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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係藉由分析浮動油價調整機制的作業規範內容與回顧其實施之後油價調整

的歷史資料，探討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可能的缺失與國內寡占油品市場油品供應廠商

同步、同幅調整油價而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上聯合行為之疑慮。歷經 6 次修正

的現行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本文採取虛擬數據進行模擬之後，發現浮動油價調整機

制仍有一些不盡理想的規範，例如以台灣中油之成本為參考基礎而制定之指標油價

占 80% 為浮動調整的比率；對消費者明顯不利、漲多跌少的調價計算公式；或許

國際油價波動超過某一門檻（如油價波動逾 5%）始能啟動調價，將可兼顧避免衍

生許多社會成本而適度修正過高的調價頻率；油價調整可能產生與石化產品存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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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乃是國內油品主管機關於 95 年 9 月同意台灣中油公司制定一套隨國

際原油價格波動而調整國內油品售價之油價調整機制，然而仍保留主管機關配合政府經濟發展
與能源政策之需要而介入干預之空間，如曾經實施油價凍漲政策與多元吸收方案，實質上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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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補貼問題等，建議檢討並儘速修正之。 

寡占市場廠商容易產生平行行為與一致性行為，兩者相似之處在於廠商於市場

上有客觀一致之行為，相異之處在於平行行為係出自廠商之自主決策行為，彼此之

間無聯合「合意」或「意思聯絡」，一致性行為則有之。國內寡占油品市場，台灣

中油與台塑石化長期同步、同幅調整油價而有涉嫌聯合行為之疑慮，按照公平交易

法第 7 條聯合行為規範的基本核心構成要件─「合意」或「意思聯絡」─加以涵攝分

析，發現表面上油品市場呈現業者同步、同幅、外觀一致調整油價的「共同行

為」，然而實質上卻欠缺一致性行為本質上應具備「合意」或「意思聯絡」的直接

證據，仍難以直接認定廠商間的「一致性行為」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之規

範；惟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本身屬於促進行為而可能成了行為面證據之ㄧ，若再蒐集

更多的周邊事證，以檢視同步、同幅調整油價之行為是否導致市場競爭之減損，應

可進一步判斷雙占廠商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行為屬於廠商之平行行為，抑或是聯

合行為？此為公平交易法主管機關之一大挑戰。 

關鍵詞： 調價幅度、調價頻率、價格跟隨行為、一致性行為、平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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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內已全面開放石油煉製、油品進口與油品銷售市場，然而自由化的油品市

場，其油價之調整仍然依循著主管機關經濟部之油價政策方向而定，有鑑於社會各

界對於油品價格宜回歸市場競爭機制之企盼，經濟部為建立公開透明、公正客觀之

油價調整機制，讓國內油品價格之調整能夠回歸市場機制，而油品供應廠商又可以

隨著國際原油價格之波動以合理反映購油成本為基礎，讓國內油品零售價格跟隨國

際油價而浮動調整，於是經濟部責成台灣中油公司訂定「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

整機制作業原則」（以下簡稱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並在 95 年 9 月 25 日宣布由國

營的台灣中油公司自 26 日起試辦浮動油價調整機制 3 個月至當年 12 月底。緊接著

於 96 年 1 月起延續試辦期間的做法，正式實施每週調整油價一次的浮動油價調整

機制，於實施大約一年之後，隨著各階段實施之狀況與國際油價及國內油品市場之

變化而加以檢討並做局部之修正，其中分別於 96 年 8 月 15 日、96 年 11 月 6 日、

97 年 8 月 7 日、97 年 11 月 28 日、日 98 年 5 月 1 日與 99 年 1 月 6 日等共進行 6

次之檢討與修正，現行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乃是屬於 99 年 1 月 6 日修正的版本。 

目前國內油品市場僅有的兩大油品供應商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1所生產之各項油

品，其油品配方幾乎完全相同，雖然油品在其所產生的熱值與對於環境的污染性等

方面存在著些微的品質差距，不過由於消費者無法充分掌握完整的資訊，實際上很

難區分其油品品質之差異，使國內油品市場形成了兩家油品供應商同質寡賣 

（Homogeneous Oligopoly）2的情形，也構成了雙占（Duopoly）模式的寡占油品供

應市場。在寡占市場之下，由於參與廠商家數少，很容易觀察到競爭對手所採取的

價格與產銷量之決策，再隨之而調整或決定自身的價格與產銷量，因此，常見的廠

商定價策略，是先觀察競爭對手定價模式而後隨之調整自己的定價決策；反之亦

                                                      
1 目前國內汽、柴油供給廠商為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兩家石油煉製廠商，屬寡占市場之雙占模

式。91 年 4 月至 92 年 12 月台灣埃索環球石油股份有限公司（ESSO）以進口成品油方式加入國
內油品市場，惟與台灣中油、台塑石化兩大油品供應廠商比較之下，規模較小，仍屬虧損階段；
而政府仍然干預油價，提高油品市場之經營風險，營運未滿兩年即退出國內油品市場。因此，形
成雙占（Duopoly）型態之國內油品供應市場。 

2 王國樑，管理經濟學，台灣東華書局公司，2 版，272-276（2004）。 



42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然，其他廠商也是秉持相同的操作模式，此種廠商之間策略性的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使寡占廠商存在某種相互依賴的特性（Oligopolistic Interdependence）
3。由於國內油品市場之參與廠商數量少，油品價格之變動相當敏感，廠商很容易取

得競爭對手油價調整之資訊而後迅速採取價格跟隨（Price Leadership）4之策略，導

致國內油品市場長期處於缺乏價格競爭的情況，使市場出現油品價格趨於一致化的

現象，並不符合市場效能競爭法則。 

在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之前，油價之調整變動，寡占的油品市場即充滿所謂

的廠商價格跟隨特性。長期而言，不論汽、柴油價格之調漲或調降，只要台灣中油

公司發動調價（自 91 年 6 月 1 日至 98 年 9 月 19 日統計油價調整有 139 次，其中

110 次約占 80% 是台灣中油為價格發動者），台塑石化公司都隨即迅速跟進調價

（在前述期間內，凡是台灣中油調價，每次都隨即跟進，稱之為價格跟隨者）5，兩

大油品供應商存在著幾乎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現象。尤其是在此之前的 91 年 4

