此，同條第 3 款之榨取性濫用，

則 為 買 方 「 無 正 當 理 由 」 的 要 求 低 價 格 等 優 惠 ， 概 念 上 屬 於 購 買 力

                                                 
123 例如，依據公平會審理「飛利浦等公司光碟產品專利授權案」（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書）

之見解，專利權人於權利金談判過程中，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專利詳實的內容、範圍或專

利有效期限等重要交易資訊，即逕行要求被授權人簽訂授權合約及進行權利金之追索行為，即屬

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4 款之濫用類型。 
124 參見行政院函請立法院審議之「公平交易法草案」第 10 條條文說明欄，收錄於廖義男，公平

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公平交易法論集（1）—，三民書局（1995），p. 459。 
125 顔廷棟，「市場支配力の濫用規制（一）」，法学，第 70 卷第 3 号，（2006），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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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fragermacht）濫用之違法評價。 

二、油品實務案例 

（一）掠奪性定價案 

有關掠奪性定價之違法判斷，歐美日各國執法機關之基本立場，除客觀之成

本要素外，尚須斟酌行為人有無排除競爭之意圖，或分析其可能對市場競爭之影

響等因素而定。至於我國公平會對此問題之見解，由「中油公司航空用燃油之新

舊計價制度涉有違反公平法案」126以觀，顯示該會亦非以「價格低於平均變動成

本」為唯一的違法判斷要素。 

本案為中油公司自民國 88 年 4 月 11 日以後，對於航空公司及經銷商 (航機

加油業者) 之航空燃油計價，改採提貨價格單一化，並對直接契約客戶收取加油

入機費，如此航機加油服務之定價，雖低於平均變動成本，惟公平會認為本案尚

欠缺如次之違法要件，因而否定涉案定價行為構成掠奪性定價之違法：1.實施掠

奪性定價廠商必須為一多角化經營之廠商（multi-product firm），廠商於各個市場

均具有獨占力量；2.新進事業不具備市場資訊，無法分辨掠奪性降價與基於正常

市場競爭之降價；3.掠奪性定價須保證產品市場之獨寡占結構能持久不變，即新

進事業被逐出市場後，該獨占事業仍能長期維持市場地位，並能預期削價戰爭後

之虧損，可藉由未來之獨占利益彌補；4.削價過程中，獨占事業之市場占有率不

斷提高，並危及競爭對手；5.事業實施掠奪性定價之主觀意圖。 

此外，在「中油公司國光牌代鉛劑不當低價案」127中，系爭國光牌代鉛劑於

民國 88 年間每瓶之批發價及零售價均為 18 元，分別低於每瓶 18.64 元之批發平

均變動成本、21.24 元之零售平均變動成本；然而，公平會基於一貫之立場，除

產銷成本要素外，並考量上揭各項違法判斷要素後，認為：系爭產品售價雖有低

於平均變動成本之嫌，然尚無事證足認其削價行為係為實施掠奪性定價，並得以

未來之超額利潤彌補虧損，故尚難認此部分行為已違反公平法。就此結論特別強

                                                 
126 （88）公貳字第 8804430—001 號函。 
127 （89）公貳字第 8900818—01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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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得否彌補虧損之重點而言，本案公平會似參酌美國判例法作為違法判斷之關

鍵，即從市場結構之變化趨勢觀察，可合理預見中油公司未來不至於將系爭產品

之低價拉至獨占性高價。 

（二）拒絕交易案 

從民法契約自由或市場經濟營業活動自由之觀點言之，事業在經營策略之考

量下本得自由決定是否與他人從事交易；然而，競爭法基於保障市場公平競爭及

維護交易秩序之目的，對於具有一定市場力量，尤其是擁有獨占地位之事業，就

其無正當理由之拒絕交易，即應介入管制。此即歐洲法院在 1983 年Michelin一

案中所言128：對於愈是擁有高度控制地位（super-dominance）之事業，更應課以

其不得侵害市場競爭之特別責任（special responsibility）。換言之，擁有高度控制

地位之獨占事業，並不當然享有營業上的交易自由。如此之論點，從公平會審理

「中油公司濫用航空燃油市場獨占地位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案」，該會將中油公

司拖延航空燃油報價評價為拒絕交易之違法行為，亦可見一斑。 

本案中油公司為國內航空燃油供應市場之獨占事業，轄下並設有航機加油服

務部門，在國內各航站經營航機加油業務；對於擬加入中正航空站國內航線加油

業務之業者，雖經數度為提供國內航線用油報價之請求，惟中油公司始終以該航

空燃油之價格計算困難為由，遲遲未予提供報價，致該請求報價之業者喪失與航

空公司締結國內航線加油合約之交易機會。本案嗣經公平會審理，主要基於如次

之理由，認定中油公司無正當理由之拒絕報價請求，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

之禁制規定：有關系爭油價之計算，主要在於國內、國際航空燃油之稅差問題，

惟此計算依據相關稅法均有明定，實無耗費數月時間而不予報價之理；況該業者

僅要求中正航空站乙地之報價，亦未涉及區域差別價格計算之問題，故足堪認定

中油公司所謂油價計算困難云云，實屬藉詞拖延以遂其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之意

圖，俾繼續維持其在國內航線加油市場之獨占地位。 

本案另值注意者，乃係由於中油公司於國內航空燃油之上、下游市場均擁有

                                                 
128 Michelin v. Commission, [1983] ECR 3461 ; [1985] 1 CMLR 282, at para.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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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之市場地位，因此公平會對於本案非難之所在，乃係著眼於中油公司將其上

游供油市場之獨占力，延伸至下游加油市場以阻礙他事業參與該市場之競爭。由

此觀之，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所保護之市場競爭，除獨占事業所在之市場

外，並涵蓋及於其上、下游之鄰接市場。 

（三）差別取價及拒絕續約案 

依據德國及歐體競爭法制對於獨占地位濫用之管制原理，有關獨占事業實施

差別待遇及拒絕交易等濫用行為之非難性，在於該等行為侵害他事業參與市場競

爭之可能性，是以將該等行為歸類為阻礙性濫用；相對之，榨取性濫用行為之不

當性，則係鑑於獨占事業剝削交易相對人，藉此攫取超額利潤。如此之管制理念，

亦得見諸於我國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第 2 款之立法理由。然而，公平會在「中

油公司對經銷商不當差別取價及拒絕續約案」，對於中油公司實施差別待遇、拒

絕交易等濫用行為，認定其分別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第 4 款之禁制規定，

如此法律適用之見解是否妥適？容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本案中油公司於民國 88 年以前，為國內液化石油氣進口或生產供應之獨家

廠商，其在銷售通路則遴選有北誼興公司、合興石化公司、台和公司、李長榮公

司等九家經銷商；嗣液化石油氣於民國 88 年初開放進口，並有台塑公司、李長

榮公司及北誼興公司等其他業者申請進口。中油公司為因應此市場開放之趨勢，

對於銷售其他業者進口液化石油氣之六家經銷商，採行差別定價措施；另對於其

中一經銷商，則於經銷契約期滿後，拒絕其續約之要求。 

案經公平會調查及審理之結果，認為：中油公司利用該等經銷商對液化石油

氣價格資訊之不對稱性，及對該公司在氣價上均為一致對待之錯誤信賴，在未陳

報主管機關經濟部之情況下，無正當理由逕對該等經銷商採行不當差別待遇行

為，核其目的無非在間接打擊進口液化石油氣之新進業者，以確保其市場開放後

之優勢競爭地位，核其所為，已屬對商品價格為不當之決定，致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禁制規定；另有關中油公司拒絕經銷商續約要求之部分，可謂無

正當理由的拒絕交易，應已合致構成同條第 4 款規定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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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案公平會如此之認定，從獨占地位濫用之管制原理及公平法第 10 條

之立法意旨等觀點加以檢討，得分別說明如下： 

1.不當差別取價之法律適用 

依據公平會之認定理由，中油公司不當的對其經銷商採行差別取價之目的，

既係在於間接阻礙其他業者參進液化石油氣之供應市場，俾繼續維持該公司於此

市場之獨占地位；則於法律適用上，對於如此間接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之濫用行

為，本應認定其構成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之違法。蓋不當差別取價係屬阻礙性

濫用行為，其違法性認定在於審視他事業參與競爭之可能性是否因此遭受侵害，

即不應著眼於商品價格本身之高低。準此，公平會於最終結論，認定該不當差別

取價已屬對商品價格為不當之決定，致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之見解，

似有前後立論未能一貫，及混淆對阻礙性濫用與榨取性濫用管制原理之嫌129。 

2.濫用價格資訊優勢地位之法律適用 

公平會於認定本案不當差別取價之違法性理由，曾論及中油公司係利用該等

經銷商對液化石油氣價格資訊之不對稱性所致；惟相關價格資訊不對稱之問題，

應與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或第 2 款違法性之認定，尚無相關。蓋獨占事業濫用

其價格資訊優勢地位之不當性，在於侵害交易相對人決定合理購買商品之選擇

權，其規範之核心即非側重於市場競爭機制之受侵害或商品價格本身之高低。換

言之，獨占事業利用價格等商品資訊不對稱性之濫用行為，既非公平法第 10 條

前 3 款之管制範圍所能涵蓋，即應將其歸屬於同條第 4 款概括濫用類型之管制對

象， 

相關問題之法律適用疑義，亦可見諸於公平會在「大台北區瓦斯公司不當裝

設燈表案」130之違法性認定。本案涉案事實略謂：大台北區瓦斯公司裝設於用戶

住處之瓦斯燈表，依據用戶家庭成員之多寡，計有大家庭用之五號、小家庭用之

三號等二型號燈表；三號燈表基本度為 12 度，五號燈表之基本度為 18 度。故裝

                                                 
129 顔廷棟，「台湾競争法（公平交易法）における独占的地位の濫用規制とその事例の検討」，公

正取引，第 626 号，（2005），p. 38。 
130 （89）公處字第 083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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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三號燈表之用戶每月若使用未達 12 度，即需繳交 12 度之基本度費用，裝設五

號燈表之用戶每月若使用未達 18 度，即需繳交 18 度之基本度費用；再推論之，

裝設五號燈表之用戶每月若使用未達 12 度，亦需繳交 18 度之基本度費用。然而，

大台北區瓦斯公司於用戶申請裝設瓦斯燈表之際，一般均未主動告知相關瓦斯燈

表計費差異之資訊，即逕行裝設五號瓦斯燈表。 

本案經公平會調查審理之結果，認為：大台北區瓦斯公司藉其獨占事業顯著

性市場地位，並在用戶不瞭解計量表特性之情況下，將原使用三號燈表即已足夠

之用戶，逕為裝設五號燈表，其透過為用戶裝置較大流量之瓦斯計量表（即五號

燈表），提高基本度數，持續獲取不當利益之行為，顯係該當濫用市場控制地位

對商品價格為不當決定之要件，核屬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 

惟如上述，本案問題點，並非在於五號燈表或三號燈表本身基本度數價格之

過高，而係大台北區瓦斯公司濫用瓦斯燈表之資訊優勢地位，致使消費者蒙受未

能合理選擇瓦斯燈表型號之計費損失，是以本案應認定大台北區瓦斯公司構成公

平法第 10 條第 4 款之違法，始為妥適。 

3.拒絕交易之法律適用 

中油公司無正當理由拒絕與其經銷商續約之違法性，除直接侵害該經銷商參

與液化石油氣經銷市場之競爭可能性外，由於該拒絕交易具有懲罰經銷商銷售競

爭商品之作用，因此間接亦可能侵害其他業者參與進口液化石油氣市場之競爭可

能性；惟不論何者，均屬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阻礙性濫用之違法類型，要

非如公平會認定成立同條第 4 款之濫用類型。 

公平會所以抱持如此之見解，似係將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所謂阻礙「他事

業」參與競爭，限縮解釋為必須與獨占事業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始足當

之；因此對於垂直關係拒絕交易之濫用行為，即應適用同條第 4 款規定。惟如此

法律適用之解釋，顯與獨占地位濫用之管制原理相互齟齬。蓋管制阻礙性濫用之

保護對象，除獨占事業所屬之市場外，並涵蓋及於其上、下游之鄰接市場；換言

之，所謂「涉及第三市場之阻礙」（drittmarktbezogene Behinderungen），自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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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於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之管制範圍內。準此，同條款所謂阻礙「他事業」

