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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內油品市場存在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兩大供油商，既為經濟學上的雙占(寡

占)市場，又屬公平交易法第 5條之 1的獨占事業，公平法不禁止這個形式上寡占而

實質上持續獨占的特殊狀態，而是採「濫用原則」之規範。 

實際上，兩大寡占供油商仍延續市場的獨占力，而難以期待發揮競爭機制，增

進市場效率與消費者利益；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下，廠商於油價上能競爭、可競爭而

不競爭，同步同幅跟隨而調整為一致性油價，可能減損消費者整體利益。門檻高的

石油業，難以突破寡占局面或期待市場發揮自我矯正修復功能，因此，有檢視國內

油品市場獨占性定價管制之必要。 

本文探討公平法上獨占供油商，有無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而對油價為不

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或違反第 4 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等，發現競爭法主

管機關難以取得廠商成本資訊，執法上受困於嚴重的資訊不對稱，無法正確評估油

價與成本之關聯，難謂廠商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謂對油品價格為「不當」

決定、維持或變更。兩大寡占供油商相互依賴性高，不為價格競爭的一致性油價，

獲利最大，卻可能有損消費者整體利益。惟尚不足以認定為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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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違反公平法第 10條第 4款與第 1條之規範。 

面對國內油品市場與油品定價，競爭法主管機關不能亦不宜干預切割市場結構

或建議「合理油價」；能源事業主管機關雖無法改變市場結構，卻可督促並改善監

察院所指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缺失，建構合理的油品定價機制。本於維護國內油品

市場公平競爭的立場，公平會可依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之規定商同經濟部共同檢討

修正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建議列為台灣中油營運政策之一，不再對外公佈，於可啟

動調價情形下，或許可以讓台灣中油更有彈性地自行決定是否進行調價，調價幅度

可以改為至多可調整若干百分比，調價頻率與調價時機則更改為不定期、不定時的

調價方式，盡可能機動而靈活的調整油價，避免競爭對手直接洞悉油品調價計算方

式而完全預期油價調整之結果，也免於再度陷入消費大眾質疑兩大供油商「公開共

謀」而為一致性油品定價與調價之窘境。 

關鍵詞： 市場結構、定價行為、混合雙占、獨占、獨占性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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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內汽、柴油供給市場，於 2000 年 9 月台塑石化加入市場之後，打破國營的

台灣中油之獨占局面；2002 年 4 月美商 Exxon Mobil 與台灣匯僑合作成立台灣埃索

環球石油公司，以進口成品油加入國內油品市場供油後，形成三家廠商的寡占市場

（Oligopoly）。相較於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兩大油品供應廠商而言，台灣埃索的經

濟規模較小，於營運上持續虧損，於 2003 年 12 月決定結束營業而退出油品市場。

此後，國內油品市場形成國營與民營兩家產品同質寡賣（Homogeneous Oligopoly）1 

廠商，構成公民營混合雙占市場（Mixed Duopoly）結構2。  

國 內 油 品 市 場 參 與 廠 商 家 數 少 ， 彼 此 高 度 相 互 依 賴 （ Oligopolistic 

Interdependence）3，對於油品價格變動相當敏感，資訊傳遞迅速，一旦廠商調價，

競爭對手將迅速採取價格跟隨（Price Leadership）4策略，導致油品市場長期處於一

致性油價而缺乏價格競爭的情況。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提供了一個油價資訊交換的平

台，促使廠商幾乎無風險的採取一致性調價行為。可從經濟學上雙占（寡占）市場

結構，討論兩家廠商油品定價一致性的聯合行為問題5（本文暫不討論）；惟這個公

民營混合雙占的現象，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上獨占（Monopoly）的

問題？兩大供油商於油品價格上可能存在可競爭、能競爭而不競爭的現象，有可能

衍生油品獨占性定價（Monopolistic Pricing）的問題？本文擬從競爭法主管機關的

競爭政策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產業政策兩個方向，探討國內油品市場結構及其定

                                                      
1 王國樑，管理經濟學，2 版，台灣東華書局公司，272-276 (2004)。 
2  L. Nett, “Mixed Oligopoly with Homogeneous Goods,”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 64, 367-393 (1993); M. D. White, “Mixed Oligopoly, Privatization and Subsidization”, 
Economics Letters, 53, 189-195 (1996); 林啟智，「價格領導與默契性聯合壟斷」，公平交易季刊，

第 18 卷第 1 期，99-124(2010)。 
3 熊秉元、胡春田、巫和懋、霍德明，經濟學 2000，4 版，雙葉書廊，243-245 (2007)。 
4 所謂價格跟隨行為 (price leadership)，常見於寡占市場上廠商用於調和彼此行動的一種手段，

通常係先由市場領導廠商率先宣佈調價，而產業內其他廠商隨後跟進的行為，又稱為價格跟隨行

為。F. M. Scherer and 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Houson-Muffin, 
3rd ed., 248-249 (1990)；熊秉元、胡春田、巫和懋、霍德明，經濟學 2000，4 版，雙葉書廊，245 
(2007)。 

5 參照陳文生，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及其公平交易法上法律問題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

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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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行為。 

二、國內汽、柴油供給的市場結構分析 

(一) 經濟學的觀點 

1. 經濟學上的寡占（混合雙占）油品市場 

經濟學上通常是依照市場參與廠商之多寡，區分為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占

與獨占等四大市場結構6；兩家油品同質的供油商構成國內油品市場的混合雙占結

構，高度相互牽制、相互依賴的廠商，其經營決策與市場行為，都可能影響到競爭

對手的利益與行為決策模式7。 

依照石油產業的上、下游關聯性，將油品市場分為「油品供應商」（包含煉製

業者與進口業者，亦扮演油品批發商的角色）與「加油站業者」。上游的油品批發

市場8，僅有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兩家形成公民營混合雙占的市場結構；下游的油品

零售市場，則為眾多加油站業者參與競爭9，其競爭狀態為油品供應商提出優惠的折

讓、入股與售後服務、支付油款的信用期間等交易條件來爭取加油站業者加盟。 

國內油品供應商的市場占有率，可根據廠商實際掌握的下游加油站數量之多寡

加以推估，目前實際營運的加油站已達 2,627 站10，台灣中油有 2,040 個站，市場占

有率為 77.6%，台塑石化則有 587 個站，市場占有率為 22.4%。 

2. 國內油品市場的經濟特性 

依石油管理法第 24 條規定，石油煉製業除了投入龐大資本與技術之外，尚面

                                                      
6 謝登隆，個體經濟學(生活與個案)，初版，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312-313 (2010)。 
7 張清溪、許嘉棟、劉鶯釧、吳聰敏，經濟學理論與實際(上冊)，5 版，翰蘆出版社，242-

245、278 (2004)。 
8 依據 100 年 5 月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的資料，顯示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的

油品供應與批發幾乎攘括國內油品市場，其他 207 家批發商則無足輕重，暫不列入討論。 
9 李秉正、陳家榮等，國內油品市場之相關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8 年度委託研究計

畫，41-58 (2009)。 
10 依據 100 年 5 月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的資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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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嚴格環保問題，而油品輸入業者則有高額投資與油品輸儲的問題等11，實際上已

形成高度進入障礙，其相關經濟特性如下12： 

(1) 高度集中的油品市場：油品市場上僅有兩家煉製業者，屬於公民營混合雙占市

場結構。 

(2) 標準化、同質化的產品：92、95 與 98 無鉛汽油與高級柴油，皆屬於標準化產

品，油品精煉製程與技術雖有不同，惟油品配方幾乎完全相同。 

(3) 缺乏彈性的需求與供給：汽、柴油屬於民生必需品，供需數量對價格的變化並

不敏感，油品的需求彈性與供給彈性明顯偏低。 

(4) 廠商投入原油、產出多種聯產品的多市場競爭模式：油品煉製廠以原油為材

料，產出石油相關聯產品，除汽、柴油外，尚有燃料油、潤滑油以及各種石油

化學產品市場之競爭。 

至關民生交通運輸而不可或缺的汽、柴油，具有價格需求彈性趨近於零的無彈

性特質，顯示廠商對於汽、柴油的價格變動，無論採取何種定價策略與調價行為，

消費者都成了油價的接受者，幾乎別無替代之選擇而且非買不可。有關油品定價與

調價的問題13，已成了消費者矚目的議題。 

(二) 公平法的觀點 

1. 公平法第 5條對油品獨占之認定 

公平法第 5 條第 1 項明定：「本法所稱獨占，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

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前段所謂的「事業在特定市場處

於無競爭狀態」，即為經濟學上的獨占；而後段所謂的「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

競爭之能力者」，指特定市場上事業具有排除競爭能力，能消滅其他競爭者的競

爭。換言之，獨占事業可避免市場上有效競爭，或面對競爭時亦可輕易克敵制勝而

                                                      
11 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者，必須儲存 60 天且分別不得低於 5 萬公秉與 1 萬公秉之石油安全庫

存量，因此欲加入石油煉製或輸入業的廠商，須承租或自建油槽，以儲存 60 天的安全庫存油量，

對市場潛在的參與者而言屬於資本密集的高門檻進入障礙。 
12 楊佳慧，「公平會處理國內二大供油商聯合調整油價之觀點」，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158-171 (2006)。 
13 事實上，油品調價即為廠商對於油品的重新定價行為；因此，定價行為即包括了廠商的調價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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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影響其實力；獨占廠商行為時不必考慮其他競爭者、供應商與消費者的反應，依

照自己的意志而完全獨立決策與行動；利用市場獨占地位，影響其他廠商的行為，

必要時可排除其他競爭者14。台灣中油在國內油品市場的占有率雖達 77.6%（台塑

石化則約為 22.4%），可謂具有壓倒性的地位，但是未必有排除同業競爭之能力。

蓋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提供的 2008 年企業年報資料，台灣中油資本額為新臺幣（下

同）1,300 億元、資產總額約 6,431 億元、年營業額達 9,452 億元；台塑石化資本額

為 924 億元、資產總額約 4,307 億元、年營業額達 8,755 億元；顯示兩大供油商之

營業規模旗鼓相當，其中民營的台塑石化於成本控制與經營績效方面都優於國營的

台灣中油；因此，擁有較高油品市場占有率的台灣中油，事實上可能不具有排除規

模相當而成本較低的競爭對手之能力，並非本條項所稱的獨占事業。 

公平法第 5 條第 2 項復規定：「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

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此為針對寡占市場中，符合

「數事業之間不為實質競爭」之情形而規範之。換言之，競爭廠商事實上不為價格

競爭，而全體廠商對外關係於特定市場屬於無競爭狀態，或廠商具有壓倒性地位而

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亦應受公平法獨占之規範，此乃將經濟學上的寡占市場視為

法律上的獨占市場之特別立法15。公平法所謂的獨占，較經濟學上的獨占範圍更為

廣泛，同時包含了經濟學上的獨占與寡占。實際上，獨占的內涵，經濟學是單純以

「市場結構」為判斷基準；公平法則以事業是否處於無競爭狀態，或是否具有壓倒

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力等「市場力量」為認定要件，此為公平法對於獨占管制

的判斷核心。 

兩大供油商實際上是否存在不為價格競爭，可依照 96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浮

動油價調整機制前後，分別觀察與討論實施前與實施後之情形。93 年 10 月 21 日公

平會以公處字第 093102 號處分書，認定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於 91 年 4 月至 93 年 9

月，曾經持續 20 次以事先、公開方式傳遞調價資訊的意思聯絡，達成一致性調整

油價之共識，形成同步同幅調價產生一致性油價之行為，足以影響國內油價與油品

                                                      
14 何之邁，「獨占(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60 期，72-73 (2007)。 
15 參閱本條項規定的立法理由，即謂：「我國產業機構，真正由一事業獨占之情形並不常見，

而少數事業雖無聯合行為，惟實際上〈例如其市場由少數廠商控制支配〉不為價格之競爭；在此

寡占情形下，事業可能以價格領導機能操縱市場，故有規定二以上事業寡占情形視為獨占之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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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違反公平法第 14 條第 1 項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本案曾訴訟至最高行政法

院經裁判而確定兩大供油商不為價格競爭，甚至長期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行為，促

使國內汽、柴油價格長期趨於一致性，形成油品價格的聯合行為16。至於浮動油價

調整機制實施 4 年多以來，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對於汽、柴油價格的調整，亦存在

類似前述同步同幅調價行為而出現油價幾乎長期一致的現象，似有涉及油品定價聯

合行為之疑慮；換言之，在公民營混合雙占的油品市場結構下，兩大供油商實際上

存在不為價格競爭的情形，而其全體對外關係，具有公平法第 5 條第 1 項所謂的事

業在特定的油品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17，應符合同條第 2 項要件而將國內油品市場

視為獨占市場18，而其市場參進者（兩大供油商）亦應視為獨占廠商而適用公平法

上獨占相關規範，如第 10 條有關獨占事業禁止行為之規定。 

2. 公平法第 5條之 1對於獨占油品事業的認定 

公平法第 5 條之 1 第 1 項首先依據市場參與廠商的家數與其市場占有率，當作

初步判斷是否可以將廠商認定為獨占事業的門檻19，其規定為：「事業無左列各款

情形者，不列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一、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

