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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關鍵詞: 能源產業、競爭政策、產業政策、調和
一、研究緣起
有鑑於能源自然獨占的特性，能源產業一直是受保護且由政府特別
管制的事業。伴隨著自由化的國際潮流、以及國營且獨占衍生經營效率不
彰的弊端，持續開放解除管制以及民營化是不變的能源政策。惟在能源產
業的開放與解除管制的經驗中卻又發現，由於相關配套措施的不足，容易
導致效能競爭的忽略。
現階段在能源政策與競爭政策發生相互衡突、彼此牴觸或者相互制約
的情況時，公平會僅擁有以「公平交易法」第 9 條以及第 46 條與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相互協商的契機，與其事後當衝突與問題發生後才進行協商處理
的成本與被動機制，不若賦予競爭主管機關檢視各項涉及競爭法內涵的評
估權利，建立積極主動的調和機制。
因此本研究針對能源產業的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間的互動與調和進
行論述，最後提出我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準則與具體可
行的建議，提供公平會未來的執法與施政方向。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運用文獻蒐集整理法、釋義、歸納與比較等研究方法，針對國
內、外能源產業的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內容，進行比較分析。
研究過程首先瞭解我國能源產業的的產業圖像，並蒐集彙整歐盟、日
本以及韓國等國家的競爭法規與產業政策的相關規範。同時對於能源產業
的進入管制與補貼政策對於市場競爭效能的影響進行分析討論。接著利用
國、內外個案經驗，針對能源產業的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間的互動與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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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進行論述。最後提出我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準則與具
體建議，提供公平會未來的執法與施政方向。
三、重要發現
本研究的重要發現，分別根據國外經驗、國內能源市場、以及調和準
則說明如下:
有關國外經驗部份，在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關係中，以歐盟的互補
關係強度較高。歐盟、日本以及韓國等三個個案國家均有事前規範機制，
亦即產業政策在事前均會通知或諮詢相關部會。在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
調和部份，歐盟與日本均有法制化的評估機制，韓國則較倚賴實務個案的
審查，由內閣總管與進行相關行政主管機關之間的協調。日本政策評估法
中提及的競爭評估清單提供我國評估檢查的流程參考。日本法制化的評估
機制，與韓國競爭主管機關 KFTC 與其他政府機關的橫向聯繫機制值得我
國參考與借鏡。
有關我國能源市場圖像部份，整體而言，國內在制定能源的產業政策
時，似乎完全忽略產業最終競爭機制的重要性。在油品市場的開放中，政
策上似乎遺漏市場廠商數多寡對市場競爭達成與維持的重要性。未來也許
可以進一步引進多家國外油品供應商進入國內市場，參與油品市場的競
爭，以解決油品市場競爭不足的問題。
至於在電力市場發電開放的競爭問題，可藉由民間電廠能夠自行直接
供應公司行號、工廠、社區民眾等終端使用用戶著手，使其在發電市場能
夠與台電公司面對面的競爭，從而獲得市場引進新廠商產生的競爭效果。
太陽能再生能源的生產，對裝置設備長期成本的調整，必須給予審慎的考
量，務必使其能夠隨時空條件的改變而能夠調整，使太陽能生產出來的電
能在市場上具有競爭性。
此外，再生能源的價格補貼政策應記取國內電力市場開放的經驗，如
何落實簽約之後、解除管制之後的效能競爭，甚為重要。未來「Web2.0」
與「智慧電網」的實現，競爭主管機關將需重新詮釋電力市場上供給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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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的界定。
最後在有關調和準則部份，因應國際能源市場潮流，確立能源產業競
爭政策為主、產業政策為輔的決策思維原則。同時有鑑於競爭政策與產業
政策互有替代與互補的關係，因此在促進競爭的管制原則下，在能源管制
政策中，應該蘊含著競爭的本質概念。
四、主要建議事項
本研究主要建議事項，分別針對立法面與行政面向的短、長期具體建
議說明如下:
(一)立法面向方面
1.短期建議事項
(1)更加積極透過行政院會議倡議競爭法制
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是現行行政院會議成員，建議可利用此項固
定的事前倡議管道，盡力與產業主管機關溝通，根據國家產業發展階段，
將適當的競爭政策內化於產業政策。本計畫強調，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並
不應如同機關職權及人員般截然劃分，而各歸特定機關；政策乃是一段時
期國家發展的方向，需為商業活動與民眾參與所可依循者，產業政策與競
爭政策若是彼此對立而可分割，則必然發生齟齬，產業必無所適從。據此，
自政策之一體觀而言，產業與競爭政策相互調和正是此意。
2.長期建議事項
(1)涉競爭法事項採「強制事前諮詢制」
本計畫建議應建立事前強制諮詢機制，以透過修訂公平交易法第 9 條
第 2 項，或以能源產業為例，在其他能源法律增訂一諮詢條文，以具體、
明確之諮詢制度，取代事前消極不作為而事後互推皮球之制度缺漏。當然，
若公平會發現產業政策事涉競爭事務，而相關產業主管機關未為諮詢，則
亦應主動表示意見，落實競爭倡議的角色。更何況，即便依韓國 MR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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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強制諮詢並不代表其他部會機關有義務或必然接受公平會之意
見，部會機關參酌公平會意見後仍可依當時產業條件，依職權自行決定主
管事務之政策方向與推動策略。為此，強制諮詢制度，既不影響行政部會
間之相互地位，亦可避免未能徵詢或協調所致權責不清之弊端，不失為台
灣現階段競爭政策倡議或調和產業政策之良策。
(2)推動「政策評估法」立法
其次，產業主管機關在擬定相關產業法規時，即應評估各種管制政策
對市場競爭的利弊，既能保障政策目標達成，又能維護市場競爭機能。台
灣目前僅有「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而未具體
法制化，更遑論競爭影響的評估。本計畫建議，關於此或可參考日本政府
為落實「政府政策評估法」
（the Government Policy Evaluation Act）而於 2007
年 「 頒 布 事 前 評 估 施 行 指 引 」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Ex-ante
Evaluation of Regulations)。 2010 年，日本總務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與 JFTC 合作，開始對主管法令進行競爭評估，基此
JFTC 建立了「競爭評估清單」
，同時知會其他部會，並很快地進一步開展
相關評估工作至各部會。
事實上，後階段的工作，在公平會 2009 年「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
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委託研究報告已針對法令之競爭影響評估提出
初步簡易檢視表，並說明深度進階量化評估分析之方向。本計畫建議，為
期競爭評估工作可以內化在每一產業法規的政策精神，訂定「政策評估法」
以作為評估的法律上依據，具有必要性應持續推動。
二、行政面向方向
1.短期建議事項
(1)公平會訂定「競爭評估指引」
為使政府部會在制定產業政策時，能避免因職權所發布之指引所可能
導致反競爭行為，JFTC 於「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
（Antimono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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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Guidelines on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明列行政機關指引可能導致反
競爭行為之類型。相似地，KFTC 的反競爭規範再造小組（Anti-competitive
Regulatory Reform Team）公布『競爭評估手冊』
，將評估過程分為初步評
估階段與深入評估階段。不同於日本的全部由主管部會自行檢視的做法，
韓國的競爭影響初步評估由主管部會先行作成，而進階的深入評估則直接
由 KFTC 根據二項目的加以檢視。如此的差異，主要是日本 2001 年即訂
有「政府政策評估法」
，並於 2007 年將競爭評估納入，因此評估工作本來
就是各部會份內的事務，JFTC 僅以「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明列
類型，發揮專業引導的作用，若行政部會尚且違反 AMA 之指引，則將可
能被認為違法，而相關事業仍應自負違法責任。
相較之下，由於韓國未有以法律明訂各政府部門的評估義務，而以
MRFTA 第 63 條直接課與所有部會「事先諮詢」義務，並在 KFTC 公布的
『競爭評估手冊』
，於第二階段的深入評估直接由 KFTC 介入加以審查。
是比較觀點言，日本制度可能義務明確，但除非各部會在競爭評估上具有
專業且能落實，否則事後由 JFTC 認定違法，對整體社會成本影響將較為
龐大。而韓國 KFTC 介入較早，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橫向聯繫自初始即有
眾多管道加以溝通，則表現在 KFTC 依 MRFTA 審查案件鮮少法令係事後
被宣告違法可知，韓國作法較為積極，短時間內亦較有成效。
(2)訂定「政府補貼處理原則」
本計畫認為，公平會應可參考歐盟關於補助節能與推廣再生能源的競
爭確保作法，以公布指引或規範說明之方式，提出一定門檻補助之競爭扭
曲評估標準、補助項目(投資補助或是營運補助)、補助正面效果與競爭扭
曲等分析考量因素等，彰顯基於公平法可茲事先表明的競爭法精神，不啻
亦為重要的事前競爭倡議方法。
而產業主管機關亦應考量廣義補貼之概念，與其對競爭效果的影響。
不僅對用於私人企業，尚包括公用事業、公法組織、以私法方式組織的行
政主體及公私合營的事業，蓋此類型組織在受到優待時產生扭曲競爭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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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公用事業的公共任務並不能夠使這種競爭扭曲得以正當化，因為事
實上這些事業也經常以營利為目的而展開經營活動。是此，本計畫建議，
產業主管機關在行政裁量範圍內自我約束，應訂定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法
律安定性與提高透明度及效率之補貼政策指導原則，建立一得經檢驗的產
業政策架構。
2.長期建議事項
(1)建立「競爭事務定期諮詢聯席會議」制度
我國公平會本身為一獨立的中央主管機關，然而在職掌中並未明文有
協調工作，故從目前實踐效果來看，獨立委員會雖係一種比較理想化的模
式，有利於確保競爭事務執法的獨立性、專業性和權威性，提高執法效率，
但這種模式卻難以與其他多個部門進行協調。
為加強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事前協調與整體規劃，本計畫認為可在
行政院層級建立各部會間有關競爭事務之定期諮詢聯席會議，以協調行政
院相關部會執法和監管等的工作。從現實情況來看，經常可能涉及到的產
業主管機關包括經濟部、NCC、交通部等部門。會議主席由行政院副院長擔
任，各部會首長為當然成員。聯席會議主要可通過召開全體會議、專題會
議等可共同商議制定競爭法的配套規章、提出市場總體競爭狀況評估報
告、研究草擬行業分類和評估標準、建立反映各行業市場集中狀況的資料
庫、進行各部會競爭法宣傳和人員培訓等。當然，聯席會議原則上僅是以
發揮“組織協調”的功能，並不行使行政權力或作出行政決定。如此，既
可維持我國公平會獨立委員會的現行制度，又可兼顧競爭法之以市場經濟
為基礎並輔以國家產業政策引導的重要角色，融合涉及經濟、法律、社會
等多個執法面向考量，達成政府施政作為之一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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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能源是一個國家整體價值鏈的重要環節，能源產業更直接牽動國家經
濟發展的命脈。自從 1968 年我國政府首度頒布「台灣地區能源發展原則」
之後，台灣的能源政策大致上以 1973 年「台灣地區能源政策」的公布實施
開始萌芽，自 1990 年第三次修正「台灣地區能源政策」
，首度宣示國內石
油市場自由化開始，歷經 1998 年以及 2005 年的「能源政策白皮書」
、2007
年「能源科技研究發展白皮書」
、及至 2008 年「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再到
2010 年以及 2012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的公佈，明確揭示本國的能
源政策與發展方向，其中持續開放能源市場一直都是我國重要的能源政策
之一。
因應國家經濟發展邁向國際化與自由化趨勢，政府具體的能源政策包
括持續進行能源事業的開放，積極推動能源事業自由化與民營化、開放民
間經營發電廠、石油煉製業，促進國內油電價格調整制度化、透明化、並
重視能源環境問題與對策，據以達成經濟成長、環境保護以及能源供需平
衡的目標。除此之外，面對低碳經濟時代的來臨，能源產業技術發展不但
攸關人類未來共同的福祉，更直接牽動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各國政府無
不大力推節能減碳政策，再生能源與綠能產業的發展也因應而生，成為現
階段最受矚目的新興能源產業。
在台灣，傳統能源產業，包括石油、天然氣、以及電力業務，長久以
來均屬國營公用事業，且屬獨占市場性質，故政府直接透過經濟部對國營
事業的主導權，有效地影響能源產業之經營與運作。能源政策對產業發展
之影響1，主要透過能源法規及相關措施發揮影響效果。能源產業因為涉及
規模經濟、高度能源安全、環境污染外部效果的市場失靈現象，故需以管
制政策干預，或者建構產業節能減碳能力、創造低碳能源經濟誘因、以及
1

能源政策對產業發展的影響主要參考許志義(2006)，論台灣地區能源政策與市場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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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綠能產業成長契機，需以適當的政策工具與行政管制推動。
至於能源政策對其他一般產業的影響效果則相對較為間接，而且除
非該產業或廠商是由政府經營或擁有，否則政府政策通常並無直接干預
或影響其經營決策之工具。在此種情況下，政策上可資運用的措施不外
乎透過能源產品的訂價或租稅金融獎勵設備投資，間接對產業或廠商予
以誘導或影響。政府過去曾採行能源低價政策，並透過加速折舊、租稅
減免、及低利率貸款等措施，協助能源密集度高的產業更新其陳舊設
備，這些獎勵的措施，雖在短期內可達成立竿見影之功效。但在此種獎
勵措施下，耗能產業的廠商往往因此獎勵與改善而得以繼續生存，甚至
持續擴充，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不利於台灣整體能源密集度的
降低及環境污染的有效紓解。所以，政府在採行能源節約政策時，必須
考量產業政策的長期永續發展效果，俾在兩者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
以天然氣為例，我國天然氣供應事業的營運，受政府部門的特許控
制，基本上採一區一家為原則，目的主管機關對天然氣公司的設立與營運
係採自然獨占的方式。但從公平會對天然瓦斯產業的處分案觀察，在產業
政策下獨占事業的市場行為仍需受到約束。因此若干以「產業政策」而獨
享優勢市場地位的獨占事業，其市場行為當然不能例外於落實「競爭政策」
的競爭法規範2。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通過，為台灣再生能源奠立了長遠發展的根
基，這個法案主要規範擘劃未來 20 年內，我國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增加
的幅度，以及運用再生能源電能收購機制、獎勵示範及法令鬆綁等方式加
強民眾設置再生能源的誘因。法案的通過雖代表著台灣將正式進入永續能
源國家之林，並創造國內發展再生能源利基，但是，在收購機制、獎勵示
範補助以及法令鬆綁的背後，對市場競爭效能的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
的？則是主管綠能政策相關主管機關應該進一步思考的重點。
總而言之，在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潮流下，
「競爭政策」的推動與實踐是
2

上述說明詳參莊春發(2001)，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替代與互補。
2

世界大多數國家主要的施政方針，在市場經濟制度之下，原則上應該遵循
「競爭原則」
，據以進行資源的有效生產與分配，因此在實務上形成了所謂
的「競爭政策」
。藉由競爭機制以及市場價格的導引，理性經濟人私利的動
機，將會與社會公益之目標趨於一致。但，各產業的主管機關，會以維持
「市場競爭」做為追求的標的，希望「事業」在市場上以比較有利的價格、
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的機會，落實競爭的效果。惟在
若干特殊的情況，例如自然獨占、公共財、外部性存在的條件之下，墨守
競爭政策可能發生不適合之處，此時若由具有強制力的政府主導資源的分
配工作，可以避免無效率的產生，所以有「產業政策」的出現。
當「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有所抵觸時，二者之間的取捨或互補
就是個難以拿捏的問題。釐清這二者在政府政策目標上的定位，一方面可
以解決政府部門權利義務的分工，另一方面可以解決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平
會與其他目的主管機關任務的爭議，這就是本篇研究的動機與目的，而且
我們將以能源產業為中心做為討論的主軸。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大別來說競爭政策或產業政策都是規範經濟行為的一種政策，均有廣
義與狹義之分，有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定義可參考表 1-1 的整理。胡
光宇(1994)、朱雲鵬(1995)、蔣黎明(1997)、以及莊春發(2001)等學者均針
對上述兩種政策的定義與彼此之間的調和關係進行研究。廖惠珠(2002)、
許志義(2006)、以及莊春發(2011)則進一步針對整體能源產業的競爭與產業
政策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詳言之，本研究計晝著重於狹義的競爭政策內
涵，強調競爭法的執行面議題；產業政策則針對政府對能源市場進入管制
以及補貼的相關規範與政策，進行相關的討論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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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闡釋
時間

研究人
員
胡光宇
等

研究主題

競爭與產業政策的定義

公平交易法與
產業政策關係
之研究

1995

朱雲鵬
等

競爭政策與產
業政策互動關
係之研究

1997

蔣黎明
等

論競爭政策與
產業政策的調
和

2001

莊春發

競爭政策與產
業政策的替代
與互補

2006

許志義

2010

陳汝吟

論台灣能源政
策與市場自由
化
各國競爭法對
能源產業規範
之研究

我國的公平交易法是規範廠商在市場競爭活動中的
遊戲規則。從理論基礎觀之，競爭是核心，反托拉斯
政策即是在競爭機能無法正常運作時，藉由法律規範
及政府公權力的執行，重拾競爭機能，活絡市場交易
環境，促使企業發揮經營效率。
產業政策係政府為達成經濟發展、經濟現代化、產業
結構高級化、加強國際競爭力，促使衰退產業復甦、
維持就業、平衡地區性經濟的發展等社會、經濟目
的，進而干預某一產業的活動、產品市場及生產要素
市場政策之總稱。
競爭政策或是產業政策都是一種規範經濟行為的政
策。競爭政策偏向自由競爭的理念，強調企業公平合
理的交易。廣義的競爭政策指所有可以維護和確保公
平競爭行為的策略。競爭政策除了可追求公平的經濟
目標外，更重要的是透過自由競爭行為下而得以生存
下來的產業往往較具生產效率。
產業政策側重政府的行政干預，亦即政府在整體經濟
利益的考量下，以一個或多個政策來干預一些無法靠
著市場自由運作而達到經濟成長目的經濟行為。
競爭政策的施行可以分三個層面，狹義而言，施行競
爭政策僅止於競爭法的立法及施行；廣義的競爭政策
實施範圍，則除執行競爭法外，尚包括解除政府管
制、公營事業民營化等促進市場競爭的作為；最廣義
的競爭政策則將國際合作與協調含在內。
以政策的影響層面或效果看，給予特定產業的保護措
施屬狹義的產業政策；廣義的則定義將財政、貨幣、
外匯以及所得政策等包括在內；最廣義的產業政策則
可以擴及維持市場秩序的相關措施，甚至產業基礎建
設、研發措施或職業教育及訓練等。
就整體社會公共利益角度觀之，市場競爭狀態的維
持，不可避免的是競爭政策落實的手段之一。而競爭
政策的競爭內涵則有市場競爭、產業競爭、以及潛在
競爭等三層次。
在產業為自然獨占、生產具有外部性、或產品屬公共
財時，任由競爭制度運作，其結果可能無法達到理想
境界，由具有強制力的政府部門，事先予以規劃決定
市場結構，係產業政策形成的理由。
能源政策是指政府公權力介入能源市場供需及訂價
管制的產業政策；市場自由化則強調解除政府管制的
競爭政策。
產業政策是由國家透過規劃、引導、促進、調整、保
護、扶持、以及限制等，據以彌補市場機制固有的缺
陷。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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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基本上競爭的手段可以讓社會生產與資源配置達到效能，但某些經
濟情況下，必需由政府加以管制，管制的手段最常使用的是市場進入的
限制。不讓生產者進入市場，卻又可能傷及人民的福祉，因此受管制產
業的價格或生產方式也一併在政府的管制範圍。
有鑑於能源產業自然獨占的特性，相較於其他產業，能源產業一直
是受保護且由政府特別管制的事業。伴隨著自由化的國際潮流、以及國營
且獨占衍生經營效率不彰的弊端，持續開放解除管制以及民營化是既定的
能源政策。惟在能源產業的開放與解除管制的經驗中卻又發現，由於相關
配套措施的不足，容易導致效能競爭的忽略。以近日台電與民間電廠購電
契約的爭議為例，在開放民營電廠的美意背後，相較現行市場資本利率處
在 1.37%的低點，台電卻要付出 6.68%的高利率向民間電廠購電，根本是
違反效能競爭的精神，更違背了當初電力市場開放的目的。
整體而言，現階段我國能源產業商品，概分為油氣、電力以及再生能
源等類別，各商品、行業或產業的開放程度有所差異，競爭狀況也明顯有
別，除了開放過程中的配套措施之外，由於國內競爭性的能源市場尚未完
全建立，市場機制較難以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因此在政策的選擇上需有
所取捨，而取捨的過程即是本研究報告的重點與主軸。
此外，競爭政策是我國政府規範產業行為的最主要依據，但與能源產
業的政策易於發生相互衡突、或有彼此牴觸或者相互制約的情況，現行公
平會擁有以「公平交易法」第 9 條以及第 46 條與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相互協商契機，然而如何拿捏，化解矛盾與衝突，進而相互和諧職責分工，
值得深入研究。
基於上述問題的認知與國內學者的看法，本研究另外希冀蒐集近期歐
盟、日本以及韓國等國有關能源產業的競爭法規與產業政策的相關規範內
容，分析國外能源產業的管制或補貼政策，對於相關市場競爭效能的影響，
針對各國能源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互動與調和個案之經驗，探討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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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管機管與能源產業政策主管機關之間互動的模式，瞭解「競爭政策」
與「產業政策」之間的分工與合作關係，降低二者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提
供實際內容與具體作法作為我國解決現階段能源產業的監理建議，進而評
估競爭政策主管機管未來的執法的方向。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包括:
1.

瞭解我國能源市場產業政策與競爭概況的圖像；

2.

探討國外能源產業競爭政策法規與產業政策的相關規範；

3.

分析討論能源產業管制或補貼政策對於競爭效能的影響；

4.

釐清國內外能源產業產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個案經驗；

5.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我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策略。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計畫研究能源產業的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內容。運用文獻蒐集整理
法、釋義、歸納與比較等研究方法，針對國內、外能源產業的產業政策與
競爭政策內容，進行比較分析。
研究步驟首先瞭解我國能源產業的產業政策以及競爭政策與規範，接
著擬選定歐盟、日本以及韓國等三個國家，進行能源競爭政策及產業主管
法規發展及執行情形的資料蒐集，著重分析管制或補貼政策對市場競爭效
能的影響，藉由各國能源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之間互動與調和的個案與經
驗，最後提出我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的研究結果，據以評
估與建議未來公平會執法時的原則與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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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能源產業圖像的檢視
能源產業直接牽動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長期以來，我國能源產業一
直是受保護且由政府特別管制的事業，早期均採獨占且以國營的經營方
式，確保了各項能源穩定的供應與政策責任的功能。但不諱言地，也產生
了公營事業的積弊與效能不彰問題。加以國際化、自由化以及民營化的全
球化趨勢下，我國能源產業雖然陸續走向不同程度的開放階段，惟同樣地，
也發生了許多市場競爭失敗的例子與經驗。
政府部門可藉由直接管制加以規範任何產業，亦可經由市場力量所形
成的競爭機制予以規範3。我國的能源產業應該採取政府的管制措施？還是
應該全面開放？或者是管制與競爭並行調和下達到最大的效率與福利，值
得深思與研究。
本節介紹我國能源產業的法令規範與現況，研究對象主要針對石油、
天然氣、電力、以及再生能源等業務為主，同時僅探討與公平交易法關係
密切的競爭與管制政策，溫室氣體排放與環境保護的策略與管理機制則不
在本文討論範圍。

第一節 台灣能源政策的發展歷程
經濟部能源局負責擬訂與執行我國的能源政策與各項能源法規。為因
應經濟發展邁向國際化、自由化趨勢，近年來能源政策已有重大的變化，
一方面除積極推動能源事業自由化、民營化、開放民間經營發電廠、石油
煉製業，促進國內油電價格調整制度化、透明化，加強能源需求管理工作，
另一方面重視能源環境問題與對策，期以達成經濟成長、環境保護及能源
供需平衡之目標。
台灣的能源政策大致上以 1973 年「台灣地區能源政策」的公布實施開
始萌芽，自 1990 年第三次修正「台灣地區能源政策」
，首度宣示國內石油

3

見莊春發(2011)，
「統一訂價」與「競爭機制」的比較分析—台灣液化石油氣產業的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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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自由化開始，歷經 1998 年「能源政策白皮書」
、到 2005 年「能源政策
白皮書」
、2007 年「能源科技研究發展白皮書」
、及至 2008 年「永續能源
政策綱領」
、再到 2010 年以及 2012 年「能源產業技術白皮書」的公佈，明
確揭示國家的能源政策與發展方向，其中持續對外開放能源事業進入市場
一直都是我國重要的能源政策之一。
在能源法令的規範方面，以「能源管理法」
、
「能源管理法施行細則」
等法令之外，不同的能源類別分別依照「石油管理法」
、
「天然氣事業法」
、
「電業法」
、以及攸關未來能源發展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等法令規範作
為最主要的施行準則。
基本上能源政策對產業發展的影響，主要透過能源法規以及相關措施
發揮影響效果。通常，能源政策對能源產業的影響是直接且強烈的，尤其
在台灣，電力以及石油產業長久以來均為國營，且屬獨占市場，故政府可
直接透過經濟部對國營事業的主導權，有效地影響油電產業的經營與市場
運作。而能源政策對一般產業的影響，不外乎透過能源產品的訂價或租稅
金融獎勵設備投資，間接對產業或廠商予以誘導或影響。
其次，就台灣能源價格政策而言，早期定價係以回收合理投資報酬率
與積極開發電源為主。1970 年後，政府為了發展重化工業，一方面採取低
能源價格的工業發展策略，亦即工業用電及用油的價格明顯低於商業家計
部門；同時，在石油危機期間，採行能源價格補貼政策，使當時國內油品
價格明顯低於鄰近的日本以及韓國。在此情形下，雖扶植了台灣當時的造
紙、石化、水泥、非金屬以及鋼鐵等耗能產業，然而，偏低的能源價格卻
不利長期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甚至進而導致的環境污染問題與「鄰避」
現象，以致若干重要的能源供給規劃方案與設廠投資無法順利進行，反過
來又影響了台灣的產業發展4。
新近，我國政府為了鼓勵再生能源發展，規定電力業者購買綠色電力
的義務，更以保證優惠價格收購民間的綠色電力，會不會成為另一個扭曲
4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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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貼政策，著實令人擔心。
台灣當前的能源政策日漸完整，不論就供給穏定與效率、需求節約與
管理、價格管制與自由化、環保安全、研發及教育宣導各方面，在政策與
法令條文中均有漸臻完備的規範與作法。惟在能源事業持續開放的過程
中，能源事業主管機關的產業政策與法令規範或有疏漏，導致事後相關能
源事業廠商不乏被競爭事業主管機關處分罰鍰的個案，無論是石油、天然
氣或液化石油氣、或者電力業者都曾因為違反公平市場競爭原則受到公平
會的處分，或許能源產業在開放政策的擬訂之際，事先徵詢相關部會的意
見與建議，事業單位、相關能源廠商以及社會的學習成本或資源可以因此
降低以及不必浪費。

第二節 石油業務的產業圖像
一般石油產業可區分為上游的煉製業與中、下游的油品行業，現階段
我國石油不同行業的開放與競爭程度差異不同，明顯有別。石油產業過去
長期以來皆由中油公司獨占市場，隨著加油站事業與液化瓦斯經銷事業的
開放之後，卻也發生許多不公平的競爭糾紛。相關石油業務的產業概況說
明如下。
(一)法令規範
石油產業過去長期以來皆由中油公司獨占市場，因應石油市場自由化
以及全面開放油品進口政策，歷經1987年開放民營加油站競爭，1996年開
放煉油廠民營，1999年開放包括燃料油、液化石油氣、航空燃油等三項油
品，及至2001年全面開放八大油品進口。主要管理法規「石油管理法」業
已於2001年通過立法，其相關的18項子法陸續發佈執行，作為國內石油業
之管理準據。
「石油管理法」明訂對於煉製業、輸出入業、汽柴油批發業申請要件、
業務監督及違反之相關罰則，另依據同法規定收取石油基金，用於政府儲
油、山地鄉及離島地區石油設施、運輸費用之補助及差價之補貼、獎勵石
油天然氣之探勘開發、能源政策石油開發技術及替代能源之研究發展、及
9

其他穩定石油供應及維護油品市場秩序之必要措施。
而為了繼續深化油品自由化程度，針對石油業者進入市場門檻研究降
低之可行性，「石油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於2008年修正公布，將石
油輸入業之油品安全存量不得低於5萬公秉向下修正為1萬公秉，增加國內
外業者進入市場意願，進一步擴大自由化成果，提高消費者福利並促進產
業競爭。復於2010年修正公佈的「石油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則將
液化石油氣中、下游供應業之經濟交易行為納入管理。
(二)加油站的開放與競爭
加油站的開放起自於1987年的「加油站管理規則」實施，開放初期，
土地與經營的規範相當嚴格，故民營加油站成長速度不快，直至1990年修
訂的「加油站管理規則」，大幅鬆綁加油站用地的相關法規，進而加速加
油站的成長，至今2002年公佈的「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加油站的申請，
以用地審查和營運設施檢查為主。
根據能源局2010年年報資料，全國已開業加油站共計2,696站，其中台
灣中油公司655站，其他2,041站。再經詢問獲知，截至2011年全台經營加
油站數計有2,562家，其中台灣中油直營有646站，加盟站有1,356家；台亞
石油直營有147站，加盟站有414家，主要經營實體詳見表2-1資料。
至於已開業加氣站，截至2012年6月達55座，包括台北市及高雄市各8
座；新北市15座；桃園縣7座；台中市6座；台南市4座；基隆市2座；屏東
縣、彰化縣、嘉義縣、苗栗縣及宜蘭縣各1座。
早期油源僅有中油一家，加油站僅侷限於非價格競爭政策。但隨著台
塑加入供油陣營，油品的價格戰開始形成，當全部油品售價改由市場機制
決定，我國汽油銷售市場進入全面的競爭階段，至此加油站的經營可謂進
入戰國時代，過度競爭的市場是否導致加油站經營不善的業者面臨關門的
命運，是政府應當未雨綢繆之處5。
最後，回顧公平會對於加油站的行政決定可發現，加油站的開放經營

5

參見廖惠珠(2002)，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調和--我國能源市場之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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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涉及結合或者共同經營的許可申請，此外，從處分書6中亦可觀察到油品
業者因為不瞭解公平法相關規定，例如仿襲他人公司名稱或者廣告不實，
而受到公平會的處分。因此在開放市場競爭之際，有關市場的競爭規則與
法令的宣導，可能有待加強。
表 2-1 2012 年台灣加油站經營實體概況
經營實體名稱

加油站數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646

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147

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112

全國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111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02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73

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62

台灣優力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7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7

千越加油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久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7

車容坊股份有限公司

12

西歐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11

其他業者

1,165

資料來源:能源局。

6

參閱公平會處分書公處字第 122 號、公處字第 186 號、及公處字第 091216 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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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煉製業的開放與競爭
以石油煉製業而言，截至目前為止取得石油煉製業經營許可執照者為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液化石油氣輸入業
經營許可執照者為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乾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相關業者概況整理於表2-2。
表 2-2 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廠商名稱
業別

廠商名稱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煉製業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輸入業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液化石油氣)
乾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液化石油氣)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0年年報。

我國油品煉製事業，過去由中油獨占經營。配合政府核准六輕計畫，
台塑石化公司負責興建煉油廠、輕油裂解廠、汽電共生廠等業務，其中煉
油廠基於製程煉量最適化的考量而提高產能，中油開始面臨競爭對手的考
驗。
開放台塑化進入市場後，國內供油形成寡頭市場，時至今日，油品市
場已自由化，台塑化也能提供上至石化原料、下到汽油等與中油一樣的產
品。兩者經由市場競爭，「理論」上應該可以提供價廉物美的油品服務。
然而，油品自由化而中油未民營化，自由化後應該要發生的競爭關係並未
出現，反而形成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一起「既聯合又競爭」的畸形結構7。

7

參見聯合報社論，2012 年 4 月 11 日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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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中油漲價，台塑也隨即跟進，甚至在2001到2004曾經發生20次同
幅度與同時間的聯合漲價行為，中油與台塑的人事成本不同，購油成本也
不同，這樣的「領頭羊式」聯合漲價行為，不但違反產業政策開放的目的，
而後主管競爭事業機關的公平會雖予以處分，但若事先可以在開放時即加
以規範管制上述行為，或許開放與競爭的效率可以更為提高。
除此之外，國營的中油雖有加油站與油管的優勢，卻也因此負擔國內
油品市場大部份的責任，相對而言，民營事業的台塑化除了不必負擔偏遠、
離島地區設置加油站的責任，反而因為在國內賣得少，得以有剩餘油量外
銷賺取價差。中油的國營身分，意味著多賺歸公、虧空亦無妨，加上欠缺
競爭壓力，沒有改善績效的誘因；而台塑也無意從事競爭，只要繼續在現
有制度的掩護下賺取價差。上述行為不是正常的市場經濟所容許，更違背
能源主管機關當初油品市場開放以及油品市場自由化的初衷與政策目標，
最終造成「瘦了公營、肥了民營」的惡果8。
(四)液化石油氣的開放與競爭9
液化石油氣是家庭使用能源的重要來源，早期的供應完全由中油公司
提供。經銷的部份一開始由國民黨經營的裕台公司負責，後來轉交瑞華公
司經營。之後，於 1978 年交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轉導委員會液化石油供應處
(簡稱液供處)負責經營。這個階段液化石油氣市場的供銷係屬於獨占的市
場型態。
液供處掌理總經銷的期間，採行嚴格的管制措施，例如限制分銷商(即
瓦斯行)的經營區域、限量配氣、統一全台六個地區的銷售價格、以及藉由
提氣的多寡做為分銷商檢送鋼瓶數量的依據，並要求分裝場不能灌裝逾期
鋼瓶，在事權的統一與交易秩序的穩市方面有相當的成效。
1993 年在社會各界的主張下，液化石油氣的總經銷對外開放。李長榮
化工、聯華氣體、合興石化、和協工程、台合實業、乾惠工業、北部瓦斯、
8