月至 93 年 9 月這一段時期，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曾經持續 20 次同步、同幅調整油

品批售價格而有聯合行為之嫌疑6，經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簡稱公平會）蒐集

油品市場交易資訊、聽取二大油品供應商之說明，分析調查結果並召集委員會討

論， 後在 93 年 10 月 14 日第 675 次委員會決議，認為國內油品供給屬於同質產

品之寡占市場，僅有兩家油品供應廠商，於批售油價調整時，透過媒體發布調價訊

息，使雙方得以確知對手之調價意圖、調價幅度與調價時間等資訊，並迅速採取同

步、同幅跟進調價之策略而達到油品市場價格一致之默契，此為國內二大油品供應

商以事先、公開方式傳遞調價資訊之意思聯絡，形成同步、同幅調整油價之價格聯

合行為，足以影響國內油品市場之價格與供需機能，認定該二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

（簡稱公平法）第 14 條第 1 項有關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因此，公平會決議處分

兩大油品供應廠商之聯合行為而作成處分書，命台灣中油及台塑石化公司自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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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跟隨行為（Price Leadership）又稱為價格主導制或價格領導行為模式，係市場之領導廠

商率先宣佈調價，而產業內其他廠商隨後跟進調價之行為。F. M. Scherer and 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Houson-Muffin, 3rd Ed., 277-316 (1990)；同註 4，
2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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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1 (2009)。 

6 參照公平會(93)公處字第 093102 號處分書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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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該項違法行為，並各處以新臺幣（下同）650 萬元之罰

鍰（詳細分析見本文後敘）。其中「命停止違法之聯合行為」之處分，可以防止廠

商的聯合行為對於市場競爭機能造成的損害持續存在或擴大；而「罰鍰」的處分則

可將廠商因聯合行為所獲得的不法利益復歸於社會。對違法之廠商而言，此兩種處

分都兼具懲罰與嚇阻的效果7。 

自 95 年 9 月辦理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以來，二大油品供應商對於油品價格之調

整，與前述 91 年 4 月至 93 年 9 月間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的油價調整過程幾乎沒什

麼改變，還是沿用雷同的操作模式。二大油品供應商都宣稱基於國際原油價格波

動，為了反映購油成本而調整油品售價，實際上檢視兩家油品供應廠商煉製油品的

相關生產成本，發現兩者之間可能存在許多成本結構的差異，如原油採購來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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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折舊費用不同與其他各項產銷成本的結構也迥不相同8，因此，若以反映成

本而實施油價的調整，則兩家油品供應廠商油品之定價與調價皆應有所不同。但是

屬於寡占的油品市場，本來廠商策略性互動的結果就容易採取價格跟隨行為，再加

上有了浮動油價調整機制的運作，尤其是事先透過新聞媒體公告調價訊息與調價生

效時間的規定，就好像公開傳遞調價資訊而促使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二大油品供應

商在價格預告機制之下，幾乎完全依賴油價調整公式來計算下一期的油品價格，進

一步形成幾乎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現象。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運作的結果，國內油品市場價格之變動又趨於一致之調價過

程，似乎又回歸前述公平會曾經認定並加以處分二大油品供應商之價格聯合行為的

窠臼；換言之，在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下，二大油品供應商每次調整油價之行為好像

又陷於價格聯合行為之疑慮與爭議。寡占的國內油品市場長期存在此種油價一致的

現象，是否合理各界看法不一、爭議不斷，本文認為有討論與釐清之必要。再者，

                                                      
7 參照蔡孟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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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2009)。 
8 除了購油成本之外，生產與營運成本也是決定油品價格之重要因素，尤其二大油品供應廠商

規模不同，彼此的生產成本、管理與銷售費用等成本結構存在相當差異，都將會影響油品售價，
因此，不能僅以反映購油成本為理由，而試圖完整解釋兩家廠商同步、同幅調整油價且價格一致
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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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5 月 1 日修正之現行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尚有部分規定

似有偏離現況、不盡周延之處，容有討論與研擬修正之空間。因此，本文將討論浮

動油價調整機制下，二大油品供應商幾乎同步、同幅調整油價之現況，其可能涉及

公平交易法之問題，並對於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提出改進建議。 

二、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檢討與修正 

(一) 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之實施與演變 

1. 試辦階段（95 年 9 月 26 日試辦至 12 月 31 日） 

經濟部於 95 年 9 月 25 日公告國內汽、柴油價格調整將採取浮動油價調整機

制，並指示國營之台灣中油公司自 26 日起試辦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三

個月，而油價調整的主要具體做法如下： 

調價指標：以 Platt’s WTI（普氏美國西德州中級原油）之收盤價為指標油價。 

調價幅度：每週一 WTI 價格與上週一 WTI 價格比較變動幅度 100% 計算。 

調價頻率：每週 1 次。 

其  他：稅前批售價格維持以亞洲鄰近地區（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

當週價格之 低價做為浮動油價調整的上限。 

試辦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三個月之後，經濟部於 96 年 1 月公告國內汽、柴油浮

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對於油價調整之調價指標、調價幅度、調價金額、調價

公布與生效時間等作成原則性的作業規範，並於 96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浮動油價

調整機制。歷經 3 年多時間，不同的實施階段，回顧實施狀況與累積的調價經驗，

並參酌國際原油價格的變動而進行了 5 次的檢討與修正，詳情說明如下文。 

2. 正式實施（96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至 8 月 31 日） 

正式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其主要具體做法如下： 

調價指標：以 NYMEX WTI（美國紐約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級原油）之收盤價

為指標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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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價幅度：每週一WTI價格與上週一WTI價格比較之變動幅度 80% 計算 

                                                     