一。二、二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三、三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

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換言之，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20已達二分之一、二

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已達三分之二，或三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已

達四分之三者，即合於將廠商列入獨占事業認定範圍的第一道門檻。 

其次則針對已符合第 5 條之 1 第 1 項所列三款規定之事業，再依同條第 2 項之

規定：「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在該特定市場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或

者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新臺幣十億元者，該事業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

                                                      
16 參照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91 號與第 92 號裁判書 (2009)。 
17 目前國內汽、柴油產品，幾乎全由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兩家廠商供應，故其全體對外關係可

謂處於無競爭的狀態。 
18 范建得，「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5 條」，收錄於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

劉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175 
(2003)。 

19 本文有關「廠商」或「事業」，其用語雖有不同，但意義相同。 
20 有關市場占有率之計算，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4 條明定：「計算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時，應先審

酌該事業及該特定市場之生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值 (量) 之資料。計算市場占有率所需

之資料，得以中央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料或其他政府機關記載資料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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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範圍。」而為判斷是否屬於獨占事業？亦即廠商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雖然已經達

第 1 項所列的三個門檻，惟如其個別廠商在該特定市場的市場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

21，或者上一會計年度廠商總銷售金額未達新臺幣 10 億元者，該廠商仍然不須列入

獨占事業的認定範圍。  

由於公平法第 5 條之 1 第 1 項與第 2 項的門檻極高，可能排除許多實質上具有

支配市場力量的廠商，為了避免形式上雖然尚未達到此二門檻，但實質上已具備了

排除競爭能力的廠商，漏未列入獨占事業的認定範圍；因此，公平法第 5 條之 1 第

3 項另設有例外規定：「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

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

項不列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中央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換言之，事業

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如受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

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該事業依公平法第 5 條之 1 第 1 項

與第 2 項之規定不列入獨占事業認定之範圍，惟依公平法第 5 條之 1 第 3 項之規

定，該事業仍得由公平會例外認定為獨占事業22。 

因此，歸納言之，公平會仍得將特定市場的個別事業，依公平法認定為獨占事

業者，有下列三種情況： 

(1) 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未達二分之一，或雖已達二分之一，惟因其上一會

計年度之總銷售金額未達新臺幣 10 億元者，如個別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

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

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時，公平會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2) 二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因未達三分之二，或雖已達三分之二，惟因個

別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或個別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雖

達十分之一，然其上一會計年度之總銷售金額未達新臺幣 10 億元者，如該事業

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其

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時，公平會亦得認定其為獨占事

業。 

                                                      
21 由此可知，列入獨占事業認定範圍之二事業全體與三事業全體之個別事業，其於特定市場之

占有率最低須達十分之一最低門檻。  
22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33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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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因未達四分之三，或雖已達四分之三，惟因個

別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或個別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雖

達十分之一，然其上一會計年度之總銷售金額未達新臺幣 10 億元者，如個別事

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

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時，公平會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

業。 

實務上，公平會運用公平法第 5 條之 1 第 3 項的規定而將事業認定為獨占事業

之案例，並不多見；僅有極少數經其明確表示，依本條項之規定而認定為獨占事業

者，如 94 年 3 月 2 日公處字第 094017 號處分書，公平會認為國內經營「通關網路

服務」市場的業者，僅有關貿網路（市場占有率 91%）與汎宇電商（市場占有率

9%）兩家公司，基於被處分人關貿網路公司，具有先發之優勢，且其用戶之規模、

市場占有率以及通關網路服務的網路效應（通關網路使用者傾向加入用戶最多的網

路）與兩面市場（通關網路使用者傾向選擇用戶種類最多的網路，加入已經有報關

行、貨櫃場、船公司、航空公司等不同種類用戶的網路，而不會選擇加入只有報關

行的網路）的特性，皆顯然較汎宇電商公司擁有競爭上之優勢，具有壓倒性地位、

可排除競爭之能力，從而被處分人於 92 年度之總銷售金額雖未達新臺幣 10 億元，

惟因其具有前述足以影響市場供需，而可排除競爭的能力，公平會仍依公平法第 5

條之 1 第 3 項之規定認定被處分人（關貿網路公司）為「獨占事業」23。 

兩大供油商構成的國內油品市場，經濟學上雖然歸屬為公民營混合雙占市場結

構，然而依照公平法第 5 條之 1 的規定，如前所述，實際上兩大供油商的年營業額

都超過了 8,000 億元，個別廠商的市場占有率也都已經跨越 10%的門檻（分別為

77.6%與 22.4%），而油品市場占有率兩家合計為 100%；檢視公平法第 5 條之 1 所

規定三個視為獨占市場的構成要件，實質上兩大供油商已經符合油品市場占有率合

計達到三分之二以上、且個別廠商的市場占有率都達十分之一以上、上一個會計年

度兩家廠商的總銷售金額也分別都達到新臺幣 10 億元以上等公平法第 5 條之 1 規

定的三個要件。因此，對於國內油品市場結構，公平法上可將國內油品市場視為一

個獨占市場，適用公平法第 10 條有關獨占事業禁止行為之規定，以討論獨占油品

                                                      
23 參照公平會 94.3.2 公處字第 094017 號處分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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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結構下，兩大供油商的油品定價行為；惟討論上仍須來回穿梭於經濟理論與法

律分析兩大領域之間。 

(三) 評析   

公平法經常藉重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以探討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惟基於維護

市場交易秩序、確保自由公平競爭的立法意旨，特別強調限制競爭行為與不公平競

爭行為類型的規範。同時兼具經濟學上雙占市場與公平法上獨占市場兩種屬性的國

內油品市場，面對廠商趨於一致性的油品定價行為，若論以雙占市場，廠商可能涉

及公平法上的價格聯合行為？惟論以獨占市場，則可能面臨獨占性定價的問題？這

個徘徊在公民營混合雙占與獨占之間的難題，本文暫且擱置混合雙占問題，而專注

於獨占問題的討論。 

獨占的國內油品市場，兩大供油商依公平法第 10 條獨占事業禁止行為之規

定：「獨占之事業，不得有左列行為：一、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

業參與競爭。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三、無正

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四、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因此，討

論國內油品定價問題時，應注意公平法第 10 條之禁制規定，尤其是獨占供油商對

於油品價格有無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的情事。更進一步，可再討論公平法第

1 條保護消費者利益的問題。 

三、廠商的油品定價模式 

(一) 國內油品定價之背景與現況24 

1. 實施油品經濟管制時期 

台灣中油獨占國內油品市場時期，有關汽、柴油的定價或調價問題，其實並無

                                                      
24 李秉正、陳家榮等，國內油品市場之相關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8 年度委託研究計

畫，28-29 (2009)。 



 國內油品市場結構與定價行為之研究 75 

油價決策的主導權；政府一直將油品視為國防戰略與民生必需的重要物資，對於國

內油品實施產銷上的經濟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s），油品價格反映了政府管制

政策下的定價決策，因此 1946 年台灣中油設立後至 1993 年間，國內油品價格皆由

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依照台灣中油應該達成的法定盈餘，直接訂定了汽、柴油的價

格。政府實施各種油品管制與補貼政策，對於想要策略補貼的產業與對象，刻意給

予較低的優惠油價；而曾經被定義為「奢侈品」的汽油，則由一般消費者負擔了不

合理的極高價格。此一階段，國內各類油品價格與國際油價趨勢有明顯的差異；而

各種石油化學產品之間也一直存在著嚴重的交叉補貼現象。 

到了 1993 年，經濟部頒布了油價計算公式，首先於 1993 至 1998 年間採取固

定油價公式，依照國際原油價格波動幅度的狀況，每月定期修正國內的油品價格。

其次則於 1998 年至 2000 年間，改為浮動油價公式，經濟部有限度的授權給台灣中

油，使其依據國際油價的變動趨勢，於 3%的油價變動幅度內，每週自行修正國內

油價，惟油價依然屬於政府經濟管制之範疇。 

2. 解除油品經濟管制時期 

2000 年 9 月，台塑石化正式加入石油煉製產銷行列，政府隨即解除國內油品的

經濟管制，同時宣布廢除油價公式，並頒布石油管理辦法，將油品之定價與油價之

調整改為依照市場機制決定。從此，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可以自由決定汽、柴油之

價格，但國營的台灣中油仍須配合政府政策，擔負滿足國內油品需求與穩定油價的

能源政策任務。 

自 2003 年中開始，由於美軍發動對伊拉克戰爭，加上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rganization of Oil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實施原油減產保價措施等因素，國

際原油價格劇烈波動，開始大幅上漲，一直持續到 2006 年 7 月份，因需求減緩而

國際原油價格稍有下跌。但是半年之後的 2007 年 1 月，國際原油價格又發動另一

波的快速飆漲；為了因應能源危機以致國際原油價格大幅上漲，自 2006 年 9 月

起，政府對於國內油價再度恢復了經濟管制，並且在學者專家的建議之下實施浮動

油價調整機制，試辦每週調整稅前批發油價的方式，以反應國際原油價格的波動而

導致台灣中油成本的變動。2007 年起正式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並依照油品市場

的變化與實施油價調整的成效，已先後 6 次修正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其相關作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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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修正與演變過程，詳如表 1。 

現行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為 99 年 1 月 6 日修正後實施，

其詳細規定如下列六個要點： 

調價指標： Platt’s 報導之 Dubai 及 Brent 均價，分別以 70%及 30%權重計算（70% 

Dubai+30%Brent），取小數二位，採四捨五入。 

調價幅度： 每週（週一至週五）調價幅度取「調價指標當週均價乘以當週匯率均價

與調價指標前週均價乘以前週匯率均價比較」之 80%變動幅度計算，取

小數二位，採四捨五入。 

調價金額： 1.依「92 無鉛汽油及高級柴油還原依機制計算應調整價格之稅前批售價

格」乘以「調價幅度」，分別計算 92 無鉛汽油及高級柴油稅前批售價

格，再加上稅費換算零售價（取小數一位，採四捨五入）據以計算調價

金額。 

  2.95 及 98 無鉛汽油比照 92 無鉛汽油調價金額、超級柴油、海運重柴油

及甲種漁船油比照高級柴油調價金額同步調整。 

調價公布： 每週日中午 12 時公布新油價。 

調價時間： 新油價公布次日零時起生效。 

其  他： 1.遇春節假期順延至過年後第一個週日中午公告，如遭逢重大天然災

害，亦順延至下一週調價日辦理。 

(二) 國內油品定價之檢討 

回顧國內汽、柴油的定價歷程，從 1946 年台灣中油設立後，直到 2000 年台塑

石化量產前，國內油品市場一直屬於台灣中油的獨占市場結構。政府以國家能源政

策之需而實施各類油品的經濟管制，事業主管機關直接主導汽柴油之定價；每當需

要調整油價時，須事先報請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之後，台灣中油始能公告油品調價方

案而調整油價。於油品經濟管制期間，於 1993 年至 1998 年採用固定油價公式，於

1998 年至 2000 年改採浮動油價公式，以方便定期（每月或每週）計算並調整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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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修正與演變 
階  段 調價指標 調價幅度 調價頻率 其  他 
試  辦 
95.09.26 
95.12.31 

WTI 100% 每  週 1. 維持油價為亞洲鄰近國家之

最低價。 

正式實施 
96.01.01 
96.08.31 

WTI 80% 每  週 1. 維持油價為亞洲鄰近國家之

最低價。 

一  修 
96.09.01 
96.11.05 

70%Dubai 
+30%Brent 80% 每  月 1. 油價持續上漲達 15%，實施

油價凍漲政策。 

二  修 
96.11.06 
97.08.06 

70%Dubai 
+30%Brent 80% 每  月 1. 油價持續上漲達 12%，實施

油價凍漲政策。 

三  修 
97.08.07 
97.11.27 

70%Dubai 
+30%Brent 80% 每  週 

1. 納入匯率變動因素。 
2. 取消油價凍漲政策，採一次

漲價多元吸收方案。 
四  修 
97.11.28 
98.04.30 

70%Dubai 
+30%Brent 80% 每  週 1. 於油價調降時，逐次回收多

元吸收的油價。 

五  修 
98.05.01 
99.01.05 

70%Dubai 
+30%Brent 80% 每  週 

1. 已經全數回收多元吸收的油

價；因此，取消一次漲價、

多元吸收方案。 

六  修 
99.01.06 
迄今 

70%Dubai 
+30%Brent 80% 每  週 

1. 於春節或重大天災時，得彈

性順延調整調價。 
2. 99.12.6 實施油價減半調漲、

跌價吸收方案。 
3. 100.5.1~100.7.31 實施大眾運

輸業者和特殊弱勢族群油價

補貼方案25。 
4. 100.8.1~100.10.31 維持大眾

運輸業者和特殊弱勢族群油

價補貼方案。 
5. 101.1.9~101.1.29 實施油價凍

漲。 

資料來源： 本文依據台灣中油公司歷次修訂的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與經

濟部、交通部實施的各種油價政策方案等加以整理。 

                                                      
25 由於國際油價不斷持續高漲，政府為了減輕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業者和特殊弱勢族群的沉重負