參見莊春發(2012)，論電信法草案的有效競爭與固網市場主導者的功能分離政策，中國時
報。
9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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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寧楊煤氣等 8 家經銷商進入經銷市場，加上液供處改制為北誼興業，
這個階段的液化石油氣經銷市場由獨占的市場結構轉變為較為競爭的寡占
市場結構。
復於 1999 年「石油及石油產品輸出、輸入、生產、銷售業務經營許可
管理辦法」的修正後，允許其他經營者，亦可自行自國外進口液化石油氣。
據此，李長榮化工與台塑石化公司隨即分別於高雄及麥寮自國外進口液化
石油氣，使得液化石油氣的供應市場，亦由獨占的市場結構轉變為較為競
爭的寡占市場結構。
液化石油氣市場經過兩次的自由化，開放的產業政策是否真的帶來競
爭的效果?根據學者莊春發10的實證結果，第一次經銷市場的開放，確實提
高 LPG 市場的競爭強度，獲致交易數量增加的效果；第二次市場的開放，
供應商家數的增加對液化石油氣的市場競爭，立即產生交易價格下跌的影
響效果。總之，第一次的經銷市場開放，效果及於經銷商與分裝場的交易
價格；第二次市場開放，供應商增加的效果，最後落於消費價格的降低。
惟經過兩次的開放改革，我國液化石油氣市場自進口、生產至經銷、
分裝、分銷等四階段市場，皆處於較為競爭的環境，原本由液供處所設定
的各區分銷商統一價格制度，改為由個別廠商依據進貨成本、運輸成本、
各市場競爭程度等因素，決定各自銷售的價格，亦即各階段的交易價格都
開放由市場交易的供需雙方共同決定，卻也因此導致自生產廠商、到經銷
商、分裝場、分銷商，每個階段的廠商產生市場殺價以及事後的調整價格
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範的要求，遭受嚴厲處罰。
液化石油氣的交易市場，在開放後依循市場競爭的模式進行下，因忽
略相關的配套措施，例如市場管理機制的瞭解與再教育，導致業者觸犯政
府所訂的競爭法律，持續受到重罰；不禁令人思考是否回到舊有的制度，
由政府訂定統一訂價讓業者遵行交易方式，較能達成穩定市場易秩序的目
的。「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取捨拿捏或者兩者之間的協調或配合，
10

參見莊春發(2005)，液化石油氣市場自由化經濟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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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值兩個相關機關的省思。

第三節 天然氣業的產業圖像
有關天然氣事業目前國內天然氣之生產、進口，皆由國營之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公司為之，國內油氣探勘開發工作亦主要是由台灣中油公司執
行。綜觀國內天然氣的使用，其中主要供應煉製發電所需，其餘則提供家
庭用氣與工業用氣之用，以下說明我國天然氣事業的概況。
(一)法令規範
現階段國內天然氣之生產、進口，皆由國營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為之，相關管理規範，主要依照國營事業之管理或公司之內部規範，至於
公用天然氣事業，則有 23 家民營及 2 家公營之導管瓦斯公司，依據「民營
公用事業監督條例」及「煤氣事業管理規則」管理，接受主管機關在一般
營運及氣體售價方面的管制。由於上述條例係針對公用事業的一般性規
範，且於民國 18 年制定，已難以因應環境變遷，又有鑑於台灣中油公司
終將民營化，未來亦可能有其他業者加入天然氣進口市場，是故為了健全
天然氣事業之管理並將天然氣之生產或進口納入規範，「天然氣事業法」
草案，經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於 100 年 2 月 1 日
公佈實施。
(二)現況檢視
天然氣事業係指在經政府核定之營業區域內，從事以導管供應天然氣
等氣體燃料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之公用事業，即俗稱之導管瓦斯公
司。目前除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在新竹、苗栗一帶之直營業務外，從南
到北尚有23家天然氣事業廠商，向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批購天然氣，轉
供應予終端300萬家庭、商業、服務業及部分工業用戶。目前供氣營業區域
位於都會地區之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普及率大多在60%以上，位於鄉鎮
地區者，則供氣普及率普遍偏低，亦有不及10%者。
導管瓦斯業者基於管線鋪設有自然壟斷情形，加上「民生必須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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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其配銷方式呈區域獨占。參考表 2-3 可知，業者較多的用戶數大約
有 40 萬戶；但也有 1 千戶左右的業者，狹小的營業區，使得業者規模太小
規模經濟無法發揮，這是現階段導管瓦斯業者市場經營與競爭應注意之處。
國內天然氣的使用，其中大部份供應發電所需燃料為大宗之外，其餘
天然氣供應家庭用氣，以及提供工業用氣之用。早期工業用氣係由中油自
行供應，即使民營天然氣事業單位的管線較接近工業用戶，也不得進行工
業用氣的提供服務，由於家庭用氣在價格與用量上均較低，所以導管業者
也覬覦價格較高、用量也大的工業用戶。隨著民營導管業者也加入了工業
用氣的提供者，中油與城鎮瓦斯之間在工業用氣市場的競爭從而發生。但
中油在天然氣市場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批發商；另一方面是零售商，而
且中油在天然氣市場生產、供應的獨占地位，與民營導管業者在工業用氣
市場的競爭容易產生觸法問題，值得相關單位釐清與事先注意防範。
最後，在家計的使用上，我國的瓦斯行業可分為桶裝與管線瓦斯，亦
即液化石油氣與導管天然氣之分，而這兩者之間的需求會呈現替代的現
象，應該推動天然氣或者液化石油氣，各界有有不同的考量與想法。惟隨
著都市的更新，根據國外的經驗，桶裝瓦斯的市場占有率可能會消退，若
再加上管線瓦斯業者因為合併而提升規模效益的發揮，桶裝瓦斯業者的經
營勢必陷入一場苦戰，因此桶裝瓦斯與導管瓦斯之間的競爭與合併，政府
部門應該洞燭先機，預做準備11。

11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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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公用天然氣用戶數與普及率
用戶數

普及率

欣隆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98,547

60.4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371,665

66.8

陽明山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110,413

57.9

欣湖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36,143

62.4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306,173

65.5

欣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5,793

27.5

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269,865

57.2

欣泰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

185,782

50.7

欣桃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266,109

40.2

新竹縣瓦斯管理處

159,595

71.0

竹建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22,593

88.4

裕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2,600

26.2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65,768

83.3

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295,999

76.8

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04,826

33.0

新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17,695

19.9

竹名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250

3.0

欣雲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0,639

12.1

欣嘉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

20,171

10.1

欣營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

21,683

13.09

欣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64,359

23.8

欣高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

162,252

31.5

欣雄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

57,147

16.8

南鎮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8,747

8.1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2010 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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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力業務的產業圖像
依現行電業法規定，現階段我國電力市場結構係國營事業的獨占市場
型態，主要由台灣電力公司負責開發、生產、輸配以及銷售。其次有民間
電廠與汽電共生系統，配合將所產生的電力全部售台電公司統一調度，並
轉售給最終消費者。相關電力業務圖像說明如下。
(一)法令規範
就電力產業而言，早期政府強調積極開發電力，以供產業發展之需，
在作法方面，1961 年以前以水力發電為主，迨 1970 年後，則積極發展核
能發電，惟在 1980 年反核及環保運動興起後，電源開發進度受到影響，1988
到 1996 間電力系統尖峰供電持續不足，當時的政策作法是加強汽電共生產
業的推廣以及用電節能的需求面管理。
早期在電業法的規範下，我國只有一家國營的台灣電力公司負擔全國
發、輸、以及配電的任務。惟政府參酌其他國家經驗，針對電業競爭機制、
未來電力市場運作模式及電業經營種類限制等規定，於 2001 年核定「電業
自由化方案」，其規劃方向的重點包括：全面開放電業部門自由競爭、優
先鼓勵發電部門的競爭、輸配電部門維持公用事業、獨立電力調度維持公
用事業、逐步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能源政策與自由競爭不可偏廢、兼顧
人民權益及電業發展、以及調整政府角色訂定公平競爭規則等八大項的規
劃方向。
電業自由化之運作中有關市場模式、業者資格及相互間權利義務關係
需有明確規範，方能維持市場公平運作及競爭秩序。而「電業法修正草案」
業於 2008 年由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但未能於上屆立法委員任期內完成
修法，已屆期不續審。在目前的社經環境下，電價調整不易、電廠興建受
組、用電需求減緩之際，考量電業自由化是能源新政策的配套措施，電業
法的修正與電力市場自由化的推動是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
(二)現況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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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行電業法的規定，現階段台灣地區電力產業係由一家國營綜合電
業、數家民營發電業以及自用發電設備(含汽電共生系統以及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所組成。目前自用發電設備的餘電、汽電共生系統以及民營電廠所生
產的電能，均全部躉售給台電公司，並由台電公司統籌調度。參考圖 2-1
現階段我國電力市場的架構圖，可以更清楚瞭解台電公司是唯一發、輸、
配垂直整合的綜合電業，並負有台、澎、金、馬地區等營業區域內所有用
戶的供電義務。在電源不足時開放民營發電業者(Indenpent Power Producer,
IPP)申設電廠，並與台電公司簽訂 25 年購售電合約，生產電能全數躉售予
台電公司。同時允許民間申設汽電共生系統、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他自
用發電設備，其生產的電除專供自用外，餘電皆躉售給台電公司，但終端
用戶不可選擇購電對象，沒有用戶選擇權。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2)，電業自由化專家諮詢會議簡報資料。

圖 2-1 我國現行電力市場架構圖
但根據2001年行政院核定的「電業自由化方案」12，參考圖2-2相關運
作模式可以分項說明如下:
1. 全面開放綜合電業、發電業、輸電業及配電業。綜合電業及配電業在
其營業區域內不以1家為限，發電業及輸電業無營業區域限制。

12

電業自由化方案的運作模式可以詳參經濟部能源局(2011)，2010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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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電業及配電業負有營業區域內供電及轉供電能之義務。
3. 成立電力調度中心以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電力調度規則。
4. 綜合電業及輸電業所屬之電力網應相互聯結，並接受電力調度中心統
籌調度。
5. 發電業可以3種方式售電：躉售電能予綜合電業、配電業及其他發電
業；允許自設線路直接供電；藉由電力網轉供電能至特定用戶。
6. 負擔電能基金義務：電業及一定裝置容量以上之自用發電設備每年按
不含再生能源及天然氣發電部分之總發電量繳交基金，以作為清潔能
源補貼、能源研究發展、節約電能、電力普及、公用路燈補貼等用途，
中央主管機關並得考量能源政策及公平負擔原則，依能源種類及效率
訂定不同繳交費率。
7. 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用戶可自行選擇向綜合電業、發電業或配電業
購電；向發電業請求透過電力網轉供電能之用戶適用範圍，採逐步開
放方式辦理。
8. 綜合電業、輸電業及配電業歸屬公用事業，其電價及各種收費率予以
管制，其設置線路時，對於公、私有土地之取得、障礙物之拆除、植
物之修剪及暫時通行等，享有一定之特許空間；發電業歸屬非公用事
業，電價不予管制，設置電源線時得準用公用電業設置線路時之相關
規定；以自設線路直接供電予用戶時，則不適用。
9. 綜合電業、發電業與設置自用發電設備者要求與既有綜合電業併聯網
路時，既有綜合電業不得拒絕。
10. 保障第1、2階段及現階段民營電廠因公用事業身分取得之權利至電業
執照有效期限屆滿為止。
故，參考電力市場基本架構圖2-2，可以觀察下一階段電業自由化的重
點內容包括:綜合電業、輸電業及配電業屬公用電業，其中綜合電業及配電
20

業負有供電義務；開放發電業申設及放寬售電方式，包括躉售電能給綜合
電業、其他發電業或配電業，透過電力網代輸轉供電能給用戶，自設線路
直接供電售給用戶；成立電力調度中心，確保輸、配電網路公平、公開使
用；以及逐步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選擇供電業者。

圖 2-2 電業自由化之電力市場基本架構
(三)民間電廠的開放與競爭
隨著自由化的趨勢與需求，我國電力事業自由化的第一步，始自於發
電端的開放競爭，亦即台電與麥寮汽電公司所簽定的購售電合約。而後從
1995 年起分不同的階段開放民營電廠申設，根據經濟部能源局 2010 年年
報資料，台灣民營電廠開放的沿革截至目前為止可分為五個階段，說明如
下:
第 1 與第 2 階段係由於 1990 至 1995 年台電公司夏季供電備用容量率
約僅 5％，距合理之 15~20％相去甚遠，為達到備用容量率 20％之目標，
穩定國內電力供應，經濟部於 1995 年辦理第 1、2 階段開放民間設立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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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作業。此階段共有 5 家電廠已完工商轉，包括麥寮電廠、長生電廠、和
平電廠、新桃電廠及嘉惠電廠。
隨後，第3個階段是為了配合電業自由化政策、解決台灣地區電力短
缺、加速推動民營電廠之興建，經濟部復於1999年公告「現階段開放民間
設立發電廠方案」，開放燃氣電廠興建，並採公告電價方式購電。此時開
放完成的民營電廠包括國光電廠、星能電廠、森霸電廠及星元電廠。
由於台電公司近年規劃之彰工、林口等電廠環評審查未符原規劃時
程，預測2011年備用容量率可能降至11.5％，距離16％目標基準尚缺198萬
瓩，為穩定電力供應，經濟部於2006年公告「第四階段開放民間設立發電
廠方案」，以辦理民營火力電廠之申請設立及審核作業，共有8家業者提出
籌設申請，其中6家（嘉惠、麥寮、宏關、福星、國光及東鋼）獲得經濟部
能源局審查合格，取得競比價資格。由於第四階段係採競價機制，上述6
家業者申請案，依各業者申報之年度、廠址區位及機組燃料種類等分8梯次
進行比減價，結果均未能進入底價，故均無獲選業者及獲選容量。
2011年3月日本福島核災後，我國進行全面核安總體檢，政府宣示核四
（龍門）#1、#2計畫必須確保安全才進行商轉，故原訂2011年12月及2012
年12月商轉之核四#1、#2計畫，暫延至2014年及2016年為商轉目標，致10009
電源開發方案2013、2014年備用容量率降至12%以下，2015年備用容量率
更下降至個位數；為彌補電力缺口，及考慮建廠所需時程，政府計畫辦理
第五階段開放民間申設興建電廠，即於2015年開放約90萬瓩之發電容量，
且擬規範以天然氣做為發電燃料。
近來，油電雙漲的議題發酵，台灣電力公司的經營績效、民間電廠的
設置與收購合約、以及備載容量等議題，備受社會公議，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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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民營發電廠的概況表
開放梯次

開放年度

1995年

第一階段

1995年

第二階段

1999年

第三階段

電廠名稱

機組編號

燃料別

麥寮氣電

#1、#2、#3

和平電力

#1、#2

130

長生電力

#1、#2

90

嘉惠電力

#1

67

新桃電力

#1

60

國光電力

#1

星能電力

#1

49

森霸電力

#1、#2

98

星元電力

#1

49

煤

天然氣

裝置容量
180

48

第四階段

2006年

-

-

天然氣

-

第五階段

預計2015
年

-

-

天然氣

-

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10年年報。

1.民營電廠設置與收購合約議題
政府為了紓解電源不足及開發困境，並配合電業自由化趨勢，自1995
起分階段開放民間業者自設電廠發電，並簽訂25年的長期合約，由台電保
證收購。目前與台電簽約的民營發電業者共有9家，十四部機組，發電量約
占台電量的20%。
但因為台電向民間電廠的購電量遠超過備載容量16%的需求，因為電
力無法儲存，台電公司買回來的電沒用到之外，又因為超過防備不時之需
的備用電力需求，所以調整的方式是讓台電的發電設備閒置，遂引起社會
大眾的討論。
此外，原本為鼓勵汽電共生，台電投資成立台灣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
司，並以25.75%的持股，成為最大股東。台汽電再轉投資森霸、星能、星
元電力第三家民營電廠，並因為併購美亞電力公司，取得國光電力3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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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但根據表2-5台電向民營電廠購電成本資料也發現，同樣是民間電
廠，台電轉投資生產的電力，卻比其他民間電廠貴上許多，不免引起社會
諸多的疑問13。
針對社會提出的質疑，台電公司也提出了相關的說明14。
回顧開放民間電廠的歷史背景，係因為台電興建電廠遭遇民間強大阻
力，造成1991-1996年間電力供給趕不上經濟成長與用電需求，短短6年間
就有40次限電，對經濟與民生造成重大衝擊。政府決定開放部份國營發電
權，引進民間資金與力量突破供電壓力。因為民間電廠(IPP)投資規模龐
大，25年的收購合約，是為了吸引業者投資，再一方面因為能源局及台電
當時均無向大型民間電廠購電的經驗，參考國際範例，最後訂出合作條件，
包括IPP在約定時間及發電量內有接受台電調度之義務，台電則有收購之相
對義務。
至於在購電成本較高的部份，一般人常把台電每度平均售電成本2.82
元(2010年)直接與IPP的燃氣電廠購電價格相比，台電公司認為這是是錯誤
的觀念。因為台電成本是包括了近20%的核能便宜電力(每度約0.66元)，及
低於2元的燃煤電力等平均下來的結果，並無法顯現不同燃料的不同成本。
由於2001年以後，國家為因應抑制全球暖化議題，新興電廠多用較清潔但
價格較高的天然氣為發電燃料，以致第三階段IPP電廠均為燃氣電廠，成本
自然會比燃煤及核能高。
2.備載容量議題
王貝林等15提及，於政府為紓解電源不足以及開發困境，並配合電業
自由化趨勢，2004年起開放民間業者自設電廠發電，再賣回給台電。但因
規劃、控管不當，導致台電購入太多電力，備載容量近年來都超過20%，
比目標值16%高出許多，導致發電設備閒置，卻還要向民間電廠高價購電
13

參見曾韋禎、王貝林(2012)，自由時報。
參閱台電公司新聞廣場資訊，2012 年 5 月 4 日台電公司記者會。
15
參見王貝林等(2012)，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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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合理浪費缺失。台電與業者簽訂保證收購的約定，而且合約一簽就是
25年，無法於不需電力時終止合約。另又根據監委黃煌雄(2012)的調查報
告，台電同時負責電力負載預測與電力開發計畫，也就是須同時預估電力
需求以及供電能力調查報查建議，政府除應再審慎評估未來負載成長情形
以及發電廠興建時程延誤等各種因素，以避免實際備用容量率過高，造成
台電部份電力設施閒置。參考先進國家的作法，多以優惠電價等誘因加強
需求面的管理，而非一味興建電廠、變電所、線路開發電源，如此即可再
降低備用量率，減少投資以及降低營運成本。
針對上述的質疑，台電公司也提出了相關的回覆與說明16。台電表示，
電力需求會因天候、景氣、重大建設等因素而隨時變動，但要興建電廠一
方面常遇阻力外；順利者也要5至8年的時間。此外，現有的發電機組也會
因機組保養維修、燃料調度、以及天候因素影響供電能力。
現階段我國的備用容量率目標值為16%，係從2005年核定至今未改變，而
實績值則會因供電能力及用電需求而有增減。2008以及2009年因為受到金
融海嘯波及，整體用量減少，再加上大潭電廠以及星元電廠的完工，所以
2009年的實績值一度達28%，這是一時的現象。
(四)汽電共生
所謂汽電共生系統，係指設置汽電共生設備，利用燃料或處理廢棄物
同時產生有效熱能及電能之系統。亦即，汽電共生系統是將發電及工廠製
程蒸汽或熱能予以結合之能源整合系統。汽電共生系統具有節約能源及分
散電源供應之優點，為鼓勵設置汽電共生系統，合格登記系統之剩餘電力
均由台電公司躉購。
根據能源局統計資料，截至2010年12月底，國內合格汽電共生業者共
93家，占全國電力系統總裝置容量約16％。其中，合格汽電共生系統與台
電公司簽訂售電合約者計有60家。

16

參閱台電公司新聞廣場資訊，2012 年 4 月 27 日台電公司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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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台電公司向民營電廠購電成本
廠別

購電量(億度)

購電電費(億元)

購電價格(元/度)

國光

19.64

77.37

3.98

星能

19.40

76.38

4.00

森霸

38.21

151.91

4.00

星元

19.43

69.77

3.72

麥寮

127.57

271.57

2.32

和平

87.13

201.97

2.46

長生

34.59

146.98

4.32

新桃

23.76

89.81

3.76

嘉惠

23.04

84.63

3.65

資料來源:羅淑蕾國會辦公室，轉載自2012年4月16日自由時報A1版。

(五)小結
電力事業的產業鏈包含發電、輸電與配電。其中輸電與配電業需有一
定的產業規模，其產業政策仍著重在管制策略無可厚非。反觀電業自由化
的目的，一方面為了推動使用乾淨的能源，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導入市場競
爭機制的建立，透過自由競爭的力量提高市場的效率與消費者最大的福
利。潔能的成本導致能源的價格較高無可厚非，但能源主管機關在訂定產
業政策的開放與自由化時，卻不能忽略相關的配套措施，現階段電力市場
諸多競爭困境，如果在開放政策訂立的同時，能透過主管市場競爭機關的
諮詢，或許可以減低甚至避免現階段有關市場開放競爭產生的許多不良問
題。
針對現行電業法及修正草案中有關電業競爭機制、未來電力市場運作
模式及電業經營種類限制等規定，政府研訂並核定「電業自由化方案」。
電業自由化中有關市場模式、業者資格及相互間權利義務關係除了需有明
26

確規範之外，主管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公平會，對於市場公平運作及競爭秩
序的維持有著更多的實戰經驗，若能有一橫向跨部會的溝通機制，將有助
於電力市場的轉型，建立公平競爭機制及保障用戶的權益。

第五節 再生能源的產業圖像
在傳統化石能源枯竭、全球暖化以及環保的多重誘因下，新興再生能
源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世界各國不約而同將目光轉向近年迅速竄紅
的新興再生能源。台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經過協商與討論，終於
在 2009 年通過完成三讀的立法程序，正式展開台灣綠色能源的新紀元。
(一)法令規範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共 23 條，其中明定主管機關、各項再生能源定
義、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認定、併聯、躉購以及相關罰則與調解處理的原
則規定，主要細節訂定 14 項子法，包括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外，還有包括設備認定、繳交基金、電能補貼、示範獎勵、熱利用奬勵、
休耕地補貼、免雜照、免關稅、爭議調解等相關法規，作為實施執行上的
依據。
根據下圖，亦可概覽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立法架構，包括推廣總量、
設立基金、併聯及躉購義務、躉購費率、示範補助、以及排除土地取得限
制等部份。

圖 2-3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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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部能源局 2010 年年報資料，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重點摘
要如下表所示，詳細說明如後。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相關法令說明會簡報資料17，
「再
生能源發條例」的立法宗旨在於推廣再生能源利用，增進能源多元化，改
善環境品質，帶動相關產業，增進國家永續發展。明訂再生能源的定義與
範圍為：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海洋能、風力、非抽蓄式水力、以及
國內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業廢棄物等直接利用或經處理所產生的能源。同
時明文規定，未來再生能源發電裝置新增容量，亦即再生能源獎勵總量為
650 萬到 1000 萬瓩。
表 2-6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重點內容
項目

內容

推廣總量

規劃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獎勵總量為 650 萬瓩至 1000 萬瓩。

設立基金

目前規劃除向電業收取外，並得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專款
專用於補貼再生能源發展。其中電業繳交金額，依使用能源
種類進行收取。

併聯及躉購義務

建立再生能源躉購市場，逐步發展國內再生能源市場機能。

躉購費率

由中央主管機關組成委員會每年公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
產電能的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並以設置者可回收成本並
獲合理報酬為原則，來審定其躉購費率。

示範補助

獎勵具發展潛力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目前獎勵對象為建築
整合型太陽光電(BIPV)及海洋發電設備。

排除土地取得限制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需用土地，準用都市
計畫法、區域計畫法、森林法及漁港法的相關規定，並可準
用電業法有關線路需用土地的取得程序以及處置程序。

資料來源：能源局 2010 年年報。

再生能源發展基金的財源來自於電業及一定裝置容量以上自用發電設
置者，每年按不含再生能源部分總發電量，繳交一定金額，用途使用於再
17

能源局網站公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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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電價補貼、設備補貼、示範補助及推廣利用。
有關併聯義務部份，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所產生之電能，應由所在
地經營電力網之電業，予以併聯、躉購，併聯點為現有電網最接近再生能
源發電集結地點。此外，既有線路之外，加強電力網之成本，由電業及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分攤。
有關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率方面，除了條例施行前已與電業簽訂購售
電契約者，依原訂費率躉購；對於條例施行後與電業簽訂購售電契約者，
躉購費率的訂價機制係由相關部會、學者專家、團體組成委員會，審定後
公告，每年檢討，必要時召開聽證會。各類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平均裝置
成本、運轉年限、運轉維護費、年發電量等為重要的考量因素。同時規定，
費率下限不低於國內電業化石燃料發電平均成本。
有關示範獎勵部份，目前補助對象以技術發展初期、具發展潛力的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為主。至於在熱利用獎勵補助經費來源為石油基金，補助
對象則以太陽能熱利用、生質能燃料為主。至於利用休耕地或其他閒置之
農林牧土地栽種能源作物供產製生質能燃料，由農業發展基金予以獎勵。
為了協助再生能源的發展，相關電業法、建築法的規範都予以鬆綁，
而且公司法人、自然人進口再生能源設備等，於國內未製造供應者，且用
途屬實者免徵關稅。其它有關土地使用相關法規的限制也都一併予以排除。
總之，
「再生能源發條例」的立法精神為：藉由強制電業併聯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及其所產生的電能，以及保障收購價格的機制，排除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進入市場的障礙，使業者得以回其成本與獲得合理利潤；同時要求
化石能源以及核能發電業者繳交期金為運作財源，使傳統能源外部成本內
部化，落實使用及污染付費原則；並排除相關設置限制、健全推動再生能
源的財務基礎，以達成我國促進能源供給的多元化。
(二)現況檢視
檢視「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施行以來，根據鄒智純(2011)18諸多問題逐
18

參見鄒智純(2011)，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過程與法案內容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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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浮現，包括：再生能源發電成本仍然昂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訂定
是否合理、再生能源推廣目標與補貼機制脫鉤、再生能源政策出爾反爾引
起各界韃伐、台電收購再生能源角色爭議及電價合理化問題、再生能源發
展基金設置公平與否等。其中，多數再生能源發電成本仍相當昂貴，恐將
造成電價上漲衝擊經濟。
其中有關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的訂定最受到重視，茲予詳加討論。
再生能源躉售收購機制上，為了對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提供合理利潤
的奬勵，條例草案制定初期，原本採取法定固定電價優惠收購，後立法院
審議的結果改採為公式費率。
躉購費率以及計算公式，中央主管機關必須綜合考量不同類型的技術
以及成本等因素，依不同的再生能源類型訂定。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9 條規定，再生能源躉購費率由經濟部邀集相關單位人士組成委員會，審
定、公告躉購費率以及計算公式。截至目前為分別公佈了 2010、2011 以及
2012 年的費率。
(三)小結
開始推動再生能源的最大障礙是發電與設置成本高，以及不具市場競
爭力，所以各國在新興能源發展政策上，經由制定相關政策與立法，構建
再生能源產業政策支撐體系，協助再生能源導入市場。一般期初所採取的
步驟不外提供研發補助以降低再生能源應用成本；其次提供設備補助、賦
稅抵減與融資優惠以減輕設置再生能源設備的負擔；最後，以電價系統提
供優惠的再生能源電力躉購費率，吸引大量的資金投入再生能源發電事
業，或固定電量系統強制或非強制課與電業購買代輸再生能源電力義務，
藉以擴大再生能源市場規模，達成政府擬定的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整體來說，我國現階段經濟能源局的再生能源產業政策主要以科技技
術研發為主，初期以大量補貼以及躉購費率保證收購吸引資金投入再生能
源的發展。除了補助新興能源類別或產業別、設備的補助金額、躉購費率
的合理性以及長達 20 年的收購合約期間之外，新興能源市場的競爭規範則
較無全面性的因應措施與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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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借鏡
第一節 歐盟
一、競爭政策與政府補助
(一)競爭政策─政府補助禁止原則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與各國競爭主管機關直接執行歐盟
競爭規則，即歐盟運作條約(TFEU)第 101 條至 109 條19，透過確保所有事
業依其優勢，平等(equally)且公平地(fairly)競爭，使歐盟市場運作得更
好，如此對於整體消費者、企業與歐盟經濟均為有利20。在執委會中，競
爭總署(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ion) 具有執行前述條約之權力，但
僅在掌握事業或會員國違反競爭規則的證據時，方能介入；且其決定尚可
被上訴至歐洲法院。當若干類型的反競爭行為影響跨境貿易時，競爭總署
即可採取行動，所謂的反競爭行為包括：反競爭協議與濫用優勢地位、合
併、政府補助(State aid)21。
以政府補助之規制為例，政府補助或其他扭曲競爭的政府介入係被禁
止，這樣的禁止有助於確保事業間的競爭可在相同的水平發生，且有助於
保護內部市場與納稅人的利益。然而，如果正確地設定對象且維持在最低
限度(targeted correctly and kept to a minimum)的介入，例如僅改善競爭環
境或支持有力的中小企業部門，補助仍是有益的。但有些形式的補助特別
有害，特別是政府提供現金給事業以資助其每日運作之營運補助
(operating aid)，不但不會為新的投資或商業模式創造誘因，而且係無效率
的，對事業本身亦屬有害22。
規制政府補助之目的，在於確保政府介入不致於扭曲(distort)歐盟內
的競爭與貿易。在此意義之下，「政府補助」的定義為：基於選擇性的基
19
20
21
22

即歐洲共同體條約(TEC)第 81 條至第 89 條。
http://ec.europa.eu/dgs/competition/index_en.htm. (最後瀏覽日：2012.6.9)
http://ec.europa.eu/dgs/competition/factsheet_general_en.pdf. (最後瀏覽日：2012.6.9)
http://ec.europa.eu/dgs/competition/factsheet_general_en.pdf. (最後瀏覽日：20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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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on a selective basis)，由國家公權力機關給予事業之任何形式的利益。
因此，給予個人或開放給所有企業的一般措施(general measures)並不被歐
盟運作條約第 107 條23所涵蓋，亦不構成「政府補助」24。
(二)原則的例外─政府補助之規制
獲得政府支援的事業相對於其競爭者而言，取得優勢。因此，歐盟條
約原則上禁止政府補助。然而，如果基於普遍經濟發展理由且具正當性，
則政府介入對於經濟之良好運作(well-functioning)與衡平(equitable)是必要
的。因此，條約也為若干的政策目標留下政府補助可被認為與內部市場相
容(compatible)的空間，即歐盟運作條約第 107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
歐盟執委會透過一系列的立法，提供許多適用除外(exemptions)來補
充上開基本規定，是此執委會建立了世界獨一無二的規範體系25，用以監
督與評估歐盟的政府補助，希望政府補助能選定較少但較好的對象(less
but better targeted State aid)，以促進歐洲經濟發展26。
在政府補助禁止的大原則下，例外地適用除外規範，乃專屬於歐盟執
委會的權力，故而執委會擁有強而有力的調查與決策權。這項規制的核心
是會員國必須踐行的通知程序(notification procedure)，僅在少數特定的情
況方有例外而免於通知。經過通知的程序而取得執委會之同意後，補助措
施方以實施。此外，執委會有權回復(recover)被認定為與內部市場不相容
的政府補助。歐盟的目標在於確保所有歐洲事業在相同水平經營，具競爭
力的事業得以勝出，而政府的介入不應干涉內部市場的順利運作或傷害歐
23

24
25

26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7 條第 1 項：Save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Treaties, any aid granted
by a Member State or through State resources in any form whatsoever which distorts or
threatens to distort competition by favouring certain undertakings or the production of certain
goods shall, in so far as it affects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tate_aid/overview/index_en.html. (最後瀏覽日：2012.6.10)
關於政府補助之程序、實體的規範體系，可參考：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tate_aid/legislation/legislation.html.此外，歐盟就不同部
門，例如農業、視聽產品、網路寬頻、廣播、電等，均設有關於政府補助的規範，詳細
可參考：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tate_aid/legislation/specific_rules.html.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tate_aid/overview/index_en.html. (最後瀏覽日：20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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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事業的競爭力27。
為確保會員國確實遵循禁止政府補助原則，而除外規定又能平等地適
用於整個歐盟，執委會負責監督會員國政府相關補助政策。第一步，必須
先確定事業是否獲得政府補助。政府對事業之支援符合下述標準，即存在
有「政府補助」：
1.

政府或透過政府資源進行介入(intervention)，該介入可能採取許多種
形式，例如利息與稅捐優惠(relief)、保證、政府持有事業全部或一部
股份或是以有優惠的條款提供商品或服務等；

2.

該介入是具有選擇性的且提供接受者某種好處，例如給予特定事業或
產業的某部門，或給予位在某特定區域的事業；

3.

競爭已經或可能受到扭曲；

4.

介入有影響會員國間交易之虞。
相較之下，一般性的措施並不被認定是政府補助。因為其並不具選
擇性，且適用於所有事業，無論其大小、所在或部門，例如普遍的
稅捐措施或勞工立法28。
另外，歐盟的事業與消費者也扮演重要角色，其等可透過向執委會
提出檢舉以啟動前述有關政府補助的調查程序，而執委會也歡迎利
害關係人於懷疑建議的補助措施之相容性時，提出評論，以啟動正
式的調查程序29。

二、能源政策─兼顧氣候與環境保護
能源與歐盟的發展息息相關，但能源價格便宜的時代似乎已經結束，
隨之而來的挑戰包含氣候變遷、對能源進口的依賴程度愈來愈高，以及高
27
28

29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tate_aid/overview/index_en.html. (最後瀏覽日：2012.6.10)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tate_aid/overview/what_is_state_aid.html. (最後瀏覽日：
2012.6.10)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tate_aid/overview/index_en.html. (最後瀏覽日：20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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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能源時代。此外，歐盟國間之相互關係也日漸緊密，如會員國之一發生
能源危機，很快地其他各國也將同時受到影響。1952 年的煤鋼條約(Coal
and Steel Treaty)及 1957 年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Euratom Treaty)皆是歐盟
創始國對能源有共同目標所設立的條約，現今能源市場及地緣政治的考量
皆比以往變化很多，因此歐盟乃於 2007 年有關歐洲能源政策的文件30，提
出更強而有力的行動方案達成永續31、供應安全32且具競爭性33的能源。
歐盟 2008 年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34 也提到，歐洲理事會
(European Council)希望能發展永續且整合的歐洲氣候與能源政策。因能源
的生產與使用係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基於此，歐洲能源政策希望達
到下列三個目標：35
(一) 提高供應的安全性(security of supply)
(二) 確保歐洲經濟的競爭力以及實惠(affordable)能源的可用性(availability)
30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f 10 January 2007, "An energy policy for Europe",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2007:0001:FIN:EN:PDF. (最
後瀏覽日：2012.6.15)中文可參考：歐盟能源政策，台灣綜合研究院翁兆霖、林唐裕譯
2007/04/25，www.tri.org.tw/energy1/images/download/.../EU_energy_2007.doc. (最後瀏覽
日：2012.6.15)
31
依當時的能源及交通政策，全球 CO2 的排放量將會增加 55﹪，歐盟 CO2 的排放量將會
增加 5﹪，其中消耗能源所排出的溫室氣體佔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量 80﹪，顯示歐盟的能
源政策對地球環境並不能永續經營。
32
歐盟對進口能源的依存度愈來愈高，當時歐盟所消耗能源中 50﹪是仰賴國外進口，依此
趨勢發展，至 2030 年時將會有 65﹪是依賴國外進口。而天然氣對進口的依存度將會從
57﹪成長至 84﹪，石油則是從 82﹪成長至 93﹪。根據 IEA 的報導，
「全球對石油量的
需求在 2030 年時將會成長 41﹪，然而石油與天然氣的供應商是否有意願來增加投資，
以因應如此龐大的需求卻是充滿了未知數。」這也透露了能源供給的高度風險。
33
歐盟愈來愈容易受到能源市場的價格波動所影響，舉例來說，2030 年時每桶原油的價格
漲到＄100，EU-27 能源進口將會多付出 1.7 千億歐元，平均每位國民每年多付出 350 歐
元。這些代價並沒有增加歐盟各國的工作及就業機會。然而健全的立法及能源市場機制
可以促使公平、競爭的能源價格，並且達到節約能源的效果，但這些機制當時在歐盟還
未發生。
34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08:082:0001:0033:EN:PDF.
(最後瀏覽日：2012.6.10)
35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
34

(三) 促進環境永續與對抗氣候變遷
歐洲理事會曾承諾，歐盟於 2020 年前達到與 1990 年相比溫室氣體排
放量減少百分之二十的目標；並且強調提高能源效率之必要性，以達成與
2020 年預測相比減少百分之二十能源消費的目標，同時承諾於 2020 年前
使歐盟整體能源消費的百分之二十由再生能源提供，且全部會員國於
2020 年前達到全部歐盟運輸汽、柴油消費至少百分之十由生質燃料
(biofuels)提供的目標36。
邇來，依媒體報導，2012 年 2 月 10 日，歐盟 16 國政府領導人在法國
巴黎舉行會議。與會者中有 12 位部長對歐洲能源基本政策作出決定，繼
續發展和加強核能方面的合作。會議一致認為，歐洲能源政策必須建立在
四大支柱之上，即建立在能源安全供應，消費者的購買力，工業競爭力及
避免氣候暖化四大基礎之上37。大體而言，對於能源與氣候、環境保護可
謂兼籌並顧。
三、能源產業競爭原則與對競爭的讓步
(一)競爭原則的堅持
以合理價格為企業及消費者提供可靠的能源供給，同時對環境帶來最
低衝擊，對於歐洲經濟來說是現階段重要的，其中能源又屬最優先事項。
歐盟為了確保主要能源領域─電力(electricity)、天然氣(gas)與石油(oil)之競
爭，已做了許多努力38。
1990 年代，多數國家的電力與天然氣市場尚處於獨占狀態，而歐盟與
會員國決定逐步開放該等市場之競爭。特別是，歐盟決定：

36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3).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2/12/n3510045.htm%E6%AD%90%E7%9B%9F16%E5
%9C%8B-%E7%A2%BA%E5%AE%9A%E6%AD%90%E6%B4%B2%E8%83%BD%E6
%BA%90%E6%94%BF%E7%AD%96. (最後瀏覽日：2012.6.15)
38
於歐盟能源與運輸、環境，以及研究部門，均有歐盟與能源部門有關之政策的相關資訊，
詳請參考：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overview_en.html. (最後瀏覽日：
2012.6.5)
35
37

1.