9（如

果週一沒有WTI收盤價，則以其前一個交易日之WTI價格計算）。 

調價頻率：每週 1 次。 

調價時間：原則上每週二下午五時公布新油價，公布次日零時起生效；如遇連

續假日超過三個工作天（含週二當天）以上者，當週不調整價格。 

其    他：稅前批售價格維持以亞洲鄰近地區（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

當週價格之 低價做為浮動油價調整的上限。 

3. 第一次修正（96 年 9 月 1 日修正實施至 11 月 5 日）  

自試辦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以來，大約已有一年的實施經驗，審視國內油品市場

面臨的實際狀況與浮動油價調整機制的運作之後，主管機關進行第一次浮動油價調

整機制之檢討與修正，其主要具體做法如下： 

調價指標：以 Platt’s（70% Dubai＋30% Brent）之月均價為指標油價。 

調價幅度：每月調價幅度取「調價指標上月均價與上上月均價比較」之 80% 

變動幅度計算。 

調價頻率：每月 1 次。 

調價時間：每月 1 日下午五時公布新油價，公布次日零時起生效。 

其    他：1.調整後油品之稅前批售價格以亞鄰各國上個月均價之 低價做為

浮動油價調整的上限。若本月調整後之油價受限於亞鄰 低價而未能調足時，下個

月調價時稅前批售價將回到上個月調價之基準計算可調整金額，並扣除本月已調整

金額。2.當國內稅前批售價持續上漲累計達 15% 時，中油公司應陳報主管機關。 

首先考量台灣中油公司原油主要採購來源，約有 80% 購自中東地區大部分的

產油國家，於是修正調價指標，將原先依據的美國紐約商品交易所之西德州中級原

油（NYMEX WTI）收盤價修正為按照 Platt’s 報導的 70% 杜拜原油與 30% 北海布

蘭特原油（70% Dubai＋30% Brent）的組合均價，作為油價調整參考的指標油價，

將更符合浮動油價反映實際購油成本的精神。 

 
9 參考台灣中油公司宣稱購油成本占汽、柴油煉油生產總成本比率為 80%，則油品零售價格之

80% 即跟隨國際油價浮動，其餘 20% 為其他生產成本，則不列入浮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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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油價應該間隔多久浮動調價一次較為合理的問題，應該回歸原油採購模

式、計價與付款方式而決定。目前台灣中油公司原油採購分為長期合約（期約）及

現貨兩種採購方式，期約與現貨採購之比例約為 65%：35%。其中，期約對象為中

東各主要產油國，主要規範產油國每日必須供應原油之數量，其計價方式依照裝運

原油月份的當月指標原油價格之全月平均值加上產油國訂定之加減碼而決定原油採

購價格；現貨採購係買賣雙方依每日國際原油市場公佈之各類原油價格進行交易。

不論期約或現貨，原油價格皆隨國際原油市場之價格而變動。 

基於原油約有 65% 屬於期約採購而以產油國加減碼後的月平均價格為計價方

式，因此，油品的調價頻率似應考慮由每週調價一次修正為每月調價一次，可能較

符合台灣中油公司計畫性國際原油期約採購的特性，才能真正將原油成本反映於油

品的售價上。 

配合每月調價一次的新措施，將原來每週的調價幅度改為每月的調價幅度，採

取國際油價月均價變動比率取代單一交易日收盤價變動比率；具體作法是以「調價

指標油價上月均價與上上月均價比較之 80% 變動幅度」做為計算調價幅度的基

準。同時對於國內油價的調整設定一個價格的上限，以亞鄰各國（日本、韓國、香

港、新加坡）上個月均價之 低價做為浮動油價調整之上限，因此，將浮動油價調

整機制加以修正並增加「各月調整後 92 無鉛汽油、超級柴油之稅前批售價格以亞

鄰各國上個月均價之 低價做為浮動油價調整的上限。若本月調整後之油價受限於

亞鄰 低價而未調足時，下個月調價時稅前批售價將回到上個月調價之基準計算可

調整金額，並扣除本月已調整金額」的規定。 

再者，若短期內油品價格持續上漲，將會造成民眾對物價上漲之預期心理，很

容易帶動民生物價與原物料價格的飆漲，不利於物價穩定，此種情況攸關社會大眾

的生活以及整體經濟的發展，至關緊要。實有必要設計一套具有緩和油價調漲的因

應措施，使主管機關得視國際原油價格與國內油品售價變動的影響程度，適時介入

干預以暫時抑制國內油價的調漲10，調和物價上漲的壓力與經濟發展的需要，甚至

可以由主管機關直接宣佈暫時凍結油價的調漲。因此，藉著本次的檢討與修正，新

                                                      
10 緩和油價調漲措施的可行方法，可選擇不一次足額完全調漲的「部分調漲」或「暫停調漲」

等抑制調漲方案，如有必要時甚至可考慮較長期的凍結油價調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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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的「當國內稅前批售價持續上漲累計達 15% 時，台灣中油公司應陳報主管機

關」之規定，正式納入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中。 

4. 第二次修正（96 年 11 月 6 日修正實施至 97 年 8 月 6 日）  

國際原油價格若短期間持續劇烈上漲時，為了避免國內油價大幅上漲，將影響

民生物價劇烈波動而設置的浮動油價緩和措施，其原先規劃為油品批售價持續上漲

累計達 15% 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情況而暫時抑制或直接凍結油價的調漲；但是

若短期內油價持續上漲累計已達到 15%，其漲幅過大可能對於國內民生物價與消費

大眾的預期心理產生深遠影響。因此，更進一步將油品批售價「持續上漲累計達

15%」縮減為「持續上漲累計達 12%」，主管機關即可啟動緩和機制而採取抑制調

漲油價或直接凍結油價調漲的政策。 

本次修正僅針對「當國內稅前批售價持續上漲累計達 15% 時，台灣中油公司

應陳報主管機關」，修正為「當國內稅前批售價持續上漲累計達 12% 時，台灣中

油公司應陳報主管機關」，以因應短期內若國際油價大幅上漲時，讓主管機關可以

較為迅速採行緩和油價調漲的控制措施，以有效減少油價上漲對於民生物價與經濟

發展之衝擊。 

5. 第三次修正（97 年 8 月 7 日修正實施至 97 年 11 月 27 日） 

本次檢討修正的幅度較大，例如油品調價頻率由每月一次修正為每週一次；取

消油價持續上漲累計達 12% 時，政府得抑制或凍結油價上漲的緩和機制。主管機

關採取「一次漲價、多元吸收」的方案做為新的油價調整政策，其具體做法是實施

油品貨物稅減徵、並要求台灣中油公司吸收部分油價調漲金額；若以後油價調降

時，再分次扣除而減少部分調降金額等措施，其主要的具體做法如下： 

調價幅度：每週（上週五至本週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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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價頻率：每週 1 次。 

調價時間：每週五下午五時公布新油價，公布次日零時起生效。 

其  他：1.台灣中油公司配合政策調整而分別於 97 年 5 月 28 日及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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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部分油價調漲金額，將於以後油價調降時，分次扣除而減少部分調降金額。2.