擔，經濟部宣布 100 年 5 月 1 日起至 100 年 7 月 31 日為期 3 個月，對於大眾運輸、計程車、離島

載客船舶、復康巴士、農漁業用油等在內的特定弱勢族群，實施油價浮動補貼配套措施。惟油價

補貼門檻過高，引起客運與計程車業者的反彈，拒領補貼而揚言漲價，於是交通部將「公路、市

區及計程車運輸業油價補貼措施」由浮動補貼調整為定額補貼。實施期滿後，交通部又決定延續

補貼至 100 年 10 月 31 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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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油價；然而這樣的改變依然沒有脫離政府對油品的經濟管制，台灣中油雖然獨占

國內油品市場，卻無獨占定價的作為，油價事宜悉依事業主管機關之經濟管制與能

源政策而定，或許可稱之為經濟管制下油品獨占定價時期。 

2000 年 9 月國內第二家石油煉製廠台塑石化正式量產，加入油品產銷行列，政

府隨即解除油品的經濟管制，同時也宣布廢除油價公式；隨後於 2001 年立法通過

石油管理法，以促進石油業之健全發展，維護石油市場之產銷秩序，確保石油之穩

定供應，增進民生福祉。從此，國內油價將隨市場機制而定，開啟了國內油品定價

自由化的序幕。有了競爭廠商的國內油品市場，原則上兩大供油商將依照市場機制

而自由決定油價，但實際上台灣中油仍須配合政府的能源與經濟政策，承擔穩定國

內油價的政策任務，油價自由化程度仍然有限。 

自由開放的國內油品市場，理論上油品定價應趨於市場自由競爭，但觀察台塑

石化油品進入市場的前後時期，發現台灣中油的油品定價行為，實際上並無太大的

變化，表示油價的決定可能仍然延續過去的經濟管制定價模式與油價調整經驗而持

續運作。至於台塑石化油品上市後，各類汽、柴油售價則直接跟隨台灣中油的相關

油價而訂定，並沒有出現台塑集團所宣稱的油價要低於競爭對手三分之一的價格競

爭現象26。由此推論，開放的油品市場，兩大供油商的市場競爭性似有不足，油價

自由化的政策並沒有爲油品市場帶來太大的競爭效果；相對的，觀察國內油價的波

動，卻發現兩大供油商油價的變動，長期而言，具有幾近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趨勢

27，顯示兩大供油商可能存在不為價格競爭的現象。 

美伊戰爭之後，國際間能源危機傳聞不斷，帶動國際原油市場的價格劇烈波

動，形成另一波原油價格持續大幅上漲，國內油價再度走回經濟管制思維裡，市場

機制下的油價自由化政策，轉為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與政府直接干預油價（例如油價

凍漲政策、一次漲價多元吸收方案、油價減半調漲而跌價吸收方案以及大眾運輸業

者和特殊弱勢族群油價補貼方案等）的經濟管制模式。 

                                                      
26 參酌我國油品自由化評析之論述：「早在台塑石化公司煉油廠投入生產之前，台塑集團董事

長王永慶於 87 年 5 月 22 日表示，六輕油品售價可望較目前油品價格便宜三分之一，曾引起當時

一般消費大眾的高度預期。但是台塑石化公司油品於民國 89 年 9 月開始上市時，僅以小幅差價進

行短期的價格戰，隨後即告平息。」參見吳再益、趙志凌，「我國油品自由化評析」，國政分

析，91-95 (2002)。 
27 李秉正、陳家榮等，國內油品市場之相關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8 年度委託研究計

畫，60-8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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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國際原油價格波動而定期調整國內油價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為經濟部同意

台灣中油按其油品成本結構所規劃的油價調整方案；但實施之後，卻發現持續存在

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同步同幅調價的結果。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極可能破壞了兩家公

司尚存油價競爭的最後一絲希望，搖身一變成為促進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公開共

謀」調整油價的最佳平台28。 

開放自由競爭十餘年的國內油品市場，檢視供油商的油品定價行為，顯示國營

的台灣中油深受事業主管機關的直接干預與能源政策的影響29，依舊無法完全獨立

自主的決定油價。相對的，民營的台塑石化應有屬於具競爭性的獨特定價模式？其

實不然！兩家具有不同產銷成本結構的供油商，因為原油採購來源不同、採購時間

不同、購油數量不等、付款條件不同、原油輸儲成本不同、原油避險與外匯避險操

作不同、生產設備規模與效率不同、煉製方法不同、油品運送成本不同、設備折舊

費用不同等，其他各項管理與銷售費用也迥不相同，實質上存在著許多的成本差

異；但只要台灣中油因國際油價波動而調整油價時，台塑石化隨即同步同幅跟進調

價，使兩大供油商汽、柴油定價幾乎完全一致，甚至政府歷次要求公營的台灣中油

實施「油價凍漲政策」、「一次漲價，多元吸收方案」與「油價減半調漲、跌價吸

收方案」等各種油價政策，民營的台塑石化也同時受影響而為一致性的油品定價行

為；或許這是台塑石化採取價格跟隨策略的結果！然而，國內的油價政策又回到主

管機關經濟管制的模式裡，似已偏離了市場機制與油價自由化的理念。 

(三) 公平法上視為獨占市場的油品定價 

若依照公平法第 5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以及第 5 條之 1 第 1 項與第 2 項之規定，

認定國內油品市場屬於獨占市場結構，則市場中的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兩家廠商即

被視為獨占廠商，而油品定價問題亦應回歸獨占市場的定價模式來討論，並應注意

公平法第 10 條各款關於獨占事業禁止行為之規範。 

                                                      
28 李秉正、陳家榮等，國內油品市場之相關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8 年度委託研究計

畫，60 (2009)。 
29  例如：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即屬於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的措施，而曾經實施的「油價凍

漲政策」、「一次調漲多元吸收」、「油價減半調漲跌價吸收」與「弱勢油價補貼」等方案，更

是直接干預市場機制的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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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學上的獨占定價 

由於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的油品上市皆已超過 10 年，因此，討論廠商於經濟

學上的獨占定價時，本文僅說明獨占廠商長期的均衡，其他部分則暫不討論。就長

期而言，獨占廠商爲了追求最大利潤，可以調整其投資規模與成本結構，如圖 1 所

示，當達到 LMC=MR（長期邊際成本等於長期邊際收益）而均衡價格為 P0 時，可

使廠商長期利潤極大；惟欲達到此一境界，廠商必須調整資本投資規模至 K0 時，

如此才能符合 SMC=LMC（短期邊際成本等於長期邊際成本），而能達到長期利潤

最大30。 

 

圖 1 獨占廠商長期均衡分析 

資料來源：謝登隆，個體經濟學（生活與個案），352（2010）。 

 

國營的台灣中油長久以來背負滿足國內油品需求、穩定國內油價與經濟發展的

能源政策使命，深受事業主管機關的干預，難以完全獨立自主的決定油價，也未必

以賺取最大利潤為經營目標；實際上，外界無從窺探其油品成本資訊，也難以取得

其長短期邊際成本、邊際收益與最適資本投資規模等資料，因此，難以評論其油價

是否屬於過高的獨占定價而賺取了獨占的超額利潤？惟台灣中油爲了達成法定盈餘

                                                      
30 謝登隆，個體經濟學 (生活與個案)，初版，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351-35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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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其油品之定價應高於平均成本而無獨占廠商掠奪性定價之可能。 

至於民營的台塑石化，是以追求公司與股東最大利益為目標，其為上市公司依

法必須公告財務報表，惟外界依然難以取得屬於營業秘密的油品成本分析與油價決

策資訊，僅知其汽、柴油售價幾乎長期與台灣中油完全一致。這個寡占廠商的價格

跟隨行為，顯示以國營事業效率較差、成本較高為基礎而訂定的油價，即足以讓台

灣中油賺取油品銷售利益；相對的，民營企業的效率較佳、成本較低，只需跟隨競

爭對手而採取相同的定價，不但大幅降低營業風險，也使台塑石化的油品銷售成了

穩賺不賠的生意，甚至賺取超額利潤。 

整體而言，國內油價仍屬事業主管機關直接干預與掌控的產物，台灣中油依事

業主管機關的認可而訂定油價，後進的台塑石化則直接採取價格跟隨策略，訂定幾

乎完全相同的油價。此為經濟管制之下的國內油價，或許可稱之為「經濟管制下的

獨占性定價模式」。 

惟引人注意的是將油品市場視為獨占市場，卻同時存在兩家成本高低不等（成

本較高者為國營台灣中油，而成本較低者為民營的台塑石化）的獨占廠商，主管機

關以「經濟管制下的獨占性定價模式」，以成本較高廠商為基礎而訂定國內汽、柴

油的價格，使油價存在偏高的傾向（其實成本較低的廠商，具有低價競爭的能

力），也使得公民營供油商在相同油價之下，賺取油品銷售利益、甚至超額利潤

（成本較低的業者，可能獲利更為豐厚而有部分的超額報酬），這樣的油品定價是

否合宜？其次，以台灣中油的成本結構31（原油占生產成本比率）為基礎而制定的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際上已經成了兩大供油商調整油價的資訊平台，導致同步同

幅調整油價而為一致性定價的現象，是否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對油品價格為不當之

決定、維持或變更，或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有無悖離同法第 1 條維護交易秩

序與消費者利益之立法意旨？  

2. 公平法上的獨占定價 

原則上，經濟學上的獨占市場，是指整個市場或產業只有一家廠商，而且所生

                                                      
31 監察院 99 年 099 財正字第 0003 號糾正函，「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價調整機制疑有不當

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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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產品沒有類似的替代品，著重於討論廠商的獨占定價行為模式。然而，本文面

對的是依公平法第 5 條與第 5 條之 1 的規定，將國內油品市場視為獨占市場，而這

個法律上的獨占市場卻同時存在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兩家公平法上的獨占廠商。有

關台灣中油油品之定價，雖屬於事業主管機關油價政策與經濟管制下的油價，然而

公平法上著重的是台灣中油的油品定價行為有無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對油品價格

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的情形；或第 4 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

為？至於台塑石化採取不為價格競爭的價格跟隨策略，是否也同樣面臨這樣的問

題？ 

這兩家公平法上的獨占廠商，成本結構高低不等，事實上長期以來大都是成本

較高的國營台灣中油先決定了油品的定價，而後成本較低的民營台塑石化，則是同

步同幅直接跟進而調整為一致性油價，採取不為價格競爭的定價模式。這樣的油品

定價模式有沒有可能發生油價過高（Excessive Prices）的問題？兩家獨占廠商有無

涉及濫用獨占市場優勢地位，對於油品之價格或服務之報酬為不當的決定、維持或

變更，榨取交易相對人（例如油品消費者）而獲得不合理利潤之行為？有無違反公

平法第 1 條之規範而損害消費者的利益？這些國內油品市場上的疑點與難題，實有

必要由獨占管制之觀點，加以逐一解析之。 

四、獨占管制 

(一) 獨占管制的措施 

獨占事業挾其為市場獨占廠商之優勢，可能產生濫用獨占行為而妨礙市場競

爭，因而競爭法上有實施獨占管制之必要。常見的濫用獨占行為有「阻礙濫用」與

「榨取濫用」；「阻礙濫用」又稱「阻礙（或封鎖）競爭的濫用」，為獨占廠商不

當利用其獨占力，而妨礙、封鎖或排除市場之競爭機能，損害市場潛在競爭者，以

維持或擴大其支配市場的優勢地位，此為競爭法應管制的水平濫用獨占地位之行

為。「榨取濫用」，為不同產銷階段的交易相對人在別無替代性選擇之下，不得不

接受獨占廠商之不公平交易條件，獨占廠商因而獲取不合理的經濟利益，為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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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管制的垂直濫用獨占地位之行為32。 

競爭法可依市場結構、市場行為與市場績效（Market 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等進行獨占事業的管制。「市場結構管制」，是爲了促進市場結構之

健全發展，以保護、維持或產生一個具有競爭性而又有利於發展市場競爭機制的市

場結構環境；如美國反托拉斯法曾進行解體違反競爭法之獨占事業，或禁止獨占事

業拒絕交易等。「市場行為管制」，對於廠商的市場行為，原則上尊重市場機制的

運作，盡量避免人為的干預；惟當市場機制無法約束廠商行為而導致市場失靈時

（如獨占廠商挾市場獨占力之優勢地位而影響競爭與交易之結果），便由政府適度

介入加以干預，對於市場之競爭行為予以監督、管制、禁止或處罰，以避免廠商行

為妨礙或限制市場競爭機制；如管制獨占事業的搭售行為或差別待遇行為。「市場

績效管制」，則為對於廠商市場行為結果之調整或糾正，例如產品獨占性定價

（Monopolistic Pricing）33的調整、超額利潤的限制或糾正等。本文探討兩大供油商

之定價行為，應屬於市場績效管制範疇之獨占性定價管制。 

(二) 獨占性定價之管制 

獨占性定價係指獨占廠商利用其獨家支配市場之優勢地位，使不同產銷階段的

交易相對人別無替代性選擇之下，接受過高（獨占廠商為供給者）或過低（獨占廠

商為需求者）之商品或服務的交易價格，顯不合理地榨取交易相對人而追求最大獨

占利益，屬於獨占的榨取濫用行為。此類獨占性定價行為容易引起社會或消費大眾

的詬病與不滿；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於獨占油品供給市場所為的油品獨占定價行

為，有無定價過高則為問題之所在。 

獨占廠商爲了追求最大利潤而實施獨占性定價的現象，主管機關究竟是該傾向

自由放任或管制干預呢？自由放任而不加管制是以尊重市場機制運作，而期待市場

自由競爭之下，能發揮自我矯正修復、自我療癒的功能；人為的管制干預，則認為

                                                      
32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178-185 (2004)。 
33 獨占性定價 (Monopolistic Pricing, Preismissbrauch) 係指獨占廠商運用其支配市場的優勢地