明確區分產業競爭部分(如：提供給顧客)與非競爭部分(如：網絡的營
運)；

2.

強制該產業中非競爭部分(網絡與其他基礎設施)的業者允許第三人近
用(access)該等基礎設施；

3.

開放市場的供應端(如排除防止其他供應者進口或生產能源的障礙)；

4.

逐步排除顧客變更供應者的任何限制；

5.

引進獨立管制者以監督該部門39。
歐盟的第一個自由化指令於 1996 年(電力)與 1998 年(天然氣)通過，要

求會員國分別在 1998 年(電力)與 2000 年(天然氣)前，轉換40該等指令至會
員國的法律體系。第二個自由化指令於 2003 年通過，並要求會員國須在
2004 年前由會員國轉換為內國法，若干條文係在 2007 年方生效41。
雖然已有重大進展，但因市場仍然大部分維持國家化的情況，很少跨
境交易且高度集中化，競爭發生的速度很慢。嘗試進入市場的事業、企業
領袖、國會議員與消費者團體，非常關切天然氣與電力批發市場的緩慢發
展、高價格與消費者的有限選擇，執委會乃於 2005 年進行一項部門詢問
(Sector inquiry)42，以確認使此等市場無法有更多競爭的障礙。其結果在
2007 年 1 月 10 日發布。43基於執委會 2007 年 1 月的能源方案(package)，
包括上開部門詢問的結果，執委會於 2007 年 9 月提出於電力與天然氣市場

39
40

41

42

43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overview_en.html. (最後瀏覽日：2012.6.5)
歐盟法律體系中，一般性效力法律有規章（regulation）與指令（directive）等 2 種。規
章具直接的法效力，而不需經過轉換立法的程序；指令則僅具有指示目標的效果，必須
轉換成各國法律才能實際執行。
DIRECTIVE 2003/5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6 June 2003 concerning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in electricity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96/92/EC, OJ L 176, 15.7.2003, p.37.
有關部門詢問的簡要介紹，可參閱：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inquiry/index.html. (最後瀏覽日：2012.6.16)
同上註。其內有關於 2007 年 1 月 10 日的最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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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競爭的立法提案，此即為第三次自由化方案44。
除了上述強調規範應面對競爭而調整外，基於執委會對於能源市場集
中化導致競爭問題的關切，於法規執行上也有一樣表現：執委會於合併
(merger)案件的規制即特別謹慎45；在反壟斷(antirust)部分，執委會於 2006
年對許多能源公司進行檢查，因此在許多案件展開相關程序。同時，執委
會也因長期天然氣供應契約，通過一個對於比利時天然氣供應商 Distrigas
的不利決定，將比利時的天然氣市場開放競爭46。
(二)競爭原則的讓步─政府補助的可能性
1. 能源與環境保護
歐洲能源政策的目標之一即為對抗氣候變遷。因此，有關能源與氣候
變遷或環境保護的關係，於歐盟倍受重視。
如前所述，如由會員國提供支援，即可能會發生扭曲競爭的結果，因
為該支援將不公平地增強受益事業相對於其競爭者的地位，此為歐盟法律
原則禁止政府補助的原因所在。然而，環境保護係公共利益的目標(objective
of common interest)，因而，在特定的情況下，可以正當化政府補助的授予。
政府補助可以提供誘因達成歐盟低碳與能源效率經濟(low carbon and
energy-efficient economy)的目標。有關環境之政府補助的相關規定，允許
廣泛的補助措施以達到環境保護，惟同時須確保因該等措施所帶來的競爭
扭曲不逾越必要性(necessary)與可接受度(acceptable)47。

44
45

46

47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overview_en.html. (最後瀏覽日：2012.6.5)
例如，2004 年執委會禁止葡萄牙 EDP 與 GDP 的合併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2_M_3440)；2006
年執委會則對 GDF 與 Suez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2_M_4180) 的合
併，課予重大的補救措施(remedies)，也就是給予有條件的同意。(最後瀏覽日：2012.6.16)
可參考：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7/1487&guiLanguage=en. (最
後瀏覽日：2012.6.16)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environment_en.html. (最後瀏覽日：20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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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歐盟執委會係執行歐盟競爭法規的主要機關，因此，對於各會員
國應於何種情形須將擬實施或已實施的政府補助計畫通知執委會，作成以
下說明：
(1) 無須通知執委會的補助措施
若干政府補助措施無須通知執委會進行評估與核准。該等措施被認為
僅對競爭造成有限的扭曲，其事由包括：
A、 有 限 的 補 助 數 額 ， 即 依 最 低 補 助 規 章 (de minimis aid
Regulation)48，每一受益人在任一以三個財政年度為一期(over any
period of 3 fiscal years)之補助數額不超過 20 萬歐元，或
B、 依一般禁止之除外規則(General block exemptions Regulation)49 第
4 條關於補助強度(aid intensity) 之計算規定，認為屬於投資補助
(investment aid)之有限補助強度(limited aid intensity)者。該規則涵
蓋的措施包括：
a、 超過共同體環境標準的投資補助、
b、 取得較環保車輛(greener vehicles)的補助、
c、 中小企業提早符合未來共同體環境標準的補助、
d、 對於節省能源措施，推廣再生能源與汽電共生(cogeneration)
投資補助、
e、 對環境研究之補助，與
f、 以稅捐減免形式提供之補助50。

48

49

50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6:379:0005:0010:EN:PDF.
(最後瀏覽日：2012.6.15)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8:214:0003:0047:EN:PDF.
(最後瀏覽日：2012.6.15)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environment_en.html. (最後瀏覽日：20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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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須通知執委會的補助措施
超過上述門檻的補助措施，或是關於其他特定補助措施，應通知執委
會，並依照下述規範進行審查：
A、 2008 年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2008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51，該綱領鼓勵會員國：
a、 支援再生能源與具能源效率之汽電共生，故方式上允許會員
國授予再生能源生產廠商能夠涵蓋生產成本與市場價格所有差
額的營運補助(operating aid)；
b、 支援所有加強環境保護的措施，例如能源節省、區域供熱
(district heating)、超越共同體標準、廢棄物管理或其他措施。
B、 2012 年有關歐盟排放交易方案之政府補助綱領(2012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in the context of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52：會員
國得支援若干有排放二氧化碳風險之高耗電力使用者，如鋼鐵業
者。
C、 假如補助的領域未為上述綱領所涵蓋，該補助仍可直接依歐盟條
約的規定進行評估並宣示係與條約規定相容。執委會會衡量補助
的正面效果(例如達到環境保護之目的、必要性與補助的比例原則)
與負面效果(例如競爭與會員國間交易的扭曲)53。
2. 電業的特殊情況
關於規制政府對能源事業之補助部分，執委會須確保任何補助係必需
且適當。除了上述有關環境保護的補助之外，於電廠的部分尚有對於套牢
成本(stranded costs)的補助。
51

52

53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08:082:0001:0033:EN:PDF.
(最後瀏覽日：2012.6.15)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12:158:0004:0022:EN:PDF.
(最後瀏覽日：2012.6.15)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environment_en.html. (最後瀏覽日：20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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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執委會針對波蘭的長期電力購買契約(PPAs)，展開深入調查。
根據此等契約，網絡的經營者有以保證價格購買保證電量的義務。最後一
份契約將在 2027 年到期。此等電力購買契約涵蓋約百分之四十的波蘭電
廠。執委會認為，此等契約屬於政府對電廠的補助。2006 年與 2007 年間，
波蘭政府提出新的法律草案，該草案預想電力購買契約屆期以及符合執委
會有關套牢成本之政府補助分析方法(methodology for analysing State aid
linked to stranded costs)54的補償制度。該方法容許會減少自由化效果但不影
響電力繼續供應的套牢成本補償，然該補償必須是合乎比例原則，而且不
阻礙新公司參進生產市場。2007 年，執委會作成附加特定條件的正面決
定，並終結調查55。
匈牙利政府於 2004 年通知執委會有關於國有、獨占網絡經營者與特
定電廠間存在長期電力購買契約一事。該契約保證對電廠提供投資回饋(a
return on investment)與固定的獲利差額(a fix profit margin)。該等契約於
2010 年與 2024 年間屆期且涵蓋約百分之八十的匈牙利電廠市場。2005 年
9 月，執委會認為該等契約對因而獲利的電廠提供政府補助，故針對匈牙
利的長期電力購買契約展開深入調查。執委會於 2008 年 5 月認定該等契約
構成對電廠之非法且不相容(incompatible)的政府補助，並要求匈牙利於
2008 年底終止該等契約並回復自其於 2004 年加入歐盟起給予電廠的補助
56

。

四、再生能源的政府補助
(一)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再生能源包括風力、太陽能、水力發電、潮汐、地熱能源與生質能源。
歐盟設定目標於 2020 年使所需能源的百分之二十由再生能源提供。當然，
54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tate_aid/legislation/stranded_costs_en.pdf. (最後瀏覽日：
2012.6.15)
55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7/1408. (最後瀏覽日：
2012.6.16)
56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8/850&format=HTML&aged=0
&language=EN&guiLanguage=en. (最後瀏覽日：201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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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再生能源可使歐盟減少溫室排放，且較不依賴進口能源，而促進再
生能源產業亦將鼓勵歐洲的相關技術創新與就業，重要性不言可喻57。再
生能源可以使能源的供應更多樣化，而此有助於歐盟能源供應安全，更因
為能增加出口的機會而增強競爭力，因此，歐盟對於再生能源甚為重視，
近來更頒布許多指令58與聯繫文件59。
(二)補助再生能源的理由與規範基礎
1. 政府補助再生能源的理由
再生能源的來源相較於傳統來源仍然較為昂貴。若干再生能源的高額
生產成本，意味著生產者無法在市場上以具競爭力的價格收費，而此對再
生能源而言即產生進入市場的障礙(market-access barrier)60。
政府補助措施有時係達成公共利益目標之有效工具。在若干條件下，
政府補助可以矯正市場失靈，促進市場運作與增加競爭力，也有助於促進
永續發展。而環境保護則可提供創新的機會，創造新市場，與透過資源效
率(resource efficiency)與新的投資機會，增加競爭力61。於環境保護領域，
政府補助控制的主要目標係確保政府補助會達到較在沒有補助的情況下，
更高水準的環境保護，並且確保補助的正面效果，超過補助所造成歐洲共
同體條約第 174 條污染者付費原則(PPP)之扭曲競爭的負面效果62。
依照污染者付費原則，負面的外部性可以透過確保污染者為其污染付
費而解決，此意味著由污染者內部化所有的環境成本。完全地執行污染者
付費原則，可以矯正市場失靈。污染者付費原則的執行，或可以透過制訂
強制的環境標準，或可以透過以市場為本的工具；有些以市場為本的工

57
58
59
60
61
62

http://ec.europa.eu/energy/renewables/index_en.htm. (最後瀏覽日：2012.6.9)
Directive 2009/28/EC.
Communication–Renewable energy: a major player in the European energy market, 6.6.2012.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measures_en.html. (最後瀏覽日：2012.6.9)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5),
OJ C 82, 1.4.2008, p.4.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6),
OJ C 82, 1.4.2008,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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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可能即包含政府授予事業全部或一部的補助63。雖然目前適用污染者
付費原則有其限制，但此管制失靈不應阻止會員國訂定超越共同體要求的
環境保護要求，亦不應阻止其以最大可能性減少負面的外部性64。
為了提升環境保護的水準，會員國可能擬透過政府補助，於個別的層
級(事業的層級)創造誘因，以達到超越共同體標準的更高環境保護水準，
或是在欠缺共同體標準時，以加強環境保護為補助目標65 。
目前，執委會已認定一系列的政府補助措施在符合特定條件時，與歐
洲共同體條約第 87 條第 3 項(c)相容，其中包括為再生能源來源提供補
助。此類型的補助係透過創造個別誘因，增加再生能源占所有能源生產的
比例，以因應負面外部性帶來的市場失靈。增加使用再生能源的資源是共
同體環境的優先事項，也是與經濟、能源相關之優先事項，於達成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的目標也扮演重要角色。在共同體層級，歐洲能源政策已設定
目標於 2020 年前使歐盟整體能源消費的百分之二十由再生能源提供。如
生產再生能源的成本較以對環境不友善的來源生產的成本為高，對個別事
業而言又欠缺有關再生來源占所有能源比例的強制性共同體標準，則政府
補助即具正當化事由。生產特定類型再生能源的高額成本，將使事業於市
場上無法以具競爭力的價格收費，因此對再生能源而言即形成接近市場
(market-access)的障礙。然而，由於再生能源領域的技術發展以及環境外
部性的內部化逐漸增加66 ，成本的差額在近幾年已有縮小的趨勢，也因
此，將會減低補助的需要。例如水力發電設施，則應注意到其對於環境的
雙重影響。因為就低溫室氣體排放而言，其確實具有潛力而扮演整體能源
組成(energy mix)的重要部分；但另方面而言，該等設施也可能有負面的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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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8),
OJ C 82, 1.4.2008, p.4.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9),OJ C 82, 1.4.2008, p.5.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0),
OJ C 82, 1.4.2008, p.5.
比方說基於 2008/1/EC 有關整合污染防制指令，OL J 24, 29.1.2008,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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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比方說對於水系與生物多樣性等67。
2. 政府補助再生能源的規範基礎
(1)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的兩種評估
執委會在評估環境補助時適用上述的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68，藉以
提高法律確定性與決策透明度。環境保護的補助主要基於歐洲共同體條約
第 87 條第 3 項之 c69而正當化。此綱領主要是針對兩種評估(assessment)
70

：
A、 為包含低於一定門檻之補助或將補助授予低於一定門檻之產能
設施而設的標準評估(standard assessment)，以及
B、 為包含高於門檻之補助、將補助授予高於一定門檻之產能設施，
以及將補助授予生產再生能源且該補助數額係基於計算所避免之
外部成本而來等情形所設的詳細評估(detailed assessment)。

(2)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的衡平檢驗(balancing test)
於評估補助措施是否可認為與共同市場相容時，執委會則衡量補助措
施為達成共同利益目標所生的正面效果，以及潛在的副作用，例如貿易與
競爭的扭曲。此過程被稱作衡平檢驗。該檢驗係以三項步驟操作：前兩個
步驟處理政府補助的正面效果，第三步驟則處理負面效果與衡量正面與負
面效果的結果，其架構如下：71

67
6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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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48),
OJ C 82, 1.4.2008, p.10.
適用時機包括所有向執委會通知的措施以及綱領公告後所有未經通知之補助的評估。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4),
OJ C 82, 1.4.2008, p.5.
The following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 (c) aid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certain economic activities or of certain economic areas, where
such aid does not adversely affect trading conditions to an extent contrary to the common
interest…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2),
(13), OJ C 82, 1.4.2008, p.5.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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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補助措施是否針對經適當界定(well-defined)之共同利益目標？
(例如：成長、就業、環境、能源安全)
B、 該補助是否經過良好設計以達成共同利益目標，換言之，提出的
補助是否能回應市場失靈或其他目的？
甲、 政府補助是否係適當的政策工具？
乙、 有無誘因效果，換言之，該補助是否改變事業的行為？
丙、 補助措施是否合乎比例原則，換言之，相同的行為改變是否
能透過較少的補助達成？
C、 競爭的扭曲與對貿易的影響是否有限，故而整體的衡量係屬正
面？
(三)政府補助再生能源的評估
針對再生能源市場參進障礙，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允許會員國可以
提供投資及/或營運補助，以吸收生產成本與能源市場價格間的差價。為
此，執委會進行查核，確定相對於傳統能源，政府並未對再生能源進行超
額補助(overcompensation)。
1. 標準評估
為了推廣自再生資源而來的能源，有關環境投資與營運的補助，於滿
足下述條件時，將認為符合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7 條第 3 項(c)，而與內部
市場相容。如果欠缺對於個別事業之有關再生來源占能源比例的強制性共
同體標準，則政府補助得以被正當化。對於生產生質燃料的投資補助及/
或營運補助，僅針對永續的生質燃料方被允許72。
（1）投資補助

72

OJ C 82, 1.4.2008, p.5.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01),
OJC 82, 1.4.2008,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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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強度不可超過合格投資成本(eligible investment costs)的百分之六
十。如果投資補助是提供給中小企業，則給予中型企業的補助，其
強度可增加百分之十、給小型企業則可增加百分之二十。如果授予
投資補助係於公開、透明且不歧視的基礎上進行真正競爭的招標程
序，能有效確保該補助係為達成最大再生能源的最低必要，則補助
強度可增加到依下述定義之合格成本的百分之百。須注意的是，該
招標程序必須是非歧視性，且必須有足夠數量的事業參與競標。此
外 ， 有 關 此 招 標 程 序 的 預 算 ， 必 須 係 有 拘 束 力 的 約 束 (binding
constraint)，非所有的參與者均可得到補助。最後，該補助必須基於
投標人初始的投標而授予，並排除後續協商73。
就再生能源而言，合格成本必須限於與具備相同有效能源生產能力
之傳統電廠或傳統暖房系統相比，受益人須承擔之額外投資成本。
有效成本的計算須扣除與投資再生能源之額外成本有關且在該投資
前五年產生的營運利潤與營運成本74。
（2）營運補助
生產再生能源的營運補助可以正當化，以涵蓋再生資源生產成本與
該能源之市場價格的差額。此適用於之後市場上銷售以及該事業自
己消費而生產再生能源的情形。75會員國有三種為再生能源而授予補
助的選擇76。
政府的營運補助必須具備誘因效果，使得補助接受者改變其行為而
提高環境保護的水準。如果受益人在向國家機關提出補助申請前，
7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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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02)-(104), OJ C 82, 1.4.2008, p.19.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05)-(106), OJ C 82, 1.4.2008, p.19.有關如何確定與環境保護直接相關的投資、營運利潤
與成本，可參考該綱領之(81)至(83)點。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07),
OJ C 82, 1.4.2008, p.19.
請參考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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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營運行為相關之計畫已經開始，則會被認為不具誘因效果。為
說明誘因效果存在，會員國必須證明如果沒有該補助，則對環境較
友善的選擇不會被保留77。
如果政府補助係為執行具環境優先性之歐洲共同利益的重要計畫，
則可能被認為與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7 條第 3 項(b)78相容。由於此等補
助要求具有對共同體整體之利益，故困難度較高，但執委會也會授
權與其他綱領中所訂比率更高的補助79。
2. 詳細評估
為了使執委會得以針對經授權方案而給予的大額補助進行詳細的評
估，以決定是否與內部市場相容，會員國必須就經授權方案下給予
之個別大額投資或營運補助，或符合一定條件的補助(例如：投資補
助的情形，授予一事業超過 750 萬歐元；生產再生能源電力之營運補
助的情形，當係授予生產再生能源電力設備補助時，再生電力產能
超過 125 萬瓦)，事先通知執委會80。
會員國可基於計算避免的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 avoided )，授予營運
補助予生產再生能源的新電廠。由於該方法是在決定補助的數額，
該措施必須通知執委會並進行詳細評估。避免的外部成本係將以傳
統能源型態營運的廠商生產相同數量電力時，社會將經歷的額外社
會環境損害，以貨幣價值量化。該計算係基於再生能源生產者所產
生但未負擔的外部成本，與非再生能源生產者所產生但未負擔的外
部成本間之差額。會員國必須提出比較成本分析與競爭之能源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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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說明請參考：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42)-(146).
78
The following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 (b) aid to
promote the execution of an important project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 or to remedy a
serious disturbance in the economy of a Member State...
79
詳細的說明請參考：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47)-(150).
80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60),
OJ C 82, 1.4.2008,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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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外部成本，以說明該補助確實指補償避免的外部成本81。
詳細評估係根據扭曲可能性(distortion potential)所進行的比例原則評
估。該評估係在標準評估所設標準之外，再依下述正面與負面要素
進行：
（1）補助的正面效果：補助能促使事業追求原本不會追求之環境保護的事
實，此係評估其相容性主要考慮的正面要素。
甲、 市場失靈的存在：執委會確認政府補助是否係針對市場失靈，也
會注意補助措施對於環境保護的貢獻。受益人之競爭者的本質、
類型與所在位置、如未給予補助該受益人執行國家標準的成本，
以及受益人主要競爭者執行該標準的比較成本，均會納入考量82。
乙、 適當的措施：由於其他較不會造成扭曲的方法可能達成一樣的結
果，且政府補助可能違反污染者付費原則，故政府補助是否是達
成環境保護目標的適當方法，將被考慮。該措施的影響評估，包
括使用其他政策選擇，也會在相容性分析時被考慮83。
丙、 誘因效果與補助必要性：為環境目的而提供的政府補助必須具備
誘因效果，換句話說，必須造成受益人行為的改變，以提高環境
保護的水準。單純環境保護水準的提高不能作為補助係必要的理
由。會員國必須提出特定行為如果沒有補助便不會被採取的證
據，此外，也必須說明與該行為改變有關的環境效果。執委會也
會考慮投資是否會有其他生產的利益，如果有的話，則誘因效果
會被認為較低。此外，市場的條件、未來可能的強制標準、風險
程度、獲利程度均是考慮誘因效果的因素84。
81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61),
OJ C 82, 1.4.2008, p.26.
82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67),
(168), OJ C 82, 1.4.2008, p.27.
83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69),
(170), OJ C 82, 1.4.2008, p.27.
84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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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補助之比例原則：會員國必須提供證據說明該補助是必須、最低
限度以及選擇過程符合比例原則。據此，將考慮下列因素：合格
成本的精確計算、選擇受益人的過程是否達到利用最少的補助或
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達到環境目標、是否係最低限度補助等85。
（2）對競爭與貿易扭曲的分析：如果補助符合比例原則且投資或營運的外
成本的計算考慮到所有該事業得到的好處，則負面影響應屬有限。首
先，執委會會評估受益人在補助後增加或維持銷售的可能性。特別是
考慮到單位生產成本的減少或補償(價格彈性越大，越容易扭曲競
爭)、更多環境友善的生產過程(消費者越偏愛環保產品，越容易扭曲
競爭)，以及新產品(消費者越偏愛環保產品，越容易扭曲競爭)86。
甲、 動態誘因/排擠：政府補助可能被策略性地用來促進創新的環境友
善技術，給予本地生產者「先驅(first mover)」的好處。因此，該
補助可能扭曲動態的誘因，而且排擠在其他會員國於特定技術的
投資，造成該種技術集中在一個會員國的情況。在此項分析中，
執委會考慮補助數額、補助頻率、補助久暫、逐步降低補助、已
準備符合未來標準、關於環境目標之管制標準的水準、交叉補貼
的風險、技術中立、創新的競爭等因素87。
乙、 使無效率公司存在：環境保護的政府補助可作為推進環境負面外
部性之完全分配的過渡機制，不應被用在將不必要的支援授予因
低效率水準而無法向更為環境友善之標準與技術調整的事業。在
此項分析中，執委會考慮受益人的類型、補助對象之部門產能過
剩、補助對象之部門的正常行為、補助的相對重要性、選擇程序、

(172), OJ C 82, 1.4.2008, p.27-28.
85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74),
OJ C 82, 1.4.2008, p.28.
86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77),
OJ C 82, 1.4.2008, p.28-29.
87
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78)-(179), OJ C 82, 1.4.2008,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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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等因素88。
丙、 市場力量/排除行為：授予受益人環境保護的政府補助可能被用來
增強或維持其在該產品市場的市場力量。執委會會評估受益人在
被授予補助前的市場力量以及補助後可預期之市場力量的改變。
在每一補助受益人的市場占有率低於百分之二十五的市場以及赫
芬達爾—赫希曼市場集中指數低於 2,000 的市場，執委會不會提
出有關市場力量的競爭顧慮。在此項分析，執委會會考慮補助受
益人之市場力量與市場結構、新加入者、產品區別與價格歧視、
以及購買者力量等因素89。
丁、 影響貿易與定位：政府補助可能造成某些區域自更有利的生產條
件獲得好處，特別是因為補助而造成相對低的生產成本，或是因
為透過補助而達到更高的生產水準。此會造成事業重新設址補助
的區域。於此項分析，執委會會考慮受益人是否考慮其他投資地
點的證據90。
（3）衡平與決定：在正面與負面因素之下，執委會會衡量措施的效果，並
決定所產生的扭曲是否影響貿易條件致違反共同利益的程度。執委會
可以對通知的補助措施不表示反對而不啟動正式的調查程序，也可以
在正式的調查程序後決定終止程序而作成決定。當作成附條件的決定
時，可以考慮附加下列的條件，以減少造成的扭曲或對貿易的影響而
符合比例原則：較低的補助強度、帳目分離(separation of account)、改
善環境影響的額外要求以及不歧視其他潛在受益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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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80),
OJ C 82, 1.4.2008, p.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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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81)-(182), OJ C 82, 1.4.2008,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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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83)-(185), OJ C 82, 1.4.2008,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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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8/C 82/01, Point (186)(188), OJ C 82, 1.4.2008, p.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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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
一、政經、產業背景與競爭法制
（一） 20 世紀中以前之財閥與軍國主義
日本自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即快速西方化與產業化，透過學習西方國
家的經濟方法與政治制度，一個封閉且經濟落後的島國，幾十年間搖身一
變成了世界經濟強國。這段期間，國家在日本經濟發展中發揮及其關鍵的
角色。事實上，在1859年日本採取開放政策之前，約有300 年的時間，政
府高度控制著國內的各種經濟生活，如此的模式沿續迄今，仍影響著現代
與經濟有關的法律及政治理念。尤其，在歷經二次大戰與 1923 年關東大
地震，原本尚未穩固的西方政經法律制度，搖搖欲墜，動盪的環境更加促
使日本恢復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在社會層面，初始建立自家族企業
（family-owned industrial conglomerates）基礎的「財閥」，由於組織中通
常均包括銀行、具支配地位的製造商以及週邊的經銷商等，因此也掌控許
多資源的分配，並形成緊密的經濟結構，勢力強大。進一步，在 20 世紀
30 年代，日本民族主義興起，財閥透過政府軍隊對外國發展以取得發展
產業的原料，財閥與政府關係甚為密切。在此時空背景下，民族主義引領
著產業政策，競爭只有對外一體的概念，對內而言資源分配也似乎理所當
然了92。
（二）1947 年公布「獨占禁止法」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以消滅財閥並同切斷軍閥勢力之目
的主導下，日本於 1947 年公布了「獨占禁止法」
（Act concerning Prohibition
of Private Monopo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Fair Trade，簡稱 AMA），並
且在美國占領結束後，依然施行。伴隨著減少政府中央控制式的經濟管
制，增加產業與市場的競爭效益，同樣地政治邁向民主或可期待。
據此歷史背景，日本「獨占禁止法」立法之初，乃係以美國反托拉斯
92

Michael E. Porter and Mariko Sakakibara, Competition in Japa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ume 18, Number 1, Winter 2004, Pages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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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為典範而成文法化，除了符合日本原屬歐陸法系的體制外，更使雖屬
「空降」的立法，仍可迅速適用而收取實效。正因該當時立法有其異常積
極之目的，因此其「經濟憲法」之地位，該法甚至將與「本法相抵觸」的
相關法令，不論溯及的或向後的，均加以重新逐一檢討，並予修正、廢
止。易言之，相較於各國競爭法制之發展，少見地當時日本競爭政策獨步
於產業政策無疑。同時，依該法第 4 條、第 9 條、第 16 條規定，對於聯合
行為，亦採取完全禁止之態度。
（三）1953 年至 1990 年產業至上
1948 年後，源於美國占領政策之改變，情勢漸漸緩和。1953 年日本
大幅修正「獨占禁止法」，此階段卻受德國「反獨占法」影響甚深，並在
第 6 章中增訂特定條文規範「適用除外」之情形。自此之後，政府其他各
部門主管之法律中，明文排除獨占禁止法適用之規定更逐漸增多。這段約
40 年的時間裡，「獨占禁止法」在日本產業經濟與政治上，受到極為邊緣
化的對待，「經濟憲法」地位大受動搖93。事實上，日本原有很強的國家
領導經濟的傳統，人們期望政府官員在指導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主要作
用，尤其在國際貿易方面。產業政策是日本人對經濟發展的寄望。
雖然，「獨占禁止法」於 1977 年曾因石油危機期間業者違法從事聯合
行為，致引發高度消費者抱怨而修訂。修正後，JFTC 可對違法事業課以
違法行為期間營業額之 1.5%之金額作為行政罰鍰；其次，即 JFTC 被賦予
可改變獨占事業結構並管控不當市場力量的權限，似乎受重視程度略為提

93

日本競爭法與產業政策之間勢力消長的變化，很重要的一點，是競爭法的執法機構地位。
剛開始，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The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隸屬於總務省
（Ministry of Public Management, Home Affairs,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註：2004
年 9 月英文譯名改為「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之下，雖然制
度沿襲自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
，然而在日本委員會成員非獨立性質，尤其他部
會指派退休之官僚參與，各自為其行政部門主張，因此利益衝突便在所難免。委員會主
委則通常來自財政部。Ping LIN, Competition Policy in East Asia: The Cases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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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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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ong
Kong,
December
2003.
http://cloud2.gdnet.org/~research_papers/Competition%20policy%20in%20East%20Asia:%2
0The%20cases%20of%20Japan,%20People%E2%80%99s%20Republic%20of%20China,%2
0and%20Hong%20Kong（最後瀏覽日:201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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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惟整體成效仍屬貧乏。當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更曾嘲笑：「日
本 AMA 擁有利牙，卻被訓練為看門狗而不准吠叫。」
（the law itself has
teeth in plenty; the problem is that its designated watchdog has been trained not
to bite.）94。值得注意的是，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為了在國際貿易上與
美國競爭，產業政策一向優先，然而為了前述目的通商產業省（th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雖也主張競爭；但產業政
策在此時卻是將 AMA 當作工具，使競爭法制大幅放寬對聯合行為之許
可，亦或嚴格管制產業參進等。JFTC 與 MITI 間對彼此政策衝突之協調，
最後能使產業政策接受競爭政策之建議者，是極為少見。
（四）1990 年代開始「獨占禁止法」地位躍升
這種情形，至 1990 年後大為改變95。日本「獨占禁止法」受到重視其
理由有二：首先，是來自美國之外部壓力，即因日本事業的反競爭行為形
成貿易壁壘，故要求日本政府更加積極執行 AMA；其次，歷經 90 年代開
始的經濟衰退，民眾對經濟改造之強烈主張，更希望自解除國內產業管制
與促進競爭開始做起，尤其是電信、能源、交通與金融等產業。換句話
說，人民對「國家利益」的理解發生了改變，AMA 成為日本面對變化環
境所採取的新方法。另外，日本消費者團體以及消費者利益在日本政黨中
逐漸壯大力量，消費者團體與消費者利益集團傾向於支持競爭，以降低商
品消費價格。反應這個趨勢，日本政府於 1995 年提出「管制再造促進方
案」
（Program for Promoting Regulatory Reform），並於 1997 年、1999 年
及 2000 年修正 AMA 關於適用除外之規定。同時，JFTC 明顯的動作是大
幅限縮依法對聯合行為的許可，相較於 1966 年通過的 1079 件，2000 年 4
月僅剩 15 件。
另一晚進發展是，拒絕適用產業投資相關之行政指引，以切斷日本的
94

The Economist, 16 September 1989. http://www.highbeam.com/doc/1G1-7953459.html（最後
瀏覽日:2012/07/06）
95
這個現象自 1990 年 6 月 JFTC 宣布將對聯合行為、圍標、杯葛等嚴重影響消費權益之行
為課以刑責，顯示其重視程度。違法之獨占與聯合行為最高將被處以三年有期徒刑或課
500 萬日圓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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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關係。過去許多行政部會均透過此類方式以圖達成政策目標。然而，
在 1995 年「管制再造促進方案」中規定，該等部會於發布指引前，均應事
先諮詢（prior-consultation）JFTC96。為此，JFTC 於 1994 年公布「獨占禁
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
（Antimonopoly Act Guidelines on Administrative
Guidance），明列行政機關指引可能導致反競爭行為之情形97。
彙整前述日本競爭法制發展階段，本研究以下表 3-1 示意其競爭政策
與產業政策之關聯：
表 3-1 日本競爭法制發展與產業政策之關聯
時期

20 世紀中以前

競爭政策 vs. 產業政策

僅有產業政策。

說明
財閥與軍國主義支持
國家發展，掌控資源分
配，並形成緊密的經濟
結構。

1947 年

公布「獨占禁止法」
，初時目的 美國為消滅財閥並同
即為抑制不良發展的產業政 切斷軍閥勢力之目的
策。
主導。

1953 年至 1990
年

自國際貿易考量，以國家利益 眾多合法聯合行為與
優先。競爭政策附屬於產業政 行政指引之存在，違反
策。
競爭政策之原理。

1990 年代以降

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競
「獨占禁止法」地位受到明顯 爭法制地位已較為相
提 升 ， 強 化 消 費 者 主 權 近。罰則以行政罰鍰將
（consumer sovereignty）
。 違法業者不當利益剝
奪為主。