參與競爭之違法態樣，除阻礙他事業（競爭關係之事業）參與獨占事業所屬市場

之競爭外，當然亦包含阻礙他事業（上、下游關係之事業）參與該鄰接市場之競

爭。再者，同條第 4 款係屬概括性、補充性規範，因此對於類似拒絕交易之濫用

類型，如依同條第 1 款之違法評價即得將其涵蓋在內者，要無適用同條第 4 款規

定之餘地。 

 

第二節 對囤積油品及哄抬油價之管制 

我國歷來所需原油幾乎全部仰賴進口，因此在深受國際原油價格波動之影響

下，國內油品業者考量成本增加因素進而調漲油價之行為，從企業追求利潤及定

價自由之觀點，自應承認其調價有一定程度之合理性及必要性。然而，值此油價

持續走高之際，倘有油品業者圖謀暴利，藉機囤積油品或哄抬油價，致加劇油價

高漲之幅度，甚而有導致油品市場供需失調，危及經濟民生之虞者，政府當局即

有採行相關因應措施之必要。 

相關問題，於過去戒嚴時期，政府主要依據「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理條例」

制定之「汽油柴油管制辦法」，緊急調配予以充分管控油品市場之供需狀況；然

而，隨著政府解除戒嚴，該等非常時期法令亦一併失效。是以政府於民國 90 年

9 月 27 制定之「石油管理法」，為彌補相關油品緊急管制措施規範之不足，爰於

同法第 21 條規定：「油源不足或油價大幅波動，有影響國內石油穩定供應或國家

安全之虞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實施緊急時期石油管制、配售、價格限制、安全存

量調整提撥及運用措施。前項措施之實施條件、時機、程序、適用對象、範圍、

實施內容及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緊急時期石油處置辦法，報請行政院核定

之。」 

依據石油管理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之授權，經濟部嗣於同年 12 月 31 日訂

頒「緊急時期石油處置辦法」，明文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於油源不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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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大幅波動之緊急時期，得實施石油管制（同辦法第 7 條）、配售（同辦法第

9 條、第 14 條至第 19 條）、價格限制（同辦法第 11 條）、安全存量調整提撥及

運用（同辦法第 12 條）等處置措施之具體事項。 

此外，在 2003 年 3 月美伊戰事爆發後，公平會於同月 20 日發布新聞稿表示，

為避免美伊戰事發生影響我國油品及相關大宗物資之供應，該會於 2 月中旬即主

動成立「因應美伊戰事油品及大宗物資人為哄抬物價查察緊急應變專案小組」，

將隨時注意油價波動情形，以防杜少數事業趁機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破壞市場

交易秩序。雖然，嗣後由於國內並未出現囤積油品或哄抬油價之情事，致公平會

並未作出相關處分案例；惟就該新聞稿表達之執法立場以觀，公平會於未來之異

常時期仍有介入規範囤積油品或哄抬油價等不法行為之可能。 

然而，本研究於先前之分析業已指出，從外國之執法經驗或競爭法主管機關

之角色而言，公平會實不宜介入市場異常期間物資供給或物價之管制。尤其是，

在「石油管理法」及「緊急時期石油處置辦法」相繼訂頒後，對於中央主管機關

緊急發動石油管制程序（同辦法第 2 條、第 3 條）、禁止石油業囤積石油（同辦

法第 7 條第 4 款）、訂定石油價格上限（同辦法第 11 條）等事項均有明文規定；

因此，基於對該中央主管機關職權之尊重，本報告提出如下建言： 

建議一：「公平會日後對於油品市場是否處於供需失調之異常時期、油品業者有

無囤積油品或哄抬油價等事項之認定，即應採取保留之態度為宜131。」 

說明：當國內發生油源不足或油價大幅波動之緊急時期，依據石油管理法規定，

經濟部為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實施石油管制、配售、價格限制等處置措施，基於

對主管機關之尊重與先進國家競爭法機關之執法經驗，公平會實不宜介入市場異

                                                 
131 油品業者哄抬油價之行為，倘同時違反公平法第 14 條聯合定價之禁制規定者，公平會固得介

入規範；然而，從公平會歷來處理「九二一震災期間哄抬不銹鋼水塔價格案」（88 公處字第 128
號處分書）、「SARS疫情期間哄抬口罩價格案」（92 公處字 128 號處分書）、「中部地區 11 家砂石

事業惡意囤積以哄抬價格案」（95 年 5 月 11 日第 757 次委員會議決議）等案例以觀，該會認定

哄抬價格之違法性，均係各該事業之定價超過合理價位，即構成公平法第 24 條之足以影響交易

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準此，於經濟部發動油品管制措施，並公告油品批發價或零售價之上限後，

倘有油品業者個別定價超過該價格上限者，即應適用石油管理法第 42 條之處罰規定，公平會不

宜再認定此「哄抬油價」行為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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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期間物資供給或物價之管制。 

 

第三節 對寡占市場同步調漲油價之管制 

我國自民國 90 年 12 月 26 日起全面開放油品進口，國內油品市場進入全面

自由化的階段。其後經歷一連串的石油競爭之後，中油公司仍保有 70%市場，而

台塑石化公司則佔有 30%的市占率，寡占市場於焉形成。但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

公司數次同步同幅度的進行調價132，公平會經 2 年的蒐證及研析，於民國 93 年

10 月 14 日第 675 次委員會議決議，認定兩大供油業者以事先、公開方式傳遞調

價訊息之意思聯絡，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聯合行為之禁制規定。但兩大業者

均宣稱以媒體作為公然性傳遞溢價訊息實乃媒體主動採訪，且公佈之批售價格對

於零售價格並無實質意義，且中油公司亦宣稱歷次皆有向直接隸屬管轄政府機構

─經濟部報備，因而自己認為並無違反公平法之虞。 

我國油品長久以來被視為重要戰略物資，同時被認為其價格調整易牽動國內

物價波動。在政府欲以上述理由進行油價管制的情形下，隨著公平法的施行及油

品市場的開放遂引發管制與競爭之矛盾與衝突。然而各國競爭法皆有相關的排除

適用或是阻卻違法的規定，於管制與競爭的爭議中，本節研究之重點即有二大課

題：其一，有關公平法對於油品市場之適用方面，除探討對於寡占供油業者之同

步漲價行為得否適用獨占性定價規範之可能性外，另研析美國歷年來在如何解決

管轄權與法定豁免的諸多判例以及如何協調與其他行政機關間的分權問題之經

驗；其二，有關納入管制的考量方面，則分別探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競爭法主

管機關各該管制問題之核心，希望藉由對該等管制問題研議出若干具體建議，俾

供有關當局處理該類問題之參考。 

壹、公平法對於油品市場之適用 

現今我國雖然油品市場在開放情形下，但油品一直是國家認定的戰略資

                                                 
132 指針對 92、95 無鉛汽油及柴油油品的批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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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政府也因國內經濟因素，特別是針對物價穩定而言，而欲加以管制。如上節

所述，對於油品之管理與控制，於法上首見於民國 45 年的「台灣地區汽油及柴

油管制辦法」，按規定經由經濟部許可方得經營。然時代的變遷，為配合油品市

場自由化之趨勢，遂於民國 90 年通過「石油管理法」，統籌有關業務許可登記、

銷售及購買石油之油源、緊急處置、責任保險、安全存量、業務檢查、油品檢驗

以及石油基金等內容。其中「緊急處置」上，亦提及石油之供需及價格平時由市

場自行調節，惟因應油源不足或油價大幅波動，中央主管機關得實施緊急時期石

油管制、配售、價格限制、安全存量調整提撥及運用措施且另授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緊急時期石油處置辦法。 

油品市場在經歷一連串競爭後，屬上游之供油商的產業結構遂形成雙佔市

場，而長期屬公營獨占的結構也產生變化，市場油品的批售價格不再單純以中油

公司的批售價格公式計算，而換之以市場競爭機制為主，政府監控為輔的方式來

進行。中油公司仍屬國營事業，凡事依然受經濟部所監控。其次，政府亦屢次向

中油一再說明希望中油可以配合政府穩定物價政策，儘量不調漲油價，努力開源

節；惟必須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才可自主調整油價；中油亦宣稱為配合國家政

策的考量而必須犧牲成本上的虧損。換言之，市佔率高達七成以上的中油經常面

臨的規範來自財經當局基於管制所採用的種種限制。 

然自民國 91 年 4 月至民國 93 年 10 月，公平會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中油公

司及台塑石化公司總計進行 20 次的調價，兩大供油業者在歷次調價中均有透過

新聞媒體預先發布調價訊息之情況(尤其針對調價時點、調價幅度)，發佈消息時

間點均在實際生效前半天至幾個小時前。而另家業者通常宣布跟進，倘對手不跟

進調價或雖調價但調幅很小，則原先發布者則修正原先調價幅度，甚至放棄調

價。其中例如民國 92 年 2 月 22 日、民國 92 年 4 月 4 日、民國 92 年 9 月 20 日

以及民國 92 年 11 月 1 日等次由台塑發動調價而中油跟進(同步同幅)；以中油公

司率先發動調價而台塑石化公司跟進的有民國 91 年 9 月 27 日、民國 91 年 10

月 26 日、民國 92 年 8 月 9 日、民國 92 年 12 月 17 日以及民國 93 年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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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多次調價中，尤以民國 92 年 2 月 22 日台塑石化公司首例率先發動調漲而

中油公司破除壓抑油價政策而跟進之行徑，令人產生市場已經以「默契」取代「競

爭」的疑慮。因此公平會基於兩大業者採行一些精巧的交易機制，來達到影響競

爭對手的的行為，以鞏固暗默勾結的穩定性。公平會更認為此不為一般所認定的

單純平行行為，而已間接影響競爭市場及消費者。另一方面，兩大業者面對公平

會的裁決，皆宣稱為反應生產成本，且公平會亦非物價管制機關，界定油價高或

低指標，而油品價格仍受諸多因素影響，實難界定油品之合理價格。如此之辯駁

理由，進而衍生出本案得否適用獨占性定價規範之疑義。再者，兩大業者均宣稱

媒體主動採訪，且公佈之批售價格對於零售價格並無實質意義。而國內油品市場

結構屬寡占市場，彼此間有相互依賴的關係以及是否有促進行為133 之爭議，而

廠商是否以其替代聯合協議來規避競爭法的規範，抑或純粹於政府政策的框架下

運行，則有賴於從各國競爭法中尋求解決之道。 

一、本案適用獨占性定價規範之可能性 

對於本案寡占油品業者之同步且同幅之調漲油價行為，公平會係以該等行

為違反聯合行為之禁制規定為由而予以處分；惟如本章第一節獨占事業之認定分

析所述，本案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為國內油品市場之寡占供油業者，對於渠

等同步且同幅之調漲油價行為，應可評價為實際上不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

對外關係，具有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狀態之情形，依公平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