各週調整後汽、柴油零售價換算稅前批售價格，以亞鄰競爭國（日本、韓國、香

港、新加坡）當週價格之 低價做為浮動油價調整的上限。3.政府及台灣中油公司

負擔部分將配合政策調整修正。 

國內不產原油，二大油品供應商煉製汽、柴油所需之原油幾乎完全依賴進口，

原油採購支出是以外幣付款，於油價調整時，應直接把匯率的變動因素一併納入計

算。因此，將浮動油價調整機制的調價幅度修正為每週（上週五至本週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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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0% 變動幅度為計算基準。至於調價頻率則修正為每週調價一次，於每

週五下午五時公布新油價，公布次日零時起生效。 

對於 97 年 5 月 28 日及 8 月 2 日油價調漲時，主管機關命台灣中油公司配合政

府政策之調整而分別吸收部分油價調漲金額，如 5 月 28 日吸收汽油 1.3 元/公升、

柴油 1.4 元/公升，8 月 2 日再吸收汽油 0.5 元/公升、柴油 0.6 元/公升等，這兩次油

價調漲未能完全足額漲價的部分，將於日後油價調降時，分次扣除而減少部分油價

調降的金額。 

增訂「各週調整後 92 無鉛汽油、超級柴油零售價換算稅前批售價格，以亞鄰

競爭國（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當週價格之 低價做為浮動油價調整的上

限」，以及「政府及台灣中油公司負擔部分將配合政策調整修正」之規定；將政府

維持亞洲鄰近地區 低油價政策與台灣中油公司配合政府政策等措施，正式列入浮

動油價調整機制之作業原則。 

6. 第四次修正（97 年 11 月 28 日修正實施至 98 年 4 月 30 日） 

為了解決台灣中油公司配合政府政策而吸收部分油價調漲金額與政府貨物稅之

回收問題，於是本次修正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時，便具體規定自 97 年 11 月 29 日起

台灣中油公司吸收的金額以及政府貨物稅減徵的部分，採取分次漸進回收方式： 

(1) 計算汽柴油價格需調漲時，當週不回收貨物稅及中油公司吸收金額，只調整

其依計算公式之應調金額。 

(2) 計算汽柴油價格需調降時，其下跌幅度依比例調整，跌幅之三分之一，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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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不再補貼；另三分之一，中油公司不再補貼；其餘三分之一反映於油價。 

(3) 如中油公司或貨物稅有一方補貼金額已全數回收，遇油價調降時，由未完全

回收一方與消費者平均分擔。 

7. 第五次修正（98 年 5 月 1 日修正實施至 99 年 1 月 5 日） 

有關台灣中油公司吸收部分油價調漲金額與政府貨物稅減徵的部分，已經分次

從油價調降中按比例漸進回收完畢，本次修正則取消相關回收之規定。 

(1) 調價指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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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調價幅度：每週（上週五至本週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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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調價金額： 

a. 依「92 無鉛汽油及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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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鉛汽油及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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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95 及 98 無鉛汽油比照 92 無鉛汽油調價金額、高級柴油、海運重柴油及甲

種漁船油比照超級柴油調價金額同步調整。 

(4) 調價公布時間：每週五下午 5 時公布新油價。 

(5) 調價生效時間：新油價公布次日零時起生效。 

(6) 其    他：各週調整後 92 無鉛汽油、超級柴油零售價換算稅前批售價

格，以亞鄰競爭國（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當週價格之 低價做為浮

動油價調整的上限。 

8. 第六次修正（99 年 1 月 6 日修正實施迄今） 

本次修正計算調價幅度之國際原油均價取樣期間、調價公布暨生效時間與彈性

順延調價措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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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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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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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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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調價金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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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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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調價公布時間：每週日中午 12 時公布新油價。 

(5) 調價生效時間：新油價公布次日零時起生效。 

(6) 其    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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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各週調整後 92 無鉛汽油、高級柴油零售價換算稅前批售價格，以亞鄰競爭

國（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當週稅前價之 低價做為浮動油價調整

的上限。 

自 95 年 9 月 26 日試行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以來，歷經國際原油價格的激烈變

化、政府油價政策的修正與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而逐次修正了國內汽、柴油浮動

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惟歷經多次的修正之後，仍然有一些未盡周延之處，除了

政府油價政策之外，也應該將國內油品市場所面臨可能影響油價的各種因素一併納

入修正之考慮。例如油價調整之基礎原因在於反映原油採購成本之變動，而主管機

關訂定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是以台灣中油公司為規範的對象，雖然台灣中油公司一直

沒有妥適切割油品煉製、油品行銷等與其他事業部門的會計帳，以分別計算油品煉

製、油品行銷等相關部門的個別成本與盈虧，並編製部門別的獨立會計帳；但我們

仍應鍥而不捨的檢討與修正，冀望能產生一套更合理、更完善的浮動油價調整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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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對國內油價變動之影響 

雖然已經解除對於國內油品市場的管制，全面開放民營企業的參進，然而油價

的變動與國內民生物價、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影響民眾生活與國家經濟發展至為深

遠。回顧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之前，經濟部於 83 年 6 月 20 日以經（83）國營字