位，對於交易相對人訂定過高 (獨占者為賣方時) 或過低 (獨占者為買方時) 之商品或服務之價

格，而榨取相對人之利益。又稱為超額定價  (Excessive Pricing) 或榨取性定價  (Exploitive 
Pricing)。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179-18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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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競爭機制可能仍有失靈之虞，需要人為介入矯正而有實施立法管制之必要。事

實上這兩種不同的競爭政策思維與做法，皆有其理論基礎；惟市場運作與管制實務

上，仍有邏輯上的先後之別，通常是先觀察市場機制運作之結果，再考慮人為干預

之需而有立法管制之措施。 

1. 傾向不管制而尊重市場機制 

(1) 學理 

美國的反托拉斯法，本質上視競爭法之管制究竟有利於競爭（ Pro-

Competitive）或反競爭（Anti-Competitive）而決定是否實施管制34。其主流學說與

實務判例認為獨占性定價所產生的超額利潤，提供了絕佳的誘因，將吸引潛在競爭

者進入市場，而有促進市場競爭之效果。管制獨占性定價，短期內可能有效引導價

格下降，但利潤降低了，同時也降低潛在競爭者參進市場的意願，更加穩固獨占廠

商的優勢地位而難以改變市場結構，促進市場競爭。 

或許容許獨占廠商極大化的獨占性定價行為，表示市場上有較高經營效率而勝

出的獨占廠商，其獲得的超額利潤屬於廠商應得的市場獎勵，可以鼓勵廠商改善經

營效率。獨占性定價反映出一個高報酬、高利潤的產業，可能激發潛在競爭者積極

參進市場、或刺激既有競爭者增加產量或提升價格競爭力。因此，獨占性定價將具

有促進市場競爭的作用。只要去除市場進入障礙、排除人為的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

爭行為，市場機制發揮自我矯正修復的功能，將會消除獨占力而改善普遍令人不滿

的市場績效；若實施管制反而干擾市場機制的運作。原則上，美國對於獨占性定價

採取不管制而尊重市場機制的立場35。 

(2) 評析 

令人質疑的是，市場機制究竟如何自我矯正修復？修復成什麼樣子呢？獨占廠

商的優勢地位會被市場機制修復成競爭的狀態嗎？任何型態的獨占市場都能自我修

復嗎？而市場自我療癒的速度與程度又如何呢？如果市場能修復、能療癒的話，究

                                                      
34 陳家駿、羅怡德，「美國反托拉斯法適用智慧財產權案件基本原則探討」，公平交易季刊，

第 2 卷第 4 期，(1994)。 
35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185-199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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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需要多少時間？是短期、還是長期呢？面對這些疑點，究竟可以用什麼方法來正

確衡量與解釋市場機制自我矯正修復的功能？要回答這些問題，實務上若有成功案

例為依據，其說服力自不待言；然而事實上僅有學理上的推論，缺乏實證案例的佐

證，實在難以解釋獨占市場自我矯正修復的療癒功能何在！何況長期以來國內油品

市場一直深受政府能源政策之干預，市場機制似已不彰，還能期待這個市場仍有多

少自我療癒的機會與可能呢！ 

或許尊重市場機制運作之餘，不禁要問市場有效發揮其自我療癒功能之前，社

會究竟應該等待多久？台塑石化於 2000 年 9 月進入國內油品市場以來，這個形式

上混合雙占而實質上獨占的市場，可曾發揮市場的自我療癒功能而促進油品市場的

競爭作用嗎？對於國內油品獨占性定價的問題，能否長期的、有意的忽略而任由獨

占廠商恣意享有超額獨占利潤，卻要求社會無限制地承受獨占性定價所帶來的苦

痛，而幾乎毫無希望地等待市場發揮其功能？學者莊春發曾經透徹地分析，認為人

們一般都欠缺耐性，對於長期之未來而幾乎無法享受的政策成果，其實質意義已經

不大36。長期的獨占性定價未必可以提昇市場競爭程度，期盼透過獨占性定價而增

強市場競爭效能，也許只是一場鏡花水月的幻象，由政府進行短期的管制措施，其

實也是一種理性的抉擇37。或許面對獨占的國內油品市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解決

這個獨占性定價的問題，而不是遁入凱因斯所謂「就長期而言，我們都不存在

了。」的思維裡！ 

談到油品市場獨占廠商的案例，最著名的應屬曾經壟斷美國 90%油品市場的標

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挾其市場獨大的優勢地位，於石油相關產業

（如石油探勘、煉油設備、原油採購、石油精煉、油品銷售與油品運輸等）擁有絕

對的獨家議價與定價能力，尤其是油品的獨占性定價完全操縱了美國的油價，賺取

超額的獨占利潤；整體社會等不到獨占油品市場的自我修復，卻看到標準石油公司

透過水平的併購與垂直的結合，快速壯大而成為當時全美最大的石油托拉斯組織，

最後只好訴諸反托拉斯法，纏訟法庭十餘載，終於在 1911 年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36  莊春發，「獨占事業獨占力量的濫用一獨占性定價的探討」，經濟研究，第 33 卷第 1 期，

29-54 (1995)。 
37 劉孔中，「析論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禁止」，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8 卷第 1 期，

252 (1996)；吳秀明，「獨占性定價與市場績效管制一公平會作為一個價值的監督與管制者？」，

政大法學評論，第 73 期，151-156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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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強制將其拆解成 34 個規模較小的石油公司38。由此可見市場機制徒有理論上

自我療癒的能力，實際上卻有其極限而不足以回復市場競爭機制；市場上存在大者

恆大的獨占廠商，幾乎壟斷整個市場而無自我療癒的可能，必須政府的介入或法規

的制裁，始有回復市場競爭之可能！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依然可以借鏡這個百年

前油品市場的案例，省思國內油品市場獨占性定價的問題及其解決之道！ 

2. 立法管制獨占性定價行為 

(1) 學理 

觀察市場經濟的現實狀況，必須承認依賴市場本身的力量去瓦解獨占廠商所享

有的獨占力，或是迫使獨占廠商調整其排除競爭或榨取交易相對人的行為，轉而從

事效能競爭，顯然並不可行；換言之，獨占廠商獨占了整個市場，卻期待市場有自

我療癒的力量，以解決這個獨占廠商所帶來的獨占問題，以本文所討論的產業為資

本密集、規模龐大的石油煉製業而言，實難上加難。長期而言，實際上競爭機制難

以發揮的獨占或寡占市場，依舊存在許多不具效率的獨占或寡占廠商，正好爲市場

機制的極限下了一個註解，讓我們不得不承認，當市場的力量走到盡頭時，即為啟

動法律管制力量的開始，國家仍有以法律管制獨占性定價之必要39。 

歐盟會員國認為市場競爭機制受到重大干擾，無從發揮自我矯正修復的功能

時，仍須實施競爭法上的管制；對於獨占性定價行為，即列入立法管制的範圍。我

國亦採相同理念，參考韓國、德國等立法例，就獨占事業以不公平方法濫用其獨占

地位之行為，加以禁止。於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獨占之事業，不得有左

列行為：……對於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例如廠商

不反應成本而不當決定價格以圖取暴利等行為，不僅為排除競爭最有效之工具，亦

為攫取超額利潤最直接之方法等，都應禁止之。 

(2) 評析 

對於獨占性定價行為，市場機制難以自我矯正修復而需啟動法律管制時，管制

                                                      
38 Oliver Williamson, Antitrust policy,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95-98 (1987). 
39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20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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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市場經濟可能產生本質上的衝突與管制上的副作用： 

A.獨占性定價管制與市場經濟本質的衝突 

強調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其參進者自由參與經濟活動，透過那隻「看不見的

手」，由市場機制決定商品或勞務的產、銷與分配而達成經濟目的，此為市場機制

運作法則；競爭法乃是以保護市場競爭為目的而制定市場競爭活動的規則。若實施

獨占性定價管制，就好像人為的預設了一個合理的市場行為結果，去評估與干預市

場經濟活動，以期達到預設的目標，此乃人為的權衡。當市場的運行法則遇到人為

的權衡措施，極可能產生權衡凌駕於法則之上，人為的操弄將扭曲市場的機制。 

或許在市場競爭機制的「制度保護」之餘，競爭法對於市場參與者以及消費者

的「個別保護」仍有附帶、間接或反射保護的效果，獨占性定價管制即屬於保護措

施之一，能維護交易相對人與消費者的個別權益。不論是遵循市場機制或實施人為

管制，其實都著重於市場競爭機制之維護與制度的正面發展；於實施管制之前，應

給予市場發揮其自我矯正修復的時間與空間，容忍市場尚未調整到健全狀況之前，

存在缺乏效率的弊端，也希望人為的管制對於市場競爭產生正面的影響40。 

B.獨占性定價管制的副作用 

獨占性定價之下的高價格，可能帶給獨占廠商高利潤，惟高利潤卻也是吸引潛

在競爭者加入市場的最佳誘因。假若以人為的管制來強迫獨占廠商降價，則可能降

低潛在競爭者參進市場的意願，也不利於市場既有的弱勢競爭者。因為獨占廠商採

取高額定價時，這些弱勢廠原本可以採取低價競爭策略，吸引顧客而擴大市場占有

率；然而獨占性定價管制促使價格降低，導致弱勢廠商頓失低價競爭優勢而壓縮其

市場生存空間，反而更有利於獨占廠商擴大其市場占有率。因此獨占性定價管制的

結果，可能減少了市場可以藉著廠商之間的競爭而打破市場獨占地位的機會。 

3. 小結 

市場的實際運作，總是先依照市場機制的運行，讓廠商自由競爭，於發現有不

利於效能競爭的市場行為與結果之後，才會考慮人為的介入與管制。獨占性定價的

市場績效管制有可能與市場經濟本質發生衝突，因此，實務上，應盡量減少人為干

                                                      
40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205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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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的權衡，而避免立法管制之缺失，必須先讓市場機制有發揮的時間與空間，等待

其自我矯正修復的作用，依賴市場競爭力量以解決獨占性定價的問題。惟若出現市

場競爭機制失靈而喪失自我療癒功能時，仍有必要人為的介入而採取競爭法上的獨

占性定價管制。 

實際上，市場依然長期存在著許多不具效率的獨占或寡占事業，顯示市場自我

矯正修復的能力與效果，仍然相當有限，尤其是獨占或寡占市場等具有高度進入障

礙門檻特性之產業，更難以期待市場力量發揮自我療癒的可能，政府仍有啟動管制

之必要，本文所討論的國內油品市場即屬之，謹特別說明如下： 

(1) 國內油品市場進入門檻高 

唯有市場參進門檻不高，潛在競爭者容易加入市場競爭，市場機制才能夠充分

發揮而產生自我調節的療癒效果。實際上，參進國內油品市場需要龐大的資金、專

業的技術、還有法令的限制41等高門檻的結構性進入障礙，短期內並不容易消除；

而既有的獨占廠商早已形成巨大的規模經濟效應，相對享有低成本的競爭優勢，新

進參與者無論規模或成本皆難以望其項背，無法與之競爭，難以撼動獨占廠商的市

場地位。因此，高度進入障礙門檻的獨占市場幾乎不可能自我修正而打破獨占的局

面，使獨占廠商長期握有市場獨占力，形成所謂的「持續性獨占（Persistent 

Monopoly）」；此時獨占廠商極容易、也極可能濫用其市場力量，採取獨占性定價

而榨取交易相對人之利益。因此，期待市場注入新血輪而能夠療癒獨占力濫用之情

形，恐怕會一再的落空42。 

(2) 國內油品市場具有寡占市場之特性 

國內兩大供油商具有寡占廠商彼此高度相互依賴之特性，觀察台塑石化油品上

市之後，多年來其油品定價策略似乎是以台灣中油之油價為參考指標，只要台灣中

油調整油價，往往馬上隨著跟進，顯然是採行價格跟隨行為。幾乎不可能期待兩大

寡占供油商之間的激烈競爭行為，縱有潛在競爭者也難以突破寡占油品市場結構，

                                                      
41 如石油管理法第 24 條規定：「石油煉製業及輸入業，應儲備前十二個月國內石油平均銷售

量及使用量不低於六十日之安全存量。但液化石油氣，應儲備前十二個月平均銷售量及使用量不

低於二十五日之安全存量。前項安全存量，其儲存總量石油煉製業不得低於五萬公秉；石油輸入

業不得低於一萬公秉。」即屬於參進石油產業的門檻之一。 
42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203-207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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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難發揮市場競爭機制的自我矯正修復功能，於此情況之下實有必要對於國內油品