既得將渠等視為獨占事業，則相關油品定價行為，非無適用同法第 10 第 2 款規

定之可能。至於探討適用獨占性定價規範之意義在於，倘公平會認定本案之調漲

油價得以適用該榨取性濫用禁止條款，則於不當調價之初即得立即處分，此相較

於歷經 2 年期間 20 次調價行為模式之聯合行為間接事證的取得方式，應有節省

執法行政成本及發揮即時遏止不法等功效。 

                                                 
133 供油商透過某種機制的設計，將價格調整訊息給競爭對手知道，並透過此機制對競爭對手採

取不跟進調價或雖調價但調幅很小的不合作行為，形成可信的威脅(credible threat)，促進寡占廠

商形成自發性價格協調，或化解影響該價格協調不穩定因素。楊佳慧，「公平會處理國內兩大供

油商聯合調整油價之觀點」，公平交易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2006)，p.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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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依據有關德國競爭法制對於獨占定價管制之研析，競爭法主管機關

介入商品價格之管制本應遵循最後規範手段之原則；並且，由其實務之相關案例

顯示，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獨占事業之定價是否構成榨取性濫用之認定，向來受

到極為嚴謹論證之考驗。就本案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之調漲油價行為而言，

公平會於認定其是否構成公平法第 10 第 2 款所謂對商品價格為不當之變更，在

以時間市場作為假設的競爭價格之比較基準下，除考量購油成本增加之因素外，

尚應斟酌調價前後期間之整體物價環境異動、其他原料成本增減、匯率差異、賦

稅調整及補貼措施等市場條件變化因素。 

本案依據公平會處分書所載之資料顯示，民國 91 年 1 月至 92 年 1 月之國

際原油價格累計漲幅為 65.9%，然中油公司於同一期間之油價僅累計調漲

13.4%，至於台塑石化公司之油價歷次調幅亦均未全額調足。加以同期間，前述

油價以外之總體與個體因素並未有所變化。因此，單就該購油成本增加之因素加

以觀察，由於渠等油價之漲幅顯然未逾國際原油價格上漲之幅度，是以本案數次

調漲油價行為，尚未能評價其為獨占事業不當的變更價格，從而應無違反公平法

第 10 第 2 款規定之虞。 

綜上所述，寡占業者同步且同幅之漲價行為，理論上固有適用獨占性定價

規範之可能性，惟本案實際上並未達到所謂獨占事業不當變更價格之違法程度。

準此，本案公平會適用聯合行為規定之見解，其執法方向應無違誤。進而言之，

基於尊重市場價格機制之原則，競爭法主管機關即不應輕易介入商品價格之管

制，因此本報告提出如下建言： 

建議二：「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十條第二款榨取性濫用之管制，應審慎為之。除

非油品售價漲幅「顯著」且「長期」超過購油成本增加，足堪認定係屬對商品價

格為不當變更之獨占地位濫用行為外，否則仍應優先考量適用聯合行為之禁制規

定。」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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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界定油品價格不當上漲，需要仰賴正確時間數列及橫斷面的市場供需資訊

（特別是業界的成本資料）。但是，競爭法執法機關於市場資料之取得相對於受

調查業者，先天上即處於弱勢之地位。按公平會必須處理全國眾多產業，備多力

分；而業者則終日浸淫於本身所從事之行業，對於產業或事業內部產銷資料之瞭

解鉅細靡遺，故就先驗地位而言，雙方於資訊取得上，原本即具不對稱地位。況

且公平會或政府其他能源主管機關所引用之資料，多由業者提供，而業者為避免

競爭法之規範，刻意提供虛偽或經過修飾之資料，更難以避免。此一執法困境即

係產業經濟學中所謂的不可分定理（indistinguishable theorem），而其不可分性之

名，則係來自執法機關因無法掌握確實成本資料，以致無法區分產業實際上之價

格訂定與產出供給，究係獨占事業在正常競爭狀況下，所決定之合法數值，抑或

係獨占事業濫用獨占力量，所為之榨取性濫用，以致產生誤判。 

(2.2) 基於前章有關歐陸競爭法對於獨占性訂價之管制原理及實務運作之研析，

公平法第十條第二款對於榨取性濫用管制，尤其是競爭機關對價格之介入管制，

應將其定位為「非常時期」之「非常手段」。即使歐陸法系明文規範獨占事業不

得涉有榨取性濫用，但該規範之適用，卻向來受到極為嚴謹論證之考驗，例如：

德國雖有 1974 年卡特爾署認定該國境內英國石油公司，在原油採購成本並無變

動之情況下，卻決定調漲汽油價格，構成 GWB 第 19 條第 4 項第 2 款規定之榨

取性濫用之案例，但該案卻因前述有關競爭價格、獨占價格與與成本推算之困

難，欠缺合理根據，而遭柏林高等法院撤銷卡特爾署之原處分。 

(2.3) 此外，商品價格調漲之原因，除成本變動因素外，尚存在有市場供需增減

等其他多項因素，因此，即使成本資料正確，但，僅從成本比較之觀點，一律以

商品漲價前之售價作為假設的競爭價格，亦欠缺充分之推論根據。 

(2.4) 公平會宜考量整體物價環境、其他原料成本、匯率差異、賦稅調整及補貼

措施等因素後，除非油品售價漲幅顯然超過購油成本增加幅度，顯然構成公平法

第 10 第 2 款所稱對商品價格為不當變更，方得以考慮調漲油價是否適用該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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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濫用禁止條款外，否則仍應優先考量適用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有關聯合行

為之禁制規定。 

二、油品市場之管制與競爭的衝突與協調 

目前我國油品市場是處於管制依法有據且與身為維護市場競爭機制的公平

法相互平行的情形；但行政的處理往往容有除外原則的適用空間，本研究認為首

先必須先核定為配合國家政策之行為是否屬國家行為主體豁免之一部。如前章第

二節論及日本法制有關行政指導與卡特爾違法認定之關係，為釐清產業主管機關

之行政指導得否作為獨占禁止法之阻卻違法要素，日本公平會於是訂定「有關行

政指導在獨占禁止法上之處理原則」，以供執法判斷標準。此外，美國的反托拉

斯法對於相關議題亦有諸多判例可供我們作為一參考指標。 

    美國對於豁免原則的依據係按照施行行為之行為主體的屬性來區分，而其國

家行為豁免(state action exemption)原則始自 1943 年的派克案。經過一段時間發

展之後，最高法院始進一步擬定了二階段檢驗原則(two-part-test)。根據此原則，

只有本諸於國家權限(state authorization)所實施的行為，且接受國家自身之「積極

監督」(actively supervised)者，方有其豁免規定之適用134。此原則的第一要件即

必須為「本諸於國家權限」(state authorization)所實施的行為，而其所謂的國家權

限則按照實施行為之行為主體(actors)的屬性來作為區分。其屬性大約可區分為以

下幾類：國家行為部分(Actions by the state)、國家機關行為(Actions of State 

Agency)、市及郡政府行為(Actions of Municipalities and Countries)以及私法行為

(Private Actions)四大類別。 

就國家行為部分，以 1978 年的 New Motor Vehicle Board of California v. Orion 

W. Fox Co.案件為例，此案中加州法律規定：「如果在一地區內，已設立之汽車經

銷商反對其他經銷商在此地區內設立，則該其他經銷商之設立須經加州新車管理

委員會之同意認可。」因其為國家行為之規定，並符合明確揭示且具體陳述之原

                                                 
134 主持人：洪禮卿、何之邁、單驥、蘇永欽、范建得、陳丁章，研究人員：楊家駿、陳世芳，公

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修正後之適用問題研究，公平交易委員會，(2000)，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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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故適用國家行為豁免。而發生於 1984 年 Hoover v. Ronwin 案則可詮釋行為

主體中有關國家機關行為的部分，該案導因於亞利桑那州律師公會因所決定之律

師率取人數過少，從而被控違反反壟斷法。法院則認為應有豁免之適用，其理由

為國家(州)最高法院為立法行為時，地位與立法者相當；且決定錄取人數之律師

委員會，係受最高法院嚴格之監督與控制，且最高法院對該委員會之決定有最後

審核權，因而該委員會之行為可被視為等同最高法院之行為，從而受到豁免行為

之保障。上述可知裁決適用豁免之認定主要原由之一在於委員會行為如同最高法

院之行為，因此當然適用豁免原則。但須附帶一提的，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並不全

然認為政府機關(governmental agencies)當然為國家主權(sovereign)之一，換句話

說，其並不認為任何政府機關之官方地位便可將其行為豁免於反托拉斯法之適

用，仍必須端看為主權身分之國家對該官方機構有足夠的控制力，方可視為國家

行為的一部。 

另外，美國對於市及郡政府行為所採行的態度可以以 1991 年前後為劃分。

1991 年以前，只有聯邦政府與州政府享有主權(Sovereign)，市政府沒有；由市政

府自治原則(home rule)所通過的法律，除非有州政府本身行為或權力介入、或在

州法內有明白規定，才能適用國家行為豁免原則。前者例如 1982 年的Community 

Communications Co. v. City of Boulder案，此案中因科羅拉多州一家有線電視業者

主張市政府先禁止其於三個月之內擴張生意，而後利用該期間來草擬有線電視

法，以利其他業者進入該市場行為。法院因認為市政府為享有主權，故裁定市政

府不能享有豁免；後者如 1985 年的Town of Hallie v. City of Ean Claire案，該案中

因市政府行為依州政府明確揭示之政策而採行，故可享豁免。但 1991 年的City of 

Columbia v. Omni Outdoor Advertising, Inc., S.Ct. 1344 一案後卻發生了變化，雖然

原則上仍就認可「二階段原則」，然內容已有了些微的變更，主要變化在於擴大

了地方政府 (local government) 行為之豁免範圍，亦即尊重地方自治之外，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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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揭示」的準則以「可預見結果標準」代之135。至於私法行為方面，主要先

確立行為主體的屬性，再探看是否符合積極監督之要求，仍在「二階段原則」的

範圍之內，例如 1988 年的Patrick v. Burget案中明確指出雖然奧勒岡州健康部立

法之規定係透過立法行為所為，但卻未盡積極監督之要求，仍不符豁免之範疇。 

除了上述基本的「二階段原則」以及實施行為之行為主體考量外，美國在處

理國家行為豁免時，十分重視國家以管制方案代替競爭模式時，是否享有足夠之

國家利益，同時也不認為凡管制措施便享有適用反壟斷法之除外，而必須確定反

壟斷法豁免之給予確屬落實管制工作所必須。總而言之，美國反托拉斯法在發生

管轄競合時，先判斷其他行政機關是否依法享有專屬管轄權，若不然則先判斷其

他行政機關之職權行使屬於適當管制所必須，抑或其職權之行使有助於釐清未來

競爭法相關之爭點，倘若如此則競爭機關先將該案交由他機關辦理。然若確定他

機關並無專屬管轄，且無其他機關主張優先管轄後才會介入。 

相較於美日等國之法制，我國公平法缺乏管制模式與競爭模式間互為取捨之

權衡標準，再者，公平會本身之職權與其它機構有重疊的問題發生時，雖然公平

法第 9 條提供了公平會與其他政府權益機關協商解決問題的功能，但欠缺專屬及

優先管轄權的原則136，呈現政策上雖不以公平法為上位的經濟憲法，然卻必須不

斷與其他政府機關就事務管轄重疊部分協商。因此，有鑒於油品實為經濟部基於

經濟上諸多考量的因素而所管制的之市場，又經濟部為國家主體所實施的國家行

為之一，在以國家利益為前提與政策之確定下，現今公平法所能呈現的僅只在於

各政府機關部會在職權相互重疊時的協商，似乎對於眼前的爭議，並不能提供良

好的解決管道。依據我們前述美國此類相關判例之結論，我國應在管制模型與競

爭模型中擇一，即若為管制之項目(依循國家政策)，則便不適用競爭法。尤以我

                                                 
135 其認為地方政府自能判斷其行為是否符合國家利益原則；即若不符，國家自能干預，不宜由

法院來從事實質審查。「積極監督」的部分，留待下段說明。 
136 若反壟斷執行機關在執行反壟斷法時，發現同樣之行為亦受到其他管制立法規範，甚至於這

種立法有時另有其負責執行的行政機關，此時法院所面臨的工作為決定是否反壟斷法之執行能

與行政管制相容；若法院認為其他管制立法在制定時，已明示或默示表示其立法目的將超越反

壟斷所欲達成之國家政策目標時，依該管制立法從事之行為即不受反壟斷法之規範，此即所謂

的專屬管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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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兩大供油商，一為國營一為私營，而若中油公司(國營)應國家政策而在油價上