第 021010 號函重申行政院 82 年 4 月 24 日台（82）經 09389 號函以及經濟部 82 年

10 月 18 日經（82）能 091039 號函之意旨，關於油價調整方案發佈之前，台灣中油

公司必需通知經濟部以及相關單位，詳細說明油價調整情形與原因；如原油調漲的

影響而增加購油成本，完成油價精算並呈報經濟部核定之後，使透過新聞媒體發佈

油價調整方案，此為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之前台灣中油公司行之有年的油價調整

模式，主管機關完全掌握了國內油價的調整。 

89 年 9 月台塑石化公司的油品開始進入國內油品市場之後，新加入的競爭廠商

終於打破一直由台灣中油獨占的國內油品市場，也開啟了自由化油品市場前所未有

的競爭新局面。對於長期掌控國內油價政策的經濟部而言，面臨自由化的油品市

場，開始有了讓油價回歸市場機制的新思維，但仍然透過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規制

了台灣中油公司有關油價的調整幅度、調價金額、調價訊息的公佈與調價生效時間

等各種油價調整的細節。那一隻曾經操縱國內油品市場的手，還是一直無法抽離，

透過干預的手段來實現政府的油價政策，依然有著莫大的影響力還深深的左右著國

內油品價格的變動。 

至於二大油品供應商於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前後，有關油價調整的相關問

題，簡要歸納如下： 

1.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前之油價調整 

國內油品市場，於 89 年 9 月台塑石化與 91 年 4 月台灣埃索環球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92 年 12 月已退出）進入之前，僅有國營的台灣中油公司獨家經營油品的煉

製、配銷與零售等。經濟部對於油品市場採取管制的措施，有關油品定價主要是依

據行政院頒訂之「油品計價公式」，台灣中油公司關於油價調整的方案，於呈報主

管機關核定之後，始能公告調價訊息，進行油價的調整。但是經濟部已在 89 年 9

月台塑石化進入油品市場之前，正式公告廢止該油品計價公式，使油品市場正式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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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由化競爭的新紀元。因此，平時依照市場機制的運作，油品供應廠商將預測油

品市場的供需變化，參酌競爭對手的油品產銷、油品定價策略之後，調整其自己的

油品產量、油品定價、油品運銷決策等，以 佳競爭策略參與市場競爭；但是面臨

油源不足、國際油價大幅波動而影響油品的穩定供應、或是油品供給有影響國家安

全之虞時，中央主管機關得依緊急時期石油處置辦法公告實施石油管制、配售、價

格限制及安全存量的調整等處理措施，直接干預油品市場的運作11。 

於打破獨家經營局面之後，國內油品市場曾在短期內（91 年 4 月至 92 年 12

月）同時有台灣中油、台塑石化與台灣埃索等 3 家油品供應廠商參進市場，形成寡

占競爭。但是其中的台灣埃索公司規模小、競爭力較弱，對於油品定價無足輕重，

因此，市場上油品價格變動將視二大油品供應商之定價決策而定。惟台灣中油與台

塑石化於 91 年 4 月至 93 年 9 月之間持續有 20 次事先公開透過新聞媒體發布油品

調價資訊而同步、同幅實施油價調整，儘管二大油品供應商的成本結構不同卻呈現

油品售價完全一致的現象。有了台塑石化公司的參進，開放、自由化的國內油品市

場，不僅沒有帶來預期的競爭情形，反而因為僅有兩家油品供應商的雙占模式，讓

我們看到寡占廠商採取價格跟隨策略所衍生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有關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而面臨行政處分與行政訴訟的情況。自公平會

對二大油品供應商發出聯合行為之處分書12以來，此案歷經 4 年多的纏訟， 後獲

得 高行政法院的支持，於 98 年 2 月 12 日的判決書，肯定了公平會認定二大油品

供應商的聯合行為成立13。此一聯合行為的爭執，雖然暫告一段落，卻也為現行浮

動油價調整機制因透過新聞媒體公告調價訊息而使二大油品供應商出現幾乎完全同

步、同幅將油品價格調整為一致之做法，可能影響油品市場公平交易與效能競爭的

現象，留下了有可能涉及價格聯合行為的隱憂！ 

2.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後之油價調整 

民營業者加入之後，使國內油品市場有了競爭氣息，消費大眾期待一個自由、

開放的市場，使油價能夠回歸市場機制自由運作，但是在僅有二家油品供應廠商的

                                                      
11 參照經濟部經(90)能字第 09004629250 號函公告之「緊急時期石油處置辦法」(2001)。 
12 參照公平會(93)公處字第 093102 號處分書 (2004)。 
13 參照 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91 號與第 92 號裁判書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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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占油品市場與浮動油價調整機制的運作下，有關「每週五下午五時公布新油價，

公布次日零時起生效」與「各週調整後汽、柴油零售價換算稅前批售價格，以亞鄰

競爭國（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當週價格之 低價做為浮動油價調整的上

限」之規定等，仍然充滿了主管機關對於油價管制的思維模式，修正浮動油價調整

機制的時候，還曾經正式列入「政府及台灣中油公司負擔部分將配合政策調整修

正」的規定，更加突顯已經發展到自由、開放的國內油品市場，實質上仍然掌握在

政府的有效管制之下，主管機關得為了配合政府政策之需要而隨時介入干預油品市

場的運作。再者，國營的台灣中油公司肩負達成法定盈餘的財政任務，對於購油成

本的吸收能力與定價彈性，皆與民營的台塑石化公司有所不同14。理論上，兩大油

品供應商應存在著成本、定價、產量與通路等各種不同的優勢，預期市場競爭上將

出現油品定價的差異；但實際上，油品市場的二大競爭廠商，卻長期存在價格跟隨

行為而促使油品定價一致化的現象，如影隨形，揮之不去。 

觀察 95 年 9 月 26 日試辦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以來，國內油價歷次之調整變動，

大都由台灣中油公司率先透過新聞媒體公佈油價調整訊息，預告油價調整幅度與調

整生效時間；而在新油價生效之前，台塑石化公司亦經由新聞媒體發布調價訊息，

表示將採取隨即跟進的調價方案，結果形成多年來國內油品市場存在幾乎同步、同

幅調整油價的現象15。 

縱然 98 年 2 月 12 日 高法院以 98 年度判字第 91 號與第 92 號的判決，確認

二大油品供應商於 91 年 4 月至 93 年 9 月之間採取價格跟隨行為而形成油品售價一

致的現象，乃屬於廠商之不法聯合行為；但是實施 3 年多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依