市場實施獨占性定價管制。 

綜上所述，寡占的國內油品市場存在著獨占性定價問題，似乎無法依賴市場機

制的力量而有自行矯正修復的作用，應有採取競爭法上的獨占性定價管制的空間。 

五、油品市場獨占性定價分析 

雖然歷經油品市場的解構開放，廢除油價公式，強調油品定價隨市場機制而邁

向自由化發展；但是延續國內油品經濟管制下的定價模式，發展至今的浮動油價調

整機制43，於國內獨占的油品市場已經形成一套油價調整機制、兩家廠商共同適用

的現象，顯示國內油品定價仍然屬於所謂的「管制下的獨占定價模式」44。 

公平法之理念，並非反對國內的獨占油品市場結構，亦非管制油品市場的「獨

占狀態」，而是要規範獨占供油廠商有無濫用市場獨占力的行為；著重於市場的

「行為」面，而強調「規範獨占力量之行使（Regulating the Exercise of Monopoly 

Power）45」，於認定國內油品市場處於獨占狀態之後，再檢視兩大供油商定價行為

之正當性而加以規範。 

典型的獨占廠商「濫用市場獨占力量」之管制重點有二：其一為關於市場阻絕

或排除競爭行為之規範46，其二則為獨占利益或暴利行為之禁止47。前者為市場水平

關係之規範，側重於防止市場阻絕或排除競爭行為之發生，基於公共利益或違法性

                                                      
43 根據經濟部函復公平會的解釋，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係授權台灣中油自行處理及公

佈，並責成台灣中油須依照公開透明與一致性原則處理，經濟部基於監督立場予以檢視。油價之

訂定只要依據公開透明一致原則，仍是台灣中油可資運用的市場策略之一，並非完全為經濟部所

責成之定價，其油品浮動定價行為自然仍受公平法之規範。請參閱 96 年 12 月 11 日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第 00842 次委員會議記錄。 
44 許松根、馬泰成、顏廷棟，「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公平交易季

刊，第 15 卷第 4 期，10 (2007)。 
45 范建得，「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收錄於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

豪、劉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385 (2003)。 
46 例如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獨占之事業，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

爭。本文著重於獨占供油廠商油品定價之討論，暫不討論此一議題。 
47 例如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獨占之事業，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

變更。此為本文所探討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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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考量，需注意獨占廠商行為是否對於市場整體「競爭效益」造成減損之狀態。對

於獨占利益之管制，則屬於市場垂直關係之規範，由於獨占廠商本身具有強大的議

價談判力量，極可能犧牲其上、下游交易相對人之利益，獨占廠商因此而相對取得

之利益即屬應受管制的「獨占利益」48。這也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國內獨占供油商，

有無藉由獨占力量而取得「不當利益（獨占利益）」？於此所謂的「不當利益」，

指經濟學上不符合市場價格機能而為獨占供油商本諸其獨占力量所獲取之利益。至

於其交易相對人（油品消費大眾），則因為獨占供油商謀取獨占利益而可能遭受

「消費者剩餘損失」或「福利損失」（Welfare Loss），雖不同於前述市場阻絕所導

致的全面性市場競爭效能的損失，但是這樣的福利損失，本質上實為交易相對人支

付較高代價所使然，此為國內獨占油品市場所帶來資源配置效率的損失，亦為支持

獨占性定價管制之經濟理論基礎與思維。 

我國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禁止之「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

定、維持或變更」，即屬於有關獨占性定價（獨占利益）之管制條文；而同法條第

4 款所稱「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亦屬獨占管制之範疇，凡獨占廠商之行為雖

然不能歸屬於同法條前 3 款所謂「阻絕市場」、「獨占利益」或「特別優惠」等規

範之列，但其行為足以對市場之競爭產生不當限制時，仍須列入獨占管制的範疇。

茲分析如下： 

(一) 公平法第 10條第 2款 

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獨占之事業，不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

之決定、維持或變更。其立法目的在於防止獨占事業缺乏外在競爭制約的情形下，

藉著市場獨占地位之優勢，對於產品或服務，訂定過高（獨家供給時）或過低（獨

家購買時）的價格以及差別取價等行為。過高的價格（如獨占性定價）可能造成對

於交易相對人（消費者）不當的榨取效果；過低的定價（如掠奪性價格）可能造成

對於市場上其他競爭者的排擠效果；差別取價（如歧視性定價）則可能造成對於

                                                      
48 范建得，「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收錄於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

豪、劉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388-38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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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市場競爭的不公平49。此為本於反壟斷經濟之理念，對於獨占廠商謀求獨

占利益之禁止，惟所謂決定、維持或變更之「不當」，必須基於市場經濟的基本原

理為論斷之依據，於判斷廠商報酬之「正當」與否，必須回歸市場價格機能之理

性，亦即必須就其報酬之決定是否出自於市場供需法則而加以分析，假若其不屬於

市場供需法則下的價格機制，即可能推定其報酬之決定乃出自於獨占廠商仰賴其市

場獨占地位與獨占力而來，這樣的報酬即屬於一種應受管制的獨占利益50。 

對於獨占性定價之認定，其關鍵要素在於對商品價格為「不當」之決定、維持

或變更，此乃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惟該法並未進一步定義「不當」之範

疇。若依法條文義之解釋，「不當」應指獨占事業商品價格之決定，屬於一種經濟

上「不合理」狀態而實際已偏離某種「合理價位」之決定，因而可能形成某種不妥

當或不符合法律規範目的之市場結果51。回顧執法上所累積的實務案例，或許其具

體操作之經驗可做為詮釋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規定之「不當」決定、維持或變

更商品價格之情形，而為執法上之參考。 

關於國內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的個案，截至目前為止，已累積了 5 個實

務案例，(1)為大台北瓦斯公司藉其為大台北區家用導管燃氣（天然瓦斯）獨占事

業，具有顯著性的市場地位，透過為用戶裝置較大流量之瓦斯計量五號燈表（基本

度數為十八度），用以取代流量較小的三號燈表（基本度數為十二度），不顧客戶

的需求，逕自提高用戶的瓦斯基本度數，而收取較高的基本度數費用，持續獲取不

當利益，濫用市場地位對商品價格為不當決定案52；(2)為荷商飛利浦、日本新力與

太陽誘電等三家公司利用 CD-R 可錄式光碟專利技術市場之獨占地位，以聯合授權

方式，對國內 CD-R 製造商，不當維持過高技術授權金之價格案53；(3)為中油公司

                                                      
49 莊春發、李顯峰，經濟理論的競爭觀在執行反托拉斯管制上的定位與應用，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 91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61 (2002)。 
50 范建得，「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收錄於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

豪、劉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394 (2003)。 
51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256 (2004)。 
52 公平會 89.5.29 公處字第 089083 號處分書 (2000)。 
53 公平會 90.1.21 公處字第 090021 號處分書 (2001)。惟此案業經三家公司訴願之後，行政院於

90.11.26 以台 90 訴字第 067266 號、第 059443 號與第 067401 號訴願決定書撤銷之，由公平會於

91.04.25 以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書另為適法之處分；但是三家公司仍表不服而為行政訴訟，最

高行政法院於 98.6.18 以 98 年度判字第 419 號、第 588 號與第 661 號判決確定而全部撤銷；公平

會則於 98.10.29 以公處字第 098156 號處分書另為處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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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液化石油氣供應市場之獨占地位，無正當理由對於李長榮以及合興石化兩家經

銷商，採取液化石油氣不當差別取價案54；(4)與(5)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

及台灣證券交易所，分別為提供上櫃以及上市證券交易資訊之獨占事業，對於資訊

廠商以過高價格銷售上櫃以及上市證券交易資訊案55。大台北瓦斯公司瓦斯流量表

案、飛利浦 CD-R 技術授權金案，以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與台灣證券交易所資訊收

費案等，皆為獨占供應商利用其市場獨占地位之優勢，訂定過高的產品或服務價格

而遭致公平會的處分。由此可見，若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者僅為一家廠商，其結果就

如同古典經濟學之見解，由於市場參與者數量不足，市場競爭機制無發揮之餘地，

顯然須有競爭主管機關之介入，依賴人為干預的手法與管制之措施，以回復市場競

爭秩序而獲得「市場競爭」之效果56。 

關於國內獨占油品市場，兩大供油商是否利用市場獨占地位之優勢，訂定過高

的油品價格呢？這個問題與上述個案最大不同之處，在於那些個案中涉及的皆為單

一的獨占廠商或彼此結合為單一的交易主體，市場上並無競爭對手，直接訂定其產

品（或服務）之價格，無須考慮競爭對手的反應；然而油品市場卻有兩家被視為公

平法上獨占的個別供油商，廠商對於油價之決定，除了考慮個別廠商的成本因素以

及定價決策之外，尚須顧慮整體油品市場競爭對手可能回應的競爭策略。 

1. 個別廠商觀點 

若以台灣中油或台塑石化個別廠商的立場而言，通常其油品之定價是以成本加

上預期利潤為基礎而決定油價。有關個別廠商的油價是否定價過高，有無因此獲取

高額利潤，是否存在油品獨占性定價而造成對於消費大眾不當的榨取效果等問題？

事實上，相對欠缺油品產銷專業知識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個別廠商油品的成本

結構與油價的決定因素57，需要長期持續的詳實觀察、蒐集、記錄與比較分析，惟

                                                      
54 公平會 91.3.25 公處字第 091050 號處分書 (2002)。 
55 公平會 91.8.27 公處字第 091132 號以及第 091133 號處分書 (2002)。惟此二個處分案業經訴

願之後，行政院以 92.10.08 院臺訴字第 0920090308 號以及 92.08.15 院臺訴字第 0920088278 號訴

願決定書撤銷之。 
56莊春發、李顯峰，經濟理論的競爭觀在執行反托拉斯管制上的定位與應用，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 91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61 (2002)。 
57 對廠商而言，產品成本結構與油價決定因素乃為營業秘密之一，不輕易對外揭露，外界難以

知其詳情。惟以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兩家廠商而言，事實上應存在不同的油品成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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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品成本與定價實為廠商的營業秘密，外界難窺其堂奧，苦於資訊取得之困窘而使

執法機關陷入資訊不對稱的弱勢地位；若欠缺實際的油品成本結構與攸關的油價決

定因素等資訊，實在無法評論個別廠商的油價是否過高、有無獨占性定價的榨取濫

用之虞，更無從討論是否構成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對商品價格，為「不當」之決

定、維持或變更的情形。 

然而，若以整體油品市場而言，兩大供油商幾乎長期一致性的油品定價行為，

是否屬於濫用市場獨占力之情形，仍須進一步加以討論。 

2. 整體油品市場觀點 

國內第二家供油商台塑石化，於 2000 年 9 月加入油品產銷行列以來，其相關

油品之定價即緊跟著台灣中油的油價，自從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之後，更是幾乎

同步同幅跟隨台灣中油的調價而調價，形成兩家廠商各類汽、柴油產品價格幾乎完

全一致的現象。國內油品市場上兩家獨占供油商不為價格競爭的情形，究竟是市場

機制之下必然的結果？還是另有改進的空間呢？ 

(1) 價格跟隨的定價策略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之前，國內採取不定期調整油價的措施，僅有兩家供油

商的寡占油品市場結構58，廠商容易藉著價格領導與跟隨、預告調價資訊及牽制性

價格條款等促進行為，彼此達成油價上的合作行為，形成油品的最佳定價策略。在

價格領導機制下，領導廠商（如台灣中油）率先宣布調價資訊，其他廠商（如台塑

石化）則跟隨調價59；而預告調價資訊乃是廠商調整油價之前，透過媒體事先預告

其意圖調價幅度的訊息，若競爭對手拒絕跟隨或採取低價競爭時，發動調價廠商可

以隨時撤回調價或改變調價幅度，降低其面對競爭對手價格競爭的不確定性風險；

這些促進行為將有效促成競爭者彼此合作，減低彼此價格競爭的誘因60。 

                                                      
58 國內油品市場曾有台灣中油、台塑石化與台灣埃索等三家供油商，其中台灣埃索經營不到兩

年，現已退出市場，形成經濟學上兩家供油商的雙占市場結構；惟依市場占有率而言，卻是法律

上的獨占市場。 
59 陳坤銘、溫偉任，「寡占市場廠商價格跟隨行為規範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3 卷第 1

期，55-88 (2005)。 
60 余朝權、林金郎，「雙占廠商定價策略之賽局分析－台灣油品市場個案」，公平交易季刊，

第 13 卷第 3 期，41-5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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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之後，國內油價改為定期浮動調整，其調價指標、調價