有所變動(此時若台塑石化也加以跟進)，則屬管制模型，公平法基於國家行為豁

免之由，不應加以干涉，亦即中油公司之行為在公平法中可以免於責任，同樣若

台塑石化也為因應國家政策而行調價的動作，則等同視為於管制模型下，可免責

於競爭法之外。但若台塑石化宣稱因自身成本因素的考量而調整油價，而中油並

未跟進(跟進)，則可視為油品市場上的自然議價行為(此時可能有聯合議價的嫌

疑，公平會應基於維護市場競爭之由，予以調查)137。因此本報告針對此方面提

出以下建言： 

建議三：「釐清國家行為豁免(state action exemption)原則，以確保政府施行管制

模式於競爭法中之豁免。」 

說明： 

(3.1)如上揭建議事項一所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行使管制油品的法令依據是民國

90 年通過的「石油管理法」，特別是緊急處置的相關法令。如果油品價格屬

於主管機關依上述相關法令所核准的調整幅度，則該價格調整屬於管制決策

下的結果行為，符合國家行為豁免原則，因而取得競爭法的豁免。 

(3.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於 2006 年 2 月 13 日，就「油品價格機制的檢討與改

善措施」報院實施，並就國內油價調整與中油營運有所規範。 

(3.3)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上述法令採取管制決策的適當性與合法性，應由該機關

負責，以符合權責相符的原則。 

貳、納入管制的考量 

    一、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調整油價之報備 

前段我們釐清權衡管制與競爭的標準後，適度瞭解國內油品供應商之議價行

為在何種情形下較適合管制模型，然使用此援用「排外」條款的可能，仍必須在

                                                 
137 此後續關於報備動作─牽涉政府積極監督之責的做法，留待下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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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原則下進行，方可順利實施。上段我們提及美國反托拉斯法在進行豁免程序

上所使用的「二階段原則」中，其第二要件為接受國家自身之「積極監督」(actively 

supervised)。在美國諸多判例下，我們可從中窺見在管制模型的進行中，必須有

國家主體行為的「積極監督」，且所依循之規定須符合「明確揭示且具體陳述

(clearly articulated and affirmatively expressed)之原則」，才有豁免規定之適用。我

們從以下美國的判例，從中知其在管制的運用當中，第二要件如何納入考量。 

積極監督之標準，屬依照不同主體發展出要求層次不一的認定標準，且方式

也不盡相同，僅分述如次。首先發生於 1980 年的 California Retail Liquor Dealers 

Ass’n v. Mideal Aluminum Inc.案件(簡稱 Mideal 案)，該案中加州法律規定：酒品

製造商與大盤商要遵守州價格方案，若製造商不遵守，大盤商在賣酒品給零售商

時就必須遵守價格表之要求，否則會被罰錢並吊扣執照。法院則認為該州州法雖

符合明確揭示且具體陳述之原則，但並不符合積極監督之要件。因政府本身並未

訂定價格表，而係將轉售價格表委由私人訂定並執行，政府從未審核該表之合理

性，亦未監督市場狀況，更未曾重新檢討該計畫之作為是否合理，故此應被認為

不符積極監督之原則，不能享有豁免原則之適用。而前段提及的 1984 年 Hoover 

v. Ronwin 案中，除了國家行為之主體的認同外，其第二大要因為該委員會，因

受最高法院嚴格之監督與控制，因而受到豁免原則之保障。 

諸例證中說明較為完善且明確的屬 1985 年 Southern Motor Carries Rate 

Conference Inc. v. U.S.案件，該案原告主張透過四州運輸業者所組成之費率標準

局，其聯合提出費率給各州公共服務委員會之行為，已違反聯邦反壟斷法。而該

行為是否享有豁免的過程中，承審法院提出必須符合下述二階原則，始可免責：

屬州政府明確揭示且具體陳述的政策且該限制競爭之行為受到政府積極監督的

原則。由於本案中各州政府均已明白的表示准許聯合訂定費率，且該費案須經洲

之公共事務委員會通過，故而競爭行為應符合上述二階原則之要求，而有豁免規

定之適用。而與油品直接相關法案則屬促進油品行銷業務競爭法案 (The 

Petroleum Marketing Competition Enhancement Practices Act)，其禁止煉製業者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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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價格並要求煉製業者訂定公開供給規則(Open Supply Regulation)，此即政府明

定產出與價格關係核定之原則，以行積極監督之責。 

然在此須附帶一提的，前段論及行為主體為國家機關時，提到美國聯邦法院

並不認為政府機關一定為國家主權之一部之外，且也未說明哪些機關行為得享豁

免，然其卻進一步闡明：「國家機關之行為依據明確且具體陳述之國家政策所採

行者，至於應否要求國家對這類行為採行積極的監督(active super vision)以滿足

豁免之條件，則聯邦法院並無定論，僅在其訴外意見(dictum)中表示，由於國家

機關行為之目的在於追求公益，故而應無要求國家監督之必要。」另外，前述美

國對於市及郡政府行為所採行的態度中，關於 1991 年的 City of Columbia v. Omni 

Outdoor Advertising, Inc., S.Ct. 1344 一案將「明確揭示」的準則以「可預見結果

標準」代之，明確指出美國反托拉斯法對地方政府之行為採行較為寬鬆的判斷標

準，但一般仍採用明確揭示 (clear articulation)及積極管理 (active supervision)之

標準，來衡量國家利益是否存在。 

因此在參考美國反托拉斯法中相關豁免原則之規定，我國公平法可加以引用

其二階原則。其係主要斟酌於是否為政府138 明確揭示且具體陳述之規定，並經

政府行「積極監督」之職。在我國公平法缺乏管制模式(regulated model)與競爭

模式(competition model)間互為取捨之權衡標準下，全然依賴第 46 條對於「排除」

條款的模糊規定，並未進一步釐清行使涉案行為之主體在授權與執行主體行為時

之有效監督程度，而造成不知是否對市場競爭產生不當影響，以及是否對於達成

政策施行的目標之疑慮。故針對此，本文提出在維持競爭原則之下，以具備國家

政府政策所明確揭示而具體陳述，或國家基於主權明確的表示在特定領域中意欲

(intend)以管制架構(regulatory structure)來代替競爭法之適用為前提，國內兩大供

油商(不論中油公司或是台塑石化公司)進行油品價格調整時，應先主動向負責的

相關行政機構報備，以明政府積極監督之責，來避免雙方在界定是否違反競爭之

                                                 
138 有關「政府」單位與國家主權觀念之釐清，即何謂代表國家主權之行為主體，可參閱上段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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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因此，本報告對於此問題提出以下建言： 

建議四：「事業單位油品價格調整，若依相關法規，應先向主管單位報備，則法

定主管單位應盡「積極監督」之責；而相關規定亦應符合明確揭示且具體陳述

(clearly articulated and affirmatively expressed)之原則。」 

說明： 

(4.1)參閱美國的判例以及處理原則之後，我們可就行政部門間的分權問題(當不

同部門管轄之法令規章互有重疊時)以及競爭與管制爭議上作一釐清。按現

今油品市場，二大供油商中的中油公司隸屬經濟部管轄，蓋因經濟部屬國家

主體之一部，故本文建議參考美國優先管轄權以及對於國家主體行為區分之

方式，以國家利益為優先考量，依此若中油公司(或台塑石化公司)為配合國

家政策，而行調價；爾或依明確揭示之且具體陳述的政策先行向行政主管機

關報備欲進行調價之動作，台塑石化公司繼而跟進之情況，皆應可適用於豁

免競爭法之外。此外，由前章第二節所述石油卡特爾案之日本最高法院判決

以觀，其認為獨占禁止法之終極目的在於「促進國民經濟民主的健全發展」，

因此業者在適法的行政指導範圍內，形式上雖然構成價格之聯合行為，惟實

質上倘未牴觸此獨占禁止法之終極目的者，該行為即具備違法阻卻事由之見

解，亦顯現出相同之規範理念。準此，倘若中油公司(抑或台塑石化公司)因

成本考量而欲調價，則在相關明確揭示且具體陳述的規章下，應主動向所屬

管轄行政機構報備，以全政府積極監督之責，同時也能將現今競爭與管制的

爭議作一區隔。 

(4.2)經濟部於受理油品業者報備調整油價之際，倘基於全體經濟政策之考量，同

時對於該等油品業者實施有關油品供需或價格等事項之行政指導，則相關行

政指導與公平法之適用關係，公平會應可參照日本法制「有關行政指導在獨

占禁止法上之處理原則」規範，訂定具體內規以資因應139。 

                                                 
139 公平會現行訂頒之「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行政指導案件之處理原則」，乃係針對事業之

行為有違反公平法之虞，或雖不違法但影響交易秩序者，公平會對之得實施「行業警示」或「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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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寡占市場價格監督機制 

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於本案經公平會處分後，嗣於民國 93 年 12 月起迄

95 年 2 月底止，復有 7 次調整油價；其中 4 次調漲，3 次調降。針對該等調價行

為，經公平會主動立案調查之結果，發現該 7 次調價作業，與以往雙方透過預告

調價之運作方式已有若干修正，包括雙方同幅、不同時點調價；雙方未同步調價，

甚至形成追價；價格調漲，競爭對手未跟進；未透過媒體進行預告，宣布調價並

即刻實施等等，爰公平會於民國 95 年 3 月 30 日第 751 次委員會議決議，認定該

等調價行為尚無意思聯絡或不當定價等違法情事，故僅決議去函警示該二家油品

業者。然而，由於國際原油價格之持續攀升，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隨之於民

國 95 年 4 月與 7 月分別再次調高各項油品價格，就此等調價有無涉及不法之情

事，公平會業已立案調查中。 

面對油品市場如此接二連三調整油價之現象，公平會因應之道應非僅限於個

案違法行為之審查，而係在競爭政策層面上應根本的檢討有無採行寡占市場價格

監督機制之必要。從外國法制考察之觀點，日本歷經二次大戰後之經濟復興期，

從昭和 30 年代後半至 40 年代（1960 年至 1975 年）邁入經濟高度成長期，同期

間相關產業隨之出現高度寡占化現象，日本公平會為因應各該寡占市場頻繁發生

同步漲價之問題，爰於昭和 52（1977）年修訂獨占禁止法之際，增設第 18 條之

2 有關命令同步漲價之寡占業者提出漲價理由報告之規定，藉由該寡占市場之價

格監督機制，作為對聯合行為之補充規範措施。雖然，由於近年日本政府推行解

除管制措施及市場自由化之結果，業已相當程度改善相關產業之寡占市場結構

（例如，前章第三節所述日本油品市場概況），因此在該寡占市場之價格監督機

制完成階段性任務後，爰於平成 17（2005）年修法之際，廢除獨占禁止法第 18

條之 2 相關規定；然而，對於目前正處於高度寡占結構之我國供油油品市場而

言，本研究報告認為該日本法制仍有可得參酌之處，因此基於我國公平法亦有必

                                                                                                                                            
示」之行政指導以改善交易秩序，並非用以解決產業主管機關之行政指導與公平法之適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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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採行寡占市場價格監督機制之考量，以下即進一步析述該相關法制140。 