96

97

1993 年日本公布行政程序法，目的即以增進政府決策程序之透明與公正，包括在授予
業者執照及頒布行政指引的情形。
Michiyo Hamada(commissioner of the JFTC), Controlling Anticompetitive Action by the
State: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dvocacy / Competition Assessment- Japan’s Experience -,
2011/03/18, Hong Kong, Global Competition Law Conference.
http://www.jftc.go.jp/en/policy_enforcement/speeches/110318.html（最後瀏覽日:201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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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占禁止法與產業政策之調和－適用除外制度
在前述背景之下，日本如何以「獨占禁止法」調和產業政策，在法令
規範架構上，主要即係透過「獨占禁止法」適用除外制度。該適用除外制
度大略可包括二種類型：第一，明示的適用除外規定，即「獨占禁止法」
或其他特別法98規定明文規定除外；第二，默示的適用除外規定，則是根
據規制產業事業經營活動的特別法之目的、體系以及對個別規定的解釋以
為排除適用。以下謹先就競爭法制之「獨占禁止法」第 21 條至第 23 條規
定，次就 JFTC 於 1994 年 6 月 30 日公布「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
綜合分析之。
(一)「獨占禁止法」之規定
1、「獨占禁止法」適用除外規定
「獨占禁止法」自 1953 年第四次修正即引進有多種適用除外規定，
例如第 24 條之 3 不景氣的聯合等，惟這些屬於聯合行為性質的例
外，在 1997 年至 1999 年則幾乎均已廢止99，目前在此類型上僅有第
21 條至第 23 條三個條文。以下就「獨占禁止法」適用除外規定加以

98

日本從 1948 年後，獨占禁止的推動漸次緩和，適用排除的條款除在 1953 年因修正公平
交易法而大幅增加之外，在 1948 年後，當時業已存在的各種法律或新成立的法律，亦
不乏增設排除適用之規定，例如：海上運送法（昭和 24 年，法律第 87 號，1949 年 8
月 24 日公佈、實施）第 28 條規定；保險業法（1950 年，法 215 號、304 號）第 72 條
之 3；道路運送法（昭和 25 年，1950 年，法 183 號）第 21 條；港灣運送事業法（昭和
26 年，1951 年，法 162 號）第 19 條；航空法（1952 年，法 231 號）第 110 條；輸出
入交易法（1952 年，法 299 號）第 33 條；中小企業團體組織法（1957 年，法 195 號）
第 89 條；批發市場法（1971 年，法 35 號）第 29 條；倉庫業法（1956 年，法 121 號）
第 15 條；證券投資信託法（1951 年，法 189 號）第 25 條等。而其類別大致出現於中
小企業特別法、國際貿易法、運輸事業法、保險或金融事業法，以及經濟調節法等領域。
平成 9 年(1997 年) 7 月 20 日施行「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
の適用除外制度の整理等に関する法律」
（平成 9 年法律第 96 号）後，有 20 部法律 35
個制度因此而廢止。計該等適用除外之個別法律，自平成 7 年底 30 部法律 89 個制度，
迄平成 22 年底則僅剩 15 部法律 21 個制度。
99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q=cache:1ntdtdHzDIIJ:www.jftc.go.jp/eacpf/05/manilaH
ira.pdf+Japan+AMA+24-3&hl=zh-TW&gl=tw&pid=bl&srcid=ADGEEShnid6n57p0rSJ4I3V
wVDPMoQVrckFy-pAWTal0Uv48F4b6L1ie_y905OFutZlNkszfjxTNYzqZArTH1yY2r-hR0
XhzOJrKNh4YIdvjgw1Pzel8EV_stV-twUouf21bWFdNKFQb&sig=AHIEtbRZvynKvXDzM
fKjoG00aRX9PNaQFg（最後瀏覽日:201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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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100：
（1）第21條101
關於行使無體財產行為除外之規定，即「本法之規定，對於依著作權
法、特許法（專利法）、實用發明法、勞作法或商標法所定行使權利
之行為，不適用之。」按商標、專利、著作等法律，之所以以提供獨
占利益之方法而保護權利人之利益，乃係基於法律上之經濟創新、
發明誘因，為此種排他性格不免和競爭法有所扞格，故本條予以排
除適用。通說認為，僅限於「行使或維持權利」之必要範圍內，才可
據此加以排除。
（2）第22條102
有關特定合作社（即商會）之行為。該條文規定：「本法之規定，對
於依法設立而合於下列各款要件之合作社（包括合作社之聯合社）行
為，不適用之。但使用不公平之交易方法，或對於一定交易之領域
競爭加以實質上限制，而不當抬高價格者，不在此限。」
A、以中小企業或消費者互相扶助為目的者；
B、任意設立，且會員均得自由入社或退社；
C、各會員均有平等之表決權；
D、依法令或章程對於會員之利益分派具有限度。
本條係以美國反托拉斯法中對於農業行會行為給予適用除外之模式
100

洪禮卿、何之邁、單驥、蘇永欽、范建得、陳丁章主持，
「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修正
後之適用問題研究」89 年度合作研究報告十二，FTC-89-C12，頁 56-66。
101
刪除舊法第21條規定：「本法之規定，於鐵路、電力、煤氣及其他性質上具有當然獨占
性質之事業，其經營者所為生產、販賣或供給之行為，而為其事業所固有者，不適用之」
。
適用當時第21條須符合四項要件，即：
A、事業者所經營的事業或所提供之商品，應該是國民日常生活所必需者；
B、通常該事業之成本規模甚大，且其固定資產投資占成本之絕大多數；
C、事業者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通常多具有設備之拘束性以及場所之拘束性；
D、事業者提供商品或服務多具有公益性。
102
刪除舊法第 22 條：
「本法之規定，於特定事業有特別法律時，對於事業人或事業團體依
該法律或該法律授權所定之命令而為之正當行為，不適用之。前項所稱特別法律，以法
律有特別指定者為限。」本條原指當時該法第 21 條規定以外之事業，且具公益性者而
加以排除適用。何謂「正當」行為，解釋上仍待公正取引委員會就其是否合於公共利益
而判斷。
55

而訂定。立法理由乃基於包括消費者合作社或缺乏與大規模事業者
相互對抗的力量。此種供需力量的失衡亦將使整個市場均衡無法獲
得實現。故本條乃基於排除包括消費者合作社或小規模事業組合處
於弱勢地位所受之權利受害，以確保此等團體在市場競爭之能力與
對等地位。因此，或認此條性質上為「行業排除」，和前述其他「行
為排除」之類型不同。
（3）第23條（舊法第24條之2）103
關於維持轉售價格之行為，日本 「獨占禁止法」第23條規定：
A、本法規定，於生產或銷售由公正取引委員會指定而容易識別其品質具
同一性之商品之事業，與其銷售該商品之相對事業人共同議定或維持該商
品之轉售價格之正當行為，不適用之。但此價格之議訂，若不當損害一般
消費者之利益或違反該商品生產者之意思者，不在此限。
B、公正取引委員會僅就該當下列各款之情形，得依前項之規定加以指定：
a. 該商品係一般消費者日常所使用；
b. 該商品之生產或販賣存在自由競爭；
C、依第1項之規定為指定者，應公告之。
D、發行著作物之事業者，或銷售該著作物之事業，與銷售該著作物之相
對事業，共同議定或維持該著作物之轉售價格所為之正當行為，適用第1
項之規定。
E、第1項或前項所規定該當為販賣行為相對人之事業者，並不包括本於左
列各款法律規定所設立之團體，但本於第8款及第8款之2所列法律設立之團
體，僅限於事業協同商會、事業協同小型商會、協同商會聯合會、商工商
會或商工商會聯合會，為供上述團體直接或間接會員消費之用，購買第2
項之商品，或第4項之著作物為限。本項所謂「團體」包括：國家公務員法、
103

舊法第 23 條調整至新法第 21 條，舊法第 24 條調整至新法第 22 條，舊法第 24 條-2 調
整至新法第 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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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合作社法、國家公務員互助合夥法、地方公務員等互助合夥法、消費
者生活合作社法、水產業合作社法、特定獨立行政法人等勞動關係法、勞
動工會法、中小企業等合作社法、中小企業團體組織法、地方公務員法、
森林合夥法、地方公營企業等勞動關係法。
F、
「第1項所定之事業，為議訂或維持同項所規定之轉售價格而締結契約
時，應依公正取引委員會之規定，自契約成立30日內向公正取引委員會報
備，但公正取引委員會規則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104。
104

刪除舊法第 24 條-3 不景氣之聯合行為。原規定如下：
A、「本法之規定，於特定商品之供需顯著失衡，致生左列情事時，其生產此項商品之
事業人或以該事業人為構成員之事業團體（以下稱「生產業者」），經次項或第3項認
可所為之共同行為（包括事業團體使其構成員為共同行為之行為），不適用之。但使
用不公平之交易方法，或使事業人為不公平交易方法之行為者，不在此限。a. 該商品
之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且該事業人之相當部分事業，有難以繼續維持之虞。b. 企
業雖已改善經營，仍惟克服前款情形仍有困難者。
B、生產業者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本於克服同項事態之需要，欲就生產數量、販賣數
量或設備為相互限制等共同行為時，得依公正取引委員會規則之所定，預先受領公正
取引委員會之認可。
C、「生產事業者有第1項之情形時，因技術上之理由，就限制關於該當事業者之商品
之生產數量，實有困難，而欲就對價之決定，為共同行為時，得依照公平交易委員會
規則之規定，預先受領公正取引委員會之認可。其受有前項之認可而為共同行為後，
僅以同項所規定之共同行為，在克服第1項所規定之事態，具顯著之困難，而於為前項
規定之共同行為時，欲就對價之決定為共同行為時，亦同。」
D、「公正取引委員會關於受理申請之共同行為，非該當前2項所規定之要件，且該共
同行為非有左列各款之情形者，不得為前2項之認可：a. 基於為克服第1項規定困難，
未逾必要之程度者；b. 對於一般消費者及關連業者之利益，無不當損害之虞者；c. 無
為不當之差別者；d. 參加共同行為或退出共同行為，並無不當之限制。」
E、「公正取引委員會受理第2項或第3項認可之申請時，為認可該當申請，或駁回該當
申請，或關於第2項獲第3項之認可，而依第66條第1項規定而為處分時，應儘速附具理
由，將其意旨公告之。」
F、「受領第2項或第3項之認可而為共同行為之生產事業者，於廢止該當共同行為時，
應儘速將其意旨通知公正取引委員會。」
G、「公正取引委員會於有就第2項或第3項之認可提出異議時，應依公正取引委員會規
則之規定，公開聽取意見。」
H、「公正取引委員會欲為第2項或第3項之認可，或欲就其申請予以駁回者，應預先與
該事業有關之主管部長進行協議。就第1項或第2項所揭之認可，欲依第66條之規定為
處分時，亦同。」
此時所謂「不景氣因應性聯合行為之例外」和第24條之2、之4均為1953年修正時，改
變舊法嚴格禁止聯合行為（原第4條、第5條）而來。惟為防止漫無界限，以致破壞獨
占禁止法之目的，仍以公正取引委員會之認可為要件，且在一般共同行為與價格約定
共同行為之認可上也有不同限制。蓋後者所涉為競爭機制中的核心—價格，故限於一
般形態之共同行為無法克服不景氣時，才得為之。此和我國公平法第14條第5款不盡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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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妨礙公平與自由競爭之價格、數量或銷售管道之聯合行為，原
則上AMA是禁止的。然而，若自達成其他政策目的之觀點，並在個別規定
其必要條件與程序下，應有例外合法的情形。例如保險業法的保險聯合行
為、道路運送法的運輸聯合行為等，前者係因事業具有特殊性，後者則係
考量地區居民生活確保的旅客運輸等事由。承此，這些類型之聯合行為，
一般而言，應得到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的同意，或由該委員會進行協議或
通知，主務大臣進行批准（昭和40年度數量達到巔峰共計1,079件，至平成
22年度結束則大幅減少僅剩28件）
；除此之外，若該等行為具備目的上必要
之積極要件，且未有不正當差別待遇的消極要件，則各該法律之規定，將
視為合法。

另外，亦刪除舊法第24條之4：合理化之聯合行為。原規定如下：
A、本法之規定，於生產業者等為提高技術、改善品質、減低成本、增進效率或其他使
企業合理化之需要，依次項規定經認可之共同行為，不適用之。
B、生產業者等本於前項之規定，欲就技術或生產種類之限制、原材料或製品之保管、
或運送設施支利用、或副產物、器屑或廢物之利用或購入等為共同行為時，得依公平
交易委員會規則之規定，預先受領公平交易委員會之認可。
C、公正取引委員會非於受申請之共同行為，係符合前項規定之要件，且該共同行為非
該當下列各款之要件者，不得為前項之認可：a. 無損害需要者利益之虞者；b. 無不當
損害一般消費者及有關業者（需求者除外）利益之虞者；c. 無不當之差別者；d. 參加
共同行為或退出共同行為，無不當之限制者；e. 參加共同行為之諸事業者相互間，其
生產品種限制內容有所不同時，無將特 定品種之生產，不當地集中於特定之事業者；
D、前條第一項但書及同條第5項第8款規定，於第2項之共同行為，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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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禁止法」適用除外規定及特別法情形彙整如以下表：105
表 3-2 日本獨占禁止法基本規定(三制度)
法律名稱

私的獨占禁止和公

適用除外制度之內容

適用除外制度之
制定年度

無體財產權之行使行為（第21條）

1947年

特定合作社的行為（第22條）

1947年

維持轉售價格的協議（第23條）

1953年

正交易確保之相關
法律（1947年第54
號法案）

獨占禁止法第22條有關規定：
農工會法（1958年法律第135號）
信用金庫法（1951年第238號法令）
農業合作社法（1947年第132號法令）
，
水產業協同合作社法（1948年第242號法令）
森林合作社法（第36號法令，1978年）
小型和中小型企業合作社法（1949年第181號法令）
，
商店街振興合作社法（1962年第141號法律）
勞動銀行法（1953年第227號）

105

http://www.jftc.go.jp/info/nenpou/h22/table/table_03.html（最後瀏覽日:201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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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日本獨占禁止法與個別法的適用除外(14 部法律、18 個制度)
主管機關

法律名稱（法律編號）

制度名稱

適用除外制度年度

保險業法
（1995年法律第105號）

保險之聯合

1951年

損害保險比率算出團體的
相關法律（1948年第193
號法令）

參考利率（自賠率‧
地震）

1998年

法務省

公司更生法
（2002年第154號法令）

公司重組收購股份

1952年

財務省

酒稅保全及酒類業合作社
等相關法律（1953年第7
號法）

合理化之聯合

1959年

文部科學省

著作權法
（1970年第48號法令）

商業使用唱片之使
用費用的决定

1970年

厚生勞動省

生活衛生關係營業運之適
正化與振興之相關法律
（1957年第164號法令）

反過度競爭之聯合

1957年

農業協同合作社法
（1947年第132號法令）

農業合作社聯合會

1999年

農業合作法人

1999年

出口之聯合

1952年

金融廳

農林水產省

輸出入貿易法
（1952年第299號法令）
經濟產業省

中小型企業團體組織相關 經濟合作項目
法（1957年第185號法令）

1957年

中小企業等協同合作社法
（1949年第181號法令）

小企業協會聯合會

1999年

海上運送法
（1949年第187號法律）

海運之聯合（內陸） 1949年
海運之聯合（遠洋） 1949年

國土交通省

1951年

道路運送法
（1951年第183號法令）

運輸之聯合

航空法
（1952年第231號法令）

航空之聯合（內國） 1952年
航空之聯合（國際） 1952年
60

表 3-4 日本獨占禁止法依年次別及適用除外法令別相關件數之變化

1

2

法律依據

適用業種等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輸出入貿易法
1952年9月1日執行（原
進出口貿易法案“）

輸出業者之輸出
貿易

0

0

0

0

酒稅保全及酒類業合
作社等相關法律

酒類製造業

0

0

0

0

酒類販賣業

0

0

0

0

（小計）

0

0

0

0

1953年3月1日制定
3

著作權法
1970年5月6日執行

商業使用唱片之
使用費用的决定

14

10

8

8

4

生活衛生關係營業運
之適正化與振興之相
關法律
1957年9月2日執行

特定生活衛生相
關行業，銷售業
務

0

0

0

0

5

道路運送法
1951年7月1日制定

道路運送行業

3

3

3

3

(1)

(1)

(1)

(1)

航空運送業務
（日本）

0

0

0

0

航空運送業務
（國際）

﹝293﹞

﹝438﹞

﹝309﹞

﹝79﹞

內航海運業

1

1

1

1

航運之聯合
（海岸）

7

6

5

5

航運之聯合
（遠洋）

﹝451﹞

﹝476﹞

﹝455﹞

﹝411﹞

算出汽車責任保
險和地震保險的
費率之標準稅率

2

2

2

2

特定事業之共同
行為

4

4

4

4

涉及其他事業的
共同行動

4

5

5

5

35

31

28

28

6

7

8

航空法
1952年7月15日頒布

內航海運合作社法
1964年8月10日頒布
前工會法航運小型船
舶
1957年10月1日制定
海上運送法
1949年8月25日頒布

9

損害保險比率算出團
體的相關法律
（1948年7月29日頒布

10

保險業法
1996年4月1日執行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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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日本獨占禁止法平成 22 年度聯合行為適用除外的處理情況
法律名稱

損害保險公司之聯合行動

保險業法

聯合行為之內容

航空保
險

依據條項

適用
除外

與公平
會之關
係

交易數
量

結果

第101條
第一項
第1號
第102條

第
101
條

同意
（第105
條第1
款）

0

進行必
要的檢
討後，予
以同意。

核子事
故保險

0

汽車責
任保險

1
（變更
1）
1

地震保
險

船舶保
險

損害保險
比率算出
團體的相
關法律

參 考 利
率計算

（變更
1）
0

第101條
第一項
第2號，
第102條

遠洋貨
運保險

0

汽車保
險（對人
賠償部
分）

0

汽車保
險（對人
賠償、自
損事故
及無保
險車傷
害保險
部分）

0

住宅瑕
疵擔保
責任保
險

1

汽車責
任保險

（變更
1）
第7條
第一項
第2號，
第9條第3

第7
條第
3

通知
（第3條
的9第3
款）

1
（變更
1）
0

地震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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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名稱

聯合行為之內容

依據條項

適用
除外

與公平
會之關
係

交易數
量

結果

酒稅保全
及酒類業
合作社等
相關法律

設施、容器和其他銷
售方式之規制

第42條
第5號，
第43條

第93
條

諮詢
（第94
條第1
款）

0

-

著作權法

商業使用唱片之使
用費用的决定

第95條，
第95條第3，
第97條，
第97條第3

第95
條

通知
（施行
令第49
條第2第
2款）

8

-

生活衛生
關係營業
運之適正
化與振興
之相關法
律

費用、價格與營業方
法之限制等

第8條
第9條

第10
條

諮詢
（第13
條第1
款）

0

-

輸出入貿
易法律

出口貿易之價格、數
量、品質、設計和其
他協定

第5條
第11條
第二項，
同條第3項

第33
條

通知
（第34
條第1
款）

0

-

道路運送
法

共同經營路線、聯合
制定營運時間表

第18條
第19條

第18
條

諮詢
（第19
條第3第
1款）

1

航空法

<國內>路線共同經
營

第110條第1
號，
第11条

第
110
條

<國際>運輸協議接
觸，和其他的交通費

第110條
第2號，
第111條

第
110
條

<內航>共同經營路
線與航運時刻表

第28條
第1~3號
第29條

第28
條

<外行>運費、票價及
其他運送條件等協
議

第28條
第4號，
第29條第2

第28
條

諮詢
(第111
條第3第
1款)
通知
(第111
條第3第
2款)
諮詢
(第29條
第3第1
款)
通知
(第29條
第4第1
款)

票價、費用和運送條
件、船舶噸位分配與
擁有船舶噸位調整
等

第8條
第1項
第1~6號
第10條，
第12條

第18
條

海上運送
法

內航海運
合作社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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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第65條
第1款)

（變更
1）

進行必
要的檢
討後，未
予異議。

0

-

79
(結論28)
(變更51)

-

1
(變更1)

進行必
要的檢
討後，未
予異議。

411
(結論19)
(變更
392)
0

-

-

(二)「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
雖然行政機關之指引具有反應快速、彈性與目標達成等優點，惟避免
濫用且確保明確及公平，日本於1993年公布行政程序法106，要求行政機關
運作應具公平性及透明性。同時，JFTC於1994年6月30日公布「獨占禁止
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Antimonopoly Act Guidelines on Administrative
Guidance），明列行政機關指引可能導致反競爭行為之情形107。對於違反
AMA之行政指引，即應加以鬆綁或廢止；行為符合前述違反AMA指引之
事業，仍應直接自負違法責任。
指引之重要內容如下：
1、行政指引與「獨占禁止法」之關聯
（1）根據特別法律或規則作成之行政指引
無論行政指引係根據特別法律、勸告或指示等，只要指引之目的、內
容與方法符合前述法規規定，則事業根據該指引所作成之行為即符合AMA
之規定。然而，除非AMA直接明文為例外，否則根據指引所作成之行為，
仍應適用AMA而有可能被認定為違法。另外，若法律或規則賦予行政機關
命令、核准、建議或指示等權限，以正當化事業的主張者，該等行政機關
權限之行使亦屬於本項類型。行政指引若僅有法律一般組織法上授權，則
仍不屬本項情形。
（2）未根據特別法律或規則作成之行政指引
雖然未有特別法律或規則授權，惟行政機關依據其所認為之適當目的
（purpose）
、內容（content）與方法（method）等，所作成之行政指引，
若可能產生限制或禁止公平且自由之競爭，則自應適用AMA而有可能被認
106
107

Law No. 88 of 1993。
Michiyo Hamada(commissioner of the JFTC), Controlling Anticompetitive Action by the
State: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dvocacy / Competition Assessment- Japan’s Experience -,
2011/03/18, Hong Kong, Global Competition Law Conference.
http://www.jftc.go.jp/en/policy_enforcement/speeches/110318.html（最後瀏覽
日:201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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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違法。
2、各種行政指引與「獨占禁止法」
（1）與參進（entry）或退出（withdrawal）有關的行政指引
為維持並增進公平與自由之競爭，市場參進或退出之自由應予以確
保。行政指引未有特別法律或規則為依據者，須留意不應有限制或禁止公
平且自由之競爭。下列情形將可能有違反AMA第3條、第8條(1) (i)、(iii) 及
(iv)規定之疑慮。
A、要求新參進者須獲得相關行業既有企業或商業協會的同意，或是為進
入市場而須與前述企業或協會合作為條件。
B、要求新參進者須參與相關商業協會，以達與既有企業合作獲利之目的。
C、若因供需調整、或與其他事業合作獲利等，致相關行業協會有可能介
入新進事業自公共機關獲得必要貸款的程序或類似情況者。
（2）與價格有關的行政指引
行政指引未有特別法律或規則為依據者，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將可
能有違反AMA第3條、第8條(1) (i)、(iv) 、(v)及第19條規定之疑慮。
A、有關漲價、降價而表示與數量、比率等相關標準之特定金額。
B、當價格下跌或類似情形發生時，行政指引鼓勵企業自我約束不以折扣
或更低價格銷售。
C、要求商業協會提供個別企業營業祕密相關資料，例如協會會員特定交
易之價格。
D、對生產者、經銷者或其協會發布指引，以穩定其與交易對象之交易價
格，包括零售價格。
E、要求個別企業事前提供具體銷售價格，或透過商業協會蒐集或提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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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該等資料。
（3）與數量及設備有關的行政指引
行政指引未有特別法律或規則為依據者，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將可
能有違反AMA第3條、第8條(1) (i)、(iii) 及(iv)規定之疑慮。
A、對於生產與銷售之數量、出口量、進口量、減量生產的比例及原料採
購數量等，依標準給予特定數額。
B、表示特定的標準，例如短期供應/需求規劃，並要求提交生產量、銷售
量、出口量、進口量、新設備採購或擴充等商業計畫。
C、要求商業協會提供個別企業營業祕密相關資料，例如協會會員特定交
易之數量。
D、促使企業透過期商業協會對短期供需規劃交換意見。
E、表示特定標準，例如輪作系統（rotation system）之時間表、投資規模、
淘汰技能或設備。
F、要求個別企業或其商業協會事先提供生產量、銷售量、出口量、進口
量、新設備採購或擴充等商業計畫。
（4）與商業技術、品質、標準、廣告及陳述有關的行政指引
行政機關為了公共利益，可能會發布特定具限制或行動之行政指引，
而鼓勵企業或其商業協會自願性的約束其相關商業技術、品質、標準、廣
告及陳述之行為；或是為了生產或銷售商品或是服務提供之效率化，發布
某些指引，促使企業標準化其商品或服務。此項類型之企業共同行為若是
依循一既存的行政指引而發生，並不違反AMA，惟若是因為企業間的約定
或是商業協會促成，便是可能違反AMA規定。
3、涉及許可或同意之行政指引
行政機關依法律要件頒布各別涉及企業獲得許可或同意改變之行政
指引，原則上應無違反AMA疑慮。惟行政機關對於任何企業或商業協會頒
66

布該等指引，而其指引之內容或程序將可能引起該企業或協會作成違反
AMA行為者，仍將可能有違反AMA第3條、第8條(1) (i)、(iii) 及(iv)規定之
疑慮。
（1）要求新參進者須獲得相關行業既有企業或商業協會的同意，或是為進
入市場而須與前述企業或協會合作為條件，方給予許可或同意。
（2）要求新參進者須參與相關商業協會，以達與既有企業合作獲利之目
的，方給予許可或同意。
（3）申請許可或同意之企業有一家以上，指引要求該等申請者或是相關商
業協會等應合作為之。
（4）關於例如價格等事項之申請許可或同意，法律要求個別企業應依其自
身情形提出，而指引卻賦予商業協會得要求其會員以共同提出。
（5）關於例如價格等事項之申請許可或同意，法律要求個別企業應依其自
身情形提出，而指引卻容許企業間或透過其商業協會提出，或是須經由市
場既存事業或其商業協會同意後方得提出。
三、2007 政府政策評估法（the Government Policy Evaluation Act）
（一）政策評估之時點
法律
內閣命令

應先於內閣簽署法案之前提出評估

應先於依行政程序法 30 日的公眾諮詢開始前提出評估

圖 3-1 日本政策評估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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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之作法
–建立評估表以判斷是否具備對競爭影響之分析。
–管制機關應於發布新的法令規範前提交評估表。
（三）目的
–判別對競爭具負面影響之因素
1、影響供給者數量
2、影響供給者競爭之供給能力
3、影響供給者競爭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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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令規範與競爭評估清單

對事業無任何影響

規範有無影響任何市場？
無

有

哪一個市場？

何種影響？
未有其他社會成本
直接或間接限制之事業數量？
限制事業競爭之方法與行為？
降低事業競爭之動機？
（或是增強不從事競爭的動機）

具備上述任一種情形

不具備上述所有情形

規範將影響市場競爭

該等規範如何影響事業？

影響事業所造成之社會成本？

未有其他社會成本

圖 3-2 日本法令規範競爭評估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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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能源產業規範再造與競爭政策
（一）產業規範再造
整體而言，根據OECD在1999年公布的「日本規範再造－競爭政策於
規範再造之角色」
（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Japan－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開宗明義認為：競爭政策應與其他一般性政
策加以整合。過去直接以管制方式介入之特殊產業，例如公用事業，可能
由其他部會透過法律或以命令規範，成為「獨占禁止法」適用之例外108；
亦或是，直接由產業法律規定，取代「獨占禁止法」
。在經歷自1994年「獨
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109以及1998年解除管制方案為主的進程中，
我們可以發現，對於電力、天然氣產業過去自肩負平衡供需必要之角色言，
更以特許營業資格、價格、合併許可等，加以嚴密管制；在現代，關於生
產、銷售與供應部門，AMA仍認為屬於固有的自然獨占事業，而得成為
AMA之適用例外。較可惜的是，對於可能影響產業競爭與市場之具有網絡
（network）功能的部門，當時並未明確說明如何適用AMA。電力、天然
氣產業因其在「概念上」被理解為自然獨占，故成了AMA適用的例外。若
隨著政策或法令修改，事實上該等「例外」
，範圍即將受到限縮。只是，若
產業政策與部門規範能考量競爭政策而設計，在尊重JFTC的前提下，產業
部 門 的 規 範 通 常 仍 是 優 先 ， 而 可 以 取 代 AMA 對 網 絡 產 業 （ network
industries）的適用。此時，JFTC的可發揮的角色是較間接的。雖然執行競
爭法制仍是JFTC的職責，但針對特定事務，其產業主管機關仍是主事者而
具有決策權力110。更深入言，若主管機關單以平衡供需及保護投資為名，
108

1989 年日本法院開始認定某些依法令辦理之行為，例如市立屠宰場、政府發行郵政明
信片以及彩券等案例，實際上確實與私人處於競爭與爭利的狀態，惟卻不受 AMA 規範。
OECD, 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Japan－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p. 32。
109
其實嗣後也僅有二個案例明確違反該指令。OECD, 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Japan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p. 14。
110
以電信與郵政為例，雖然 JFTC 事前積極參與相關決策過程，惟其影響力如何尚難客觀
衡量。OECD, 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Japan－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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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仍可能封閉創新服務的產生、扭曲市場的運作。據此，應該思考的
是，產業政策主管機關在達成相同目標上，能否有更開放、更客觀而具選
擇性的作法。
技術上言，在AMA外沒有正式的適用除外（畢竟AMA第21條至第23
條正因明文規定於AMA方有可能成為例外）
，JFTC與其他部會有其主管事
務之權限。但事實上，以合併為例，主管機關在原來的權限中就可以考慮
事業合併後對市場競爭的影響，而行使否決權。正如電力事業既由MITI
決定，表面上雖是因主管部門對該等產業深具瞭解及專業知識，並且可以
準確依據其產業政策中合法之要素，將競爭政策整合進來，二者達成協調；
而這個模式確實也較符合傳統垂直式的管制架構。
然而，若以水平式分工的政府體系言，JFTC作為一個獨立委員會，除
固有的職法權限外，較特別的一個觀察是，JFTC策動的整體法規範再造與
管制解構的作法。根據JFTC在1997年發布的報告，電力市場應朝向解除管
制、促進競爭並嚴格執行AMA。為增進發電與零售部門更多的競爭，JFTC
將其執法體系延伸至零售供應（retail supply）與民營發電範疇，認為這個
部門應屬可與電力公司競爭的部門。隨後亦針對零售供應自由化加以討
論，並發布對發電、輸電與配電垂直整合系統與效率的觀點，能源部門間
如何建立競爭、以及針對特定產業法規檢視是否符合其適當角色等。JFTC
一連串的措施促使產業部門開始著手對主管法規規範再造。另外，在天然
氣市場，報告建議應以解除參進管制與增進競爭為目標，以降低對城市瓦
斯營運者大量供應的依賴，因此瓦斯輸送應合法化，並核發以營運者之執
照而在供應區域內形成小規模的網絡。隨後亦針對城市瓦斯產業統一管
制、營運者供應區域架構、垂直整併、電力與天然氣市場交互參進（crossover
entry）等議題提出討論。近年，JFTC的報告在日本政府體系中發揮極為深
刻的作用，而目前JFTC亦持續倚賴這項方法，帶領其他部門邁向將競爭政
策納入產業政策的目標，而JFTC作為一重要的政策來源。
綜上所述，能源部門的法令，若涉及參進限制、供需平衡之規範，均
將受到是否限制競爭之檢視，而加以減緩或廢止。雖然產業政策經常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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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增進特定部門的投資，並相信將使產業於未來獲得成長或是其他對經
濟表現效益的回饋等，仍須依同一標準加以檢驗。即便有許多競爭法適用
除外的法令遭到廢止，產業主管部門仍然具有權力協助產業整體地回應經
濟衝擊，再加以重建。若產業政策未能即時因應，回復經濟則可能需要更
多年的時間才能完成。1998年解除管制方案要求產業部門應事先諮詢競爭
主管部門，以確認法令規範中未有違反競爭的管制，但這並非意謂競爭政
策對產業政策而取得代之。
（二）再生能源產業競爭政策之評估
2009年JFTC針對再生能源利用與石油產業競爭環境提出評估報告。有
關再生能源進入市場的方法有二：其一是以生質酒精（bioethanol）直接加
入汽油，其二是由乙醇與異丁烯合成之乙基第三丁基醚（ETBE）添加於
汽油。後者迄2008年底，日本石油協會（The Petroleum Association of Japan）
均自經濟產業省獲得補助而加以執行。JFTC針對這二種事業從事之行為與
市場競爭關聯加以研究，發現：
1、石油協會不斷對外表示上述第一種方法將發生許多問題；
2、石油躉售業者無法提供作為第一種方法的原料汽油；
3、附屬於石油躉售業者之服務站（Service stations, SS）銷售第一種方法生
產的產品。
是此，可以判斷在2與3之情形，消費者亦將因第一種方法有限量的商
品致無法充分自由選擇。
JFTC為建構得以使直接添加生質酒精與添加ETBE二種再生能源競爭
之市場環境，對於該等躉售事業現階段適用「獨占禁止法」表示意見如下：
1、若日本石油協會強迫時由躉售業者，不與前述第一種商品之業者合作
製造或銷售，或強迫共同地不參與使用前述第一種商品之業者合作製
造或銷售，將構成「獨占禁止法」之違反。再者，若石油協會對其中
一種方法發表負面意見，協會應充分認知其會員將會理解其訊息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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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採用該項方法」
。
2、若石油躉售業者一致性地禁止其獨家批發業者不得於SS銷售第一種商
品，則第一種商品之製造與銷售者對於確保銷貨通路將有極高的困難：
（1） 即使限制係個別石油躉售業者決定，惟因幾乎所有業者均將有極高
可能採取同一作法，而且
（2） 在日本汽油市場上，有很高比例的批發業者係躉售業者之獨家批發
事業，因此欲再另行開創新的SS銷售網絡確實有所困難。
正因石油躉售業者不公平地強迫其他事業不與競爭者交易，並且可能
因此而減少競爭者的交易機會，如此將可能構成「不公正取引方法」第11
條之違反，以及「獨占禁止法」
。若石油躉售業者禁止其獨家批發事業銷售
其他未經指定石油躉售事業之商品，則此部分尚未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21條。最後，若獨家批發商許多地區的第一種商品示範計畫（demonstration
projects）合作，任一附屬的SS使用可區分第一種商品與其他商品的油泵及
儲油槽，則若油泵提供之商品並非來自其上清楚標示之石油躉售業者，則
如此之行為將被視為違反「獨占禁止法」
。
另外，其他重要的評估，即與產業主管機關之規範與觀點相涉。相關
部門應採取下列符合「獨占禁止法」之方法，促進建構再生能源發展之環
境：
1、消除事業疑慮，環境部、經濟部與經濟產業省應通力合作，相互支援
以訂定增進汽油與生質燃料使用之規範。
2、考慮到直接添加乙醇於汽油之標準規格，環境部應考慮其汽化壓力標
準，並評估對環境之影響。
3、考慮直接添加乙醇於汽油的方式，經濟產業省應通知日本石油協會及
其他石油躉售業者有關二種方法商品均已建立之相關體系，使事業得
以自由作成選擇111。