幅度、調價金額、調價公告與生效時間等，悉依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辦理，

公開透明的油價調整機制，隱然已成了兩大供油商的油價資訊平台，形成兩家業者

幾乎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現象，促使市場油價趨於一致性定價。 

暫且不論油品一致性定價行為是否涉及聯合行為，廠商處於高度重疊的地理市

場，提供完全替代的油品，調價資訊快速傳遞與回應等競爭互動下，利用賽局理論

的同時行動（Simultaneous Moves）賽局或依序行動（Sequential Moves）賽局來分

析其定價策略61，不論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前後，都顯示油品一致性定價，將使

兩家廠商都能獲得最大利潤，應為兩家業者油價訂定的最佳選擇62。 

經營上的差異可能導致兩家業者油品成本結構的不同，諸如原油採購來源、採

購時間、購油數量、付款條件、原油輸儲成本、原油避險、外匯避險、生產規模、

設備效率、煉製方法、油品運送成本、設備折舊費用、其他各項產銷成本與銷管費

用等都不盡相同。理論上，若以成本加合理利潤為定價基礎，則兩家業者的油價應

有不同而存在價格競爭之可能性；實際上，雙占市場結構下，高度相互依賴的廠

商，其最佳選擇乃是不為價格競爭的跟隨定價策略，因此，尚難謂廠商對於油價為

「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等情事，而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 

競爭法對於獨占性定價之管制目的，在於規範獨占事業利用其市場獨占力量，

訂定高價剝削下游廠商或消費者的榨取濫用行為。究竟兩家業者一致性的油品定

價，是否涉及獨占的「榨取濫用」？於此必須藉著管制的基礎理論來分析，如德國

佛萊堡學派提出「假設競爭（Als-Ob-Wettbewerb）理論」發展到「市場比較法

（Vergleichsmarktkonzept）」，歐盟採「利潤限制（Gewinnbegrenzung）理論」而

推出「超額利潤限制法」63等。其中假設競爭乃為虛擬市場競爭而有實際操作上的

困難；而市場比較法於地理上、產品上與時間上之比較，仍然面臨如何找到一個可

                                                      
61 D. Kreps,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 Model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7-90 (1990). 
62 有關油價的賽局理論分析，請參酌余朝權、林金郎，「雙占廠商定價策略之賽局分析－台灣

油品市場個案」，公平交易季刊，第 13 卷第 3 期，48-53（2005）；陳文生、陳丰津、陳家榮，

「浮動油價機制之檢討」，能源季刊，第 38 卷第 1 期，1-21（2008）；陳文生、陳丰津、陳家

榮，「台灣二大供油商油價調整行為之分析」，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報，第 37 期，283-310 
(2008)。 

63 有關獨占事業榨取濫用行為的管制理論與適用上的困頓，其詳細內容請參酌吳秀明，競爭法

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213-25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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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的產品或市場，建構一個允當的比較基礎等困難，其諸多實際操作上，難以克

服的問題，以致於無法發揮其實用性。至於利潤限制理論也面臨競爭法主管機關與

被管制者於實際上界定適當成本與合理利潤等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衍生成本與利潤

等資料蒐集的困窘與證據證明上的困頓；僅有超額利潤限制法，於解釋上與公平法

第 10 條之立法理由書中，對於獨占事業不當之定價行為，所指出的「例如廠商不

反應成本，不當決定價格以圖暴利，……為攫取超額利潤最直接之方法」等意旨較

為相符，立法者認為獨占事業之定價如「不反應成本」、產生「暴利」、而「攫取

超額利潤」時，應構成不法的濫用行為64。本文將嘗試以「超額利潤限制法」來分

析國內油價問題。 

獨占供油商對於油品之定價有無不反應成本而攫取超額利潤，可分別採取「以

成本為基礎」與「非以成本為基礎」的超額利潤限制法來分析。以成本為基礎的超

額利潤限制法來分析油價問題，除非油價本身高得離譜而彰顯其不公平，獲利率顯

然過高而榨取濫用的獨占性定價甚為明顯之外65，否則實際上執法機關應掌握獨占

廠商的成本（若無法取得個別廠商成本時，亦可採取產業平均成本為依據）、合理

的參考利潤率、判斷上風險區間約有 25%的定價安全加成66等資訊，並分析其成本

與定價之關係，有無價格明顯高於成本而廠商可能濫用市場獨占力以賺取過高利潤

的情形。 

事實上，這是一個需要長期持續觀察、蒐集市場資訊並進行比較的工作，除了

以國際原油期貨價格的波動而推論國內供油商的原油進口成本之變動外，尚需掌握

油品的其他各項生產、輸儲與銷售的成本，面對動態的油品市場（國際原油與國內

油品），欲持續觀察而掌握油品廠商的成本資訊，已屬不易；進一步還要瞭解廠商

的油品定價決策與油價變動資訊，始能分析廠商於某一特定期間關於油品成本與定

價之關係，據以推論供油商在此期間內有無濫用市場地位，訂定過高油價而獲取較

高利潤之情形。然而，相較於廠商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動態資訊，執法機關可能居

於資訊弱勢的不對稱地位，將增加管制操作上的困難，而使處分的正確性與妥適性

                                                      
64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257 (2004)。 
65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230 (2004)。 
66 又稱為濫用加成或顯著加成，其加成幅度約為 25%，超過此一加成之價格，即可推定為違

法。參見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25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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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維持力，無法持續太久，甚至功虧一簣。 

再者，基於管制技術上的困難，考慮管制資源的有效運用及其機會成本等因

素，都將影響執法機關對於油價與成本變化的持續性觀察與蒐證；欲持續掌握供油

商明確的油品成本與售價之變化的詳實事證，以玆推論其利潤確實過高，誠屬不

易，或許不但執法成本效益上顯得有些許事倍功半的遺憾，而實質上也難以達成管

制的效果。 

退一步而言，假若改為非以成本為基礎的超額利潤限制法為手段，不提供具體

量化的油價與成本差異分析，想要採取人類共通的經驗法則與經濟理性為根據67，

而試圖評斷供油商有無不當運用市場獨占力而獲取過高的利潤，其推論基礎之完備

性與論理法則之妥適性，可能面臨各方之強烈質疑，而難以說服受管制之廠商。因

此而衍生不必要的責難與爭議，暴露了非以成本為基礎的超額利潤限制法所潛藏的

缺陷，其實用性似有待商榷。 

由此可見，獨占性定價管制技術本身的缺失與困頓，若過於冒進地介入管制，

可能掌握資訊之不足而有增加恣意判斷的危險，尚未達到管制之作用，卻早已斵傷

市場運作之機能與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公信力；顯然競爭法上的獨占性定價管制應嚴

守例外性、緊急性與最後手段的執行態度68。國內石油產業尚有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能精確而有效的掌控能源政策與石油產業發展之規劃，主導油品定價與調價的

管制措施，面對油品可能存在獨占性定價之疑慮，具有政策上闡釋之權能，可迅速

具體反應而為即時的處理，或許事業主管機關比競爭法主管機關更適合發掘與面對

國內的油價問題，並提出有效解決油品定價的方案。 

(2) 成本免疫（Cost Immunization）的現象69 

有了公開透明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台灣中油估計其原油成本約占生產總成本

的 80%，而浮動油價的調幅也以此為藍本，採取指標油價（70% Dubai+30% 

Brent）變動幅度的 80%為調價依據，不論原油成本如何上漲，業者輕而易舉將增加

的購油成本的 80%，浮動調整至油價上而轉嫁給消費者，大幅降低了廠商的經營風

                                                      
67 同註 66，250 (2004)。 
68 同註 66，254 (2004)。 
69 林郁超，智慧財產權獨占性定價之研究－以專利權及著作權為中心，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碩士論文，139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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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顯示在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下，無論成本如何波動，都能依照浮動油價調整機

制而將成本反應到油價上，使業者受到成本免疫之保護。然而，廠商可能就沒有誘

因進行作業合理化與尋求成本更低廉的生產技術以提升經營效率；尤其成本控制與

經營效率都優於台灣中油的台塑石化，因為採行了價格跟隨策略而同步同幅浮動調

整油價，也享有成本免疫之保護而可能獲取更大的利益。 

台灣中油藉著 80%的浮動調價幅度而將原油成本轉嫁到油價上，其重點在於

80%調幅是否合理，並不涉及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謂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國內

的油品價格。成本較低的台塑石化，顯然有能力於油品市場採取較低油價的競爭策

略，惟實際上未必能夠擴大其油品的產銷規模70，較低的油價反而可能降低其獲利

能力；因此，國內油品市場浮現了一個供油商於「價格上能競爭、可競爭而不競

爭」的現象，這樣的油品定價行為究竟是不是油價上的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呢？

實有必要討論之。 

3. 整體油品市場呈現油價能競爭、可競爭而不競爭的現象 

雖無法取得兩大供油商確實的油品成本資訊，但應不否認民營的台塑石化比國

營的台灣中油更具備了低成本的優勢，也具備了低油價的競爭能力；浮動油價調整

機制按照成本較高的台灣中油為基準而制定之，然而成本更低的台塑石化於油價上

採取「能競爭、可競爭而不競爭」的跟隨定價模式，也一體適用了這個浮動油價調

整機制，跟隨成本較高廠商而為一致性的油品定價，其油價顯然將會比有效競爭下

的定價還高。假如台灣中油僅賺取正常利潤，那麼低成本的台塑石化有無賺取過高

的利潤呢？有無構成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規範的「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

油品價格呢？ 

於缺乏確實的油品成本資訊下，或許無法臆測或具體評斷兩大供油商是否濫用

獨占力而同時賺取了超額利潤；退一步而言，假若至少有一家業者因定價過高而獲

取超額利潤71，究竟什麼樣的油價或是何種定價模式，可能形成過高的油價，而構

                                                      
70 兩大供油商都以加盟契約管理下游加油站，提供最低供油價格保證條款，鞏固加盟體系，短

期內任何一方都難以低價競爭而擴大市場規模。 
71 或許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兩家業者都獲取超額利潤，或許僅有較低成本的台塑石化存在超額

利潤。 



9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成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謂的「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油品價格呢？此一問題

的核心仍然繫於油品的成本結構及其定價模式，若無法掌握至關緊要的油品成本資

訊，即缺乏油價與成本之比較基礎與判斷準則，在此暫且留下這個疑惑，唯有冀望

油品事業主管機關與油品供應廠商對於成本結構有進一步的解釋，始能回答這個問

題。面臨這樣的窘境，也再次突顯了執法實務上，競爭法主管機關於營業資訊上顯

然處於嚴重的資訊不對稱現象，而侷限了執法的成效。 

至於完全以較高成本的台灣中油為訂定油價的基準，實際上不為價格競爭的台

塑石化，在國內油品市場賺取較高的利潤，有無涉及公平法第 10 條第 4 款有關其

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進一步討論如後。 

(二) 公平法第 10條第 4款 

公平法第 10 條第 4 款為一個概括性條款，規範了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目的在於防止獨占廠商除了前 3 款不當行為之外的其他獨占力濫用行為。較低成本

的台塑石化採取了價格跟隨策略，而與較高成本的台灣中油為相同的油品定價，固

然可以賺取較多的利潤，但油品價格上能競爭、可競爭而不為競爭的定價行為，是

不是可以評價為濫用市場獨占力的行為呢？這樣的定價行為究竟有沒有傷害到整個

油品市場的競爭環境，而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呢？ 

對於寡占油品市場因為成本波動而形成的油價動態調整之情形，於美國、加拿

大、紐西蘭、澳洲與歐陸國家等都有類似的油價調整經驗72，無論廠商油品成本之

變動是否一致，事實上有關油品市場之油價調整過程，大都是領導廠商決定調價之

後，其餘廠商則默默地選擇跟進，也隨著直接調整其油品售價，形成 Maskin and 

Tirole（1988）所謂的 Edgeworth price cycle73。基於寡占廠商具有高度相互依賴的市

                                                      
72 Severin Borenstein, A. Colin Cameron and Richard J. Gilbert, “Do gasoline prices respond 

asymmetrically to crude oil price changes?” 112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05-339 (1997); D. 
Hosken, R. S. McMillan, and C. Taylor, “Retail gasoline pricing: What do we know?”, 26(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425-1436 (2008); M. Noel, “Do gasoline prices 
respond asymmetrically to cost shocks? the effect of Edgeworth cycles,” 40(3)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582-595 (2009); M. E. Slade, “Vancouver’s gasoline-price wars: An empirical exercise in 
uncovering supergame strategies,” 59(2)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57-276 (1992). 