（一）制度規範之意義 

在高度寡占之產業市場上，少數廠商之間通常會出現所謂價格領導者（price 

leader ） 之 現 象 ， 倘 其 交 易 相 對 人 未 同 時 擁 有 某 種 程 度 相 抗 衡 之 對 抗 力

（countervailing power）者，將無從抑制該等廠商任意同步漲價之趨勢。有鑑於

此，日本公平會採行此寡占市場價格監督機制之意義，在於命令同步漲價之寡占

業者提出漲價理由之報告，除得作為聯合行為之補充規範功能外，並得對社會大

眾公布該等寡占業者之漲價理由（舊法第 43 條），藉由社會輿論之批判，間接達

到抑制寡占業者任意同步漲價之效果。 

（二）命令提出漲價理由報告之要件 

依據日本獨占禁止法（舊法）第 18 條之 2 規定，國內總銷售金額超過 600

億日圓（約合臺幣 200 億元），且前三大企業合計之市場占有率超過 70%之特定

市場，包含第一大企業在內之二以上主要事業（市場占有率在 5%以上，且排名

在前五大之企業）於三個月內，有為同一或相近金額或幅度之調漲同種商品或勞

務之交易基準價格者，日本公平會即得要求該等事業提出漲價理由之報告。 

上揭規定所謂交易基準價格，未必即為實際的交易價格，而是以據為決定實

際交易價格之基準者，例如批發牌價或建議零售價，均包含在內。另所謂相近金

額或幅度，係指調漲價格之差異不致發生顧客流動效果之程度範圍內（一般而言

均界定於 10%金額或幅度之差異範圍內）。又所以規定三個月內之期限，乃係同

種商品或勞務分別調漲價格之時點，其間隔在三個月之期限內，通常情況下即足

以發生讓顧客流動之競爭效果。至於該三個月內之期限起算點，並非以漲價之通

知或公告時點，而係以通知或公告後之實際進行交易之時點為準。 

（三）提出報告之內容及違反提出命令之處罰 

日本公平會依職權、報章媒體報導或民眾檢舉等方式得知相關漲價訊息，倘

                                                 
140 有關該日本法制之介紹，參照柴田章平，独占禁止法の解説，大成出版社（1994）， pp. 173-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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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認定該漲價事由符合獨占禁止法（舊法）第 18 條之 2 規定之要件者，即得對

該等調漲價格之主要事業，發出報告漲價理由之命令。收受此命令之主要事業，

認為其調漲價格尚未符合同條規定報告之要件者，得依行政不服審查法提出救

濟。 

在寡占市場價格監督機制之運作下，日本公平會得公布各該寡占業者調漲價

格之理由，因此該等寡占業者依據命令提出漲價之理由，必須達到依一般社會常

理判斷，足以採信之程度。例如，寡占業者僅係籠統的提出原物料成本上漲之理

由，尚有未足；其必須具體敘明調漲價格之理由，並檢附相關資料，達到足以說

明該調漲價格之漲幅係屬合理之程度。準此，依據日本公平會訂頒之相關運用基

準（第三之 1 點），寡占業者提出漲價理由之報告內容，除須詳細說明價格調漲

前後之交易基準價格、調漲之金額及幅度、調漲之期日及與交易對象之交涉過程

等事項外，尚須說明漲價理由，並檢附與該漲價理由相關之計價基礎資料；例如

調漲理由為原物料採購成本增加者，即應檢附該採購原物料價格上漲之資料；如

調漲理由為勞工薪資成本增加者，則應檢附相關勞工薪資調昇資料。 

以日本較常發生之報紙及啤酒等產業市場同步漲價現象為例：讀賣、朝日及

每日等三家報社（合計市場占有率為 82.6%），於平成元（1989）年 2 月 1 日同

步調漲各家日報售價，漲幅分別為 10.0%、10.3%、9.9%，日本公平會爰於同年

6 月 20 日命令該等報社提出漲價理由報告，歸納其報告之理由，主要為當時報

業全體實施送報生週休制及擴充報紙版面，因此在各家報社之人事、新聞取材及

印製成本普遍增加之情況下，因此發生同步調漲報紙售價之現象。另外，在平成

2（1990）年 3 月 6 日，麒麟、朝日及札幌等三家啤酒廠商（合計市場占有率為

89.7%）同日調漲其大、中、小瓶裝啤酒之批發價，各家平均漲幅分別為 3.67%、

3.61%及 3.70%，日本公平會爰於同年 5 月 14 日命令該等啤酒廠商提出漲價理由

報告，歸納其形成同步漲價之共同理由，主要為麥芽及玉米粉等原物料進口價格

自同年 1 月 1 日起上漲之因素所致。 

至於有關確保寡占市場價格監督機制實施成效之措施，對於日本公平會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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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漲價理由之報告，倘該等主要事業未依命令提出報告，或提出報告之內容有

虛偽不實之情事者，對之得科 200 萬日圓（約合臺幣 65 萬元）以下之罰金。 

（四）命令提出報告規定之除外適用 

依據獨占禁止法（舊法）第 18 條之 2 第 1 項但書規定，商品或勞務調漲之

價格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認定或事前提出報備者（此之報備，限於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得命其變更價格者，始足當之），日本公平會不得命主要事業提出

該漲價理由之報告。如此但書之例外規定，乃係鑑於業經許可、認定或事前提出

報備之調漲價格，既已經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從公益之觀點加以審核，其間應無

不當之情事。 

上述除外適用之立法意旨，與前揭建議四所謂：油品價格調整如先向經濟部

報備者，即應取得公平法適用之豁免，兩者論理實為相通。準此，日後我國公平

法若採行此寡占市場之價格監督機制，再參酌建議四所提豁免事項之考量下，對

於公平會命令業者提出漲價理由之強制規定，亦應設有相關除外適用條款。 

（五）實施成效 

日本公平會自昭和 52（1977）年採行寡占市場價格監督機制以來，如下表

5-1 所示，該機制之實施成效依隨年度別之產業市場結構變化而有異。 

 

表格 95-1: 命令報告同步調漲價格理由案件表 

年度 商品品項 年度 商品品項 

1978 雙輪機車、調製奶粉 1987 ─ 

1979 玻璃板、汽車輪胎等 4 品項 1988 報紙 

1980 即溶咖啡、相機底片等 21 品項 1989 啤酒 

1981 轎車 1990 美乃滋沙拉醬、魚肉腸 

1982 鋼板、溶接棒等 8 品項 1991 汽車輪胎、報紙等 10 品項 

1983 啤酒、相機底片等 3 品項 1992 螢光燈具、插秧機等 7 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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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轎車、鑄造用焦炭 1993 報紙、啤酒等 3 品項 

1985 即溶咖啡、鑄鐵管等 3 品項 1994 即溶咖啡、磨光玻璃 

1986 報紙 1995 ─ 

（資料來源：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事務總局編，「独占禁止政策五十年史」，1997 年，396 頁） 

 

    近年來，由於日本政府極力推展解除管制計畫及經濟結構改革措施，相當成

效的改善相關產業的寡占市場結構狀態，相對的減低日本公平會命令寡占業者報

告同步漲價理由之案件，甚而導致該會於 2005 年廢除此寡占市場價格監督機制

之相關規定。如此趨勢之演變，意味著解決寡占市場同步漲價之問題，僅賴寡占

市場價格監督機制之運作，尚有未足；其根本解決問題之道，仍須著手於市場自

由化等結構性改革措施。蓋於日本獨占禁止法之規範架構下，日本公平會無從介

入管制榨取性濫用之獨占定價，因此即使發現寡占業者報告同步漲價之事由並非

合理，除非其中存有價格聯合行為之嫌，進而得以發動調查程序外，否則僅藉公

布漲價理由之間接抑制措施，難以發揮實質之規範功效。 

然而，在我國現行公平法之規範架構，及國內相關產業結構仍有待改善之情

況下，寡占市場價格監督機制應不失為得以考慮引用之制度措施。申言之，在國

內油品市場等高度寡占產業結構未獲改善前，倘公平會採行此市場價格監督機

制，除可藉此有助於聯合行為相關事證之發現外，倘同時足認相關業者調漲價格

者並無正當理由，應無待於藉助社會輿論之間接制裁，公平會即得進行獨占地位

濫用之調查程序。此相較於目前公平會動輒立案調查之實務運作方式，雖然於調

查過程中亦得命業者提供調漲價格之相關資料（公平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款）；

然而同步漲價之行為亦有可能出於寡占市場結構下之有意識的平行行為，其間未

必存在有聯合行為暗默的勾結，因此採行寡占市場之價格監督機制，俟業者提供

漲價理由之報告，據以決定有無發動調查程序之必要，即有緩衝啟動調查程序之

功能，如此既可節省行政調查成本，亦得避免無端的損及當事人之企業形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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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應予注意者，日後我國公平法若亦引用此寡占市場之價格監督機制度，由於

現行法第 5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等規定，業已設定寡占事業之認定標準，

是以在適用主體之構成要件上，自應配合援引此相關規定。 

基上所述，本報告提出如下建言： 

建議五：「為因應寡占油品市場呈現同步漲價之現象，公平法應增設寡占市場之

價格監督機制，賦予公平會得命相關事業提出漲價理由報告之權限，並依報告內

容決定是否立案調查。」 

說明： 

(5.1) 在國內油品市場等高度寡占之產業結構下，公平會採行市場價格監督機

制，除有助於聯合行為相關事證之發現外，亦有緩衝啟動調查程序之效，一則可

節省行政調查成本，再則能避免無端損及當事人之企業形象。採用本建議後，相

關法規可修正如下述： 

(5.2) 由於寡占市場之價格監督機制，其本質屬於聯合行為之補充規定，因此在

規範體系上，宜於現行公平法第 14 條之後，增設第 14 條之 1 規定，其條文內容

草擬為：「國內總銷售金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且有第五條之一第一項

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之特定市場，其二以上之主要事業於三個月內，對於同種商

品之價格或服務之報酬有為同一或相近金額或幅度之調漲者，主管機關得命該等

主要事業提出漲價理由之書面說明及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計算資料。但調漲之

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已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法規審核許可者，得不命其提

出。 

前項所稱主要事業，謂在該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前五大事

業。」 

另有關違反提出命令之罰則，宜增設第 43 條之 1 規定，其條文內容草擬為：

「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命主要事業提出漲價理由之書面說明及商品價

格或服務報酬之計算資料，該主要事業於期限內如無正當理由拒不提出，或提出

之書面說明、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計算資料有不實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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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其再經通知，無正當理由連續拒絕提出者，主管機關得繼續

命令提出，並按次連續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提出書面說

明、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計算資料為止。」 

 