然存在二大油品供應商長期的價格跟隨行為，幾乎同步、同幅的調價行為促使國內

油品售價幾近一致的結果，也使我們開始有了質疑，是否二大油品供應商仍然涉及

類似以往的違法之價格聯合行為？ 

                                                      
14 廖賢洲、楊佳慧，「競爭法對寡占廠商促進行為之規範」，月旦法學雜誌，第 126 期，102-

105 (2005)。 
15 台塑石化公司採價格追隨策略，惟對於發油量相對較少的 98 無鉛汽油，於 96 年 4 月 4 日

起，每公升零售價高於台灣中油公司之價格 0.1 元，其餘 92、95 無鉛汽油或柴油的零售價則與台
灣中油公司之價格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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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油品供應廠商與下游加油站簽訂 低供油價格條款16 

由於下游加油站為國內汽、柴油產品的主要銷售通路，為確保油品銷售市場占

有率，油品供應廠商無不祭出各種維繫加盟加油站體系的優惠措施，避免加油站加

盟者的流失而影響油品的銷售；保證 低供油價格條款即為油品供應廠商願意以市

場上低於競爭對手之 低價格供應油源，以穩定加盟加油站的具體做法。其中台灣

中油與加油站簽訂之條款為：「為確保乙方（指加油站業者）之競爭力，本條所定

之『公告批售價格』，即隨市場行情調整，甲方（指台灣中油）並按乙方契約型

態、批購量、簽約手段、付款方式、賒銷期間、交貨期間、運輸距離、系統連線、

契約執行度、配合度、競爭情勢及促銷廣宣等因素給與優惠獎勵折讓，且甲方『實

際供應價格』須相當於台灣地區其他依法設有輕油裂解廠之公司於相同交易市場條

件下同級同量之水準。」而台塑石化的優惠條件則為:「倘若甲方（指加油站業者）

舉證乙方（指台塑石化）供應甲方之散裝油品之批售價格高於同地區其他煉製業者

同級同量之批售價格，且乙方無正當事由而無法配合因應時，甲方得終止本合

約。」 

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為了爭取加油站加盟業者、維持油品市場相當的占有率，

而與下游加油站所簽訂 低供油價格保證條款，檢視其優惠條款內容可發現，提供

下游加油站的批售價格必定是油品市場的 低價，雖然可以穩定加盟加油站業者而

維持一定的市場占有率，但是也促使油品供應廠商必須同步、同幅跟隨競爭對手調

整油品的批售價格，始能符合 低供油價格保證條款的要求。有了油品 低進貨價

格的保證之後，加盟加油站業者選擇加盟體系與油品進貨來源，將不會受到油品進

貨成本高低差別之影響，加盟加油站體系將逐漸趨於穩定，因而油品供應廠商的市

場占有率也會逐漸趨於穩定。有了公開、透明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更加促使加盟

加油站業者於油品供應廠商發布油價調整訊息後，迅速地在第一期間知悉競爭對手

的調價狀況，並注意油品進貨成本是否為市場的 低價，否則將根據 低供油價格

保證條款而要求跟進調整，實質上已影響油品市場油價之調整過程，產生油品批售

                                                      
16 於 93 年公平會處分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的聯合行為之前，兩大油品供應商普遍與下游加油

站業者簽訂的「 低供油價格條款」；惟該處分案之後，實務上，業者已不再明文簽訂「 低供
油價格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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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同步、同幅調整的現象。 

4. 油品市場寡占廠商之價格跟隨行為 

雖然台灣中油公司依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而自主決定並公佈油價調整方案，非有

意與台塑石化公司共謀而調整油價。於價格調降時，二大油品供應商受限於與加油

站業者簽訂供油保證 低價格條款之拘束，必須提供有競爭力之價格，當一方調降

油價時，另一方亦須跟著調降油價，以穩固下游加油站業者，維持市場競爭力。然

而，當一方調漲油價時，競爭對手是否選擇跟進以及跟進之調價時間與調價幅度

等，很顯然就與供油保證 低價格條款並無直接關聯；換個角度來看，當一方調漲

油價時，而另一方若選擇不跟進調漲油價，反而將迫使調漲者面對下游加油站業者

要求依照供油保證 低價格條款之壓力。 

關於調漲油價問題，公平會曾利用賽局理論分別對於「沒有提前宣布調價訊

息」以及「提前宣布調價訊息」兩個決策模型進行分析，發現其主要差異為訊息結

構不同；在「沒有提前宣布調價訊息」的價格決策模式之下，由於沒有價格預告機

制的功能，所以雙方都會謹慎的發動調漲油價，以免自己陷於價高和寡、客戶嚴重

流向競爭對手的不利局面。相對的，在「提前宣布調價訊息」的決策模型之下，則

具有價格預告機制的作用，率先宣布調漲油價訊息的廠商，事先於媒體公開釋放調

漲訊息以試探競爭對手的反應，倘對手的回應是跟進同幅調漲，則按照計畫實施油

價調漲；反之，倘發現競爭對手雖然跟進調漲但調幅較低或是不願意跟進調漲時，

則發動調價的廠商將會快速向下修正自己原先發佈調漲的價格，或者撤銷原先預告

的調價訊息、放棄該次油價調漲作業。 

利用這種具有價格預告機制作用的油價調整決策模式，油品供應廠商決定是否

調漲油價時，已經清楚掌握競爭對手是否跟進調漲的訊息，大大的降低了調漲油價

所面對的市場不確定性與資訊不對稱的風險。即使競爭對手選擇較低調幅跟隨調漲

或是不跟隨調漲時，發動調漲油價的廠商也能夠在幾近於零風險、無成本的情況

下，使競爭對手面臨一種「可信賴的威脅（Credible Threat）」17的靈活油品定價與

調價策略。 

                                                      
17 參照公平會(93)公處字第 093102 號處分書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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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濟學產能規模的觀點來討論二大油品供應商同步、同幅調漲油價之決策行