111

http://www.jftc.go.jp/en/pressreleases/archives/individual-000046.html（最後瀏覽
日:201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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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韓國
一、產經秩序與競爭法制依據
韓國在1948年美國軍政府進駐的背景下，制定了「制憲憲法」確立了
經濟秩序重視經濟平等更甚於經濟自由的原則。首先，在序言中規定“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所有領域中個人機會平等，並儘量使個人發揮承
擔責任與義務之能力。闡述韓國以政治上的民主主義，與經濟上、社會的
民主主義為建國基本理念。「制憲憲法」第5條規定：「大韓民國在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等所有領域中尊重並保障個人的自由、平等與創造力，
為增進公共福利、國家負有保護與調整義務。」；另外，第84條規定：「大
韓民國經濟秩序的基礎在於實現滿足所有國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社會正義，
並實現國民經濟均衡發展，在其範圍內保障個人的經濟自由。」而第85條
規定，重要的資源與自然能源原則上實行國有化；第87條規定，運輸、通
信、金融、保險、水利、供水、煤氣等公共事業原則上應實行國營或公營；
第88條規定，在國防或國民生活有緊急需要時，可對私營企業實行國有化、
公有化或由國家監督或管理其經營。綜上所述，韓國「制憲憲法」上之經
濟秩序以管制經濟為原則，以自由市場經濟為例外，重視經濟平等更甚於
經濟自由。然而，具有當時制憲背景的憲法，與經濟實情並不相符。不同
於憲法上的經濟秩序，韓國政府的經濟政策更重視經濟自由，而致力於相
關市場經濟的制度建構。
1953年停戰後，為振興經濟、安定民生，1954年11月27日韓國憲法修
改了經濟秩序內容的規定，將第85條關於自然資源的國有化原則修改為可
依據法律特許在一定期間內開採、開發或利用。第87條重要公共事業的國
營和公營原則修改為原則上所有事業均應為私營經濟。第88條修改為除法
律特別規定因國防或國民緊急需要外，不得對私營企業實行國有化、公有
化或控制並管理其經營。
隨著美援停止，韓國大力推動經濟發展計畫同時，並於1962年12月26
日大幅度修改憲法。第111條規定：「韓國經濟秩序以尊重私人在經濟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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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創新為基礎。國家為實現滿足所有國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社會正義和
國民經濟均衡發展，在必要範圍內管制及調整經濟。」本條旨在解決市場
失靈的問題，從而為國家管制、介入調整經濟提供了依據。自此，20世紀
60年代初期開始，韓國政府針對經濟結構性落後的部分，即實施多次的經
濟發展計畫。雖然經濟短期內確實快速發展而於80年代邁入新興工業國家
之列，然卻也因此致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於單一或少數事業，許多國家的援
助政策反而造成不同產業間、出口產業與內需產業間、中小企業與大企業
間，資源配置不平衡，市場難起適當的作用。
為此，1980年憲法再次修改特別在第120條規定國家應管制並調整獨
占之弊端；同年，頒布「獨占規制與公平交易法」，並自1981年4月1日施
行。1987年，又再次重新修訂憲法中經濟條款，即現行規定：韓國經濟秩
序以尊重個人和企業的經濟自由及創新的市場經濟為原則，以實現由國家
管制並調整的和諧社會之市場經濟為目標，通過國民經濟的均衡增長與穩
定、適當的收入分配、防止市場支配和經濟力的濫用、協調經濟主體之間
的關係等方式，實現經濟民主化。
整體而言，依法制的發展觀察，韓國經濟秩序之管制原則具憲法上依
據，且形式上以一專門章節規定，實質上更試圖平衡產業之間、地區之間
與經濟主體之間的平衡發展（韓國憲法第123條、第124條參照），十分具
有特色。所謂「經濟民主化」，係指盡力改變參與經濟活動的主體之間的
不平衡，例如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雇主與勞工、經營者與消費者。因此，
保護和發展經濟落後的產業與地區是國家的重要任務，而可透過對特定產
業與地區支付補助金或給予租稅優惠等措施，介入市場運作。
二、獨占規制法與產業政策之調和－適用除外制度
韓國現行「獨占規制與公平交易法」（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 MRFTA）（以下簡稱獨占規制法）係於1981年實施，迄今歷經
多次修正，最近一次為2011年12月2日。現行條文共計71條，其中與產業政
策有適用上衝突與調和之規定者，即第58條。易言之，雖然韓國是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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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為中心的國家，「獨占規制法」原則上作為經濟秩序的基本法，本應
適用於整體產業；況且，該法並未將特定產業除外。然而，由於市場功能
不可能完全在所有經濟活動中完美運作，故「獨占規制法」第58條設有除
外規定。根據該條文之規定：「本法不適用於經營者或經營者團體根據其
他法律或法令作出的正當行為112。」惟由於該法對於何謂「其他法律或法
令」並未作出明確解釋，過去1980年制定的「獨占規制法」尚規定「由特
別法具體規定不適用本法的情形」（舊法第47條第2項），但是之後政府均
未制定此類關於適用除外的法律，至1986年該法第一次修改時，遂刪除該
條款。因此，韓國「獨占規制法」之適用除外行為目前皆依解釋與實務形
成其內涵。
(一)「獨占規制法」第58條之解釋
關於韓國「獨占規制法」第58條，學者認為以法律解釋論言，有廣義
與狹義解釋方法。亦即該法所謂「基於法令的正當行為」既包括所有基於
其他法令的行為，也可以認為在基於其他法令的行為中，具有合理根據的
行為方為該法所指的適用除外行為。然而，綜合考量「獨占規制法」作為
經濟秩序基本法以及立法背景，應以後者解釋為適當。因為，韓國自20世
紀60年代以來，一直推行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政策，直至此政策到達極限。
80年代開始，為克服該等政策的弊端，乃將經計營運方式從政府主導型轉
變為民間主導型，且為維持民間主導型經濟的正常功能，制定並實施「獨
占規制法」。
因此，政府應對當初在推行民間主導型經濟發展政策時制定的法律進
行重新研究，對某些法律進行果斷修改，廢除不符合民間主導型市場經濟
的法律。雖然政府一直不懈地努力，但事實上不少產業中仍存在相當多的
112

韓國「獨占規制法」第 58 條 (Legitimate Actions Taken Pursuant to Acts and Subordinate
Statutes) 規定為適用範圍之解釋故，曾有一次修訂。原條文英文版：「This Act shall not
apply to acts of an enterpriser or enterprisers organization as com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any Act or any of its decrees.」2010 年修訂為：
「This Act shall not apply to lawful acts of an
enterprise or an entrepreneurs’ organization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other acts and
subordinate sta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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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合理根據或不符合時代精神的政府管。在此情形下，若將凡有其他法令
根據的行為均認定為正當行為而不適用「獨占規制法」，則該法之實效性
必將不斷減損。因此，為能更有效揮發經濟秩序基本法的規範作用，自不
應將所有根據其他法令之行為均認屬適用除外之情形，而應將該法適用除
外的範圍限定在具有合理根據的行為之內。
綜上所述，既然韓國目前以市場經濟為經濟秩序，而「獨占規制法」
為經濟秩序的基本法，因此僅在限制競爭具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時，方適用
除外規定。該法第58條規定，適用除外之依據是基於法令的「正當行為」，
而非單純基於法令的行為113。事實上，欲認定行為有無限制競爭的合理理
由相當困難，對此應有法定的認定標準。在對現行法中允許限制競爭的規
定逐一加以分析研究後，應果斷廢除無合理理由之限制競爭行為。
(二)管制產業
管制產業是指因其本身的特殊性，全部或部分內容根據特別法的政府
規制替代競爭的產業，通常稱為「替代競爭的規制」。政府管制一般可分
為經濟管制和社會管制。社會管制在直接或間接影響該產業的競爭這一點
上可以歸類為廣義的經濟管制。而經濟管制，按其內容可分為准入規制、
價格規制、質量產量與供應對象、交易條件等經濟活動的規制。對此類管
制產業，全部或部分排除「獨占規制法」之適用。
前述管制產業中，最具代表性的為電氣、煤炭、石油、煤氣等能源產
業，鐵路、汽車、航空器、船舶等運輸產業，電信、電話等電子通信業，
以及金融、保險、證券等金融產業。限於本研究主題，以下僅就韓國能源
產業說明。
韓國對電氣、煤炭、石油、煤氣等能源產業，有下列幾種管制類型：
A、限制產業市場准入，例如電氣營業法第7條、煤炭產業法第17條、城市
煤氣營業法第3條。
113

韓國大法院，1997 年 5 月 16 日，宣告 96nu150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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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限制產業之價格、交易條件，例如電氣營業法第15條、第16條，城市
煤氣營業法第23條。
C、限制產業之交易方法，例如電氣營業法第31條。
D、產業資源部有權制定能源供需計畫以保障能源供需穩定，例如電氣營
業法第25條、煤炭產業法第3條、城市煤氣營業法第3條。
E、產業資源部有權採取調整供需的措施以應對緊急情況，例如電氣營業
法第29條、煤炭產業法第24條、城市煤氣營業法第24條。
以上限制或措施均具有限制競爭之性質，以往認為其當然不應適用
「獨占規制法」；惟近來開始將其區分為有合理理由的限制或措施，以及
無合理理由的限制或措施。對於無合理理由的限制或措施從適用除外中予
以排除，同時儘量擴大雖有合理理由，但超過必要範圍或程度之限制或措
施的概念。
(三)根據「產業發展法」之特例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於1999年1月制定有「產業發展法」（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w），並廢除原有的「工業發展法」。「工業發展法」追求
工業合理化，而新法「產業發展法」則追求提高產業競爭力，通過均衡發
展達到產業結構合理化（參閱產業發展法第1條），即允許通過企業間之共
同行為達成零件的標準化或公用化，共同開發技術或商標，相互支持技術、
人力等。然而，當此類行為屬於「獨占規制法」中之不當共同行為時，則
須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協商決定是否對其加以支持
（參閱產業發展法第11條）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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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ustrial Complex Cluster Program of Korea
http://www.clustercollaboration.eu/documents/270945/0/THE_INDUSTRIAL_COMPLEX_
CLUSTER_PROGRAM_OF_KOREA.pdf（最後瀏覽日:201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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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現況與實例
為調和產業與競爭政策過去潛在的矛盾，甚至是政策衝突明朗化後的
法律適用問題，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 KFTC 已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努力，逐
步透過競爭法的發展，重構（reform）經濟規範體系。1980 年 KFTC 認定
有 18 個過度管制的產業需要改善管制狀況以增進競爭，1981 年至 1990 年
間 KFTC 便處理約 450 件政府法令本身反競爭的案子。雖然 1993 年這部
門權限移轉到經濟規劃委員會（the Economic Planning Board），然而 1994
年隨著 KFTC 成為獨立委員會後，自 1995 年迄 2000 年，KFTC 仍持續對
約 300 部法律、命令加以檢視其是否違反競爭法意旨。除了前述立法規範
的檢視與重構外，KFTC 採取嚴格的執法態度，逐步解構管制產業，同時
促使產業政策透過立法方式賦予基礎，最終達成近階段有效調和的成果。
吾人可以發現，在能源產業政策亦同，整體而言韓國已可透過符合競爭法
期待的標準，依循法律而建立縝密的能源法律規範架構，將過去單一的能
源供給穩定的政策目標，調整為發展能源的多樣化115，截至近年較少有嗣
後以個案處分依循產業政策之行政指導，而最終被宣告違反 MRFTA 的情
形。惟對立法上某程度仍屬管制的產業，KFTC 持續監督該等事業內部競
爭部門與非競爭部門之交叉補貼情形116。
據前述韓國競爭法與能源產業政策之執法經過，以此累積、建立的判
斷準則，已下將進一步檢視其近年關於再生能源產業的競爭法上觀點。1970
年第二次石油危機，韓國政府認識到新能源及再生能源的重要性，並為順
利執行開發和活化普及政策、提高體系化及綜合化的技術力量，著手進行
了太陽能、風力等技術開發。1980 年代制定「替代能源技術開發促進法」
開始，陸續制定了綜合性資源政策「替代能源技術開發基本規劃」（1988
年-2002 年）。為了有效率地進行規劃，韓國政府在能源管理公團內設立
了替代能源事業部，專門管理新能源及再生能源開發。迄 1990 年代為了因
115

See p. 89-90。http://docs.meritas.org/Resources/RE_Asia/Korea.pdf （最後瀏覽
日:2012/06/20）

116

Regulatory Reform in Korea－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OECD, 2000, p.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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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氣候變化公約，制定了能源．環境的綜合性技術開發計畫「能源技術開
發 10 年規劃」（1997 年-2006 年）。至此，為新能源及再生能源、節能、
清潔能源、資源技術等部門的技術開發，建立了綜合促進體系。2000 年，
因新能源及再生能源對於世界各國的重要性已更見緊迫，為了技術開發和
強化普及利用政策，原「替代能源技術促進法」修改為「替代能源開發及
利用、普及促進法」。據此規定，對新能源及再生能源發電電力的差額保
存制度、公共機關的對新能源及再生能源利用義務化、新能源及再生能源
設備的認證制度工作，除了為新能源及再生能源產業的早期市場進入提供
了條件，更使前述能源政策之具體執行工作，具備了法律位階的依據。最
近，韓國為了新能源及再生能源的開發和活化普及，制定有「新能源及再
生能源開發及利用、普及基本規劃」（2003~2012）。2004 年底，訂定「新
能源及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普及促進法」117（Act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Use and Diffusion of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
APDUDNRE），並以新能源及再生能源中心作為專門機構，更加專門地、
有效率地支援新能源及再生能源的開發、普及與產業化118。
2006年2月9日，韓國國會通過了「能源基本法」（the Basic Law on
Energy）。同年11月28日，韓國根據「能源基本法」成立國家能源委員會
（the National Energy Committee），作為國家最高能源決策機構，其首要
的任務是要制定國家基本能源規劃和能源供需規劃，國內外能源資源開
發，制定原子能政策，協調能源政策和事務等。能源委員會的25名成員包
括總統、總理，產業資源部、財政經濟部、科學技術部、環境部、外交通
商部、建設交通部、企劃預算部等部部長和16名來自能源領域專家和市民
組織的代表，其中總統擔任主任委員，總理任副主任委員。該委員會成立
的意義在於，通過社會各階層的參與，使能源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加透明
化；同時亦解決過去韓國有關能源的基本計畫，例如「電力供求基本計畫」
、
「能源利用合理化基本計畫」、「新再生能源技術開發、利用及普及的基

117

該法歷經八次修正，最進一次係於 2010 年 4 月 12 日。

118

http://www.kemco.or.kr/chinese/pg02/pg02040100.asp （最後瀏覽日:201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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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氫經濟基本計畫」等分別制定而各個計畫期限不一，彼此欠
缺關聯性等問題。基此，依據《能源基本法》，韓國國家能源委員會將針
對國家能源基本計畫和應急能源供需計畫的制定、國內外能源開發和原子
能發展政策、能源政策和相關工作調整以及與能源相關的社會矛盾的預防
和解決方案、與能源相關的交通物流計畫、與能源相關預算的有效利用、
針對氣候變化相關國際協定指定的對策中關於能源部分的事項進行討論
119

。

(五) 實 務 案 例 --Yukong Corporation 等 六 家 煉 油 事 業 聯 合 分 配 市 場 案
（KFTC Decision No. 88-30, 1988）
本案緣起Yukong Corporation, Honam Oil Refinery, Gyungin Energy,
Ssangyong Oil Refining, Kukdong Oil, and Yeosu Energy六家煉油事業同意
依11種石油產品類型，包括汽油、煤油等根據其先前的銷售量劃分市場。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FTC）對此案所涉事業共處罰20億9千7百萬韓
元，並發布命令要求立即停止此聯合行為，且事後須按月呈報相關銷售，
以利監督。這是韓國「獨占規制法」實務上關於規制產業（在本案為石油
產業）的一個重要的案例，對於促進市場的自由競爭，具有指標性意義120。
同時，本案也是在石油產業中第一個被課處罰款、且金額甚為龐大的案子。
119

2010年1月韓國政府公布「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the Framework Act on Low Carbon,
Green Growth），並於2010年4月14正式生效。該法主要內容包括制定綠色成長國家策
略、綠色經濟產業、氣候變化、能源等項目以及各機構和各單位具體的實行計畫；此
外，尚包括實行氣候變化和能源目標管理制、設定溫室氣體中長期的減排目標、構築
溫室氣體綜合資訊管理體制以及建立低碳交通系統等有關內容。其他重要法律例如：

the Energy Use Rationalization Act (EURA), Integrated Energy Supply Act
(IESA), Traffic, Energy and Environment Tax Act (TEETA), and Electricity
Business Act (EBA).
120

當時報紙頭版以 “The Biggest Case Ever In Fair Trade History,” 與 “Touchstone of
Change in Industrial Policy.”為標題，並認為具有促進管制產業解構的重大作用。See Oh,
Jin-Hwan, Market Allocation Cartel by Six Oil Refineries, Decision No. 88-30, p.16.
http://eng.ftc.go.kr/bbs.do?command=getList&type_cd=54&pageId=0302 （ 最 後 瀏 覽
日:201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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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韓國石油市場係為政府根據石油事業法（the Petroleum
Business Act）所管制，為此KFTC考量配銷市場結構的改善，對促進競爭
具有重要性，故同意給予這六家煉油事業更高的價格自主權、減少進出口
的控制、以及降低參進市場的障礙，而草擬了「石油產業自制」
（Self-Controlled Oil Industry）試行計畫，嗣後由韓國能源資源部（the
Ministry of Energy and Resources）公布。
較遺憾的是，KFTC的處分至此即為確定，因未有後續行政訴訟，故
對本案相關議題，例如聯合行為罰款的本質、MRFTA對產業規制的適用
等，沒有機會在法院做充分的討論。不過，本案處分書一開始首先對MRFTA
的適用與解除管制，倒有一番論述，仍值參考。即MRFTA立法目的本在促
進公平自由的競爭、鼓勵創新的商業活動、保護消費者、並增進國家經濟
的均衡發展。為此，三大競爭原則為：市場必須開放使有意願、有能力者
皆可參進；競爭者必須可自由無限制地競爭；競爭者必須公平地藉由商品
或服務之價格及品質來競爭。
在韓國，行政機關在管制產業部分權限相當大，某些情況甚至僅根據
行政指導、或其行政組織法而為准駁，未有確實的法律依據，致事業於遵
循後卻違反MRFTA。對此，KFTC持續地以下原則：即事業若是依據行政
指導，而該行政規範具有具體而明確的法律上依據（concrete and clear

legal grounds），則該行為即視為「獨占規制法」第58條的「正當行為」
（legitimate act），不在適用之列。相反地，若一行為所根據的行政規範
未有法律依據，或僅單純由該行政機關根據組織法便發布，則不將之視為
「獨占規制法」第58條適用例外121。
1988年當時，石油產業受依石油商業法（the Petroleum Business Act）
受到許多政府的管制規範，例如營業資格、設置、運輸、價格、獲利、銷
售區域到供需量等。雖然政府以穩定供需為目的，惟經常過度干預市場運
作，致市場參與者技術與商品多樣化的發展可能受到抑制、政策矛盾、消

121

Korean Supreme Court Judgment 2007Du19416 delivered on June 23, 2009,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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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利益受損，同時也難以維持國家經濟的平衡發展。據此，KFTC體認
管制產業解構的國際趨勢，認為為增進管制產業的效率，減少經濟與社會
成本，採取適當的措施加以改善有其必要性，故如前述草擬了「石油產業
自制」
（Self-Controlled Oil Industry）試行計畫，嗣後由韓國能源資源部（the
Ministry of Energy and Resources）公布，遂逐步開放油品價格之管制。1997
年，除了LPG外，所有油品價格均解除管制，而至2001年LPG最高價格的
管制也終於廢止。
三、韓國競爭主管機關KFTC與其他政府機關的橫向聯繫
韓國競爭主管機關 KFTC 與其他政府機關的橫向聯繫，主要即透過競
爭倡議（Competition Advocacy）之體系機制。主要內容包括：
1、事前競爭倡議體系（The ex ante competition advocacy system）
（1）事先諮詢（prior consultation）-依據 MRFTA 第 63 條
（2）出席內閣會議發言倡議
（3）與相關部會每季舉行諮詢會議
2、事後競爭倡議體系（Ex post facto competition advocacy system）
（1）1998 年成立的規範再造委員會（RRC）-由公民與政府部會組成
為確實了解其運作及成效，以下謹就其制度發展、相關機制加以說明
之。
一、背景
1960年代韓國政策重在保護本土產業、管制介入，而非競爭，以致於
最終形成壟斷的市場結構，經濟力量過於集中。有鑑於此，韓國政府承認，
過去這種以政府引導發展（government-led development）對於建構一個有
效運作的市場體系是失敗的，並且更惡化1997年金融危機對韓國所造成的
影響。為此，KFTC前主席曾表示，經濟發展與均衡成長必須所有參與者
83

均存有競爭思想的體認，包括政府、私部門與消費者。
二、事前競爭倡議體系
1994年，KFTC成為一個獨立的機關直接對首相（Prime Minister）負
責。1996年開始，KFTC主席取得相當於部長的地位而參與內閣與經濟部
長的相關會議。這樣的接觸強化了在MRFTA明確授權KFTC所具備的倡議
角色。該法律要求，韓國政府機關部會應於提出可能涉及限制競爭之法律
與規範前，事先通知KFTC；而KFTC依法有權對之提出最小化反競爭效果
的意見。
根據 2005 年 KFTC 年報顯示，MRFTA 第 63 條「事先諮詢」
（prior
consultation）機制運作成效顯著。KFTC 共計收到 658 件其他政府部會的
諮詢，較 2004 年（430 件）件數成長了 53%，2006 年 634 件、2007 年 635
件、2008 年 827 件、2009 年 1097 件、2010 年 1178 件。在 2005 年的 658
件中，對此 KFTC 針對 49 件提出意見（7.4%）
，而有 41 件被接受（83.7%）
122

。相較之下，2010 年的 1178 件，KFTC 則針對 56 件提出意見（4.8%）
，

其中 43 件（76.8%）確實依 KFTC 意見加以修正。2006 年迄 2009 年，則
有共計 63 件（2006 年 20 件、2007 年 25 件、2008 年 18 件）違反競爭原
則之法令，因諮詢而預先避免；以違反的類型觀察，其中涉參進限制者有
13 件（20.6%）
、涉限制事業活動者有 10 件（15.9%）
、涉價格控制者有 5
件
（7.9%）
、損害消費者利益者有 15 件
（23.8%）
、涉聯合行為者有 4 件
（6.4%）
以及其他 16 件（25.4%）123。

122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n Korea
(January 1, 2005 – December 31, 2005) , p.17-18, September 2006.
123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n Korea
(January 1, 2009 – December 31, 2009) ,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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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近年韓國對於 KFTC 的立法諮詢件數
(單位：案件)

年

政府部門法案

立法部門法案

共計

提交

KFTC

提交

KFTC

提交

KFTC

評估

表示意見

評估

表示意見

評估

表示意見

2009

1,097

29

1,082

45

2,179

74

2010

1,178

56

918

75

2,096

131

近來，KFTC更針對過去屬於管制產業而現在已逐漸轉變為競爭產業
者推展競爭政策。2006年KFTC指定五個產業-廣播、通訊、能源、健康服
務與交通運輸，對之市場結構與政府規範進行調查。藉此，全面分析其在
相關市場當前存在的參進障礙、價格決定機制、交易實務與消費者需求情
形。更進一步，自2006年3月至6月，KFTC對15,000家公司以及900個消費
者與公民團體瞭解產業管制再造的需求。根據前述研究所得出的240提案，
KFTC選擇其中52個與經濟密切相關之管制再造方案加以實施，並諮詢相
關部會以改善當前違反競爭原理之制度及實務。
KFTC 一向戮力於建立諮詢管道，而與不同產業之部門主管機關密切
合作，例如 KFTC 與韓國管制通訊的主管機關-資訊通訊部（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達成協議，每季將召開會議，針對與公共
利益有關之重要議題及管制諮詢，共同討論124。
三、事後競爭倡議體系
2008年12月韓國導入法規競爭影響評估機制，並自2009年1月1日正式
實施。每一個政府機關部會於頒布或修正法令時，均需填寫一份評估分析
報告給規範再造委員會125（the Regulatory Reform Committee, RRC）及
124

Ohseung Kwon, Chairman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Recent Development in Korea’s
Competition Laws and Policies, The 4th East Asia Conference on Competition Law & Policy,
May 3, 2007.
125
http://www.rrc.go.kr/fzeng.page.AboutRRC.la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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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TC，而KFTC對之表示意見後回覆予RRC及相關部會，RRC據此做為檢
視該等法令的參考。KFTC主席是RRC25個成員中非經選任的政府成員（政
府成員共計6位）126。

圖 3-3 韓國法令競爭評估機制127

2009年7月KFTC根據OECD競爭評估工具書（the OECD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olkit）
，為各部會的工作成員訂出了一份競爭評估手冊。2010
年，KFTC的反競爭規範再造小組（Anti-competitive Regulatory Reform
Team）公布『競爭評估手冊』
（Competition Assessment Manual）
。根據該手
冊，競爭評估程序如下：

126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n Korea
(January 1, 2009 – December 31, 2009) , p.23.
127
Recent Activities in Competition Assessment in Korea, APEC, Competition Policy and Law
Group Meeting, 2011/SOM1/CPLG/014,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7-8 Marc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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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會

對競爭影響進行初步評估（Preliminary Assessment）
以作為法令影響評估之一部分

有影響

韓國
公平交易
委員會

無影響

判斷是否需要進一步
深入評估（In-depth
Assessment）？

否
評估
結束

是
與主管部會合作

進行深入評估

圖 3-4 競爭評估程序
在初步評估階段，主要應檢視下列四個問題：
1、該法令是否將限制事業之數量或使之限於一定範圍？
2、該法令是否將限制事業競爭之能力？
3、該法令是否降低事業活絡競爭的意願？
4、該法令是否限制消費者選擇或更換供應事業的能力，或者限制消費者可
得獲取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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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若需要深入評估，則在此階段評估須根據以下二個目的，其
一是檢視規範是否影響競爭，其二則為尋求達成法規之政策目標，並且最
小化限制競爭的影響。為此，在深入評估階段，KFTC訂有五個子項階段
的評估程序，而各階段皆有更仔細的評估項目：
1、了解規範本身
2、相關市場的界定
3、了解相關市場的情況
4、分析對競爭之全面性影響
5、當前的決策判斷
據此，KFTC亦曾以電力供應市場為例，認為縱然管制該市場之參進
經常被認為合理，原因是過度參進與重複投資將造成社會損失，尤其某些
產業又是特別具有規模經濟的考量。然而，前述這些情況應該僅存在於輸
電部門，因此若自發電與配電部門觀察，則開放競爭，確實具有必要且將
更有效率。法令上，僅有對輸電業給予獨占權方有依據，發電業與配電業
並不包含其中。
在這樣重要的機制下，KFTC已前瞻地藉由檢視現行法規而促進法制
再造，2004年KFTC在徵詢相關部會後，廢止或修訂了56個限制競爭的規
定，以增進競爭。持續如此的工作，KFTC致力於改善反競爭規範並辨識
子規則（sub-rules）
，例如指引（guidelines）等是否存在過多對事業之限制。
不同於其他競爭主管機關，KFTC的工作並非集中在慣常之競爭法的執行
（“conventional” competition enforcement）
，而是放在大型事業集團與財閥
所形成社會經濟結構的問題。因此，KFTC也針對該等事業分屬不同市場
部門的內部交叉補貼（cross-subsidization），所致各市場競爭不公平的現
象，採取法律行動。
綜上，KFTC 持續推展競爭的原則，並形成競爭的文化。KFTC 一直
努力事先避免反競爭原則的法令規定與政策，藉由有權參與事前法規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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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 statute consultation）的優勢，並且出席內閣會議（Cabinet meetings）
與副首相會議（Vice Ministers' meetings）
。對於已經訂立而違反競爭原則的
法令，KFTC 積極推動其修訂。根據 MRFTA 第 63 條，各行政部門首長於
立法提案、修法涉及違反競爭行為時，應事先諮詢 KFTC 是否支持亦或可
能對該等事業將採取措施。MRFTA 第 63 條本身既屬強制規定，而若新的
法規被認為違反競爭原則，則在與相關部會諮詢會議結束後，即係受到禁
止。在這新體系之下，KFTC 主席出席內閣會議與經濟部長會議，在先期
遏止反競爭法規上，確實具有意義。尤其，KFTC 在近年透過法令競爭評
估機制，協助各政府部門調整產業政策使之符合競爭原則可說不遺餘力，
角色甚為積極，成效亦極為良好。
在過去，經常以政府法令引導私部門產業，結果致本128應為競爭者因
法規體制阻礙而欠缺競爭。自此韓國極力自政府部門本身矯正這樣的觀念
與作法，建立調和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之橫向溝通機制，一般認為在具有
相似產業規範背景的亞洲國家，亦可發揮效果。就韓國而言，產業的自由
競爭、積極與創新，將可為整體經濟帶來莫大的利益；而其自1996年以來
以公平法引導的活絡市場機制的成效，更是世人有目共睹。這種作法與過
去過度管制（heavy regulation）、對特定產業或事業提供保護或優惠
（protection and preferential support）
，有絕大的不同。在今日，競爭政策不
僅僅是經濟政策的一部分，而是真正成為經濟政策核心的基石129，其發展
與相關配套機制值得台灣參酌。

第四節 小結
(一)比較法規範與執行的特色
歐盟競爭規則係規定在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至 109 條，原則上乃禁
止政府補助。然而，如果基於普遍經濟發展的理由而正當化，則政府介入

128

129

http://www.nortonrose.com/knowledge/publications/32742/competition-law-developments-i
n-east-asia
http://www.scribd.com/doc/43965303/24/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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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運作良好與衡平的經濟是必要的。因此，上開條約也為若干政策目標
留下政府補助可被認為係與內部市場相容的空間，主要基礎便是歐盟運作
條約第 107 條第 2 項、第 3 項的規定。而歐盟執委會也透過一系列的立
法，提供許多適用除外規定來補充上開基礎規定。其中，就與再生能源有
關之政府補助的評估，歐盟主要是透過
「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
的適用，
確定各會員國所通知的政府補助措施是否與內部市場相容，而「環境保護
政府補助綱領」的規範依據則是歐盟運作條約第 107 條第 3 項之(c)。因為
如此，歐盟執委會建立起競爭規則清楚的規範體系。
在執行的部分，歐盟將會員國的補助措施區分為無須通知與必須通知
兩種，因此，只要是對於競爭會產生非屬「有限之扭曲」者，均會由歐盟
執委會審查。此外，歐盟的公司與消費者也可透過向執委會提出檢舉，發
動政府補助的調查程序，而執委會也歡迎利害關係人於懷疑建議的補助措
施之相容性時，提出評論，以啟動正式調查程序。就被認定為與內部市場
不相容的政府補助措施，執委會有權回復之，故執委會的權力甚達，就其
執行而言，自應可產生相當的成效。
相較之下，日本為調和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獨占禁止法」明文規
定之第 21 條至第 23 條是最直接的制度工具。然而，許多產業政策仍依賴
行政部門的專業，而據此行政機關倚賴的規範指引具有反應快速、彈性與
目標達成等優點，惟避免濫用且確保明確及公平，日本於 1993 年公布行
政程序法，要求行政機關運作應具公平性及透明性；因此，JFTC 於 1994
年 6 月 30 日公布「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Antimonopoly Act
Guidelines on Administrative Guidance），明文列舉行政機關指引可能導致
反競爭行為之情形。對於違反 AMA 之行政指引，即應加以鬆綁或廢止；
行為符合前述違反 AMA 指引之事業，仍應直接自負違法責任。2007 日本
再公布「政府政策評估法」（the Government Policy Evaluation Act），其中
要求之影響競爭之評估流程，相當具有架構性，值得參考。
在再生能源部分，日本政府依循「技術開發‧實證階段‧引進階段」
三階段支援，對發展須較高成本的太陽光發電和風力發電、生質能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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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的引進與普及，進行了針對費用的部份補助，與剩餘購買制度等支
援工作。對此等回應能源與環保議題之密切議題，實現平成12年12月22日
公布的「環境基本計畫」，並使社會成員自覺對環境肩負責任，日本公正
取引委員會地球環境問題對策推進委員會於平成18年1月4日
（西元2006年）
訂立有「公正取引委員會環境配慮方針」；惟內容僅涉會內事務，例如物
品採購以效率環保優先、抑制使用量、節約、宣傳等。2009年9月25日日本
公正取引委員會「政府規制等相關競爭政策研究會」對於針對溫室效應對
策的經濟措施，所可能形成的競爭政策上課題，加以討論。會議主題雖僅
限於碳排放量交易制度的競爭政策論點，其間討論亦涉及「省エネ法」對
減排碳效果高之各種補助金制度，包括：1.能源使用合理化業者支援工作；
2.地區新能源‧節約用電理想策定等工作；3.新能源等非營利活動促進工
作；4.住宅‧建築物高效率能源系統引進促進工作；5.能源使用合理化業者
支援補助金
（民間團體平分）
，
肯定補助金具競爭法上公平性之討論意義130。
在韓國，能源產業屬相對行政高度介入規制的產業，從傳統的市場參
進資格，到近年獎勵補助，皆係由政府產業政策加以引導。然而執行產業
政策之行政措施等公部門行為，並不排除韓國「獨占規制法」之適用。易
言之，許多產業法律或是產業主管機關透過行政命令賦予業者獨占的市場
地位131，亦或引導業者做成聯合行為的合意，均將有須認定是否屬「獨占
規制法」第58條例外的情形。即便在公用事業，法律明文規定訂價行為得
以除外，但KFTC仍係密切注意該等事業其他違反競爭之行為，例如不公
平待遇或拒絕提供使用關鍵設施等。

130

與會者法政大學法學部岸井大太郎教授從節能成效觀點言，主張應扣除國家補助部分方
符合公平性。

131

例如表面上好似 the Urban Gas Business Act 賦予 Korea Gas Corporation 市場獨占的地
位，但事實上並非法律明確規定得以獨占方式取得市場，而是知識經濟部部長（the
Minister of Knowledge Economy）批准，才導致天然氣的輸入及躉售市場只有獨占的情
形。當然，當時政府主要是考量避免剩餘投資以及規模經濟的問題。同樣地，Korea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 亦非因電力公用事業法（the Electric Utility Act）而獲得獨占
的地位，反倒也是因知識經濟部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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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韓國競爭法以保障中小企業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具公平參與競爭之機會為立法目的之一，因此，對於政府與行政機
關給予財閥（chaebol）不當的協助、補助或較優惠的金融措施，KFTC 均
嚴正加以檢視其合法性。對於 1979 年僅有的 23 個保護/管制產業在 1989
年成長高達至 237 個產業，經 KFTC 介入後，僅餘 88 個，而至 1994 年共
計有 19000 家中小企業得以參進原屬保護/管制的產業132。對於仍受保護/
管制的產業，例如電信，在通訊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外，KFTC 積極就業者之價格聯合、利潤等加以規範。
為調和產業與競爭政策過去潛在的矛盾，甚至是政策衝突明朗化後的
法律適用問題，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 KFTC 已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努力，逐
步透過競爭法的發展，重構（reform）經濟規範體系。1980 年 KFTC 認定
有 18 個過度管制的產業需要改善管制狀況以增進競爭，1981 年至 1990 年
間 KFTC 便處理約 450 件政府法令本身反競爭的案子。雖然 1993 年這部
門權限移轉到經濟規劃委員會（the Economic Planning Board），然而 1994
年隨著 KFTC 成為獨立委員會後，自 1995 年迄 2000 年，KFTC 仍持續對
約 300 部法律、命令加以檢視其是否違反競爭法意旨。
除了前述立法規範的檢視與重構外，KFTC 採取嚴格的執法態度，逐
步解構管制產業，同時促使產業政策透過立法方式賦予基礎，最終達成近
階段有效調和的成果。吾人可以發現，在能源產業政策亦同，整體而言韓
國已可透過符合競爭法期待的標準，依循法律而建立縝密的能源法律規範
架構，將過去單一的能源供給穩定的政策目標，調整為發展能源的多樣化
133

，截至近年較少有嗣後以個案處分依循產業政策之行政指導，而最終被

宣告違反 MRFTA 的情形。惟對立法上某程度仍屬管制的產業，KFTC 持
續監督該等事業內部競爭部門與非競爭部門之交叉補貼情形134。
132

Regulatory Reform in Korea－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OECD,
2000, p. 30.