第四節 對油品製造與零售之規範 

我國油品業長期以來處於公營獨占的產業結構，目前市場雖已開放並逐步邁

向自由化，然揆諸歐陸與澳洲民營化與自由化經驗，在市場開放初期，既有的國

營事業往往仍掌握若干關鍵資源，而形成所謂的剩餘獨占力量。141因此，在此一

過渡階段，仍有賴競爭法執法機關採取較積極的態度，以改善產業結構落實自由

化理念。以本案為例，中油公司因仍具備國營事業身分，具有完善的加油站零售

系統，因此，在油品的上游製造與下游零售均處於獨占地位，形成了所謂連續性

獨占（sucessive monopoly）的產業結構。其中，下游加油站零售設施係中油於自

由化之前以公權力方式取得，因此，新進者不易複製；再則，同時兼營油品煉製

與加油站系統，亦導致中油製造與零售帳目無法切割，使執法機關無法得知正確

的油品煉製成本，為求油品資訊公開透明化與油品產業結構之改善，尚有賴公平

會協調有關機關，適度切割油品製造與零售業務，謹說明如次：  

壹、中油公司兼營加油站使油品製造與零售成本帳目無法切割 

為因應油品自由化，並為減少因選舉、物價與消保團體等因素對油品價格的

干預，使油品價格得以反映市場需求與原油成本，經濟部業決定於今（2006）年

9 月底試辦浮動油價制度，俾將中油油品價格與國際油價連動，並計畫授權中油

公司於每周二參考西德州原油（WTI）價格的漲跌幅調整油品價格。由於寡占市

場原本即存在亦步亦趨的價格跟隨行為，倘台塑亦採取同步與同幅的調價行為，

則依前述寡占市場價格監督機制，該二事業即須提出相關之漲價理由與成本變

化。 

                                                 
141 詳請參閱公平會（2000 與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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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台塑而言，該公司油品製造與零售係分離型態，其中製造部分由台塑石化

負責，而加油站零售業務則由轉投資之台亞公司負責142，二者售價與成本帳目互

為獨立，台塑石化的批售油價即為台亞公司的進貨成本，因此，可提供充分資訊

供有關機關參考；反之，中油則因油品製造與零售均屬同一事業單位，不易清楚

切割油品製造與零售成本。因此，欲落實浮動油價與寡占市場價格監督機制，首

要之務，即在於將中油製造油品的會計成本科目獨立，達成油品價格與成本資訊

的透明化，俾供有關機關判定油價漲跌之合理性，並藉以說服社會大眾。 

貳、中油公司經營加油站對產業結構與下油零售市場競爭之影響 

目前中油公司加油站 666 座，雖低於民營加油站 1,876 座143，但因中油公司

加油站多數位於市區精華地段，發油量較大。依據公平會「加油站區域市場劃分

暨垂直性限制競爭條款與公平法之相關性分析」研究報告，截至 1999 年，依售

油量計算的中油市場占有率在台北、基隆、台南、嘉義與高雄等都會區仍高達

68%、68%、55%、50%與 43%。相關地域加油站市場的HHI亦高達 4660、4608、

3100、2538 與 1858，遠高於美國結合指導準則的安全上限（1800），顯示加油站

市場結構競爭程度尚有所不足。 

以國外經驗觀察，石油公司常以垂直整合方式經營（上游）煉製與（下游）

加油站零售業務，且對於非本身銷售體系的獨立加油站業者，亦以實際批售價格

或對下游加油站零售建議價格（recommended prices）的方式，影響其售價，導

致油公司在零售市場的市場力量過大，並可能會影響下游加油站市場的正常競

爭，例如：荷蘭競爭局（Netherlands Competition Authority）曾研究發現144：該

國境內各大石油公司所屬的直營加油站，在汽油零售市場占有率高達 85%145，

油公司為提高其加油站部門在零售市場的獲利，對獨立加油站有甚多垂直交易限

制，只要獨立加油站以降價方式，增加市場占有率，油公司則立即提高對渠之出

                                                 
142 目前約有 151 站。 
143 以上資料來自經濟部油價資訊與管理系統，http://www.moeaboe.gov.tw/oil102/。 
144 請參閱

http://www.nmanet.nl/engels/home/news_and_publications/news_and_press_releases/2001/01_46.asp。 
145 主要包括Shell、BP、Exxon、Texco、Elf與Q8 等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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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價格，從而限制了獨立加油站對直營加油站的競爭力，不利於零售市場競爭146。 

依我國現況而言，雖然中油為一國營事業，事事受經濟部監管，較不可能牴

觸政府相關法令；但也不能完全排除其具有利用在上、下游市場所同時擁有獨占

之市場地位，將上游供油市場之獨占力，延伸至下游加油站市場，從而形成阻礙

民營加油站或其他新進供油業者參與市場競爭之潛在威脅147。從民法契約自由或

市場經濟營業活動自由之觀點言之，事業在經營策略之考量下本得自由決定是否

經營某一業務，或是否與他人從事某一交易；然而，競爭法基於保障市場公平競

爭及維護交易秩序之目的，對於具有一定市場力量，尤其是擁有獨占地位之中

油，就其無正當理由之拒絕交易或差別待遇，即應介入管制。此即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所保護之市場競爭，除獨占事業所在之市場外，並涵蓋及於其上、

下游之鄰接市場。歐洲法院在 1983 年Michelin一案中指出：對於愈是擁有高度

控制地位（super-dominance）之事業，更應課以其不得侵害市場競爭之特別責任。

換言之，擁有高度控制地位之獨占事業，並不當然享有營業上的交易自由。例如：

美國FTC曾在EXXON與Mobil結合案中，要求渠於德州的五個都會區與亞利桑那

州的加油站獨立分割。 

建議六：「分別採取短期與長期措施，切割中油油品製造與零售業務，以改善油

品市場產業結構。」 

(6.1) 短期方面： 

（A）公平會宜加強對汽油零售市場的監控，並繼續進行車用加油站業市場結構

調查，以掌握加油站市場產銷資料，有效規範相關之限制競爭行為。 

（B）建議將中油公司加油站部門獨立為子公司的型態，或至少將油品製造與加

                                                 
146 請參閱Bettendorf et al. (2003), p.674 與

http://www.nmanet.nl/engels/home/news_and_publications/news_and_press_releases/2001/01_46.asp 
147目前國內中油公司雖並未有類似前述荷蘭油公司阻礙下游民營加油站參與競爭的案件，但是，

確曾發生該公司有濫用航空燃油市場獨占地位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的案件。本案：中油公司為國

內航空燃油供應市場之獨占事業，轄下並設有航機加油服務部門，在國內各航站經營航機加油業

務；對於擬加入中正航空站國內航線加油業務之文久公司，雖經數度為提供國內航線用油報價之

請求，惟中油公司始終以該航空燃油之價格計算困難為由，遲遲未予提供報價，致該請求報價之

文久公司喪失與航空公司締結國內航線加油合約之交易機會。本案嗣經公平會審理，認定中油公

司無正當理由之拒絕報價請求，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之禁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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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站零售部門之售價與成本等會計科目獨立，使油品市場相關資訊透明化，便利

浮動油價與寡占市場價格監督機制之運作。 

(6.2) 長期方面：中油公司在下游加油站市場力量過大，且其加油站多位於市區

精華地段，確有影響市場公平競爭之虞。加以中油係國營事業，所有權屬全民共

有；且加油站具有相當程度的公共財特性（特別是位於都市精華地段者）。因此，

建議公平會於未來中油公司民營化作業中，可協調有關機關研議將中油公司位於

都市精華地段之加油站，獨立為資產管理公司之可行性，並將各加油站使用權，

比照高速公路加油站開放的方式，以招標的方式，由出價最高者取得經營權，一

則可由效率最高的經營者得標，提高資源使用效率；再則可提高加油站市場競

爭，避免市場壟斷或不公平競爭。 

 

第五節 其他建議 

壹、掌握與油品相關之聯合產品產銷資料 

    油品屬於石油煉製業產品之一，而該業產品不但分類眾多，以致涵蓋汽油、

燃料油、液化瓦斯、石化原料、甚至瀝青砂等多項石化業產出，且因各類產品具

有聯合生產的特性，彼此深具成本互補性，亦即產品甲（例如：汽油）與產品乙

（瀝青）存在聯合產品特性，如瀝青因反映市場需求活絡，以致產出增加，則將

會帶動汽油生產數量增加與成本減少，從而影響汽油產銷。因此，如欲分析油品

市場競爭，即須同時考慮石油煉製業各項產品的供需變化。 

但是，就國內現有的油品產銷資料而言，因經濟部統計處依統計法第 26 條

規定，政府為保護業者營業秘密，不得公佈個別事業產銷資料，且該處鑑於國內

僅有中油與台塑二家油品業者，即使與油品相關的產銷數量資料也僅公佈「石油

煉製品」層級，並未單獨針對汽油發布產銷數量資料。但如前所述：石油煉製品

涵蓋汽油、燃料油、液化瓦斯、石化原料、甚至瀝青砂等所有的原油產品，以致

無法單獨針對油品市場進行分析，從而限制資訊取得，以致無法全盤分析石油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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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品市場。但是，統計單位蒐集產品產銷資訊加以整理分析，協助政府擬定相關

的產業政策，或做為業者投資決策的參考依據，本屬天經地義，只要在不公佈個

別事業產銷資料的前提下，針對各單項石油煉製品發布產銷資料，應不至違背保

護業者營業秘密的基本前提。為彌補此一缺口，建議公平會與經濟部統計處聯繫

協調，在不影響業者營業秘密的前提下，公佈各單項石油煉製品的產銷數量資料。 

貳、宣導正確的物價觀念 

依據第三章所述，社會各界普遍存有各類物價漲多跌少的印象，因此，每遇

國內油價上漲（或是颱風過後的蔬果價格上漲），公平會迭遭消保團體與輿論批

評未能善盡督導油價責任，除不利於辦案中立性的秉持，並形成諸多施政困擾。

其實，自 1980 年代以來，我國物價甚為平穩，生產者物價（大宗物資批售價格）

平均每年僅上漲 0.1%，因此，各類商品價格應是有漲有跌，並非是所有物品價

格均快速、全額、甚至超幅反映成本增加。依據 Ma (2006) 利用 VAR 模型估計

近 25 年來國內所有的大宗物資（共 40 項）批售價格反映成本漲跌情形，結果顯

示：約有 23 項產品價格會以較高（低）幅度反映成本上漲（下跌），形成這些產

品價格的長期上漲現象；反之，也有 17 項產品，係以較低（高）幅度反映成本

上漲（下跌），而有價格長期下跌現象。因此，在一個健全的經濟體系，只要不

涉及市場壟斷導致商品價格上漲，其他因成本變化或季節波動，所導致的物價漲

跌互見，實不值憂慮。 

而公平會自成立以來，向來向秉持「宣導重於處分」之執法原則，對公平

交易理念的宣揚從未稍懈，除透過各類「地區性宣導說明會」、「產業團體公平交

易法研討會」、「企業負責人公平交易法研討會」及「公平交易法研習班」等方式，

建構與產業界的協調聯繫管道，亦定期與司法檢調機關溝通執法經驗、法規解釋

與處理原則。茲為進一步將公平交易法的理念與正確的物價觀念，傳達到社會各

界，建議公平會宜加強與消費者保護團體與民間社團之溝通，除定期與相關團體

舉辦協調會報，就與民生相關之重大執法件進行溝通與意見的交流外，並可選擇

若干與消費息息相關之競爭法課題，以合作研究計畫的方式與消保團體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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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研究，藉由雙邊互動，達成觀念上的共識與相互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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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早年國內油品市場係由中油公司獨占，為因應國際油價波動對國內油品價