73 Maskin Eric and Tirole Jean, “A Theory of Dynamic Oligopoly, II: Price Competition, Kinked 
Demand Curves and Edgeworth Cycles,” 56(3) Econometrica, 571-599 (1988); S. Borenstein,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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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特性，此時跟隨廠商本身的成本結構及其波動幅度，與其調價幅度多寡顯然並無

太大關聯，領導廠商的油品定價反而成了這些跟隨者調價的主要參考依據。 

由此觀之，擁有較低產銷成本優勢的台塑石化，理論上，於油品市場上可以和

台灣中油進行價格競爭；惟實際上，僅有兩大供油商形成的寡占油品市場，再加上

一個透明化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以跟隨廠商經營上的定價策略而言，選擇跟隨領

導廠商的油品定價，同步同幅調整油價，彼此形成一致性油價，而不為價格上的競

爭，反而成了廠商獲取最大利益、也是最為務實的定價策略。因此，廠商雖有價格

競爭之能力，卻不會選擇價格競爭的定價模式74。此為寡占市場結構本身的特質，

而市場存在廠商一致性定價的現象，即為寡占市場的最佳註解，與廠商是否濫用市

場地位之行為可能並無直接因果關係，尚難將一致性油價評斷為廠商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4 款所謂的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或許已公佈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極可能就是促進廠商油品一致性定價的主

因，使得具備低成本優勢廠商縱然不採取價格跟隨策略，但只要依據浮動油價調整

機制的油價計算公式，自行計算油價的調整幅度，亦能達到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事

實。換言之，國內油品市場透明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為供油商調整油價的最佳

指導準則，直接形成廠商一致性油品定價行為。這樣的結果，廠商可能無需濫用其

市場地位，也與濫用市場獨占力無關。然而這種定價行為已使廠商之間形成油價上

「能競爭、可競爭而不競爭」的現象，雖然不盡符合消費大眾對於市場的期待，卻

很難據以論斷其為傷害油品市場的競爭效能而違反公平法上獨占管制之規範。 

(三) 評析 

以公平法觀點而言，反獨占壟斷之分析乃對於獨占狀態及其擁有獨占力量之不

                                                        
Cameron, and R. Gilbert, “Do Gasoline Prices Respond Asymmetrically to Crude Oil Price 
Changes?”112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05-339 (1997); A. Eckert, “Retail Price Cycles and the 
Presence of Small Firms,” 2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51-170 (2003). A. Eckert, 
“Retail Price Cycles and Response Asymmetry,” 35(1)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52-77(2002). 

74 B. Tennback, “Marketing Cooperatives in Mixed Duopolie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6, 22-45 (1993)；余朝權、林金郎，「雙占廠商定價策略之賽局分析－台灣油品市場個案」，公

平交易季刊，第 13 卷第 3 期，41-59 (2005)；陳文生、陳丰津、陳家榮，「台灣二大供油商油價

調整行為之分析」，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報，第 37 期，283-310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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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而認為有加以管制之必要，惟對於廠商獨占力濫用之管制必須出自對於廠商行

為違法性的認定；除了法律上抽象正義的詮釋之外，至關緊要的關鍵因素乃是對於

獨占狀態與獨占力確實存在的證據，然而執法實務上，「證據」卻是一個經常困擾

著反壟斷法律分析的難題75。 

兩大供油商於經濟上構成公民營混合雙占的寡占市場結構，於公平法上卻具備

了獨占的特性，分析油品定價是否構成公平法上獨占性定價問題時，仍需兼顧寡占

廠商的經濟特質。於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下，觀察廠商的市場競爭策略與油品定價

行為，並嘗試解釋系爭行為有無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國內油價；或是廠商實施其

他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行為而可能傷害國內油品市場的競爭效能。然而，屬於動態

的油品市場，其成本與價格乃隨市場行情之波動而變化，競爭法主管機關應持續觀

察而掌握動態油品市場（國際原油與國內油品）的價格波動資訊，瞭解廠商的油品

定價決策因素與油價變動資訊，始能分析廠商於某一特定期間關於油品成本與價格

之關係，據以推論供油商在此期間內有無濫用市場地位與獨占力量，訂定過高的油

價而獲取較高的利潤，或是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油品價格。 

惟面對瞬息萬變的動態油品市場，執法上需要長期、持續的蒐集資訊，不但投

入成本高，困難度也高，使執法機關可能處於資訊弱勢的不對稱地位，陷入管制操

作上的困境，無法本於明確的實際油品成本與價格資訊，以判斷廠商有無違反公平

法第 10 條第 2 款或第 4 款之規範。 

雖然，競爭法上將獨占性定價管制定位為管制措施的「非常手段

（Notbehelf）」，其規制適用之前提，乃在於市場機能和其他管制措施無法正常發

揮功效之例外情形下，作為緊急輔助及補救之方法，而具有所謂最後手段性的獨占

管制措施76。對於國內油品市場，基本上仍尊重市場機能之運作，然而，當處於無

從期待藉由市場結構之調整以回復競爭之情況，也未能適用公平法上獨占性濫用之

禁制規定，以確保市場有效競爭等條件下，應有承認其價格管制之必要性77。惟若

                                                      
75 范建得，「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5 條之 1」，收錄於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

豪、劉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193 (2003)。 
76 Möschel,in: Immenga/Mestmäcker, §19, Rdnr. 150 f. GWB Kommentar, 3. Aufl., (2001); Bael/ 

Bellis, Competition Law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581 (1994).  
77 許松根、馬泰成、顏廷棟，「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公平交易季

刊，第 15 卷第 4 期，1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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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油價須加以進行管制時，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與公平競爭環境的競爭法主管機關

並不適合直接介入干預或建議所謂合理油價的範圍；似可考慮者，應屬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對於公營的台灣中油之油價政策及其擬定實施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檢視現

行油品定價及其調價計算公式之合理性78。 

(四) 油價調整機制規劃上的缺失－兼論公平法第 9條第 2項 

實施多年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事先公布了明確的調價指標、調價幅度、油價

計算公式、調價時間與調價公告等運作機制，形成國內兩大供油商皆可一體適用這

個公開透明的、定期而機械式操作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這個機制似已提供兩家供

油商作為油品定價與調價的最佳溝通平台。或許浮動油價調整機制的運作，可能已

經間接促進了兩大供油商長期同步同幅調整油價，而形成油品市場一致性定價的現

象，卻同時也伴隨了消費大眾對於供油商油品定價聯合行為的質疑與批評。 

其實產品價格計算公式或預告調價資訊等措施，並非台灣中油所獨有，國內其

他公營事業（例如台灣糖業、台灣菸酒、台灣電力與台灣自來水等）也都曾經有相

類似的機制，例如台電的電費計算公式、台糖年底公告次年度糖價或中鋼公司公告

下一季各項鋼品內銷價格等等；然而，國內油價調整機制與上述這些公營事業的調

價方案仍有某些差異，尤其是每週調價一次，其調價頻率實居歷來各類調價方案之

冠，最為特別，每週都左右著國內油價的變動。再者，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

前，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兩家廠商即曾經引發油品訂價聯合行為案件，歷經公平會

處分，廠商提出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然而最高行政法院審理的結果仍肯定

公平會認定廠商聯合行為之見解79。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許台灣中油單方面公告並

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卻造成競爭廠商一體適用而促使油品訂價一致化的結果，

使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演變為廠商油品定價時，一個可能「公開共謀」的資訊平台

80。未見前車之鑑，雖然始料未及，而似有遊走於公平法規範的模糊地帶之嫌疑！ 

                                                      
78 參見監察院 99 年 099 財正字第 0003 號糾正函，「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價調整機制疑有

不當案」(2010)。 
79 參照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91 號與第 92 號裁判書 (2009)。 
80 李秉正、陳家榮等，國內油品市場之相關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8 年度委託研究計

畫，5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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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只是單純的想要建立一個油價調整的制度，並沒有考慮

油品市場早已不是台灣中油獨家供應的局面，也沒有顧慮經濟上寡占廠商容易出現

聯合行為的疑慮，同時亦忽略了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曾經涉嫌油價聯合行為，而違

反公平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聯合行為禁制規定的案例81；特別是公開的油價計算公

式、定期的調價頻率與定時的調價時間等，容易使競爭對手依照浮動油價調整機制

而率先發布調價資訊，亦能達到油價完全一致之結果，這樣的機制已經形成了幫助

供油廠商達成共識的某種促進機制82（Facilitating Mechanism），而其產生的促進行

為極可能有背離市場競爭機能之嫌，此為制度規劃設計上的缺失83。 

公不公佈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使油價調整方案公開透明化，可能見仁見智；但

是國內油品市場有了廠商聯合行為的前車之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劃油價調整機

制時，宜加以重視並注意之，如有疑慮似可考慮跨部會徵詢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意

見，尤其前述聯合行為案例，競爭法主管機關知之甚詳，或許可以兼顧市場效能競

爭而設計更加周延的油品調價機制。回顧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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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知廠商於市場上有無涉及聯合行為，雖然歸屬公平會之業務，然而國內能源政策與

油價問題，則為經濟部之執掌；目前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所伴隨的促進聯合行為

之質疑與困擾，依據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之規定，公平會似可商同經濟部於檢討或

修正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時，提醒經濟部慎重考慮國內油品市場結構與廠商競爭的現

況，建議可將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列為台灣中油的營運政策之一，不再對外公佈，而

調價幅度可以改為原油成本波動至少達到某一百分比（例如 8%）始能調整油價至

多達若干百分比，於可調漲油價時或許也可以讓台灣中油更機動、更靈活的自行選

擇調價或不調價的方案，至於調價頻率與調價時機則更改為不定期、不定時的調價

方式，盡可能使競爭對手難以直接適用相同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避免油價調整機

制再次淪為廠商溝通的資訊平台而可能形成供油商「公開共謀」促進一致性油品定

                                                      
81 參照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91 號與第 92 號裁判書 (2009)。 
82 Phillip E. Areeda,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para. 

1407b. 29,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86 and 2000 supp.). 蔡孟佳、鍾佳純，「論聯合行

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17 卷第 4 期，18-
23(2009)。 

83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內容上的缺失之分析，參見本文「監察院對於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糾正」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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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之困窘。 

六、油品定價與公平法第 1條消費者利益之關聯 

(一) 公平法第 1條之消費者利益 

闡述立法宗旨的公平法第 1 條規定︰「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

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

之規定。」其所稱「維護交易秩序」，係指市場參與者持續自由發展彼此力量所形

成的動態調節機制，不需亦不應經由國家積極介入，僅以一般私法規範及其司法救

濟為已足；交易秩序之內涵則朝向「消費者利益」、「公平競爭」及「經濟之安定

與繁榮」而發展84。所謂「消費者利益」之體系性解釋，應相當於同法第 14 條與第

26 條所規定的「公共利益」；參照日本立法例、德國學說及實務見解，應從公共利

益之觀點，解釋為透過公平競爭所促成的「一般消費者利益」或「消費者整體利

益」，並非個別消費者在個案交易中的實際利益，而維護交易秩序之內涵應包含足

以維護消費者利益之市場秩序85，使事業在自由開放的市場中相互競爭，藉以提升

效率、研發創新，從而以較佳之交易條件爭取消費者，間接促成消費環境之健全發

展，如因確保公平競爭而有實際保障個別消費者權益之作用，亦僅為法律上的一種

反射利益86。 

汽、柴油為國內一般消費者日常交通運輸上不可或缺之能源，與民生交通息息

相關，因此，油品供應與價格影響社會公共利益甚鉅，透過市場公平競爭而決定之

油價，與消費者整體利益至關緊要。假若油品市場存在獨占性定價，消費者必須爲

                                                      
84 石世豪，「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1 條」，收錄於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

劉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50-
53 (2003)。 

85 朱柏松，「論公平交易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交錯」，公平交易法施行十周年回顧與前瞻學術

研討會論文集，589-611 (2002)；馬泰成，「榨取性濫用之管制：政策理念與實務困境」，公平交

易季刊，第 17 卷第 1 期，39-73 (2009)。 
86 石世豪，「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1 條」，收錄於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

劉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51-
5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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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汽、柴油而支付較高的代價，將產生一種被剝一層皮的不快感覺。不同成本結

構的兩大供油商，幾乎每次都同步同幅調整為一致性油價，使油品市場存在價格上

能競爭、可競爭而不競爭之情形，形成油品定價偏高的現象。假如台灣中油所賺取

的是合理利潤，那麼低成本的台塑石化可能賺取更高利潤、甚至超額利潤，因此，

明顯有利於供油商，而不利消費者之整體利益。 

上述情形，雖可歸責於寡占的油品市場結構與公開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所使

然，卻可能發生戕害整個油品市場的競爭環境，減損市場競爭機能而有礙油品市場

的有效競爭87，而將財富由消費者轉移至獨占廠商手中。此於將消費者保護列入競

爭法所要達成目標的歐盟而言，是屬於一種剝削濫用之型態。然而我國公平法之主

要目的在於維持市場競爭秩序，而競爭者與消費者乃為市場供需交易的主體，因此

解釋法律時不宜偏頗一方，應同時兼顧競爭者與消費者雙方之權益。 

於實際操作經濟分析時，應可援引福利經濟學上「消費者剩餘」的概念，以解

釋本條揭櫫應加以維護的「消費者利益」之具體內涵，對於國內油品一致性定價而

造成消費者剩餘的減少，經濟學也有其不能突破的侷限性而無法提出具體的數據，

而據以直接認定廠商違反公平法第 1 條保護消費者之規定；但廠商於油價上能競

爭、可競爭而不為競爭的一致性定價行為，可能損害了「消費者整體利益」或「消

費者剩餘」的現象，實不容忽視！ 

實際上，消費者對於油價偏高而多花冤枉錢一事，頗有不平之鳴，甚至迭有呼

籲「主管機關」介入油品價格管制之要求；所謂的「主管機關」應包含油品事業主

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兩者，前者掌管國內石油能源政策，極為熟悉油品產銷與

市場供需情況，推動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應肩負檢討油品定價與調價機制合理性的

任務；而後者職司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責，假若冒然介入，將陷於直接干預油

價的爭議中，可能導致市場機能既無從發揮又難以回復的窘境，更何況競爭法主管

機關不能亦不宜對於國內油品市場提出某些「合理售價」的建議。 

(二) 監察院對於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糾正88 

                                                      
87 同註 86，44-45 (2003)。 
88 監察院 99 年 099 財正字第 0003 號糾正函，「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價調整機制疑有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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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原油幾乎完全仰賴進口，國際原油價格波動深深影響油品成本，爲使國內