133

See p. 89-90。http://docs.meritas.org/Resources/RE_Asia/Korea.pdf （最後瀏覽
日:2012/06/20）

134

Regulatory Reform in Korea－The Rol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 Regulatory Reform,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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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韓國 KFTC 近年對產業競爭政策的成功調和，不可忽略的一重
大因素係其他政府部門所進行的跨部會諮詢（inter-agency consultation）工
作。韓國行政部門在制定法律、發布命令以及核准某些特定事業得以參進
市場、或是採取聯合行為前，均事前向 KFTC 提出諮詢。如此諮詢程序的
成效，在 KFTC1994 年成為獨立委員會後，更形顯著。簡言之，韓國產業
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調合，早期以 KFTC 準司法權的事後介入，至後來迄今
則以立法及行政事前的合作式治理為典型。
整理上述歐盟、日本與韓國競爭規制與產業政策調和機制特色如下
表，此外本節亦將我國概況一併加入，提供比較。

2000, p.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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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歐盟、日本與韓國競爭規制與產業政策關係比較
歐盟
規
範
依
據

λ

λ

λ

日本

歐盟運作條 λ
約第 101 條
λ
至 109 條
歐盟運作條 λ
約第 107 條
第 2 項、第
3項
λ
環境保護政
府補助綱領

獨占禁止法
行政程序法

λ

韓國

台灣

獨占規 λ
制法第
63 條

公平交易
法第 9、46
條

獨占禁止法
對行政指引
之指引
政府政策評
估法

關
係

互補關係、強度 互補關係
較高

互補關係

調和關係

事
前
規
制

事前須通知執委 產業部門應事先 事 前 應 向 公平會主動商
會
諮詢 JFTC
KFTC 提出諮 同各部會
詢

事
後
調
和

行政：執委會有 行政：競爭回復措 行政：規範再 行政：行政協調
回復權
置命令、通知並諮 造委員會、跨
詢主務大臣、召開 部會諮詢
公聽會
司法：歐洲法院 司法：東京高等裁 司法：首爾高 無
判所
等法院

特
色

偏重法制化

偏重法制化

評估標準具體、 建立評估機制
明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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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倚 賴 跨 部 未有法制化
會協調
較倚重個案跨
建 立 評 估 機 部會協調
制兼個案審
查

第四章 產業政策對競爭政策的衝擊與解決
第一節 管制與補貼政策對市場競爭效能分析
一、政府對經濟活動扮演的功能
政府介入經濟活動的手段，主要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管制政策。
其中，財政政策包括政府部門為鼓勵企業擴大投資，以培養國內之生產能
力，而實施之租稅減免與補貼等；而貨幣政策則包括針對不同用途之資金，
以鼓勵或限制方式，或提撥專款做特定融資用途等；管制政策則主要以公
營事業所有權為控制經濟活動之方式。
經濟學家 F. Knight 提出完全競爭模型，為政府干預市場行為，建立一
完善的基礎。然而，如何的政府干預才是適當的呢？Knight 的模型分別考
量到自然獨占、外部性以及公共財之問題135。
(一)自然獨占
有些市場的成本與需求條件，可能會產生由一家廠商生產，其成本低
於兩家或多家生產的成本，一般化的表示為「次可加性」（subadditivity）。
有此特性之之市場，我們稱之為自然獨占。因此，若一市場由兩家廠商供
應而單位成本卻較一家供應時為高，此時政府部門即有介入市場活動的空
間，通常以控制廠商參進市場為手段，以確保社會整體福利較大。當然，
對此因獨占事業經常發生獨占性訂價，造成社會福利損失，故政策上通常
採取訂價管制，甚至乾脆以公營方式控制事業經營。然而，針對價格管制
因事業可能以膨脹成本規避，而公營最後生產無效率的結果，均非制度初
始所得週全設計。
(二)外部性
所謂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市場的交易者未經市場交易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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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參閱蘇永欽主編《部門憲法》一書第二篇第一單元經濟與憲法中，莊春發〈經濟與
法律〉一文，元照出版，初版 1 刷，2006 年 1 月，頁 17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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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成本或利益轉嫁於第三者。常見的負面外部性經濟活動包括汙染、噪
音…等。這些負面的效應係由市場的經濟人因製造或消費行為產生，卻使
沒有生產或消費的經濟人共同負擔該項成本。一般而言，當生產包含負面
的外部性時，不能極大化社會剩餘。為避免上述配置效率損失的產生，政
府部門可衡量干預成本後，選擇利用法律或其他管制方式，對於有外部性
的市場運作進行干預。
(三)公共財
市場上某些同時具備非排他性與非耗竭性的產品，而若欲排除他人使
用將支付很高的成本，故該產品的所有者事實上無法阻止他人使用該產
品，即為公共財(public goods )的概念。具備公共財性質的產品，若責成由
私人興建必然產生低度生產( underproduced )的結果，使得潛在的社會剩餘
無法實現，因此許多人認為一旦產品具備純粹公共財或其有部分公共財性
質的產品，政府即有介入市場的理由:一者由政府融通資金由私人生產；二
為由政府部門直接生產，然後政府部門再向所有的潛在使用者徵收稅賦以
為支應。更重要的是由於公共財具有非耗竭性的特質，產品一旦生產出來，
將價格設定為零時，最能實現社會的效益。
二、台灣能源產業政策對市場競爭效能之影響
在台灣，由於再生能源多與既有能源之生產市場，具替代關係，因此
以下僅以生產市場，分析台灣油品、電力與再生能源之是否具備自然獨占
性質、生產外部性、以及公共財，檢視當前政府介入方式暨其關聯。
（一）油品市場
根據現行法令，油品煉製業之市場進入管制，乃係依據石油管理法第
4 條至第 7 條。易言之，石油煉製業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且應符
合（1）設置石油蒸餾、精煉及摻配設備，以及（2）設置或租用符合第 24
條所定安全存量以上之儲油設備。石油煉製業之設立，應填具申請書（載
明工廠廠址、蒸餾、精煉、摻配及儲油設備之規模、設置進度及建廠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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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主要產品及年產能量；開始生產後之二年產銷計畫，包括石油煉製、
輸入、輸出、銷售及儲存計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經許可設立之石油煉製業，應辦妥公司設立或
變更登記，並於完成試車取得工廠登記證後，檢附下列文件（公司執照、
工廠登記證、符合第二十四條所定安全存量以上之儲油設備相關文件；其
屬租用者之租約證明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行檢附之文件），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經營許可執照，經領得經營許可執照後，始得經營煉
製業務。取得石油煉製業經營許可執照後，其蒸餾、精煉或摻配設備之擴
建或改建，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於擴建或改建後，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換發石油煉製業經營許可執照。
此外，從油品價格的演變與表現也可以進一步瞭解我國油品市場的特
性。我國油品的銷售早期由中油獨占，石油產品的價格均由政府訂定，1993
年為了與世界接軌開始實施油品訂價公式，當時採固定油價公式，以月為
單位隨國際原油價格波動修正國油品價格；1998 年開始施行浮動油價公
式，但油價仍受政府管制，但中油可根據國際油價變動趨勢，每週修正油
品價格，惟調整幅度以 3%為限；及至 2001 年石油管理法的頒布，終止使
用多年的油價公式，直至 2007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浮動油價調整頻率改為
每週一次後，成長頻率及波動幅度才能跟上國際油價波動。雖然油價變動
由市場機制決定，但國營中油公司仍需配合穏定國內物價的相關政策。
其實國內油品自由化以來，各界普遍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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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國外研究顯示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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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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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國內油品市場調價行為是否與原油價格同步一直都是消費者極

136

參考馬泰成(2006)，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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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關注的議題，圖 4-1 係根據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從
2000 年到 2011 年國際杜拜原油的月平均價格走勢概況、以及國內 92 無鉛
汽油從 2000 年到 2011 年的月平均價格變動情形。觀察圖形可知，2000 年
後我國油品價格的漲跌，基本上係反映國際油價的波動，同時油品價格漲
多跌少更是無論國內或國外的普遍現象。
此外國外常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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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以舊有價格
為焦點價格，全力維持舊有價格不變，不予反映以壟斷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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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油品市場訂價是否也有這種情形，值得加以蒐集資料利用計量
方法驗證，惟本文囿於時間以及與本計畫探討主軸不同，則未於本研究計
畫中詳細討論。

圖 4-1 國內外油品價格走勢圖
(二)電力市場
台灣目前就電力產業之上游，以發電市場版圖而論，台電占 68%，民
營電廠 16%，合格汽電共生 16%。至於中下游之輸電、配電與供應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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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全部由台電獨占。我國電業法規定事業之電業權，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並在一定區域內之專營。電業經營分公營（國營、直轄市營、縣 (市)
營、鄉 (鎮、市) 營）與民營（人民出資經營者）。政府與人民合營之電
業，政府資本超過百分之五十者，視為公營；其由公營事業轉投資與人民
合營，其出資超過百分之五十者，亦同。惟水力發電之容量在二萬瓩以上
者國營。但經中央主管機關特許者，不在此限。電業營業區域，以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加蓋部印之營業區域圖為準，不得自由伸縮。在同一區域內
有二個以上經營電業之申請時，應以申請在前者為優先，予以核准；其申
請日期相同者，應以計畫較善者為優先；計畫相同者，限期令各申請人自
行協議後重行申請，協議不諧或不依協議時，由主管機關召集各申請人抽
籤定之。
此外，另有電業登記規則對電業從申請籌備創設至成立給照等，相關
規定。
（三）再生能源市場
由於再生能源現階段僅以發電及熱利用方式使用，而根據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有關市場參進部分即多與設備之「認定」（即依規定申請同意備
案至取得設備登記之程序）相關。依該法第 4 條第 2 項：「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應適用本條例有關併聯、躉購之規定。」第
3 項：「前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能源類別、裝置容量、查核方式、認定
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137。」據此，主管機
關經濟部公布「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然該辦法第 5 條規定：
「前條第一項之認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據每年訂定之推廣目標量及其分
配方式，決定受理、暫停受理或不予認定138。」
137

同法第 5 條除外規定，設置利用再生能源之自用發電設備，其裝置容量不及五百瓩者，
不受電業法第九十七條、第九十八條、第一百條、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三條規定之
限制。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除前項、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四條另有規定者外，其申請
設置、工程（包括設計、監造、承裝、施作、裝修、檢驗及維護）、營業、監督、登記
及管理事項，適用電業法之相關規定。
138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下列發電設備總裝置容量在一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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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辦法第 9 條規定：「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請人，取得同意備
案後，應依電業法規定取得電業執照；並以其電業執照視同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登記。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請人與經營電力網之電業簽約之日
起一年內，應依電業法規定取得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並以其自用發電設
備登記證視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登記。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請人與
經營電力網之電業於簽約之日起一年內，應完成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之設置及併聯，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設備登記。」若業者未能於期限內
完成者，得於屆期前二個月內敘明理由，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展延
期間不得逾六個月。前項展延之申請，中央主管機關得視申請人之施工情
形、技術進步幅度及簽約費率審核之。
綜上法律規定，可見再生能源生產市場雖然不具自然獨占性質，惟現
行法規卻以設備認定、程序審核而形成市場參進管制。而油品與電力市場
亦未充分開放，而仍存在達成自由競爭之障礙。
綜合而言，油品、電力與再生能源等能源市場之競爭政策，參考歐盟
經驗，歐盟為了確保主要能源領域─油品、電力與天然氣之競爭，做了許
多的努力。就電力與天然氣，1990 年代，多數國家的電力與天然氣市場還
是獨占，歐盟與會員國已決定逐步開放該等市場之競爭。特別是明確區分
產業競爭部分(如：提供給顧客)與非競爭部分(如：網絡的營運)；強制該產
業中非競爭部分(網絡與其他基礎設施)的業者允許第三人近用(access)該等
基礎設施；開放市場的供應端(如排除防止其他供應者進口或生產能源的障
礙)；逐步排除顧客變更供應者的任何限制；引進獨立管制者監督該部門。
歐盟的第一個自由化指令即於 1996 年(電力)與 1998 年(天然氣)通過、第二
個自由化指令於 2003 年通過。然由於市場仍大部分維持國家化，很少跨境
交易且高度集中化，競爭發生的速度很慢，執委會再於 2007 年 9 月提出於
電力與天然氣市場加強競爭的立法提案，此為第三次自由化配套。此外，
以上且屬定置型者，於設置前得認定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一、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二、
風力發電設備。三、風力發電離岸系統。四、川流式水力發電設備。五、地熱能發電設備。
六、海洋能發電設備。七、生質能發電設備。八、廢棄物發電設備。九、燃料電池發電設
備。十、其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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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執委會對能源市場集中化導致競爭問題的關切，執委會於合併案件的
控制特別謹慎，在獨占規制部分，執委會於 2006 年對許多能源公司進行檢
查，也因此在許多案件展開相關程序。執委會也因長期天然氣供應契約，
通過一個對於比利時天然氣供應商 Distrigas 的不利決定，將比利時的天然
氣市場開放競爭。於控制政府對於能源公司之補助部分，執委會確保任何
補助係必需且適當，除有關環境保護的補助外，於電廠的部分尚有對於套
牢成本(stranded costs)的補助。
在油品部分，歐盟對於油品高度依賴，特別是運輸部門的使用以及家
用與工業使用。2005 年時，18%的需求是在歐盟內生產，特別是英國與丹
麥，但該比例正在降低且整個歐盟已是油品與其衍生產品的重要進口者。
油品有許多用途，而油品產業也有許多不同的部門，例如探勘與生產以及
相關服務；精煉；運送；批發與零售，特別是運輸燃料。競爭總署主要透
過合併控制與該等部門產生聯繫。因為油品公司的龐大規模以及其等之全
球性活動，許多合併與合資落入歐盟的管轄權限。在獨占規制部分，歐盟
執委會依歐盟條約的競爭規則作成正式的決定，由西班牙車用燃料公司
REPSOL 作成具拘束力的承諾，該承諾具有開放其與服務站間長期契約的
效力。REPSOL 同意使數百家的服務站免於長期專屬供應契約的約束。此
將帶來更廣泛的選擇與降價空間而對消費者有利139。2007 年時，因來自
執委會的壓力，馬爾他政府修正其法律，廢除先前的油品獨占。
與電力、油品於競爭管制部分著重合併、獨占的情況略有不同，於再
生能源有關之競爭法討論，主要係在政府補助部分。蓋環境保護係公共利
益的目標，即使獲得政府支持的公司相對於其競爭者而言，取得優勢，故
歐盟原則上禁止政府補助，但在特定情況下政府補助可獲得正當化。因政
府補助可以提供誘因達成歐盟低碳與能源效率經濟的目標，有關環境之政
府補助的相關規定，允許廣泛的補助措施以達到環境保護，同時確保因該
等措施所帶來的競爭扭曲不逾越必要性與可接受度。
139

詳細的資訊可參考：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6/495&format=HTML&aged=1&l
anguage=EN&guiLangua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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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有關政府補貼對於能源政策及競爭政策影響，以及油品、
電力與再生能源等能源市場之競爭政策有無差異方面，本研究計畫認為，
參考歐盟經驗，歐洲的能源政策，希望可以有一永續、穩定供應與具競爭
力的政策。由於獲得政府支持的公司相對於其競爭者而言，取得優勢，因
此，歐盟條約原則上禁止政府補助。基於普遍經濟發展的理由而正當化，
則政府介入對於運作良好與衡平的經濟是必要的，只要正確地設定對象且
維持在最低限度，由此可見，由政府提供補助，在特定情況有其必要。
以臺灣而言，所面臨的問題與歐盟實相去不遠而更有甚之：以競爭狀
況來說，油、電並未完全競爭已是實情，如何使進入市場的廠商更為多元
化，應屬要事。再從能源產業狀況觀察，作為世界公民之一，本應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避免氣候變遷惡化；台灣仰賴化石燃料進口甚深，價格波動
深受國際影響；產業亟需動能以增進成長與就業。在此情況下，如果沒有
新的誘因使企業樂於嘗試新的技術，恐怕於競爭、能源產業均非益事，故
政府補助或補貼於此時應扮演提供誘因的角色，期能妥善達成能源政策並
兼顧市場競爭。

第二節 產業政策對競爭政策的衝擊與解決分析
一、產業政策與市場競爭效能之緊張關係
本質上，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140係為因應市場機制失靈，政
府適度介入以引導社會資源重構產業、或發展新的產業。「產業政策」之
概念，學者有以下描述，包括： 一連串政府所採行之措施，目的在影響國
家發展以達規劃目標(Pitelis 2006)；係由政府行動所啟動並協調，以引導整
體經濟及特定產業增進生產力與競爭力(Johnson 1984)；指設計以影響產業
經濟部門之內與部門之間資源分配的所有政策(Lawrence 1986)；指在個體
經濟學層次，企業與政府間的關係(Wachter and Wachter 1981)；指與增進

140

1970 年代早期「資本主義黃金時期」（Golden Age of Capitalism）的結束，而於 70 年
代晚期進入產業結構改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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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成長及效率相關之政策(OECD, 1975)。
產業政策廣義來說包含任何影響產業表現之政府政策，例如總體經
濟、基礎結構及教育相關之政策；狹義觀點則認為，僅針對特定部門的目
標行動（targeting exercise）方屬之。折衷看法則將前者是為核心，惟尚可
包括後者之總體的、功能導向的產業政策，例如對一般性研究發展（R&D）
的支持、產業訓練等。本研究因主題與目的，故主要以直接對特定產業發
生影響之政策，即狹義產業政策概念，分析其與市場競爭效能之關聯，以
回應社會對此議題迫切瞭解之需要，收聚焦討論成效。
近年，「產業政策」更多指特定產業部門甚於所有產業；產業政策是
直接、微觀並經選定，是政府意圖影響企業之決定、或改變市場訊號，因
此具有差別性（discrimination）。有時候，產業政策會支援較弱勢的行業，
延緩其衰退；其他情形，目標則放在支持、催化逐漸成熟的部門（maturing
sectors），或刺激具發展價值得部門(Driscoll and Behrman, 1984)。因此，
產業政策經常被簡化表述為「政府選定的贏家與輸家」。
（一）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
既然，產業政策經常簡化表述為「政府選定的贏家與輸家」，則似乎
根本上與競爭政策希望由市場自由且公平的機制，大相逕庭。國際上，許
多國家過去的做法是：
1、將特定產業除外於競爭法制的範疇
例如，農業、漁業、保險、出口協會（Export associations）、合作研
究之共同行為、新聞報業之共同行為、航運協會及職業籃球141。
2、不符競爭法精神之行政機關行為
例如，國際貿易管制(關稅、配額、補貼等)、國際投資管制、僅得對
己國採購、僅有利於己國公司之政府技術發展方案、補貼並保護己國農民
並禁止競爭之農業政策、較有利於某些產業之租稅及補貼政策等。
3、對與公益較相關產業之規範體制
例如，交通運輸產業(航空、鐵路、貨運、輸油管等)、電信通訊(電話、
141

AM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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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等)、能源(電力、天然氣等)與金融(銀行、證券等)。在此等產業，競
爭政策經常由較廣義以及較抽象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標準取
代，而正當化反競爭之限制性管制規範。
當然，為修正市場運作所施行之產業政策，經常也發生「合法的市場
失靈」（legitimate "market failure"），因此其本身即具有爭議性，尤其其
間問題包括重大的溢出效應或外部成本，與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等。遂此，產業政策經常也使得某些事業披著「合法外衣」，
而發生行政性獨占，而更加複雜化政府應有之作為與不作為間之拿捏。
（二）行政性獨占142
經濟學對獨占力量的批判傾向自亞當斯密時代便存在。在成熟的市場
經濟體系中，也一直存在著反對獨占事業與政府行政權力在特定政治背景
下，以一種保護公共利益面目而結盟的聲音。因為，市場經濟體制之核心
特徵即是權力分散，而藉由行政力量將資源分配於特定事業，形成經濟力
量集中，卻是反其道而行。對於這種獨占類型，學者或稱之為「行政性獨
占」，指某一行業的事業借助本行業的管理特權與實際控制力量，搶占市
場資源與銷售配額，排斥他事業參進市場與競爭，或是操縱價格以謀取暴
利；換句話說，政府機關運用公共權力對市場競爭的限制或排斥即屬之。
一般情形，以行政力量干預資源配置的行政性獨占在產業發展初期有其存
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特別是基礎領域產業在發產初期具投入資金高、建
設週期長、報酬率低、投資回收慢等因素，需要國家投資建設或是併由政
府部門管理。但是，當該等產業發展至一定階段之後，尤其在市場經濟條
件下，行政性獨占的效率損失與社會危害逐漸呈現，反而成為阻礙產業發
展，甚至是經濟發展的瓶頸。
綜上，行政性獨占往往在市場交易中營造、複製和異化出某些非市場
因素，破壞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功能、效率以及公平、公開、公正的市場
規則。邊克爾波特（2005）認為，無論是自然獨占亦或是經濟性獨占，一
個事業的市場行為始終面臨五種競爭力量，即新的競爭對手入侵、替代品
142

于良春等，
《轉軌經濟中的反行政性壟斷與促進競爭政策研究》
，經濟科學出版社，第 1
版，2011 年 8 月 1 日，頁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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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脅、客戶討價還價能力、供應商討價還價能力、與現有競爭對手之間
的競爭。簡言之，在市場經濟中，獨占與競爭是相伴相生的。然而，行政
性獨占卻非如此，後者憑藉國家強制力量阻止其他事業進入、排斥競爭；
使潛在競爭者不能獲得經營許可、資格，獨占者即可不須面臨競爭壓力，
坐享獨占利潤，毋須創新技術，欠缺經營變革、降低成本與提高效率的動
機。因此，行政性獨占不僅不存在經濟合理性、且相對於自然獨占與經濟
性獨占而言，效率更低、可能對產業危害更大。
以總體經濟與獨占產業規制觀察，包括以明確的法律、法規或行政命
令等手段對經濟系統進行干預。行政性獨占經常會與產業規制、國家經濟
安全糾結，為區別故，可通過下述三個步驟以進行判斷：
1、證實市場失靈確實已經發生；
2、確定規則能否減少不合理的資源配置，或者面對相似的制度、技術及
資訊約束時，能否矯正市場的失靈；
3、證明規則政策的潛在收益是否足夠彌補行政成本，判斷規則是否可能
成為導致無效配置的市場干預。
對於某個特定的產業，若以上三個條件能夠得到滿足，則我們可以認
為對於這一產業進行規制應是需要的；若實證結果無法通過相關檢驗，卻
存在公共權力對這一產業干預之證據者，則可以判斷此產業領域存在行政
性獨占。
二、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衝突之解決
（一） 「扶持之手」還是「掠奪之手」？
安德烈施弗萊（Andrei Shleifer）和羅伯特維什尼（RobertW.Vishny）
對經濟學看待政府的觀點進行全面研究後於2004年提出三種模型：自由放
任之「看不見的手」、為糾正市場失靈所興起之政府「扶持之手」、與政
府「掠奪之手」。
第一種模型出發點是市場運作良好，毋須任何政府介入，政府僅執行
一些市場經濟賴以運作所必須之基本職能，例如提供法律、秩序和國防；
除此之外，政府干預越少越好。然而，在實際的經濟運作中，人們發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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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看不見的手」模型難以解釋的現象，經濟學家將這些現象稱之為市場
失靈。第二種模型則將政府視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加以介入未能自行運
作完全的市場。然而，既是如此則政府也有自己的效用函數，尤其構成政
府的政治家們在很大程度上所追求的目標，並不是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而
是自己私利的最大化。第三種模型更加準確描述政府在實際上的所作所
為，基此，於設計改革方案時應更具建設性。
以上三種觀點，以第一種模型影響力最大，惟通常在現實中僅成為一
個規範模型，亦或是說是一個理想。由於經濟不斷增長變化、各國政府規
模與部門不一，致欲以經濟體系內參與人之就業及風險偏好進行完全解
釋，具有困難。與實際情形接近的第二及第三種模型，二者差別是政府動
機行為之分歧。因此，當政府追求自己私利的過程中必須考慮自己行為帶
來的後果，也就是說作成決策選擇實應考慮其他參與人的策略互動，在利
益權衡的基礎上選擇表現為一隻「扶持之手」，亦或是一隻「掠奪之手」。
雖然政府因享有政治獨占致可能利用手中權力進行設租與尋租，但博
弈進行時期的約束將有效地限制政府行為；此外，若政府可於適當時期通
過良好的制度設計使經濟能夠維持穩定增長者，則很難想像政府為什麼不
充當「扶持之手」。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行政性獨占縱然逐漸減
少，但事實上，即便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亦存在著範圍不同的行政性獨占，
只是通常表現出其臨時性的重要特點。政府對市場活動與主體之介入，始
終應以發揮市場機制為前提，行政性獨占僅得是於特殊且限定的時期，為
達成具體目標所實施的臨時、強制措施。這種趨勢，在自由主義思潮、技
術革新發展對市場結構改變，更加強烈。過去自然獨占的產業與公用事業，
先進國家均以日益放寬管制，鼓勵引進競爭機制，取消特定產業的保護措
施等，產業市場因此逐步活絡，提高效率143。
（二）解決方案
在能源產業領域，傳統上認為透過政府力量予以扶持，將可迅速匯聚
143

同前註，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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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所需資金，進而順利發展運作。然而，並非所有能源產業自上游至下
游，不論任何時期，均屬須政府介入設置參進管制價格管制之情形，前者
例如行政審查等，更增加許多參進事業之費用及等待成本。
為此，現階段可行之解決方向如下：
1、調整市場結構政策
區別自然獨占型產業，尤其是即使同一產業亦均屬獨占型部門，而尚
可分別為可競爭性部門。後者領域不具有「次可加性」，不屬市場失靈範
圍，因而政府設置參進管制則欠缺必要性。欲解決當前產業政策對於可競
爭性部門之管制，方法宜採市場結構政策，易言之，即開放市場，引進競
爭。以我國油品市場為例，雖然已分階段自1987年開放民營加油站而自下
游油品銷售業先行開放，再於2000年9月開放油品煉製業（台塑石油進入市
場），最後2001年10月石油管理法公布施行後開放油品進口業144。然而，
原本以促進競爭之開放政策目標，卻因國際知名油商埃索積極佈局進軍台
灣再黯然退出可察，目前台灣油品市場因為加油站的限制，造成第三家廠
商無法進入市場，形成中油與台塑石化的寡占結構，油品市場仍未能充分
競爭。
為繼續深化油品自由化程度，針對石油業者進入市場門檻研究降低之
可行性，能源局曾研議「石油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於民國2008年1
月16日華總一義字第09700003921號令修正公布，將石油輸入業之油品安全
存量不得低於5萬公秉向下修正為1萬公秉，增加國內外業者進入市場意
願，可進一步擴大自由化成果，提高消費者福利並促進產業競爭。惟除單
就煉製/進口部門外，在油品產業因下游銷售部門即加油站145，應積極推動
產權或經營權之分散化政策。
144

其相關的 18 項子法也於其後三個月內陸續發布執行，以作為管理國內石油業之準據。
參閱公平交易委員會(86)公貳字第○四一八一號對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結合案之
不許可函：
「…對新進油品供應者之影響：無論生產或進口業者，維持油品市場行銷通
路之成本相對高於其他行業，因基於加油站不可一日無油，供應業者未進入市場前，因
無貨可供應，很不容易先行培值其加油站體系，大多待進入市場後再予進置，另方面，
油品生產為二十四小時一貫性生產，一旦量產，即需有相當之行銷通硌，故在建置自營
加油站成本升高之際，新進供油業者行銷體系之建置時間極為緊迫，以免市場中依此結
合方式比率偏高，取得行銷管道之可能性低，對新進業者而言並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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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化管制政策效率
對於部分市場失靈的產業部門，因存在一個或少數事業生產之必要
性，因此除引進事業投資參進市場外，政府更應設法提高管制之效率。首
要之務，即實現政企分離而民營化，維持管制程序之公開與透明，輔以競
爭主管機關之監督。以電力市場為例，雖然電力生產過程之發電階段與輸
電、配電的階段屬性不同，不具備生產規模經濟的特性，台灣在歷經1995
年開始之第一、二、三、四階段「開放民間設立發電廠方案」，允許其他
廠商參與發電，然而由於未能開放「電力代輸」以及售電部門業務，致民
營電場僅能將電再賣回給台電公司，併入銷售的電網系統。是此，台電在
台灣地區供電市場中，既屬發電業之獨買者，亦身兼電力商品之獨賣者。
事實上，我國電業法自36年制定迄今，雖歷經六次修正，惟所規定之
市場架構及電業管理制度已逾40年未予修正；而經濟部經參酌相關法規及
各國立法例，針對當前與未來電力市場發展情況，擬具之「電業法」修正
草案，迄今已提出於立法院待審查多年。其中，發電部分，已考量促進電
力市場自由競爭及減少發電業之經營限制，明定發電業為非公用事業，得
以自設線路或透過電力網轉供以銷售電能。雖然電業法草案已顧慮到防止
公用電業影響本業之經營或濫用公用事業地位取得利益，而明定公用電業
與發電業間不得互相兼營，並應經核准方得兼營公用電業以外之其他事
業；以及為確保電力市場運作及公平競爭，規定綜合電業及輸電業應接受
調度，並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管理、監督及接管電力調度中心，電力調度業
務由電力調度中心專責經營等規定。然該法如上述本已將「設置發電廠及
電力網，以轉供及銷售電能之事業」列為「綜合電業」而無如許多國外立
法例「分家」之規定，僅係「綜合電業應依發、輸、配電業務，建立分別
計算盈虧之會計制度，不得交叉補貼」，以及為避免相互補貼，同時經營
二個以上營業區域或二種以上電業者或綜合電業之發、輸、配電業務間，
均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建立獨立會計（修正條文第4條、第6條、第52條
至第55條、第63條及第64條）。整體而言，諸上草案值得肯定，惟在競爭
與能源主管機關之間，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除已有之協調外，面對
如此相關後續之因應，尚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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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強公平交易法執法
公平交易法係解決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衝突的一種法律手段。誠如本
計畫第三章比較法上研究顯示，除了立法規範的檢視與重構外，競爭法主
管機關採取嚴格的執法態度，逐步解構管制產業，同時促使產業政策透過
立法方式賦予基礎，甚至個案對依循產業政策之行政指導的事業宣告違反
競爭法，最終達成近階段有效調和的成果。
以再生能源裝置補貼（助）為例，現階段許多產業政策，例如太陽光
電發電系統設置補助、燃料電池示範運轉驗證補助、臺北市高雄市都會區
酒精汽油推動計畫補助、再生能源熱利用獎勵補助、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免
徵及分期繳納進口關稅，甚至是經濟部評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對象等，能
否通過類似歐盟所建立之競爭效益評估，分別低於一定門檻或高於一定門
檻之產能設施補助，考量補助措施是否係針對經適當界定之共同利益目
標？能否經過良好設計以達成共同利益目標，即補助是否能回應市場失靈
或其他目的？政府補助是否係適當的政策工具？有無誘因效果，能否改變
事業行為？補助是否合乎比例原則？相同的行為改變是否能透過較少的補
助達成？競爭的扭曲與對商業活動影響是否有限，故而整體衡量後係屬正
面？等等競爭政策問題，尚待釐清。

第三節 小結
誠如前文所述，即便我們將政府視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得以適時介
入未能自行運作完全的市場。雖然如此則政府也將有自己的效用函數，事
實上無法/不完全與社會公眾利益畫上等號。然為確保公正性，應須將自體
置於憲法架構下，透過不同部門間之監督與協助，達成公權力均衡、合目
的性地運作。國內社會經濟情勢變遷、科技進步及人民生活水準提升，而
產業政策制定及相關法令，更須與時俱進地加以調整，持續以不同角度觀
察國內社會商業活動變化、自由化程度、與未能充分競爭之原因；再就國
際上相關產業競爭機制之引進及市場運作模式，加以借鏡。為因應時代脈
動、配合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及考量我國現有能源市場結構，未來在產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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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政策衝突解決上，可朝向調整市場結構政策、強化管制政策效率、與
加強公平交易法執法面向思考，俾建立一個具公平性、多元性、前瞻性之
能源市場，以符合我國社會環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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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國內外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個案
無論國內、外能源產業的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的經驗，不管是「前
車之鑑」或者是「他山之石」
，都將有益於主管相關部會的政策參考。本節
針對國外與國內的個案做一說明與分析，國外個案主要以美國再生能源補
助、美國及韓國電價制度的需求面管理為例說明；國內則根據油品、電力、
以及再生能源市場說明。

第一節 國外個案
一、美國再生能源補貼個案146
以美國夏威夷州為例，為鼓勵電力用戶裝置太陽能面板，不僅提供購
買設備之現金折讓以及低利貸款，並且由聯邦政府與夏威夷州政府各給予
30%及 35%的租稅減免降低太陽能設備的成本以外，夏威夷州政府亦提出
再生能源躉購電價(Feed-In Tariff, FIT)制度，保證購回再生能源電力的價
格，以減少民眾對於投入太陽能設備的風險疑慮。在此情況下，FIT 的收
購價格(詳見表 5-1147)則是低於市價。因此，絕大多數用戶均樂意優先將太
陽能發電直供自家使用，若有餘電才回售予電力公司。值得注意的，這種
市電同價(Grid Parity)148的特色是，用戶不需要特別為太陽能發電系統另安
裝一個電表，記錄用戶與電力公司間之再生能源交易數量，因為如果 FIT
躉購電價高於市電價格時，用戶顯然為了獲益，必然傾向全部回售予電力
公司，而不願自行消費，故可降低「交易成本」(指額外加裝電表的費用等)。
此種單一電表之再生能源收購計量方式即稱淨能量電錶計量表 NEM(Net
146