格之影響，經濟部責成中油公司訂定油價公式作為調價之依據，並需經行政院公

用事業費率審議委員會審查。惟自 2000 年 9 月台塑石化進入油品市場後，政府

已取消油價公式，並由兩家公司依進口原油成本自行調整價格，以回歸市場自由

經濟。然而自去（2005）年起，國際油價呈現巨幅上漲，引起國內油品價格相應

上漲，由於油品為重要民生物資，政府即為此迭遭國內輿論批評，認為未能善盡

督導油價責任，導致消費者權益受損，而公平會既名曰「公平交易委員會」，自

然首當其衝，成為各界指責未能善盡督導之責的對象，而立法院要求公平會管制

油品價格的質詢，亦時有所聞，非但形成公平會施政困擾，亦造成管制與競爭間

之競合問題。其實，依據石油管理法，經濟部係油品事業之法定主管機關，而該

部為執行行政院之物價安定政策，亦曾多次要求中油公司以較緩幅度調漲油品價

格，而中油公司為一受經濟部監控之國營事業，自然必須犧牲利潤以配合政策，

從而形成管制與競爭並存的市場態勢。 

雖然管制（暫緩油價上漲）使我國目前油價顯著低於國際水準，形成中油公

司虧損與國庫收入減少，有導致全民補貼用油人之虞；以資源利用效率的角度而

言，並不利於市場競爭與節約用油。但是，針對政府管制，各國競爭法皆有相關

的排除適用或是阻卻違法的規定，因此，於管制與競爭的爭議中，即有賴建立原

則，確保二者間之平衡。例如：美國對於豁免原則的依據，係依管制行為之行為

主體來區分，並依據二階段檢驗原則認為：在發生競爭與管制競合時，宜先判斷

其他行政機關是否依法享有專屬管轄權，若不然則先判斷其他行政機關之職權行

使屬於適當管制所必須，抑或其職權之行使有助於釐清未來競爭法相關之爭點，

倘若如此則競爭機關先將該案交由他機關辦理。然若確定他機關並無專屬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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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其他機關主張優先管轄後，競爭機關才會介入。因此，也只有本諸於國家權

限所實施且接受國家「積極監督」的行為，方有其豁免規定之適用，而此一做法

亦常見於歐洲與日本的規範。 

參考此一潮流，我國即應在管制模型與競爭模型中擇一，即若為依循國家政

策之管制項目，則便不適用競爭法。因此，如果中油先行向經濟部報備欲進行調

價之動作，且依據經濟部所核准的調整幅度進行價格調整或不調整，則該價格調

整屬於管制決策下的結果行為，符合國家行為豁免原則，可取得競爭法的豁免。

而目前我國兩大石油公司，一為國營一為私營，而若中油定價策略因配合國家政

策有所為或有所不為時，即令台塑亦加以跟進，則屬仍管制型態，公平法基於國

家行為豁免之由，自不應加以干涉，使中油行為可以免於責任；另方面，台塑因

應中油行為所為之調價，則等同視為於管制下，亦可免責於競爭法。但若中油與

台塑單純因市場或成本因素的考量而調整油價，則可視為油品市場上的自然議價

行為，須受競爭法監督。 

而政府為落實油品自由化精神，使油品價格得以正確反映市場需求與原油成

本，經濟部業已決定試辦浮動油價，俾將中油油品價格與國際油價連動，授權中

油公司於每周二參考西德州原油（WTI）的漲跌幅調整油品價格，由於寡占市場

原本即存在亦步亦趨的價格跟隨行為，倘台塑亦採取同步與同幅的調價行為，則

面對此一頻繁的同步油價調整，本研究建議可師法日本採行所謂的寡占市場價格

監督機制，命令同步漲價之寡占業者提出漲價理由之報告，除得作為聯合行為之

補充規範功能外，並得對社會大眾公布該等寡占業者之漲價理由，藉由社會輿論

之批判，間接達到抑制寡占業者任意同步漲價之效果。 

又由於中油同時兼營油品製造與加油站零售系統，導致其製造與零售帳目無

法切割，使執法機關無法得知正確的油品煉製成本，為求油品資訊公開透明化，

首要之務，即在於將中油製造油品的會計成本科目獨立，達成油品價格與成本資

訊的透明化，俾供有關機關判定油價漲跌之合理性，並藉以說服社會大眾。加以，

中油以垂直整合方式經營（上游）煉製與（下游）加油站零售業務，以國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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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亦有可能利用其於國內汽油之上、下游市場所同時擁有獨占之市場地位，

將上游供油市場之獨占力，延伸至下游加油站市場，導致其在零售市場的市場力

量過大，而有影響加油站市場競爭之虞。因此，本研究亦建議分別以短期與長期

措施，逐步切割中油油品製造與零售業務，其中，在短期內，建議將中油公司加

油站部門獨立為子公司的型態，或至少將油品製造與加油站零售部門之售價與成

本等會計科目獨立，使油品市場相關資訊透明化，便利浮動油價與寡占市場價格

監督機制之運作。至於長期方面，則因市區精華地段之加油站具有相當程度的公

共財特性，建議公平會於未來中油公司民營化作業中，可協調有關機關研議將中

油公司加油站獨立為資產管理公司的型態之可行性，並將各加油站使用權，比照

高速公路加油站開放的方式，以招標的方式，由出價最高者取得經營權。 

最後，社會各界普遍存有各類物價漲多跌少的印象，因此，每遇國內油價上

漲，公平會迭遭批評未能善盡督導油價責任，以致影響辦案的中立性，形成施政

困擾。其實，自 1980 年代以來，我國物價甚為平穩，製造業並沒有全面超幅反

映成本增加的現象。因此，只要不涉及市場壟斷導致商品價格上漲，其他因成本

變化或季節波動，所導致的物價波動，實不值憂慮。依據前述美國 FTC 處理颶

風卡翠娜事件所導致的油價上漲，該會即嚴守其負責維護市場競爭的分寸，拒絕

各界干預油價的壓力，將油價管制交由特定的管制機構負責，頗值我國借鏡。而

公平會除應有風骨抗拒外界任何要求管制價格上漲之壓力外，亦應加強與消保團

體與民間社團之溝通，俾將公平交易法的理念與正確的物價觀念，傳達到社會各

界。 

第二節 建議 

建議一：「公平會日後對於油品市場是否處於供需失調之異常時期、油品業者有

無囤積油品或哄抬油價等事項之認定，即應採取保留之態度為宜148。」 

                                                 
148 油品業者哄抬油價之行為，倘同時違反公平法第 14 條聯合定價之禁制規定者，公平會固得介

入規範；然而，從公平會歷來處理「九二一震災期間哄抬不銹鋼水塔價格案」（88 公處字第 128
號處分書）、「SARS疫情期間哄抬口罩價格案」（92 公處字 128 號處分書）、「中部地區 11 家砂石

事業惡意囤積以哄抬價格案」（95 年 5 月 11 日第 757 次委員會議決議）等案例以觀，該會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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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當國內發生油源不足或油價大幅波動之緊急時期，依據石油管理法規定，

經濟部為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實施石油管制、配售、價格限制等處置措施，基於

對主管機關之尊重與先進國家競爭法機關之執法經驗，公平會實不宜介入市場異

常期間物資供給或物價之管制。 

建議二：「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十條第二款榨取性濫用之管制，應審慎為之。除

非油品售價漲幅「顯著」且「長期」超過購油成本增加，足堪認定係屬對商品價

格為不當變更之獨占地位濫用行為外，否則仍應優先考量適用聯合行為之禁制規

定。」 

說明： 

(2.1) 界定油品價格不當上漲，需要仰賴正確時間數列及橫斷面的市場供需資訊

（特別是業界的成本資料）。但是，競爭法執法機關於市場資料之取得相對於受

調查業者，先天上即處於弱勢之地位。按公平會必須處理全國眾多產業，備多力

分；而業者則終日浸淫於本身所從事之行業，對於產業或事業內部產銷資料之瞭

解鉅細靡遺，故就先驗地位而言，雙方於資訊取得上，原本即具不對稱地位。況

且公平會或政府其他能源主管機關所引用之資料，多由業者提供，而業者為避免

競爭法之規範，刻意提供虛偽或經過修飾之資料，更難以避免。此一執法困境即

係產業經濟學中所謂的不可分定理（indistinguishable theorem），而其不可分性之

名，則係來自執法機關因無法掌握確實成本資料，以致無法區分產業實際上之價

格訂定與產出供給，究係獨占事業在正常競爭狀況下，所決定之合法數值，抑或

係獨占事業濫用獨占力量，所為之榨取性濫用，以致產生誤判。 

(2.2) 基於前章有關歐陸競爭法對於獨占性訂價之管制原理及實務運作之研析，

公平法第十條第二款對於榨取性濫用管制，尤其是競爭機關對價格之介入管制，

應將其定位為「非常時期」之「非常手段」。即使歐陸法系明文規範獨占事業不

                                                                                                                                            
哄抬價格之違法性，均係各該事業之定價超過合理價位，即構成公平法第 24 條之足以影響交易

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準此，於經濟部發動油品管制措施，並公告油品批發價或零售價之上限後，

倘有油品業者個別定價超過該價格上限者，即應適用石油管理法第 42 條之處罰規定，公平會不

宜再認定此「哄抬油價」行為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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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涉有榨取性濫用，但該規範之適用，卻向來受到極為嚴謹論證之考驗，例如：

德國雖有 1974 年卡特爾署認定該國境內英國石油公司，在原油採購成本並無變

動之情況下，卻決定調漲汽油價格，構成 GWB 第 19 條第 4 項第 2 款規定之榨

取性濫用之案例，但該案卻因前述有關競爭價格、獨占價格與與成本推算之困

難，欠缺合理根據，而遭柏林高等法院撤銷卡特爾署之原處分。 

(2.3) 此外，商品價格調漲之原因，除成本變動因素外，尚存在有市場供需增減

等其他多項因素，因此，即使成本資料正確，但，僅從成本比較之觀點，一律以

商品漲價前之售價作為假設的競爭價格，亦欠缺充分之推論根據。 

(2.4) 公平會宜考量整體物價環境、其他原料成本、匯率差異、賦稅調整及補貼

措施等因素後，除非油品售價漲幅顯然超過購油成本增加幅度，顯然構成公平法

第 10 第 2 款所稱對商品價格為不當變更，方得以考慮調漲油價是否適用該榨取

性濫用禁止條款外，否則仍應優先考量適用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有關聯合行

為之禁制規定。 

建議三：「釐清國家行為豁免(state action exemption)原則，以確保政府施行管制

模式於競爭法中之豁免。」 

說明： 

(3.1) 如上揭建議事項一所言，經濟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行使管制油品的法

令依據是民國 90 年通過的「石油管理法」，特別是緊急處置的相關法令。如果油

品價格屬於主管機關依上述相關法令所核准的調整幅度，則該價格調整屬於管制

決策下的結果行為，符合國家行為豁免原則，因而取得競爭法的豁免。 

(3.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於 2006 年 2 月 13 日，就「油品價格機制的檢討與改

善措施」報院實施，並就國內油價調整與中油營運有所規範。 

(3.3)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上述法令採取管制決策的適當性與合法性，應由該機關

負責，以符合權責相符的原則。 

建議四：「事業單位油品價格調整，若依相關法規，應先向主管單位報備，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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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管單位應盡「積極監督」之責；而相關規定亦應符合明確揭示且具體陳述