為，將發現目前國內油品市場調價頻率為每週調價一次，其調價次數過於頻繁而調

價間隔期間太短，短期內廠商之產能規模難以調整，油品的上下游供應鏈體系變動

可能性不大，因此，當廠商（價格發動者）發動調漲油價時，固定的產能規模與緊

密的供應鏈體系將影響競爭對手（價格跟隨者）是否跟隨調漲油價的決策。若價格

跟隨者採取較小漲幅跟隨調漲，極可能以較低的油價而吸引了更多的客戶，原先的

價格發動者可能因為漲幅較大、油價較高而流失了一部分客戶。除非廠商已有閒置

產能，否則短期內受到現有產能規模的限制，無法增加產量水準以滿足新增客戶的

增額需求18；何況油品供應廠商與下游加油站業者早已簽訂了供油保證 低價格條

款，縱然價格跟隨者想要以較小漲幅、較低油價來爭取競爭對手的客戶，也未必能

夠有效接收價格發動者（較大漲幅、較高油價）可能流失的客戶；反而因漲幅較小

而損失可觀的預期利潤，於是在獲得 大利潤的考慮下，維持同幅調漲油價就成了

價格跟隨者 有利的定價策略。凡是具有經濟理性的廠商，只要跟隨價格領導廠商

的步調，選擇同步、同幅調漲油價，即為 佳調價方案；無須耗費額外的分析成

本、不會有決策落後的問題、既不用擔心客戶的流失、又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廠

商當然樂意跟隨跟進調整油價。 

或許換個角度來看，供油保證 低價格條款對於油價競爭具有相互牽制的特

性，可以強化宣告油品調價訊息的功能與效果，也免除了下游加油站業者可能付出

較高油品進貨成本的顧慮。因此，在油價調漲時，可能並沒有足夠的誘因促使加油

站業者選擇以漲幅較小的低價供油廠商做為交易的對象，二大油品供應商與其下游

加油站業者之供需關係將不易受油價調漲之影響而改變，彼此還能夠維持相對穩定

的供應鏈體系。因此，率先發布調漲油價訊息的價格領導廠商有了此種體認時，就

可以理性預期競爭對手極可能會採取同步、同幅跟進調漲油價，而且還能維持既有

的市場占有率，獲取 大的利潤。或許基於供油保證 低價格條款的推論，破除了

為何二大油品供應商總是維持同步、同幅調漲油價的迷思。 

                                                      
18 根據 2009 年 8 月能源局的統計資料顯示，汽油供應之市占率，台灣中油約 76%，台塑石化

約 24%；相對的，柴油部份則分別約占 87% 與 13%；若台塑石化以較低漲幅價格而大量吸引原
屬於台灣中油之客源，短期間（一週或一個月），將受制於產能規模水準、油品內外銷比率與下
游加油站通路等，勢必難以足額供應油品，可見低價策略未必擴大市占率而帶來更大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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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寡占的二大油品供應商在提前預告油品價格調漲訊息的機制下，能夠理

性預期競爭對手將採取的調價決策模式，將有助於促進雙方達到一致調漲油價的決

策方案；再加上供油保證 低價格條款發揮彼此牽制油價的穩定作用，二大油品供

應商採取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運作方式，將成為國內油品市場油價調整的常態，

而形成同漲互蒙其利、同降互相牽制的效果。 

(三)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檢討與修正 

回顧國內油品市場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 3 年多的歷程（95 年 9 月開始試辦起

算），雖經歷次之檢討與修正，但現行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仍

有某些缺失與規範尚欠周延之處，而國內汽、柴油價格變動連帶影響民生物資與原

物料價格之波動，與民眾生活以及產業發展至關緊要，社會各界迭有檢討浮動油價

調整機制之呼籲與建議19，本文檢視現行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後衍生之缺失與規

範周延性之問題，以玆回顧過去而規劃未來，提出更完整的油價調整機制！ 

由於原油為幾近百分之百進口，國際原油價格的波動深深影響國內油品的煉製

成本與批售油價，為了因應油品成本的變動而有必要調整油品售價，因此，制定了

以反映購油成本為基礎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以來，仍有調價幅度、調價頻

率、交叉補貼，公平交易，……等相關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 

1. 指標油價之 80% 為調價幅度問題 

目前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規定之調價幅度為調價指標（70% Dubai＋30% Brent）

變動幅度的 80%，其主要原因是基於台灣中油公司估計其原油成本占油品生產總成

本的 80% 20，故以之為油價調整之計算基礎；惟長久以來台灣中油公司一直沒有對

於該公司八大事業部門進行合理適當的獨立切割，實施部門別責任會計制度，分別

編製部門別的獨立會計帳，如油品煉製、油品行銷等部門之獨立會計帳，因此，油

                                                      
19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多年來曾經多次對於浮動油價機制提出質疑與檢討之建議。 
20 對於成本控制與經營效率而言，大都認為國營的台灣中油公司不如民營的台塑石化公司，但

是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是以效率較差而成本較高之台灣中油公司為參考基準而訂定，可能有利於效
率較佳、成本較低之競爭同業而不利於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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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成本結構的 80% 屬於購油成本的推論，其成本分析基礎是否透明、是否合理？

已成了外界關切與質疑之焦點。 

回顧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前，國際原油成本占國內汽油生產總成本的 40%

～50%， 多也僅占柴油生產總成本的 60% 21。在油品煉製、產銷過程沒有重大改

變的情況下，為什麼僅僅設計一套號稱可以隨著國際原油價格變動而浮動調整國內

油品售價的機制，就能輕輕鬆鬆的把原油成本變動幅度的 80% 給浮動到油品售價

上呢？由於主管機關同意台灣中油根據現行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來進行油價調整，而

油品生產成本結構中之國際原油成本究竟占汽、柴油生產總成本多少百分比，則關

係著國際原油價格波動有多少百分比可以反映到浮動油價的調整上，此與油價調整

至關緊要，台灣中油應予釐清；否則媒體所報導的該成本百分比為 40%～60% 與目

前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按國際原油價格波動的 80% 做為浮動油價調整比率，兩者有

不小的差距，而容易引發油品消費者之疑慮。 

尤其是每當國際油價持續劇烈上漲變動時，台灣中油幾乎毫不費力地將購油成

本增加的風險，藉著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完全轉嫁給消費者，使消費者負擔大部分油

價上漲的成本卻大幅降低油品供應廠商的經營風險，對全體油品消費大眾很不公

平；何況國內油品供應屬於寡占市場，僅有二家油品供應廠商，不論個別廠商的油

品成本結構如何，當其中一家廠商按照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調漲油價時，另一家供應