本節摘錄自許志義(2012)，我國電力需求面管理之探討，演講文稿。
第一級代表裝置容量小於等於 20KW；太陽能發電及聚光型太陽能發電之第二級代表裝
置容量大於 20KW 小於等於 500KW，第三級代表裝置容量大於 500KW 小於 5MW 或
抑低 1％尖峰負載容量者。風力之第二級代表裝置容量大於 20KW 小於等於 100KW，
第三級代表裝置容量大於 100KW 小於 5MW 或抑低 1％尖峰負載容量者。川流式水力
第 二 級同 風力 之 定義 ，惟 川 流式 水力 未 區分 第三 級 。詳 見夏 威 夷電 力公 司。
http://www.heco.com/portal/site/heco/menuitem.508576f78baa14340b4c0610c510b1ca/?vgne
xtoid=0b0a8618ce4f7210VgnVCM1000005c011bacRCRD&vgnextfmt=default&cpsextcurrc
hannel=1。
148
市電同價係指 FIT 收購再生能源的電價低於既有電網的市場電價或相同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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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Metering, NEM)。
淨能量電錶計量表係指電力用戶擁有或租用符合條件的再生能源發電
機，即可與電力公司訂定電力互購合約，連結至用戶的發電設施與電力系
統，並允許直接回售過剩的電力予電力公司的交易方式。NEM 使用戶可以
得到更高的售電價值，將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所生產的電力，直接以零售電
價計費，較諸採用再生能源躉購電價計費方式更為有利。自 2007 至 2009
年底為止，夏威夷州共計有 13MW 之 NEM 電力互購合約，成效甚佳。
表 5-1 夏威夷州 FIT 費率收購標準
單位：新台幣元/度

收購費率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太陽能發電（PV）

6.53

5.66

5.90

聚光型太陽能發電（CSP）

8.05

7.60

9.43

風力（Wind）

4.82

4.13

3.59

川流式水力（In-line Hydro）

6.38

5.66

X

資料來源：美國夏威夷州電力公司電力公司 http://www.heco.com/，
依 2012/7/10 對美元即期匯率 1:29.94 換算。

二、美國電價需求面管理制度149
「電力需求面管理」係指電力公司藉由電價誘因，鼓勵電力用戶參與
需求管理方案，以減少本身用電負載需求量或移轉部份尖峰時段，以改變
能源消費需求型態的做法。美國於 2005 年訂定的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中要求電力公司必須在法案公告後 18 月以內，按各時段
發電或購電的成本做為對用戶計算電費的依據，以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 CBA)150評估，對消費者提出以時間為基礎(或稱以價格為
149

電力需求面管理範圍與應用廣泛，本個案僅先行討論美國電價制度部份。
詳見許志義、黃國暐（2010）
，台灣能源需求面管理成本效益分析之應用，民國 99 年中
華民國能源經濟學會論文集。成本效益分析檢定主要可分為四大類：參與者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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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電價方案，包括：時間電價、即時電價(Real-Time Price, RTP)與關
鍵尖峰電價(Critical-Peak Pricing, CPP)等供消費者自由選擇，讓電力消費者
能透過先進讀表及通信技術，有效管理其電能使用與支出費用。此制度提
供了消費用戶賦權(empowerment)，讓消費者可自行決定是否要在居家範圍
內裝設電能資訊管理系統、分散式電源或參與需量反應方案，自由選擇自
己需要的電能產品與服務，增加消費者參與電力需求面管理方案之可行性
與自由意願。
由於美國幅員廣大，各州政策多所不同。美國加州地區，可說是美國
電力市場需求面管理制度施行的先軀，其需求面管理政策實施績效顯著，
加州每人平均用電量過去 25 年來均維持平穩水平；而其他 49 州每人平均
用電量則相對上漲 50％，差異頗為顯著151。因此，加州許多電力需求面管
理的作法（包括 2012 年 6 月底前全州佈建完成智慧電表）
，均為其他各州
觀望或仿效之領頭羊152。本個案以美國北加州規模最大之民營公用電業
（Investor-Owned Utility, IOU）太平洋天然氣與電力公司(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PG&E)案例說明。PG&E 之背景與台灣情況相似，在整
體用電負載曲線分佈呈夏高冬低之趨勢，同時該地區資通訊科技業高度發
展，值得台灣借鏡。
PG&E 住宅用戶時間電價方案係根據用戶電能需求用電量訂定契約容
量，此方案適用單相及多相電源用戶，合約為年度合約。其時間電價方案
為結合累進階梯式電價之設計概念，費率不僅依季節與用電尖離峰時段的
不同而變化153，且「用電量越多，單位電價費率也越高(參見表 5-2)」
。除
（Participant Test, PCT）
、電力用戶影響檢定（Ratepayer Impact Measure Test, RIM）
、總
資源成本檢定（Total Resource Cost Test, TRC）
、以及公用事業成本檢定（Utility Cost Test,
UCT）
。其中 TRC 針對外部性的影響亦可轉換為社會成本檢定(Societal Cost Test, SCT)。
151
引述自許志義、顏海倫（2011）
，
「美國能源需求面管理政策探討」
，第四屆海峽兩岸能
源經濟學術研討會，杭州市。
152
美國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Californi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CPUC)以及加州能源委
員會(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 CEC)曾於 2001 年出版 DSM 標準作業程序手冊
California Standard Practice Manual: Economic Analysis of Demand-Side Management
Programs and Projects.，目前亦廣為其他各州或國家參採。
153
夏季期間為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其尖峰時段為週一至週五 1:00p.m.-7:00p.m.，半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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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各時段用電量計價外，用戶帳單上的整體式服務總額會以明細方式呈
現，其中包含發電、配電、電力傳輸、輸電費率調整、可靠性服務費、公
共財費(Public Goods Charge)、核電除役費、競爭過渡費、能源成本回收總
額、固定過渡使用額、費率調降約定備查帳等費用。基本用量依地理環境
背景條件之差異而不同，共分為十個區域，每個區域的基本用量指該區居
民特定之平均用電量。目前加州作法係將全州十數個不同基本級距之區
域，依各區地形氣溫之差異，分別訂定每區住宅用戶每日 10 至 40 度不等
之基本用電量，超越此額度，其累進級距之單位電價即逐步遞增。此印證
公用事業所提供之服務，在民生基本需求內，係屬必需品；一旦超出基本
需求，即屬奢侈財，應反映其環境社會成本。此種頗為細膩的「人性化」
作法，係由加州公用事業管理委員會(Californi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CPUC)核定通過實施154。
表 5-2 美國 PG&E 時間電價費率
單位：新台幣元/度

7.58 (元/日)
4.42 (元/日)

電錶收取費率
底度費用
能量費率
基本用量
基本用量的 101% - 130%
基本用量的 131% - 200%
基本用量的 201% - 300%
超過基本用量的 300%

尖峰

半尖峰

離峰

夏

夏

冬

夏

冬

7.95
8.45
13.33
14.52
17.45

4.85
5.36
10.23
11.42
12.88

3.35
3.86
8.73
9.93
11.03

2.79
3.30
8.16
9.36
11.52

2.90
3.40
8.28
9.47
11.16

資料來源：美國 PG&E 電力公司 http://www.pge.com， 依 2012/7/10 對美元即期匯率 1:29.94
換算。

峰 時 段 為 週 一 至 週 五 10:00a.m.-1:00p.m. 、 7:00p.m.-9:00p.m. ， 以 及 週 六 和 週 日
5:00p.m.-8:00p.m.也屬於半尖峰時段，其餘皆為離峰時段。冬季期間為 1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半尖峰時段為週一至週五 5:00p.m.-8:00p.m.，其餘時間與國定假日皆為離峰時段。
154
相對而言，台灣基本用量係採全國一致之每戶每月 120 度，並未考量地區地形氣候因素
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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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韓電價制度
南韓現行電價制定方式係由韓國電力公司(Korea Electric Power Corp,
KEPCO)提出電價方案，由獨立的電價審核委員會進行審核，報經南韓企
劃財政部(Ministry of Strategy and Finance)批准才能實施。在住宅用戶非時
間電價，南韓主要係採取「以價制量」的方式，以抑低用戶高額的電力使
用。南韓之非時間電價用電契約容量皆等於或低於 3KW。如表四所示，低
壓住宅用戶每月用電量 500 度以上的單位電價費率約為每度新台幣 13.41
元，而最低用電級距 100 度內，單位電價費率僅新台幣 1.15 元，其最高與
最低用電量級距之電價相差高達 11.7 倍。
表 5-3 南韓之非時間電價
單位：新台幣元/度

容量費率(每戶)

能量費率

1~100 度

7.8

1~100 度

1.15

101~200 度

17.2

101~200 度

2.37

201~300 度

29.8

201~300 度

3.50

301~400 度

71.2

301~400 度

5.17

401~500 度

133.4

401~500 度

7.63

501 度~

244.6

501 度~

13.41

資料來源：南韓電力公司 http://www.kepco.co.kr/eng，
依 2012/07/10 對韓圜即期匯率 1:0.027 換算。

此外，南韓電力公司自 201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止，對於住宅用
戶超出 1350 度以上之用電量，每度電除原本 670.6 韓圜外(約新台幣 18.1
元)，低電壓另加收每度 118.4 韓圜(約新台幣 3.2 元)，高電壓另加收每度
93 韓圜(約新台幣 2.5 元)之附加捐，有類似徵「能源稅」
、
「奢侈稅」之實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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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我國自 2009 年公佈實施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以來，針對再生能源的電
價、設備、示範補助以及推廣利用等均做出補貼。惟目前再生能源收購價
格大幅高於平均電價，以太陽能發電為例，2012 年平均收購價格約為 9 元，
而平均市電價格僅約 2.56 元，以致造成整體電價潛在上漲的壓力，也增加
產業用電成本與消費者電費支出的不確定因素。各國政府對於再生能源多
有補助，但以此種高度補貼再生能源發電的政策，在成本效益分析下，政
策方案的益本比將可能小於 1，未必適合做為長期政策。
競爭的內涵在於持續性有效的競爭精神，長期「綁約」
，無法因應客觀
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而進行修訂與調整，反成為另一種壟斷的假競爭。類
比於台電公司與民營電廠簽訂 25 年的購售電合約，導致當前進退維谷的困
境。更有甚者，隨著傳統石化能源價格與綠能價格黃金交叉點的出現，能
色電能的價格與成本將愈來愈便宜，未來可能要面對的是陽光屋頂百萬戶
的「螞蟻雄兵」
，政策的擬訂不可不慎。
此外，美國對於租稅減免降低太陽能設備成本的作法與我國再生能源
收購價格補貼政策最大的差別在於:抵稅對於政府而言是「未來大餅」之抵
扣，係未來收入減少而非即期支出，因此政府當前各項財務資金間不會有
相互排擠的情形產生，可避免因補貼再生能源造成當前其他部門資源的匱
乏。故仿效美國若干州政府以租稅抵減等方式，搭配市電同價與淨能源計
量表之實施，可有效避免消費者或產業用電大戶擔心大量收購再生能源，
將導致電價上漲的恐慌。
能源需求面管理涉及節能減碳國家政策，與新興綠色智能產業發展、
環境永續有關，美國是推行能源需求面管理之先驅者，其執行成效甚為卓
著，可供臺灣未來推動相關制度與措施之參考。其中加州公用事業管理委
員會核定實施有關公用事業所提供之服務，在民生基本需求內，係屬必需
品；一旦超出基本需求，即屬奢侈財，應反映其環境社會成本的理念、以
及「人性化」的作法，實可提供主管能源政策相關部會的借鏡。
資通訊科技(ICT)的推陳出新，帶給電力產業莫大的衝擊與機會。
「Web2.0」的理念，智慧電網將在最大的範圍內，盡可能接納所有電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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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自備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或儲能設施參與供電，以充份利用散佈於全國
各地的分散型能源資源。21 世紀「智慧電網」的實現，意謂每一個消費者
都可能成為潛在的電力供應者，發電與供電可由各用戶、社區、鄉鎮獨立
自給自足，並與中央電力公司互通有無。展望電力產業的發展趨勢，在電
力的供應鏈上，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界線愈來愈模糊，有別於以往生產與消
費兩方截然不同的定義與界定，未來競爭主管機關對於電力市場供需角色
的釐清，以及在某些區域或特定條件下的特例處理，將是下一階段能源產
業政策與競爭政策調和的重要議題。

第二節 國內個案

一、油品市場的開放
國內油品過去均由中油公司提供，1990 年代一方面為增加供應來源，
二方面為提升國內市場的競爭，因此允許台塑石化公司進入市場於雲林麥
寮設立六輕煉油廠生產汽油。除台塑石化公司被允許設廠生產汽油，加入
油品市場的供應之外，油品產品的目的事業機關經濟部能源局，同時間也
開放油品之進出口，因此當時埃索公司(美商美孚公司投資的子公司)也自
台中租用儲槽進口汽油出售。台灣油品市場一時間似乎出現充分競爭之前
景。
(一)加油站的擁有是新廠商進入市場的關鍵
油品產品在市場的銷售，必須依賴相當數量加油站通路的協助，使油
品的銷售數量達到一定的數量，得以分攤龐大進口油品儲槽租金成本，惟
最終埃索公司於市場上只獲得 49 家加油站的支持，無法大幅度的降低台中
港油品儲槽租金成本的支出。相對的，市場上的競爭對手中油公司擁有 646
家以上的自有加油站，以及 1356 家加盟加油站的支持；台塑石化公司當時
亦有台亞系統的 147 家加油站，以及 414 家左右的家加盟站的支持155，油
155

2012 年市場兩家油品公司的加油站站數，以及加盟店的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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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銷售通路沒有問題。台塑石化公司能夠在短期間即能獲的具有規模經
濟的加油站數，其實要感謝當時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公平會的幫忙，在當時
祭出中油加盟加油站離開中油公司時，不得對其要求退出中油加油系統的
罰款新台幣 60 萬元。公平會掃除中油供加盟加油站改加盟台塑石化的障
礙，應當是當時促進油品市場競爭的最主要的政策。可惜的是，此政策之
效果似乎只及於國內廠商，而未及於埃索公司的進入市場，否則台灣今天
油品的競爭局面絕對要比今天要好。
(二)市場競爭必須要具備相當數量的廠商數
根據亞當斯密國富論的推理，競爭的層次可粗分為市場競爭、產業競
爭以及潛在競爭。暫時不談後面兩個層次的概念，只討論市場競爭的概念。
所謂的市場競爭是指沒有市場進出的假定上，市場存在提供相同或相似的
產品的許多廠商，分別以相對有利的價格、品質、服務或數量的條件，吸
引消費者對該產品的認同與購買。
「市場競爭」討論的重點在於，廠商要有上述的行為時，市場需要的
條件為：第一個是市場內必須要有充分的廠商人數。第二為每家廠商必需
獨立做決策，不能有和其他廠商共同決策或勾結的行為。此二條件其實具
有密切關係，市場廠商數如果充分，即不易形成卡特爾的勾結組織，造成
競爭效果的喪失156。市場廠商數到底要多到什麼程度，才算充分而有上述
之效果呢？在文獻上的解決，一般由兩方面著手，一是研究甚麼樣的市場
結構，最容易產生勾結情況，它由反托拉斯處罰共謀個案廠商人數出發加
以分析。藉由市場廠商數要多到何種程度，才不容易產生共謀，由負面角
度思維出發，找尋市場競爭所必需的廠商數。
文獻上有 Hay & Kelly(1974)對美國司法部 1963-1972 的共謀個案的研
究，發現參與共謀的廠商數，每個個案的廠商數平均為 7.25 家157。其次是
Fraas & Greer(1977)的研究，則以美國司法部 1910-1972 年，統一價格 606
156

莊春發（2001）參與廠商人數、公會與聯合行為關係的研究—公平會處分案的分析。

157

同註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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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個案為研究對象，參與共謀廠商平均數為 16.7 家。中位數為 8 家，眾數
為 4 家。學者莊春發也發現非公會介入的平均廠商為 7 家到 8 家158。參酌
少數的共謀文獻之後，只能獲得勾結發生的市場，其市場的廠商數一般呈
現較少的粗略印象，不容易找到市場必須要有多少廠商，才能形成充分的
競爭的結果。
文獻上第二個的研究方向，則由有效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著手。
在有線電視費率管制的議題上，學者 Dertouzos & Wildman(1990)的研究發
現，市場上至少必須存在五個非重覆視訊，是一重要的門檻，超過五個非
重覆視訊之後，對當地有線電視費率並不產生降價的效果159。
Bykowsky & Sloon(1990)的研究，也發現類似的結論，市場必需存在
六個非重覆視訊的電視台，有線電視的費率才會產生競爭效果 160 。
April.Grandall(1990)的研究結果也雷同，非重覆視訊由一台逐次增加到五台
時，對有線電視的費率均有降低之效果，不過其影響呈遞減的模式，如果
非重覆視訊超過五台以上時，則再增加一台非重覆視訊，對有線電視費率
的降低則沒有影響161。
國內學者莊春發(2000)研究國內有線電視的費率，也發現類似的情形
162

。當區域內有線電視家數由一家變成為三家，或由二家改變為三家時，

以半年費或年費所表示的費率，都有顯著的差異。若市場由三家改為四家，
或四家改為五家，或三家改為五家時，其費率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表示台
灣的有線電視市場廠商數必需達到三家，才能達成有效競爭的效果。

158

同註 143。
Dertouzos, J.N. and S.S. Wildman（1990）,“Competitive Effects of Broadcast Signals on
Cable,”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Cable Televisio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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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kowsky, M.M. and T. Sloon（1990）,“Competitive Effects of Broadcast Signals on the Price
of Basic Service, ”Staff Paper, Office of Policy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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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ndall, R.W.（1990）,“Regulation, Competition and Cable Performance,” Prepared for
TCI, In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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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春發（2000）
〈有效競爭與市場廠商數—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研究〉
，第三屆中央大學
產業經濟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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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廠商數不足必然出現不競爭之結果
如前所述，油品市場因為加油站的限制，造成第三家廠商無法進入市
場，使得油品市場結構為中油與台塑石化的偶佔結構。這種結果有利於廠
商在市場上進行一致之行為，再加上國內消基會的要求，油品價格若有變
動時事先須向社會大眾宣布，此機制亦讓油品廠商容易藉此獲得競爭對手
價格調整的訊息，從而採行相同的價格決策。2002 年到 2004 年間，油品
市場中油與台塑石化及發生 20 次油價同時間同方向同幅度的調價行為，該
行為為公平會個處罰新台幣 650 萬元163。
是故，如欲獲得市場競爭之效果，先決條件是要讓市場有充分的廠商
數，只有少數廠商數的市場，很容易讓廠商有機會做成協議的決策，最後
則導致一致性的行為。油品市場的產業決策，目的主管機關在進行產業政
策設計的同時，似乎忽略市場競爭的基本需求條件，未能讓充份的廠商進
入市場，參與油品銷售的競爭。不夠充分廠商參與競爭的市場，最後必然
產生聯合行為的結果。
二、電力市廠發電階段的開放
1990 年代，台灣電力公司所能提供的電力，因為國內產業的快速發
展，以及人民生活改變大幅對電力需求，以至於產生電力供應吃緊，出現
發電備載容量的嚴重不足。特別是屆臨夏季時段，備載容量甚至壓縮到只
剩 5％的情況，以至於台電發電機組跳電時，社會立即面臨分區供電的窘
境。
另外一方面電力生產過程發電的階段與輸電、配電的階段屬性不同，
不具備生產規模經濟的特性，世界各國亦多採行發電階段開放自由競爭，
允許其他廠商參與發電的工作，發出的電再賣給台電公司併入銷售的電網
系統。
163

見公平會處分書公處字的 093102 號，惟最高行政法院最終撤銷 650 萬元罰款，但維持
原處分之決議。表示公平會對於當時中油與台塑石化兩家公司營業似乎仍有聯合行為之
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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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間電廠的設立
能源局自 1995 年以來，分三批允許民間電廠設立，截至目前為止共有
9 家的民間電廠，分別為國光電廠、星能電廠、森霸電廠、星元電廠、麥
寮電廠、和平電廠、長生電廠、新桃電廠、嘉惠電廠等 9 家電廠，這些電
廠 2010 年度的發電量總計為 392.8 意度，裝置量量共計 7994 千瓩，佔 2010
年台灣發電總裝置量 48882 千瓩的 16.4％，是台灣電力相當重要的來源之
一。
(二)民間電廠設立之目的與電價之計算
民間電廠的設立，除前面所說明的開始基本上是為解決台灣電力備載
容量的不足，不過政府在開放設立民間電廠的目的裏，其實亦包含想藉由
發電階段的開放，引進新進廠商參與電力的生產，從而獲得發電市場的競
爭效果。
由於民間電廠所發的電必須銷回台電的智慧電網，然後再輸送與配送
至終端用戶使用，因此獨立發電廠商所售之電價必須經由台電公司與民間
廠商的協商。在計算民間電廠電力的批發價基本上有兩項價格內容。第一
項是容量費率，它反映民間電廠設立電廠所投入設備的支出，在營運期間
的折舊、所設算的內部報酬率，一般以當時的市場利率為計算的基礎，民
間電廠設立時的市場利率比現在市場的利率都高，有 7％的、有 5％的、也
有較低的 3％，由於金融市場發展階段的不同，每家民間電廠所適用的容
量費率也不同，因此在表一的九家民間電廠對台電出售的電力批發價也出
現各家不同的情形。
第二項影響民間電廠批發價的因素為能量費率，它基本上反映民間電
廠所使用的原料投入所需的成本，九家民間電廠中的麥寮與和平兩家所使
用的原料投入為燃煤，其他七家民間電廠所使用的投入原料為天然氣。燃
煤成本較低天然氣成本較高，因此也反映在其售價的不同，麥寮與和平兩
家每度電的批發價都低於新台幣 3 元；相對的，其他七家民間電廠使用的
為天然氣，投入原料成本較高，因此其每度電的批發價大都高於新台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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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甚至有高於新台幣 4 元的情形。
台電的每年購電事先將欲購買的電力數量釋出，然後再由民間電廠標
購發電，當然在決定電力購買時，台電會先衡量相同的電力數量，若由台
電自己生產的成本，以及由民間電廠生產購進的成本，進行相互比較，外
購較為便宜時才會釋出電力的購買數量。是故，藉由內製與外購的選擇，
台電公司可以較低的成本提供電力產品於社會。
此外，當時的時空環境下，新電廠若由台電申設立時，經常受到設廠
地居民的抗爭，造成工程師施做的延宕。若改由民間電廠進行設廠，民間
電廠的成員比較容易與當地民眾構通，設廠的阻力較少，因此較能夠符合
當時時空下對電力的急切需求。
表 5-4 民間電廠發電量與電力出售價格

資料來源：1 經濟部能源局。2 自由時報，2012 年 4 月 16 日，A1。

(三)獨買與獨賣未見競爭效果之發揮
當前台電與民間電廠之關係，顯示民間電廠只是台電生產電力的代工
廠商，因為生產出來的電力最終仍須回到台電的銷售系統銷售，台電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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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供電市場中，一方面屬於電力生產的獨買者，民間系統發出的電力
必須售予台電，不能自行銷售與工廠或家計單位。二方面在終端的使用上
台電公司屬於電力廠品的獨賣者，任何機構或單位如欲使用電力僅能向台
電公司購買電力，市場上沒有其他的單位可以提供電力這種產品。
鑒於此制度設立的不周延，雖然市場上出現新的發電單位，但是它與
台電公司的關係，僅及於產品的供應者地位，與台電公司不能產生競爭之
關係殊為可惜。未來改進的方向，目的主管機關可以讓民間電廠朝向終端
的使用者，如工廠或大型社區等單位提供電力，則將與台電形成競爭之關
係，為取得最終消費端使用者的青睞，相信台電與民間電廠均會提供較為
優惠的價格、優異的服務品質作為競爭之策略，如此引進民間電廠發電才
能產生競爭之效果。
三、再生能源的分析
(一)再生能源類別與費率計算公式
為增進國家能源的多元化，改善環境品質，帶動相關產業及增進國家
永續發展，經濟部能源局制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藉以推動再生能源的應
用。依據發展條例第三條的定義，再生能源是指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
海洋能、風力、非抽蓄式水力、以及國內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業廢棄物等
直接利用或經處理所產生的能源。和民間電廠制度的設計類似，再生能源
一旦生產電力之後全數售給台電公司併入智慧電網系統，所以對再生能源
的躉售價格能源局亦設有明確的計算公式。其使用之公式如下：
躉購費率=

期初設置成本 × 資本還原因子 + 年運轉維護費
年售電量

其中，資本還原因子=

平均資金成本率 × (1 + 平均資金成本率)) 躉購期間
；
(1 + 平均資金成本率) 躉購期間 - 1

此外，年運轉維護費=期初設置成本 × 年運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比例。
(二)101 年再生能源的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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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為依據上述公式所計算出來的 101 年 6 種再生能源躉購價格的
統計資料，其中以風力的躉購最高，陸域 1-10 千瓩每度為新台被 7.3562
元、離岸的則每度為新台幣 5.5626 元，地熱能的躉購價格次高，為每度新
台幣 4.8039 元。川流式水力，生質能、廢棄物、其它再生能源的躉購價格
較低，大都每度新台幣 2-3 元之間。
表 5-6 係 2012 年年所通過曾取得經濟部能源局設備補助太陽能發電設
備電能躉購費率的上限資料，可以發現補助每瓦 10 萬-12 萬餘的裝置級
距，除 10 萬元 1-10 瓩的費率上限較高為每度 2.7306 元外，在各種設備裝
置容量級距下其上限費率均相同為每度 2.3302 元。補助金額為 9 萬元的級
距 1-10 瓩的上限上升為每度 3.3324 元，10-100 瓩的級距則費率上升為每
度 2.4773 元，其他級距仍維持每度 2.3302 元。補助金額為 8 萬元的級距
1-10 瓦的上限上升為每度 3.9341 元，10-100 瓩的級距則費率一上升為每度
3.0790 元，100-500 瓩級距的費率為每度為 2.7502 元，其它級距仍維持為
每度 2.3302 元。
(三)再生能源裝置的標售
再生能源目前進行較多補助的類別為風力與太陽能，特別是太陽能發
電的部分。基本上能源局以 30 瓩為界線，低於 30 瓩的太陽能發電不需要
競標，向能源局申請獲得許可即可。30 瓩以上的太陽能發電設備則需參與
競標，能源局每月會向社會釋出 10 萬瓩的發電裝置，然後由各方業者參與
競標，能源局則在競標業者中間選取費率最低的業者釋出發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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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電能躉購費率(太陽光電除外)
101 躉購費率(元／度)

再生能源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1 風力

陸域

1 瓩以上不及 10 7.3562
瓩
10 瓩以上

2.5971

離岸

無區分

5.5626

2 川流式水力

無區分

無區分

2.3302

3 地熱能

無區分

無區分

4.8039

4 生質能

無區分

無區分

2.3302(有厭氧消化設備)
2.6995(無厭氧消化設備)

5 廢棄物

無區分

無區分

2.8240

6 其他

無區分

無區分

2.3302

資料來源:經濟部公告，經能字第 10104601590 號。

2010 年釋出的太陽能裝置量為 4.57 萬千瓩，補助的金額為新台幣
5,300.5 萬元，2011 年釋出的太陽能裝置量為 6.46 萬千瓩，支出補助的經
費為 59,924 萬元，2012 年估計補助金額預估為 8.25 億元，政府補助經費
係以基金方式處理，向台電公司與 9 家民間發電廠收取。類似民間替代發
電公司進行太陽能再生能源的開發，而費用由既有的發電廠支付。政府預
計到 2030 年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可以達到全國能源使用的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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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曾取得經濟部能源局設備補助太陽發電設備電能躉購費率
補助金額(萬元／瓦)

12

11

10

9

8

7

裝置容量級距

上限費率(元／度)

1 瓩-10 瓩

2.3302

10-100 瓩

2.3302

100 瓩-500 瓩

2.3302

500 瓩以上

2.3302

地面型

2.3302

1 瓩-10 瓩

2.3302

10-100 瓩

2.3302

100 瓩-500 瓩

2.3302

500 瓩以上

2.3302

地面型

2.3302

1 瓩-10 瓩

2.3302

10-100 瓩

2.3302

100 瓩-500 瓩

2.3302

500 瓩以上

2.3302

地面型

2.3302

1 瓩-10 瓩

3.3324

10-100 瓩

2.3302

100 瓩-500 瓩

2.3302

500 瓩以上

2.3302

地面型

2.3302

1 瓩-10 瓩

3.9341

10-100 瓩

3.0790

100 瓩-500 瓩

2.7502

500 瓩以上

2.3302

地面型

2.3302

1 瓩-10 瓩

4.5359

10-100 瓩

3.6808

100 瓩-500 瓩

3.3519

500 瓩以上

2.5626

地面型

2.3302

資料來源:經濟部公告，經能字第 1010460159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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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陽能發電競爭效果之分析
再生能源的處理似乎和獨立電廠相同，生產出來的電一樣交給台電，
併入智慧電網然後再輸配到終端用戶使用，再生能源的發電規模目前大都
太小，以至於無法與其它發電廠商產生競爭關係。但在政府的監控之下分
配發電的裝置量時，亦經有競標過程，使得政府部門能夠選擇最有效率地
廠商生產太陽能電力。
相對於油品市場的開放與電力發電市場的開放，再生能源太陽能裝置
量釋出，似乎顯現有考量發電裝置量釋出時當期的競爭機能，惟就補助機
制的設備內部報酬率計算，與民間電廠的計算相同，並未能考量因為時空
環境變化而調整的機會。長期之後，有可能步入民間電廠的覆轍，使發電
裝置的補助變成尾大不掉，從而形成再生能能源的生產成本，無法隨時空
環境而調整，最後使得國內的再生能源所創造的能源，在市場上不具競爭
性。
此外，現行再生能源的容量費率設定為 5.25%，合約期間長達 20 年。
現階段廠商規模較小，不至於對市場產生很大影響。惟以台電每年 400 億
度的購電量來看，再生能源供電量僅有 13 億度，約占 3%。值得未雨綢繆
的是，未來如果再生能源廠商逐年增加到一定數目，銷售給台電的電力達
到某一速度與程度，當前民營電廠與台電的合約爭議，則可能再度浮現。
四、小結
從以上的個案分析，可以發覺國內在制定能源的產業政策時，似乎完全
忽略產業最終競爭機制的重要性。在油品市場的開放中，政策上似乎遺漏
市場廠商數多寡對市場競爭達成與維持的重要性。未來也許可以進一步引
進多家國外油品供應商進入國內市場，參與油品市場的競爭，以解決油品
市場競爭不足的問題。
其次，電力市場發電開放的競爭問題，可藉由獨立電廠能夠自行直接
供應公司行號、工廠、社區民眾等終端使用用戶著手，使其在發電市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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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與台電公司面對面的競爭，從而獲得市場引進新廠商產生的競爭效果。
經由供電市場的競爭，獨立電廠自然會對其發電成本進行嚴密的控制，不
需要由政府部門管制監督，為求取本身的最大利潤，獨立電廠必然會盡力
壓低其生產成本，社會將因此獲得更便宜的電力供應。
至於，太陽能再生能源的生產，由於其規模不夠大，無法讓其向終端
用戶直接供電，只能藉由台電的電網蒐集之後，再供應于終端用戶。因此
對裝置設備長期成本的調整，必須給予審慎的考量，務必使其能夠隨時空
條件的改變而能夠調整，使太陽能生產出來的電能在市場上具有競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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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應有的調和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均是政府為了增進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工具與手
段，我國自公平交易法實施以來，有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即是
重要的議題與工作。當二者相互衝突或牴觸時，除了在法條上明訂除外適
用的產業規定之外，公平法實施之初，也專案進行相關法令的總體檢與調
整建議，現行公平法第 9 條與第 46 條雖開啟了與相關主管機關的協商窗口
與依據，但公平會「商同其他部會」的職掌與權利，仍讓競爭政策與產業
政策容易發生難解的調和問題。
現階段我國能源市場的商品、行業或產業的開放程度有所差異，競爭
情況也明顯有別，甚至在開放的過程中因配套措施不足，而導致競爭效能
失敗的例子不少，例如台電與民營電廠之間的購電合約、液化石油氣的經
銷問題。有鑑於我國競爭性的能源市場尚未完全建立，因此在能源產業政
策或競爭政策的選擇上，政府需有所取捨，取捨的過程與原則即是本章的
討論重點。
本章首先回顧過去相關的研究，接著提出本研究計畫對於能源產業競
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應有的調和準則與調和建議說明。

第一節 政策上的互補與替代關係
自公平交易法實施以來，有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即是重要
的議題與工作，胡光宇(1994)、朱雲鵬(1995)、蔣黎明(1997)、以及莊春發
(2001)等學者均針對上述兩種政策的定義與彼此之間的調和關係進行研
究。辛志中(1996)則列舉引述日本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調和的作法與對我
國相關業務的啟示。廖惠珠(2002)、許志義(2006)、以及莊春發(2011)則進
一步針對能源產業的競爭與產業政策間的關係進行討論。相關文獻的重點
整理可參閱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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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研究
時間

研究人員

研究主題

有關調和的結論

1994

胡光宇等

1995

朱雲鵬等

1996

辛志中等

公平交易法與產業
政策關係之研究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
策互動關係之研究
產業政策與競爭政
策的調和關係與問
題

兩方主管機關經由協調與溝通，尋求雙贏。切
勿越殂代庖。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分工有其必要性；確立
競爭政策為主，產業政策為輔的決策準則。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大力推動的規制緩和計
畫，與我國公平會推動的四六一專案，有異曲
同工之處。惟均遇到相同的問題，亦即公與其
他部會係屬同一層級的行政機關，並無強制其
他機關修法的權限。

1997

蔣黎明等

論競爭政策與產業
政策的調和

競爭法中仍有各種排除適用的條款，代表各國
引用施行競爭法時，對產業發展情況給予特殊
考量，顯示兩政策之間的調和。
調和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應考慮的因素有:
1.當前政經情勢變化；2.主管機關進行協調；
3.產業(團體)以及民意機關的反映；4.衡酌適
用競爭法的產業；

2001

莊春發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
策的替代與互補

競爭政策的執行要考量產業政策的目的，當應
用有所限制時，應以特定目的「產業政策」為
補充，此時「產業政策」即為「競爭政策」的
替代品。當執行產業政策時需考量競爭的功
能，一旦「產業政策」施行之後，特許廠商的
市場行為仍需受競爭法的約束，此時「產業政
策」與「競爭政策」又有互補的關係。

2002

廖惠珠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
策之調和

國際能源政策以競爭為主，管制為輔的方向。
建議公平會以國際競爭角度處理我國能源事
業有關獨占、結合或聯合行為。

2006

許志義

論台灣地區能源政
策與市場自由化

從政府行政一體角度，能源產業與競爭政策主
管機關必須密切配合。有關能源市場一般行為
的規範，宜由能源事業主管機關事先規範；競
爭主管機關對於能源事業有限制競爭或不公
平競爭的行為在事後加以介入。