(clearly articulated and affirmatively expressed)之原則。」 

說明： 

(4.1) 參閱美國的判例以及處理原則之後，我們可就行政部門間的分權問題(當不

同部門管轄之法令規章互有重疊時)以及競爭與管制爭議上作一釐清。按現今油

品市場，二大供油商中的中油公司隸屬經濟部管轄，蓋因經濟部屬國家主體之一

部，故本文建議參考美國優先管轄權以及對於國家主體行為區分之方式，以國家

利益為優先考量，依此若中油公司(或台塑石化公司)為配合國家政策，而行調

價；爾或依明確揭示之且具體陳述的政策先行向行政主管機關報備欲進行調價之

動作，台塑石化公司繼而跟進之情況，皆應可適用於豁免競爭法之外。倘若中油

公司(抑或台塑石化公司)因成本考量而欲調價，則在相關明確揭示且具體陳述的

規章下，應主動向所屬管轄行政機構報備，以全政府積極監督之責，同時也能將

現今競爭與管制的爭議作一區隔。 

(4.2) 倘若中油公司(抑或台塑石化公司)因成本考量而欲調價，則在相關明確揭示

且具體陳述的規章下，應主動向所屬管轄行政機構報備，以全政府積極監督之

責，同時也能將現今競爭與管制的爭議作一區隔。 

建議五：「為因應寡占油品市場呈現同步漲價之現象，公平法應增設寡占市場之

價格監督機制，賦予公平會得命相關事業提出漲價理由報告之權限，並依報告內

容決定是否立案調查。」 

說明： 

(5.1) 在國內油品市場等高度寡占之產業結構下，公平會採行市場價格監督機

制，除有助於聯合行為相關事證之發現外，亦有緩衝啟動調查程序之效，一則可

節省行政調查成本，再則能避免無端損及當事人之企業形象。採用本建議後，相

關法規可修正如下述： 

(5.2) 由於寡占市場之價格監督機制，其本質屬於聯合行為之補充規定，因此在

規範體系上，宜於現行公平法第 14 條之後，增設第 14 條之 1 規定，其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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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擬為：「國內總銷售金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且有第五條之一第一項

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之特定市場，其二以上之主要事業於三個月內，對於同種商

品之價格或服務之報酬有為同一或相近金額或幅度之調漲者，主管機關得命該等

主要事業提出漲價理由之書面說明及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計算資料。但調漲之

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已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法規審核許可者，得不命其提

出。 

前項所稱主要事業，謂在該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前五大事

業。」 

另有關違反提出命令之罰則，宜增設第 43 條之 1 規定，其條文內容草擬為：

「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命主要事業提出漲價理由之書面說明及商品價

格或服務報酬之計算資料，該主要事業於期限內如無正當理由拒不提出，或提出

之書面說明、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計算資料有不實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其再經通知，無正當理由連續拒絕提出者，主管機關得繼續

命令提出，並按次連續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提出書面說

明、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計算資料為止。」 

建議六：「分別採取短期與長期措施，切割中油油品製造與零售業務，以改善油

品市場產業結構。」 

(6.1) 短期方面： 

（A）公平會宜加強對汽油零售市場的監控，並繼續進行車用加油站業市場結構

調查，以掌握加油站市場產銷資料，有效規範相關之限制競爭行為。 

（B）建議將中油公司加油站部門獨立為子公司的型態，或至少將油品製造與加

油站零售部門之售價與成本等會計科目獨立，使油品市場相關資訊透明化，便利

浮動油價與寡占市場價格監督機制之運作。 

(6.2) 長期方面：中油公司在下游加油站市場力量過大，且其加油站多位於市區

精華地段，確有影響市場公平競爭之虞。加以中油係國營事業，所有權屬全民共

有；且加油站具有相當程度的公共財特性（特別是位於都市精華地段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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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公平會於未來中油公司民營化作業中，可協調有關機關研議將中油公司位於

都市精華地段之加油站，獨立為資產管理公司之可行性，並將各加油站使用權，

比照高速公路加油站開放的方式，以招標的方式，由出價最高者取得經營權，一

則可由效率最高的經營者得標，提高資源使用效率；再則可提高加油站市場競

爭，避免市場壟斷或不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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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與台塑公司油品事業部經理王永發訪談記錄 

時間：2006 年 9 月 7 日下午 2:00—3:30 

地點：該公司（台北市敦化北路 201 號） 

一、 近年來國際原油價格高漲，但政府勸導中油不得全額反映購油成本，使我

國汽油價格低於鄰近國家（參閱附圖與表）。台塑為一利潤導向之民營公

司，國內價格過低僅會誘使該公司將油品外銷至利潤較高區域，而使 2006

年 6 月台塑汽（柴）油出口比重高達 56%（98%）。 

二、 公平會要求台塑提供相關成本與價格資料，台塑公司會依法盡量提供詳實

正確的會計資料。 

三、 台塑目前已接近完成麥寮至台北港的油路管線系統。 

四、 目前國內油品進口應無障礙，至於實際進口為零的原因，係國內油價過低

無利可圖。 

五、 中油公司在下游加油站市場力量過大，且其加油站多位於市區精華地段，

確有影響市場公平競爭之虞，由於中油係國營事業，加油站所有權屬全民

共有，建議政府應將中油公司加油站獨立為資產管理公司的型態，將其使

用權以招標的方式，由效率最高的經營者得標，取得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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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油公司業務室主任李洋金訪談記錄 

時間：2006 年 9 月 12 日下午 3:00—5:00  
地點：台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3 號 17 樓（中油大樓） 

一、 中油公司係屬國營事業，須配合穩定國內油品市場之政策，因此調整油

價尚須獲得經濟部之同意。然而，在如此價格管制措施下，中油公司每每未

能充分反應購油成本之增加，以致在國際原油持續走高之際，目前已虧損約

達台幣二百億元。如果能夠貫徹油品市場自由化之政策，有關中油公司之油

品價格，實應回歸市場機制決定。換言之，經濟部應該儘量減少對市場油品

價格之管制措施。 

二、 有關寡占市場之價格監督機制，日後如有同步調漲油價之行為，事實

上，出現同步調漲油價現象，主要是油品市場結構性之問題，其中未必存在

有價格聯合之違法行為。因此對於先提供調價理由及資料，再決定是否立案

調查之價格監督機制，本公司認為既能減少無謂之調查程序，又能顧及油品

公司之企業形象，中油公司高度贊成此機制之引進，並樂於配合。 

三、 將來中油公司民營化之後，有關加油站之經營策略，因目前中油公司直

營加油站，為公司內之營業部門，日後本公司民營化後，不排除獨立成一企

業組織。另中油公司目前位於台北及高雄等市區加油站之用地皆為本公司所

有，因此日後民營化後，基於企業追求利潤之原則，在消防法規許可之前提

下，亦有可能在加油站之建築設施上附加多角化經營。但由於目前民營化之

政策措施尚未明朗，因此並無具體加油站之經營規劃。 

四、 有關對於改善國內油品市場結構，由於油品市場之特性，目前國內油品

市場是處於寡占的結構狀態。但是從長遠來看，油品市場仍然需要活絡的競

爭機制，因此有必要鼓勵油品進口商加入市場供油的競爭。其大前提，必須

政府減少對油品價格之抑制，否則在國內汽油零售價低於進口汽油成本價格

之情況下，油品進口商不可能有加入國內油品市場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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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行為與競爭法規範 

Structure, Behavior, and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in Taiwan’s Petroleum 

Industry 

 

 

 

中文摘要 

早年國內油品市場係由中油公司獨占，為因應國際油價波動對國內油品價

格之影響，經濟部責成中油公司訂定油價公式作為調價之依據，並需經行

政院公用事業費率審議委員會審查。惟自 2000 年 9 月台塑石化進入油品市

場後，政府已取消油價公式，並由兩家公司依進口原油成本自行調整價格，

以回歸市場自由經濟。然而自去（2005）年起，國際油價呈現巨幅上漲，

引起國內油品價格相應上漲，由於油品為重要民生物資，政府即為此迭遭

國內輿論批評，認為未能善盡督導油價責任，非但形成施政困擾，亦造成

管制與競爭間之競合。針對此一狀況，本文參酌國外自由化經驗與相關競

爭法案例，分別針對國內油品市場的競爭程度、競爭與管制間之協調、寡

占市場價格監督機制、油品行銷管道與相關的物價觀念做一探討，希望能

提供主管機關參考。本研究具體建議包括： 

建議一：「公平會日後對於油品市場是否處於供需失調之異常時期、油品

業者有無囤積油品或哄抬油價等事項之認定，即應採取保留之態度為宜。」 

建議二：「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十條第二款榨取性濫用之管制，應審慎為

之。除非油品售價漲幅「顯著」且「長期」超過購油成本增加，足堪認定

係屬對商品價格為不當變更之獨占地位濫用行為外，否則仍應優先考量適

用聯合行為之禁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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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三：「釐清國家行為豁免(state action exemption)原則，以確保政府施行

管制模式於競爭法中之豁免。」 

建議四：「事業單位油品價格調整，若依相關法規，應先向主管單位報備，

則法定主管單位應盡「積極監督」之責；而相關規定亦應符合明確揭示且

具體陳述(clearly articulated and affirmatively expressed)之原則。」 

建議五：「為因應寡占油品市場呈現同步漲價之現象，公平法應增設寡占市

場之價格監督機制，賦予公平會得命相關事業提出漲價理由報告之權限，

並依報告內容決定是否立案調查。」 

建議六：「分別採取短期與長期，切割中油油品製造與零售業務，以改善油

品市場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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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structural change has happened in Taiwan’s petroleum market and leaded to an 

increase in market competition ever since the government deregulated the import 

restrictions and allowed Formosa Petroleum Co. to enter into the market. However, 

recently, the petroleum prices turn to rise for the sake of soaring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Since the petroleum is a necessity in daily life, the TFTC is frequently 

criticized for not acting to stop the price rise by the press. These criticisms not only 

disturb the TFTC’s implementation, but also instigate a conflict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This research project refers to foreign experiences on the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some competition law cases to explore several topics on Taiwan’s 

petroleum market. These issues include the degree of market competitio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supervision on the oligopolistic 

pricing, market channel of the petroleum and some related price notions. The concrete 

suggestions of this project include: 

Suggestion 1: The TFTC should cautiously identify if the oil companies monopolize 

the gasoline market or if they use the excess inventory to raise the gasoline prices 

when any distortion happens in the market.  

Suggestion 2: The TFTC should carefully identify the exploitative abuse stipulated in 

Section 2 of Article 10. In most situations, the suspected illegal behaviors conducted 

by the oil companies should be scrutinized by using Articles 7 and 14 to see if these 

behaviors are the concerted actions. Unless the increases of gasoline price are 

significantly and persistently higher than the increases of the procurement prices of 

crude oil, can these behaviors be subject to exploitative abuse stipulated in Section 2 

of Articl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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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 3: The TFTC should clarify the principle of state action exemption so as to 

assure the adequacy of exemption from regulation pertaining to the Competition Law.  

Suggestion 4: If the oil companies adjust gasoline prices pertaining to any statute of 

regulation, then they should report the price changes to the regulation body.  

Suggestion 5: The regulation body should adequately supervise these price 

adjustments. Besides, the relevant statute should be clearly articulated and 

affirmatively expressed with regard to these regulations.  

Suggestion 6: We recommend the government to execute the long-term and short-term 

implementations to segregate the gasoline refinery and distribution channel of the 

Chinese Petroleum. This might help to improve market structure of the oi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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