油價能夠適時而合理反應購油成本，因此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授權台灣中油，擬訂一

套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並付諸實施。其中除了調價計算公式潛藏著非中性特質而有漲

多跌少的問題之外89，監察院的調查也發現該調整機制隱含了某些不利於消費者的

缺失，例如︰ 

1. 除了成本之外，將「利潤」也納入油價調整的範圍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設計之目的，旨在合理反應購油成本的變動，檢視作為浮動

油價計算基礎的初始油價（台灣中油 95 年 9 月 14 日的汽柴油稅前批售價格），發

現該油價本身除了固定成本、變動成本之外，還包含「利潤」在內；於計算油價調

整時，也一併把「利潤」納入浮動油價調整的範疇，成本與利潤一起浮動調整，明

顯與反應油品成本為目的之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不符。尤其油價假若處於長期上漲的

趨勢下，這樣的調價方式，顯然有利於供油商而不利於消費者，殊欠妥當，實有改

進之必要。 

2. 採取國際油價波動的 80%為油價調幅，未盡確實 

國內油品成本與國際油價波動為正相關，國際原油自 96 年初起漲，至 97 年 8

月達最高點，浮動油價自 9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依國際油價波動的 80%而浮

動調整國內油價（試行階段 95.9.26～95.12.31 本為 100%），國際油價高漲時期，

國內油價曾凍漲了 1 個月，但台灣中油 96 年純益仍高達新台幣（下同）126.1 億

元，顯見以國際油價波動的 80%而調整國內油價，未盡確實90。究竟 80%的調幅是

否允當，容有檢討餘地，或許供油商應提出具有說服力的精確調幅，否則藉著調價

公式，輕易將成本變動的 80%浮動到油價上而轉嫁給消費者，似有偏護供油商而苛

待消費者之嫌91。 

                                                        
案」(2010)。 

89 陳文生、陳丰津、陳家榮，「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與涉及聯合行為疑義之探討」，公平交易季

刊，第 19 卷第 2 期，59-65（2011）。 
90 監察院 99 年 099 財正字第 0003 號糾正函，「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價調整機制疑有不當

案」(2010)。 
91 陳文生、陳丰津、陳家榮，「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與涉及聯合行為疑義之探討」，公平交易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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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內汽、柴油價格為亞鄰最低油價？ 

試行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前，台灣中油於 95 年 9 月 14 日將零售油價換算為稅前

批售油價，既未提供亞鄰國家（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之原始稅費佐證資

料，亦未齊一我國與亞鄰國家之油品稅費，卻宣稱比較之下，我國稅前批售油價為

亞鄰最低；以汽車燃料使用費為例，我國採隨車徵收，即不同於亞鄰國家的隨油徵

收，台灣中油自零售油價換算國內汽、柴油稅前批售油價過程中，並不包括燃料使

用費，而自詡其稅前批售油價為亞鄰國家最低油價，恐非有據而不盡合理可信。台

灣中油自豪為最低油價，卻忽視不利於消費者的油價調整機制及其缺陷，實非消費

者之福。 

4. 石油產品為聯產品，但其售價與聯合成本之分攤有交叉補貼之嫌 

台灣中油之產品皆屬石油聯產品，成品油生產成本為產品自開始生產起至成品

繳庫時為止，所發生之提煉及製造等一切費用皆屬之，其生產成本計算採月結制，

並以聯產品分攤方式計算各油品成本，按「廠別不分階段依產值比率分攤法」計

算，成本計算公式如下： 

(1) 生產成本總額（TC）＝直接材料＋直接人工＋製造費用 

(2) 各項產品產值＝該項產品單位售價（Pi）×該項產品產量（Qi）＝Pi×Qi 

(3) 全部產品產值（TV）＝各項產品產值之和＝Σ（Pi×Qi） 

(4) 各項產品生產成本（Ci）＝生產成本總額×（該項產品產值/全部產品產值）＝

TC×【Pi×Qi / Σ（Pi×Qi）】 

(5) 各項產品單位生產成本＝該項產品生產成本（Ci）/該項產品產量（Qi）＝Ci/Qi 

由成本計算公式(4)，可知只要壓低某項產品的售價（Pi），即可壓低該項產品

產值（Pi×Qi），降低該項產品產值占全部產品產值的比重【Pi×Qi / Σ（Pi×

Qi）】，使 TC×【Pi×Qi / Σ（Pi×Qi）】下降而減少聯合成本的分攤。這樣的結

果，不但可藉由產品售價的調整而操縱聯合成本的分攤比重，以扭曲的產品訂價作

為成本分配的依據，所衍生不同石油化學產品之間的交叉補貼問題，顯然已成為一

個不合理、不公平的嚴肅課題，不言可喻。 

                                                        
刊，第 19 卷第 2 期，65-6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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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監察院指出台灣中油 97 年因售價偏低而造成 186 億元虧損之低硫燃油業

務（占重油轉化率達 31%），以當年度我國與日、韓兩國及進口品之價差高達每公

秉 4,566 元、4,451 元及 2,740 元，已明顯偏離國際市場價格。其成本分攤計算方式

如前所述，等同以高價之汽、柴油產品分攤原應屬於低硫燃油之生產成本。案經核

算，倘台灣中油以國際價格計算銷售燃料油，96、97 年高級柴油、92 無鉛汽油、

95 無鉛汽油及 98 無鉛汽油，多分攤之生產成本分別達到 1.59 至 36.61 億元，合計

96～98 年度多分攤金額達 142.26 億元。這樣偏低的燃料油售價等同於變相將較大

比例之生產成本轉嫁於汽、柴油的消費者；以不合理、不公平的聯合成本分攤方

式，將悖離使用者付費原則，不但工業用戶無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之積極誘因，也不

當增加消費者的負擔，存在明顯不當的交叉補貼，應盡速改善。 

(三) 評析 

或許從經濟學「消費者剩餘」的分析上，無法提出國內油品一致性定價而造成

消費者剩餘減少的具體數據，難以明確認定廠商違反公平法第 1 條保護消費者之規

定。但是，監察院對於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調查分析，發現該調整機制潛藏了顯然

不利於消費者的四大缺失，其糾正與改進之要求，不容忽略！此為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責無旁貸的任務，亦為促使油品定價更臻合理與維護消費者整體利益的一環。 

七、結論 

面對一個經濟上寡占而公平法上獨占的國內油品市場，公平法不禁止這個形式

上寡占而實質上持續獨占的特殊狀態與市場結構，對於獨占事業恃其市場力量所遂

行的反競爭行為，採取個案式、行為面的濫用控制92。 

由國營台灣中油獨占的油品市場，台塑石化加入後，形式上為寡占市場結構，

實質上兩大寡占供油商仍延續市場的獨占力，難以期待廠商發揮競爭機制，增進市

                                                      
92 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立法理由認為︰衡諸我國經濟發展之現況與特色，似不宜對具有大型化

經濟規模之產業抱徹底否定之態度，故參考韓國、西德等國立法例，採較進步之防弊主義立法，

即僅就獨占之事業以不公平之方法濫用其獨占地位之行為，方予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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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效率與消費者利益93。反而，兩大供油商運用公開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油價上

能競爭、可競爭而不競爭，一直採取價格跟隨策略，同步同幅調整為一致性油價，

消費者無選擇交易對象之可能性94，減損了消費者整體利益。複雜技術與龐大的投

資金額築高了門檻的石油業，短期內難有競爭者突破寡占局面，亦難期待市場機制

發揮自我矯正修復功能，因此，有檢視國內油品市場獨占性定價管制之必要。 

本文嘗試探討公平法上獨占的供油商，是否涉及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對商

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以及第 4 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

之行為」等，發現競爭法主管機關處於資訊嚴重不對稱的困境，無法精確掌握業者

油品成本及其定價之關聯。執法上欠缺具體的油價與成本之比較與評估，無從判斷

業者是否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所謂的「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油品價格。 

有了透明化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高度相互依賴的寡占廠商同步同幅調價，彼

此不為價格競爭的跟隨定價策略，形成一致性油價，獲利最大，此非廠商濫用市場

地位之行為，並不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4 款之規定。油品市場一致性定價，可能

減損消費者整體利益，卻未必違反公平法第 1 條之規範。 

不牴觸追求經濟安定與繁榮等公平法立法意旨下，若競爭與管制競合時，競爭

法並非唯一的手段，當市場機制失衡導致獨占事業不當定價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在價格管制的能力與效率均優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情形下，自可依公平法第 46 條

之精神而兼採其他管制手段，以填補市場競爭之疏漏95。就國內油品市場及其定價

行為而言，競爭法主管機關不能亦不宜干預切割市場結構或建議「合理油價」；而

主導國內能源政策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面對熟悉的油品市場及油價調整機制之運

作與缺失，雖無法改變油品市場結構，卻可督促國營的台灣中油，改善監察院所糾

正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缺失，建構合理的油品定價機制。為維護國內油品市場公平

競爭，公平會可依公平法第 9 條第 2 項之規定商同經濟部共同檢討或修正浮動油價

調整機制，建議列為台灣中油營運政策之一，不再對外公佈，於可啟動調價情形

                                                      
93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205 (2004)。 
94 吳秀明、楊宏暉，「十年來公平法上之獨占管制」，公平交易季刊，第 10 卷第 3 期，73-75 

(2002)。 
95 黃銘傑，「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收錄於廖義男、謝銘洋、黃銘傑、石世豪、吳秀

明、陳志民，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4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611 (2005)；馬泰成，「榨取性濫用之管制：政策理念與實務困境」，公平交易季刊，第 17 卷第

1 期，6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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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或許可以讓台灣中油更有彈性地自行決定是否進行調價，調價幅度可以改為至

多可調整若干百分比，調價頻率與調價時機則更改為不定期、不定時的調價方式，

盡可能機動而靈活的調整油價，避免競爭對手直接洞悉油品調價計算方式而完全預

期油價調整之結果，也能避免再度陷入兩大供油商「公開共謀」而為一致性油品定

價與調價之窘境，免除消費大眾對油品定價與調價的質疑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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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Market Structure and Pricing Behavior of Domestic Petroleum 

Products Market 

Chen, Wen-Sheng∗ 

 

Abstract 

There are two big companies, Chinese Petroleum Corporation (CPC) and Formosa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FPC), in the domestic petroleum products market which is 

oligopoly and also called the legal-monopoly under the article 5-1 of Fair Trade Law 

(FTL). The special market structure will not be prohibited but should be regulated with 

Mißbrauchsprinzip. 

In fact, it is difficult to look forward the enhancement of market efficiency and 

consumer welfare under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PC & FPC, because CPC & FPC still 

monopolize sustainedly the domestic petroleum products market. On the contrary, it may 

impair consumer interests when CPC & FPC synchronized the same adjustment in oil 

prices under the floating oil price adjustment mechanism. We should consider the 

regulation of monopolistic pricing, because it is hard to expect the competition with 

newcomers and the self-correction in the oligopoly petroleum products market.  

CPC & FPC monopolize the oil price and adjust it synchronously at domestic 

petroleum products market. This paper discusses whether the pricing behavior of CPC & 

FPC violates the FTL Article 10, paragraphs 2 & 4 or not.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 falling into serious information asymmetry, cannot properly assess CPC & FPC 

pricing behavior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the cost-price information. Highly 

interdependent to each other and the same-pricing adjustment, CPC & FPC earn their 

maximum profits but may diminish the benefits of oil consumers. Without 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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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o identify and justify the abusing of market power, we cannot confirm the 

violation on the articles 10 & 1 of FTL by CPC & FPC. 

FTC could not and should not regulate market structure or propose the "reasonable oil 

price" for the domestic petroleum products market. Although it cannot change the market 

structure, the energy authority may push CPC to correct the defects, indicated and rectified 

by the Control Yuan, in the floating oil price adjustment mechanism and then set up a new 

and reasonable oil pricing mechanism.  

According to the 2nd stipulation in article 9 of FTL, FTC may examine or revise the 

floating oil price adjustment mechanism together with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Based on maintaining the fair competition in domestic petroleum products market, FTC 

should suggest CPC to take the oil price adjustment mechanism as one of its operation 

strategies and keep it as business secret. The fixed range, frequency and timing of the oil 

price adjust mechanism should be changed to more flexibility. Let CPC decide itself, if 

necessary, about whether to carry on the oil-price-adjusting or not. The revised adjusting 

mechanism is not a facilitating one and that makes the expectation of oil-price-adjusting 

not available. We hope the practice of oil price adjusting will not fall into the predicament 

of synchronized the same oil price or concerted action. 

Keywords: Market Structure, Pricing Behavior, Duopoly, Monopoly, Monopolistic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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