2011

莊春發

統一訂價與競爭機
制—台灣液化石油
氣產業的實證分析

政府以市場機制替代原有的直接管制政策，因
欠缺妥善的配套措施，從而衍生許多問題，競
爭機制所造成的社會成本，相對於管制政策似
不便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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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來說，有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作法，無論國內外在競爭
法成立之初，均以法令規範列示排除適用的產業，給予產業發展特殊的考
量，例如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對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的
不適用規定。
此外，在公平交易法中現有的調和機制中，第 9 條第 2 項開立公平會
與其他部會協調的窗口，賦予公平會對「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釐
清、劃分、分工的機會。至於公平法與其他法律競合與適用的問題，則適
用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的規定。學者莊春發(2001)認為，公平法第 46 條的
旨意並非在於保護經濟效率為唯一的目標，但不可否認經濟效率是競爭政
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再進一步引申解釋，係對於「競爭政策」與「產業政
策」的互動關係，由過去「替代競爭的管制」概念，演進為以「促進競爭
的管制」的想法，原則上遵循競爭原則，解決經濟資源的生產與分配，但
在例外的情況下，才採用「產業政策」以為替代，亦即在管制政策中，蘊
含著競爭的本質。
除此之外，國內相關研究均提及，參考國外趨勢與發展經驗，確立競
爭政策為主、產業為輔的決策思惟。因此為了配合「競爭政策為主、產業
為輔」以及「公營事業民營化」等政策方針，我國政府亦積極進行解除管
制工作，專案與各部會協調溝通，就相關法規進行通盤檢討，
「解除管制促
進市場競爭專案小組」
，四六一專案的執行，促使政府各部會逐步修改相關
法令，消除因政府管制所造成的市場進入障礙；四六二專案的推動，協助
公營公用事業調整營運行為，
「法規自由化促進專案小組」則繼續追蹤各相
關法規調整的成果，但未配合修正法規與新發現或新產生的不符合競爭規
定仍然存在。
學者莊春發(2001)提及，由實務運作情況來看，
「競爭政策」主管機關，
確實可依公平法第 46 條審查其他法律規定是否有牴觸競爭的意旨，並決定
其適法性或回歸公平法的適用，為「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互動找
到平衡的依據。而且依據公平法第 9 條規定，在涉及他部會執掌事務，主
動商同辦理。唯可惜的是，現行法令只給予公平會「商同」其他部會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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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若其他部會堅持「產業政策」的理由，而該規定又有牴觸公平法立法
精神時，公平會仍很難使市場的經濟活動回歸到以競爭為原則的軌道上。
因此有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間的互動的觀念與準則，學者莊春發
(2001)對於競提出替代與互補的觀念。競爭政策的落實在於市場競爭狀能
的維持，但在自然獨占、外部性與公共財存在的場合，競爭政策的執行，
可能不能獲得配效率與生產效率的滿意結果，因此在此例外情況下，政策
方向上要以產業政策「取代」競爭政策，以獲得公共利益的實現。但以犠
牲產業競爭內涵的產業政策並不表示豁免於競爭規則的約束，仍一體適用
於競爭政策實踐所訂定的競爭法規範，因此競爭政策的執行要考量產業政
策的目的；產業政策的執行仍需考量競爭的功能，既定產業的發展管理，
在政策上是否需要採例外的「產業政策」
，還是一體適用「競爭政策」
，仍
需政府各部門的討論與協調。
至於有關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因素則有，蔣黎明等(1997)綜合學
者有關建議提出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因素應包括:當前政經情勢變
化；與相關主管機關進行協調與訂定產業政策目標、產業政策執行時間表、
以及評估產業政策對競爭政策的影響；產業與民意機關的意見反映；以及
衡酌適用競爭法的產業等因素。
實際上針對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提出調和機制研究的則有廖
惠珠(2002)指出目前國際能源政策，以競爭為主、管制為輔的方向，建議
我國公平會應以國際競爭角度處理能源事業有關獨占、結合或聯合等行
為。而且在價格的約定上，亦需考量能源產業龐大投資難以反應於競爭價
格的事實，而給予適度的調整空間。
許志義(2006)則從行政一體的角度，提出我國能源政策與競爭政策的
事前與事後調和建議。學者主張競爭與產業政策主管機關彼此密切配合，
職權分工。有關能源市場一般行為的事前規範，宜由能源事業管制機關加
以「事前規範」
，例如能源事業的投資計畫、經營執照的核發、營業區域的
許可、申設供應的程序、能源配比的義務、能源價格管理、能源事業會計
132

成本的稽核等業務。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在能源管制政策主管機關規範的市
場遊戲規則下，對於能源事業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行為，透過被動
的個案檢舉或主動的調查，
「事後」加以介入聯合哄抬能源價格商品、掠奪
性定價、濫用市場獨占力、樞紐設施的競用規則等有關業務。
莊春發(2011)針對台灣液化石油氣產業的管制與解除管制過程進行實
證研究比較，審酌政府直接管制與競爭機制兩種政策效果後，發現政府以
市場機制替代原有的直接管制政策，因欠缺妥善的配套措施，從而衍生市
場的許多問題。
「競爭機制」所造成的社會成本，相對於「統一定價」的管
制似乎並不便宜。

第二節 行政上的事前與事後規範
一、能源產業競爭倡議之現況
(一)事前競爭倡議體系
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調和，首重政府機關間之橫向聯繫。
目前，涉執掌之必要聯繫，法令上依據即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
「本
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
會辦理之。」
；另外，同法第 46 條規定公平法與其他法律競合適用之情形，
涉及競爭主管機關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競爭之行為」
、
「不牴觸公平
法立法意旨」及「何者法律優先適用」亦可能可藉由機關間的事前聯繫而
避免衝突。
然而，根據 2009 年公平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競爭法在競爭
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研究顯示，公平會目前依法規而對
四Ｃ事業、能源事業、不動產經紀業、金融事業、流通事業、機車事業、
航空運輸事業等係以「規範說明」或「處理原則」方式進行。而公平法第
9 條與第 46 條，前者涉及公平會與其他部會的協商關係，雖法律有此一條
文規定，如何去運作競爭協調或倡議，並達成政策效果，仍有待各行政機
關之配合；而後者則更須以釐清公平會與其他目的主管機關之適用關係，
133

方可達到競爭倡議之目的。
過去公平會在依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情
形，主要係透過與行政部門協調之方式進行，包括個案和通案之協調。前
者指在調查個案中，發現適用其他法規，而移請其他部會處理。舉例而言，
在個案調查中，除了對違反公平法部分處分外，與其他部會權責有關者，
公平會亦移請其他部會辦理。通案部分，最為顯著者為推動行政協調的窗
口，主動、不定期與其他部門展開對於競爭法的執行分工。對象包括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教育部、經濟部、農委會、
法務部、衛生署、內政部警政署、公共工程委員會、勞委會職訓局等主要
中央機關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另外，公平會除與其他產業主管機關針對競爭法之執行所進行之分工
協調經驗外，亦曾對於有線電視、電信與四 C 產業（電信、有線電視、電
腦網路、電子商務）等特定產業關於競爭政策之落實，提出規範立場說明，
同時對主管機關提出不具拘束力之競爭倡議。對此，有關能源事業者，計
有「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營業行為之規範說明」、「瓦斯安全器材銷售
案件之處理原則」、「油品市場全面自由化前供油行為之規範說明」。
其中，與能源市場攸關競爭政策，主要是油品自由化之議題。汽油在
國內屬於必須要仰賴進口的民生必需品，油品也是其他物資的重要成分，
進口成本一有變動馬上反應在價格上，國內對油價的波動敏感，而且也一
向對如何計算油價的公式機制產生疑問。164影響油價因素甚多，如國際原
油價格、油品市場結構、政府對油品市場管制等，在原有的油品計價公式
廢除後，改採「浮動油價機制」
，據研究，反而得到的價格卻比之前價格還
貴，有謂如此一來，應只有石油公司獲利，對終端使用的消費者不利。尤
其我國石油市屬寡占市場，若政府未採取必要措施促進市場競爭，則很有
可能市場所反映出來的價格並不十分合理。在競爭倡議的各階段，有建議
公平會應可介入油品價格訂定的決策過程，並盡可能排除政府其他部門不
164

相關討論，參見李秉正，我國油價設定影響因素之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2009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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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介入，尤其拒絕讓政治目的影響價格，利用政策宣示不會不當干預油
品市場，一方面也可消除想進入市場的國外石油公司的疑慮，引入更多競
爭者，以活絡僵化的油品市場。165
(二)事後競爭倡議體系
依據公平法第 46 條，公平會於 1994 年起成立「四六一專案」
，推動
公平法第 46 條第 1 項之除外適用檢討協調實施計畫，總計檢討 215 種法
規、314 條條文。另外，針對公平法第 46 條第 2 項規定「公營事業、公用
事業及交通運輸事業經行政院許可之行為，於本法公佈後五年內，不適用
本法之規定」
，因將屆滿 5 年，公平會於 1996 年成立「四六二專案」
，積極
進行國營事業行為之適法檢視與建議166。復於 1996 年 12 月成立「解除管
制促進市場競爭專案小組」
，對於選定的市場開始積極推動市場自由化，並
對於現有法規中涉有不必要的管制，而有礙市場公平競爭的規定進行檢
討。2001 年 7 月為配合行政院「綠色矽島願景與推動策略」方案，公平會
成立「執行綠色矽島願景與推動策略法規檢討專案計畫委員會」
，擬訂策略
與計畫，並與其它十個部會進行協商，全面檢討妨礙競爭之法令規章，共
計 31 種。相關法規之修訂，有助於法規自由化、提升市場競爭能力167。
然而，以能源產業而言，由於傳統上屬高度管制產業，多有產業特別
法之規範，且主管機關之法令政策與施政措施，往往出於非競爭因素之考
量168，而未考量以促進競爭為其核心對整體經濟秩序之價值，故仍缺乏競
165

公平會 2009 年「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
，李淳主持，
頁 30。
166
「四六一專案」與「四六二專案」達成許多法規檢視與相關事業行為適法建議，請參見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工作成果報告，1995)。隨後，前者被定名為「法規自由化促進
專案」
、後者則稱為「解除公營事業不公平競爭專案」
。轉引自公平會 2009 年「公平交
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委託研究報告註釋 13，頁 16。
167
公平會 2009 年「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委託研究報告，陳
和全主持，頁 16-17。
168
例如 NCC 在針對第一類電信事業主導業者進行零售價格管制時，便未考量要求
主導業者降價固然可回應社會對電信價格之期待，但卻未考量此管制措施對新
進業者可能造成之價格擠壓(price squeezing)效果與其潛在之反競爭問題。參見
陳信宏、李淳，2007。自由化政策下電信零售價格之管制，中華經濟研究院委
託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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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機制。因此，吾人亦可發現近年在能源產業法令上，由主管機關調整其
主管法規數量仍為少數，計有169：

表 6-2 近年來能源產業法令的調整情形
主管機關

協調方式

法規

修正情形及說明

經濟部

主管機關同
意檢討修正

石油及石油產品輸入輸 90.06.04 廢止
出生產銷售業務經營許
可管理辦法第 15 條

經濟部

主管機關同
意行政程序
上加強聯繫

石油及石油產品輸入輸 91.03.06 廢止
出生產銷售業務經營許
可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10 條、第 14 條

經濟部

加強行政聯
繫配合

礦業法第 34 條

89.11.15 修正

工業輔導準則第 6 條、 90.07.18 廢止
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5 條、第 16 條
依照第 46 條修正之後，將原本的規定意旨，從如有其他特別規定及
排除公平法的適用，到修正後的於不牴觸公平交易法的範圍內，優先適用
其他法律規定。將公平交易法的地位提升至相當於「經濟憲法」的地位，
其他法規在訂定時，因受限於此條之規定，必須參考公平交易法的立法意
旨，若無牴觸本法的立法意旨才有適用之空間。
事實上當時修法前後，公平會和其他部會達成協議，而該部會同意修
改有違反公平法立法意旨的法規或決定與公平會加強聯繫的法規並不多。
在第 46 條修正以後，各部會略有回應，但速度及幅度仍顯不足，而凸顯市
場在競爭倡議上成效不彰。

169

公平會 2009 年「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
，李淳主持，
頁 39、41 及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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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外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的具體措施
一、歐盟
歐盟於主要能源產業領域─油品、電力與天然氣，其競爭政策為確保
競爭。至於在能源與氣候變遷部分，因環境保護係公共利益的目標，即使
歐盟原則上禁止政府補助，但因政府補助可以提供誘因達成歐盟低碳與能
源效率經濟的目標，故有關環境之政府補助的相關規定，允許廣泛的補助
措施以達到環境保護，同時確保因該等措施所帶來的競爭扭曲不逾越必要
性與可接受度。歐盟此一方向可在歐盟競爭規則即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
至 109 條得到法律上的基礎：即原則上禁止政府補助，然而同時為若干政
策目標留下政府補助可被認為係與內部市場相容的空間，主要基礎是歐盟
運作條約第 107 條第 2 項、第 3 項的規定。此外，歐盟執委會也透過一系
列立法，提供許多豁免規定來補充上開基礎規定。其中，就與再生能源有
關之政府補助的評估，歐盟主要是透過
「環境保護政府補助綱領」
的適用，
確定各會員國所通知的政府補助措施是否與內部市場相容，上開「環境保
護政府補助綱領」的規範依據則是歐盟運作條約第 107 條第 3 項之(c)。因
為如此，歐盟執委會建立起競爭規則清楚的規範體系。在執行的部分，歐
盟將會員國的補助措施區分為無須通知與必須通知兩種，只要是對於競爭
會產生非屬「有限之扭曲」者，均由歐盟執委會審查。此外，歐盟的公司
與消費者也可透過向執委會提出檢舉，發動政府補助的調查程序，而執委
會也歡迎利害關係人於懷疑建議的補助措施之相容性時，提出評論，以啟
動正式調查程序。就被認定為與內部市場不相容的政府補助措施，執委會
有權回復之，故執委會的權力甚大，就其執行而言，應可產生相當成效。
二、我國
歐盟上開的經驗可作為臺灣的參考，在大方向上，應先釐清競爭與需
要政府補助或介入之產業政策兩者間的關係。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早期對
於政府補貼與公平交易法的關係，曾有若干說明：
1.

在政府對公立醫院補助是否屬公平交易法規範範圍的案例中，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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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私立醫療院所協會函請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省（市）立公務預算
違反公平交易法不公平競爭之規定。就此，公平交易委員會表示，
公立醫院之醫事人員具有公務員任用資格者，係以公務員任用之，
其薪俸即依公務人員薪俸法以及公務預算支出，與私立醫院不同；
其次，醫療法第 17 條規定：「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省
（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定之。但公立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
由該管機關分別核定」。170依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事
業依照其他法律規定之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171，故該行為無公
平交易法之適用；最後，政府機關為公法行為時，其主體並非公平
交易法第 2 條所稱之事業，因之政府對公立醫院依法或依政策編列公
務預算予以補助，非公平交易法規範之範圍172。
2.

在同年稍後的時間，衛生署詢問由國庫補貼政府機關，自來水事業
單位或其他民間企業包裝水，並以接近產銷成本價格供給民眾，以
改善民眾飲水，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就此，公平交易委員會表
示，擬接受政府補助初期開發經費之行為主體雖可能為政府機關、
自來水事業單位、民間企業或其他財團法人，惟其設置目的在於製
造、銷售飲水，不論其將來組織型態為何，皆屬公平交易法第 2 條所
稱之事業。由政府補貼所設置之飲水工廠，因其成本較低，水源較
裕及其他有利因素，在競爭上將處於優勢地位，對高屏地區，甚至
台灣地區之包裝水、桶裝水販賣業者、淨水器材製造、銷售業者及
自來水事業單位等將造成衝擊，有產生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之效
果，進而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處，尚請審慎研酌處理173。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於政府機關所為行為是否有公平交易法適用的問

170

醫療法第 17 條規定，於 93 年 4 月 28 日修正為第 21 條，現行規定：「醫療機構收取醫
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
171
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第 1 項現行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
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
17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研釋字第 001 號，81 年 4 月 18 日（81）公參字第 00083 號函。
173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研釋字第 029 號，81 年 7 月 11 日，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公報第 1 卷 6 期 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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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於包裝水案例所持見解與在上開公立醫療機構案例中所持見解，似有
差異。但於包裝水案例中，公平交易委員會指明受補貼之業者，將因成本
或其他有利因素，於競爭上處於優勢地位，並對其他業者造成衝擊，有產
生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之效果，進而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處，參諸上開歐
盟原則禁止政府補貼的立場，尚值肯定。174然而，政府補貼是否全然不應
存在？是否所有會產生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效果之政府補貼行為，均應
予以禁止？素有經濟憲法之稱的公平交易法，就此一政府補貼與競爭行為
的關係，並未設有任何規定。又，如果政府補貼不應全然禁止，則其判斷
標準安在？何時應例外地准許其存在？凡此，或可參考歐盟上開規定作出
原則性、方向性的立法，以為我國處理競爭與需要政府介入之產業政策所
生爭議的依據。
在具體措施部分，有鑑於政府補助或補貼為競爭原則的例外，在立法
決定可容許例外的情況後，可授權主管機關視不同情形頒行具體處理原
則，俾形成有關政府補貼的完整規範體系。此符合目前公平交易委員會處
理其他問題之方式(例如：不公平競爭的概念下發展出「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且有助
於執法的確定性，確保公司間的競爭可在相同的水平發生、保護市場與納
稅人的利益。以歐盟有關政府於環境保護之補助的相關作法為例，我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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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6 年 9 月 5 日（86）公壹字第 8607082 號函於有關漁船
用油補貼的案例，亦持相同見解。其內容如下：關於「為落實漁船用油補貼政策，僅同意
至公營或漁會漁船加油站之漁船始予補貼，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疑義，接受政府補助團
體之設置目的，若在於製造、銷售商品，不論其組織型態為何，皆屬公平交易法第 2 條所
稱之「事業」，應受公平交易法之管轄。據 貴會(按：即農委會)來函所提，漁船油流用
之誘因，來自與陸上同級油品之鉅額價差，且經本會函詢經濟部意見，該部亦認為應循加
強查緝、研擬其他替代方案嘉惠漁民、研修有關法規以落實管制及處分等措施，方能杜絕
漁船油非法流用之情事；職是，管理漁船油之非法流用及給予公、民營漁船加油站差別待
遇，並無直接相關；此外，僅考量現行作業之便利，而未能因應有關單位開放民營漁船加
油站設置之措施，加以調整，亦難謂其給予公、民營加油站之差別待遇為妥適。綜上，有
關機關已開放民營漁船加油站之設置，且相關法令亦無排除民營漁船加油站，參與配售漁
業動力用油之權利。是以，倘若僅對公營漁船加油站續予補貼，而至民營漁船加油站加油
者，不予補貼，不僅尚難全面普及補貼漁民採購漁業動力用油之政策，亦造成位於同一水
平競爭關係之公、民營漁船加油站，因所受補助不同，處於不公平之競爭地位，產生限制
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果若除來函所稱，僅為避免漁船油流用及基於現行作業便利在
外，無其他正當理由，尚請審慎研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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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可考慮下列事項：
1.

首先，是否針對所有的政府補助措施都加以干涉？就某些僅會對競
爭造成有限扭曲的措施，能基於行政成本效益的考量豁免管制？

2.

其次，就無法豁免管制的措施，如果係屬例行性或符合一定門檻(例
如：少於投資成本一定比例、對象為中小型等亟待扶植之企業)的補
貼，是否可能透過較為簡易的審查程序，以迅速地作成決定？

3.

最後，非屬上述範圍的其他補貼措施，應考慮何等因素以作成決
定？以歐盟的規範為例，可能包括：補貼的正面效果，即補貼能促
使事業追求原本不會追求之環境保護的事實；對競爭與貿易扭曲的
分析，即：如果補貼符合比例原則且投資或營運之外部成本的計算
考慮到所有該事業得到的好處，則負面影響應屬有限；衡平與決
定：即在正面與負面因素之下，執委會會衡量措施的效果，並決定
所產生的扭曲是否影響貿易條件到違反共同利益的程度。
至於主管機關可能作成的決定，以歐盟為例，包括對通知的補貼措施

不表示反對而不啟動調查程序；也可能在正式的調查程序後決定終止程序
而作成決定；當作成附條件的決定時，可以考慮附加能減少造成的扭曲或
對貿易的影響而符合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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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有鑑於能源產業自然獨占的特性，能源產業一直是受保護且由政府
特別管制的事業。伴隨著自由化的國際潮流、以及國營且獨占衍生經營效
率不彰的弊端，持續開放解除管制以及民營化是不變的能源政策。惟在能
源產業的開放與解除管制的經驗中卻又發現，由於相關配套措施的不足，
容易導致效能競爭的忽略。
現階段在能源政策與競爭政策發生相互衡突、或有彼此牴觸或者相互
制約的情況時，公平會僅擁有以「公平交易法」第 9 條以及第 46 條與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相互協商的契機，根據過去能源市場開放與解除管制過程中
的經驗，與其事後當衝突與問題發生後才進行協商處理的成本與被動機
制，不若賦予競爭主管機管檢視各項涉及競爭法內涵的評估權利，建立積
極主動的調和機制。
故本章總節研究計畫的結論，並具體說明長、短期可行的具體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有關國外經驗部份
1.

在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關係中，以歐盟的互補關係強度較高。

2.

歐盟、日本以及韓國等三個個案國家均有事前規範機制，亦即產業政
策在事前均會通知或諮詢相關部會。

3.

在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部份，歐盟與日本均有法制化的評估機
制，韓國則較倚賴實務個案的審查，由內閣總管與進行相關行政主管
機關之間的協調。

4.

日本政策評估法中提及的競爭評估清單提供我國評估檢查的流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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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5.

日本法制化的評估機制，與韓國競爭主管機關 KFTC 與其他政府機關
的橫向聯繫機制值得參考。

二、有關我國能源市場業務部份
1.

國內在制定能源的產業政策時，似乎完全忽略產業最終競爭機制的重
要性。在油品市場的開放中，政策上似乎遺漏市場廠商數多寡對市場
競爭達成與維持的重要性。未來也許可以進一步引進多家國外油品供
應商進入國內市場，參與油品市場的競爭，以解決油品市場競爭不足
的問題。

2.

電力市場發電開放的競爭問題，可藉由獨立電廠能夠自行直接供應公
司行號、工廠、社區民眾等終端使用用戶著手，使其在發電市場能夠
與台電公司面對面的競爭，從而獲得市場引進新廠商產生的競爭效
果。經由供電市場的競爭，獨立電廠自然會對其發電成本進行嚴密的
控制，不需要由政府部門管制監督，為求取本身的最大利潤，獨立電
廠必然會盡力壓低其生產成本，社會將因此獲得更便宜的電力供應。

3.

太陽能再生能源的生產，由於其規模不夠大，無法讓其向終端用戶直
接供電，只能藉由台電的電網蒐集之後，再供應于終端用戶。因此對
裝置設備長期成本的調整，必須給予審慎的考量，務必使其能夠隨時
空條件的改變而能夠調整，使太陽能生產出來的電能在市場上具有競
爭性。

4.

再生能源的價格補貼政策應記取國內電力市場開放的經驗，如何落實
簽約之後、解除管制之後的效能競爭，甚為重要。未來「Web2.0」與
「智慧電網」的實現，競爭主管機關將需重新詮釋電力市場上供給者
與消費者的界定。

三、有關能源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準則部份
1.

確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為主、產業政策為輔的決策思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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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互有替代與互補的關係，因此在促進競爭的管制
原則下，在能源管制政策中，蘊含著競爭的本質。

3.

能源產業的競爭與產業主管機關職權分工，各司其職。

第二節 具體建議
一、立法面向
1.短期建議事項
(1)更加積極透過行政院會議倡議競爭法制
根據現行行政院會議議事規則第 2 條：
「行政院會議依憲法第五十八
條第一項之規定，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
委員組織之，以院長為主席…。」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已是會議成員。
然環顧國內競爭法制的環境，並檢視產業現況，建議未來可利用此項固定
的事前倡議管道，盡力與產業主管機關溝通，根據國家產業發展階段，將
適當的競爭政策內化於產業政策。本計畫強調，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並不
應如同機關職權及人員般截然劃分，而各歸特定機關；政策是一段時期國
家發展的方向，商業活動與民眾參與所可依循者，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若
是彼此對立而可分割，則必然發生齟齬，產業必無所適從。據此，自政策
之一體觀，產業與競爭政策相互調和，正是此意。
2.長期建議事項
(1)涉競爭法事項採「強制事前諮詢制」
雖然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已有：
「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
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然而，該
條文規定僅在公平會依據公平法辦理「本法規定事項」而「涉及他部會之
職掌者」
，方由公平會主動向其他各該部會「商同辦理」
。另一方面，各機
關研擬法案時，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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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應踐行之程序包括：
（一）應先整合所屬機關、單位及人員之意見。
（二）所屬機關、單位及人員意見整合後，應徵詢及蒐集與法案內容有利
害關係或關注相關議題之機構、團體或人員之意見。必要時，並應諮詢專
家學者之意見或召開研討會、公聽會。
（三）草擬法案後，應與其他相關之
機關或地方自治團體協商；未能達成共識時，應將不同意見及未採納之理
由附記於法案說明欄。至此，不論自公平法抑或「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
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
，事實上若公平會未能向其他各該部會「商同辦
理」
，或是其他部會未能回應，而機關法案審查又未能徵詢公平會意見，則
有關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調和，即難以落實調和。
因此，本計畫建議應建立事前強制諮詢機制，以透過修訂公平交易法
第 9 條第 2 項，或以能源產業為例，在其他能源法律增訂一諮詢條文，以
具體、明確之諮詢制度，取代事前消極不作為而事後互推皮球之制度缺漏。
當然，若公平會發現產業政策事涉競爭事務，而相關產業主管機關未為諮
詢，則亦應主動表示意見，落實競爭倡議的角色。更何況，即便依韓國
MRFTA 之規定，強制諮詢並不代表其他部會機關有義務或必然接受公平
會之意見，部會機關參酌公平會意見後仍可依當時產業條件，依職權自行
決定主管事務之政策方向與推動策略。為此，強制諮詢制度，既不影響行
政部會間之相互地位，亦可避免未能徵詢或協調所致權責不清之弊端，不
失為台灣現階段競爭政策倡議或調和產業政策之良策。
(2)推動「政策評估法」立法
其次，產業主管機關在擬定相關產業法規時，即應評估各種管制政策
對市場競爭的利弊，既能保障政策標的達成，又能維護市場競爭機能、創
造市場效率。台灣目前僅有「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
事項」而未具體法制化，更遑論競爭影響的評估。本計畫建議，關於此或
可參考日本政府為落實「政府政策評估法」（the Government Policy
Evaluation Act）而於 2007 年「頒布事前評估施行指引」(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Ex-ante Evaluation of Regulations)，將對競爭影響視為「其他
社會成本」(Other Social Costs)。2010 年，日本總務省(Ministry of 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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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與 JFTC 合作，開始對主管法令進行競爭評估，
基此 JFTC 建立了「競爭評估清單」
，同時知會其他部會，並很快地進一步
開展相關評估工作至各部會。
事實上，後階段的工作，在公平會 2009 年「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
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委託研究報告已針對法令之競爭影響評估提出
初步簡易檢視表，並說明深度進階量化評估分析之方向。本計畫建議，為
期競爭評估工作可以內化在每一產業法規的政策精神，訂定「政策評估法」
以作為評估的法律上依據，具有必要性，應持續推動。
二、行政面向
1.短期建議事項
(1)公平會訂定「競爭評估指引」
為使政府部會在制定產業政策時，能避免因職權所發布之指引所可能
導致反競爭行為，JFTC 於「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
（Antimonopoly
Act Guidelines on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明列行政機關指引可能導致反
競爭行為之類型。相似地，KFTC 的反競爭規範再造小組（Anti-competitive
Regulatory Reform Team）公布『競爭評估手冊』
，將評估過程分為初步評
估階段與深入評估階段。不同於日本的全部由主管部會自行檢視的做法，
韓國的競爭影響初步評估由主管部會先行作成，而進階的深入評估則直接
由 KFTC 根據二項目的加以檢視。如此的差異，主要是日本 2001 年即訂
有「政府政策評估法」
，並於 2007 年將競爭評估納入，因此評估工作本來
就是各部會份內的事務，JFTC 僅以「獨占禁止法對行政指引之指引」明列
類型，發揮專業引導的作用，若行政部會尚且違反 AMA 之指引，則將可
能被認為違法，而相關事業仍應自負違法責任。
相較之下，由於韓國未有以法律明訂各政府部門的評估義務，而以
MRFTA 第 63 條直接課與所有部會「事先諮詢」義務，並在 KFTC 公布的
『競爭評估手冊』
，於第二階段的深入評估直接由 KFTC 介入加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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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較觀點言，日本制度可能義務明確，但除非各部會在競爭評估上具有
專業且能落實，否則事後由 JFTC 認定違法，對整體社會成本影響將較為
龐大。而韓國 KFTC 介入較早，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橫向聯繫自初始即有
眾多管道加以溝通，則表現在 KFTC 依 MRFTA 審查案件鮮少法令係事後
被宣告違法可知，韓國作法較為積極，短時間內亦較有成效。
(2)訂定「政府補貼處理原則」
誠如前文所述，能源產業傳統上雖屬於管制產業而多為獨占，然而既
然產業競爭部分(如：提供給顧客)與非競爭部分(如：網絡的營運)係可以明
確區分，則針對可競爭部分，政府補助或其他扭曲競爭的政府介入應係違
反公平交易法的。當然，近年的能源產業政策不可能與氣候變遷或環境保
護的目的脫鉤；為此公共利益目的，特定情況下或可正當化政府補助，惟
仍須確保因該等措施所帶來的競爭扭曲不逾越必要性(necessary)與可接受
度(acceptable)。本計畫認為，公平會應可參考歐盟關於補助節能與推廣再
生能源的競爭確保作法，以公布指引或規範說明之方式，提出一定門檻補
助之競爭扭曲評估標準、補助項目（投資補助或是營運補助）
、補助正面效
果與競爭扭曲等分析考量因素等，彰顯基於公平法可茲事先表明的競爭法
精神，不啻亦為重要的事前競爭倡議方法。
而產業主管機關亦應考量廣義補貼之概念，與其對競爭效果的影響。
不僅對用於私人企業，尚包括公用事業、公法組織、以私法方式組織的行
政主體及公私合營的事業，蓋此類型組織在受到優待時產生扭曲競爭結
果，而公用事業的公共任務並不能夠使這種競爭扭曲得以正當化，因為事
實上這些事業也經常以營利為目的而展開經營活動。是此，本計畫建議，
產業主管機關在行政裁量範圍內自我約束，應訂定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法
律安定性與提高透明度及效率之補貼政策指導原則，建立一得經檢驗的產
業政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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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長期建議事項
(1)建立「競爭事務定期諮詢聯席會議」制度
我國公平會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至第 29 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會
組織條例、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本身為一獨立、委員會議組織的競爭
法中央主管機關，然而在職掌中並未明文有協調工作，故從目前實踐效果
來看，獨立委員會雖係一種比較理想化的模式，有利於確保競爭事務執法
的獨立性、專業性和權威性，提高執法效率，但這種模式卻難以與其他多
個部門進行協調。
為加強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事前協調與整體規劃，本計畫認為可在
行政院層級建立各部會間有關競爭事務之定期諮詢聯席會議，以協調行政
院相關部會執法和監管等的工作。從現實情況來看，經常可能涉及到的產
業主管機關包括經濟部、NCC、交通部等部門。會議主席由行政院副院長
擔任，各部會首長為當然成員。聯席會議主要可通過召開全體會議、專題
會議等可共同商議制定競爭法的配套規章、提出市場總體競爭狀況評估報
告、研究草擬行業分類和評估標準、建立反映各行業市場集中狀況的資料
庫、進行各部會競爭法宣傳和人員培訓等。當然，聯席會議原則上僅是以
發揮“組織協調”的功能，並不行使行政權力或作出行政決定。如此，既可
維持我國公平會獨立委員會的現行制度，又可兼顧競爭法之以市場經濟為
基礎並輔以國家產業政策引導的重要角色，融合涉及經濟、法律、社會等
多個執法面向考量，達成政府施政作為之一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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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之研究-以能源產業為中心
摘要
關鍵詞:能源產業、競爭政策、產業政策、調和
本計畫主旨在於瞭解我國能源產業的的產業圖像，並蒐集彙整歐盟、
日本以及韓國等國家的競爭法規與產業政策的相關規範。同時對於能源產
業的進入管制與補貼政策對於市場競爭效能的影響進行分析討論。接著利
用國、內外個案經驗，針對能源產業的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間的互動與
調和進行論述。最後提出我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準則與
具體建議，提供公平會未來的執法與施政方向。
整體而言，從我國能源市場的圖像以及現況來看，參考相關競爭政策
與產業政策文獻審視得知，因為能源產業自然獨占的特性，早期我國能
源產業一直是受保護且由政府特別管制的事業。其後，伴隨著自由化的國
際潮流、以及國營且獨占衍生經營效率不彰的弊端，政府持續開放解除管
制以及民營化等能源政策，惟在能源產業的開放與解除管制的經驗中卻又
發現，由於相關配套措施的不足，容易導致效能競爭的忽略，突顯競爭政
策與產業政策沒有互動與調和的惡果。
觀察國內能源市場發生的問題，例如近日台電公司與民營電廠之間的
合約糾紛引發效能競爭不足的問題；油品市場的開放，因未達充分廠商家
數，卻導致假性競爭及另一種壟斷的結果；均違背當初政府解除管制、市
場開放的競爭目的。再生能源固定投入費率的作法與措施，仍舊重蹈覆轍，
無法避免預防未來爭議的可能發生。
睽諸其他國家經驗，在各項產業相關政策與法令的訂定過程，均需事
前知會與諮詢競爭主管機關，以為競爭內涵影響效能的檢視與評估。在國
際能源政策競爭政策為主、產業政策為輔的世界潮流下，未來能源產業政
策或法令擬訂與修訂時，涉及競爭法事項時，應採事前倡議原則，進一步
「應當」
、
「強制」事前諮詢競爭主管機關，同時透過競爭評估指引與政府
補貼處理原則的建立，推動政策評估法，賦予競爭主管機管檢視各項涉及
競爭法內涵的評估權利，建立積極的調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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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monization between 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dustry Policy
—The Case of Energy Industry
ABSTRACT
Key Words: Energy Industry、Competition Policy、Industry Policy、
Harmoniz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over the presenting and future energy
industry poli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Besides, we will survey the legis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energy industry in EU, Japan,
and Korea. In addition, we are interested the impact of control and subsidy
policy to market competition. Finally, we focus on the mechanism operation of
harmonization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industry policy.
Therefore,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sugges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
1.

The aspect of legislation, the instantly and feasible suggestion is that the
chairperson and commissioners of FTC are proposed to the ex ante
competition advocacy. In the long-term, the mechanism of compulsory
prior consultation and the legisl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y valuation act are
suggested.

2.

The aspect of administration, FTC is proposed to formulate the
antimonopoly act guidelines on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and disposal
directions on renewable energy subsidy in the short-term. Finally, to
establish the fair trade policy periodical consultation joint meetings system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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