商則採取價格跟隨策略，同步、同幅調漲油價，此種採取國營事業營運成本較高而

經營效率較差之成本結構為油品定價與調價的基礎，將使成本較低、效率較佳之民

營廠商獲取更多油品的銷售利益。 

因此，若以反映原油成本為調價基礎，則合理的調價幅度究竟應該按照國際原

油價格變動的某種比例加以調整，似有再討論的空間；尤其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原本

是主管機關為了台灣中油公司的油品調價問題，委託台灣中油公司建構的制度化機

制，但恐怕此種球員兼裁判的運作模式，以台灣中油自身屬於成本較高、經營效率

較差的國營企業所宣稱的成本結構作為制定調價幅度的基準，不僅成本結構欠缺客

觀的驗證與監督，成本透明度受到質疑，有偏頗之虞？更重要的是由於寡占市場競

爭廠商價格跟隨的特性，使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幾乎成了國內油品市場供應廠商一致

                                                      
21自由時報，生活新聞(2009/12/2)。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與涉及聯合行為疑義之探討 59 

遵循適用的調價法則，其採取原油成本變動幅度 80% 的寬鬆調價幅度，潛藏著有

利於油品供應廠商而不利於油品消費者的特性，應盡速檢討與修正。 

在精算出更合理的油品生產成本結構以做為油品調價幅度基礎之前，假如油品

生產煉製的加工製程沒有重大改變時，至少應該回歸以往的生產成本結構模型，採

取國際原油成本占國內汽油生產總成本的 40%～50%， 多也僅占柴油生產總成本

的 60% 做為油價調整幅度的計算基準。 

2. 調價幅度計算公式潛藏非中性問題22 

目前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油價調整計算公式為式（2-1）調價幅度公式與式（2-

2）下期油價計算公式，潛藏著非中性（Non-Neutral）的問題，將導致國際原油價

格經過一段期間之漲跌波動後，當匯率維持不變而國際油價波動之後而又再次回到

與從前原油價格相同時，按照浮動油價調整公式（2-1）與（2-2）所計算出來的國

內油價，卻顯示前、後期之國際原油價格相同，但前、後期之國內油品價格並不相

同的現象。換言之，以反映購油成本為調價基礎之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呈現的卻是

相同的購油成本而有不同的油品售價之情形，免不了遭受外界之批評與質疑，浮動

油價調整機制本身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且讓本文以假設性虛擬國際油價變動的數據

加以模擬，以解釋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潛在之問題。 

( )NT$ (NT$)
80%

(NT$)
⎡ ⎤−

= ×⎢ ⎥
⎢ ⎥⎣ ⎦

本期指標原油加權均價 上期指標原油加權均價
調價幅度

上期指標原油加權均價
  

  (2-1) 

下期油品價格＝本期油品價格×（1＋調價幅度） (2-2) 

本文假設目前新台幣兌換美元的匯率固定不變的情況下（例如 32 元新台幣兌

換 1 美元），若虛擬的國際原油價格為每桶 40 美元時，我國油品稅前批發價格為

每公升 15 元；假設國際原油價格從每桶 40 美元開始變動，則常見的國際原油價格

波動將有以下三種類型： 

                                                      
22 同註 6，13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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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油價格持續上漲期間（如表 1 與表 2 的 1~10 期） 

(2) 原油價格持續下跌期間（如表 1 與表 2 的 11~20 期） 

(3) 原油價格持續漲跌互現期間（如表 1 與表 2 的 21~40 期） 

接著將虛擬的國際原油價格變動數據，依照我國目前採行的「指標油價 80%變

動幅度」公式（2-1），計算國內油品價格調整幅度，再以油品稅前批發價格每公升

15 元為起始價格，運用浮動油價調整公式（2-2），分別計算國際原油價格變動

下，相對的國內各期（合計共有 40 期）的油品稅前批發價格之變化（詳如表 1）。 

其次，將公式（2-1）指標油價變動幅度 80%，變更為「指標油價變動幅度

75%」，重新進行模擬計算，亦即將公式（2-1）改為 

( )NT$ (NT$)
75%

(NT$)
⎡ ⎤−

= ×⎢ ⎥
⎢ ⎥⎣ ⎦

本期指標原油加權均價 上期指標原油加權均價
調價幅度

上期指標原油加權均價
 

之後再次地重複上面的步驟，計算得到 40 期的國內油品稅前批發價格之變化

（詳如表 2）。如此就可以得到兩次的模擬數值（見表 1 與表 2），然後對結果進

行深入的分析和比較。 

表 1 以虛擬國際油價 80% 變動幅度進行浮動油價模擬 

  反應指標油價 80%變動幅度作為生產成本變動 

期別 原油價格 油價調整 
指標油價 

80% 變動幅度 
模擬的油價 模擬的油價調幅 

0 40  --  -- 15    

1 42 2 0.0400 15.6000 0.6000 

2 44 2 0.0381 16.1944 0.5944 

3 47 3 0.0545 17.0770 0.8826 

4 50 3 0.0510 17.9479 0.8709 

5 54 4 0.0640 19.0966 1.1487 

6 58 4 0.0593 20.2290 1.1324 

7 63 5 0.0690 21.6248 1.3958 

8 68 5 0.0635 22.9980 1.3732 

9 74 6 0.0706 24.6217 1.6237 

10 80 6 0.0649 26.2196 1.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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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指標油價 80%變動幅度作為生產成本變動 

期別 原油價格 油價調整 
指標油價 

80% 變動幅度 
模擬的油價 模擬的油價調幅 

11 74 -6 -0.0600 24.6464 -1.5732 

12 68 -6 -0.0649 23.0468 -1.5996 

13 63 -5 -0.0588 21.6916 -1.3552 

14 58 -5 -0.0635 20.3142 -1.3774 

15 54 -4 -0.0552 19.1929 -1.1213 

16 50 -4 -0.0593 18.0548 -1.1381 

17 47 -3 -0.0480 17.1882 -0.8666 

18 44 -3 -0.0511 16.3099 -0.8783 

19 42 -2 -0.0364 15.7162 -0.5937 

20 40 -2 -0.0381 15.1174 -0.5988 

21 43 3 0.0600 16.0244 0.9070 

22 47 4 0.0744 17.2166 1.1922 

23 50 3 0.0511 18.0964 0.8798 

24 44 -6 -0.0960 16.3591 -1.7373 

25 40 -4 -0.0727 15.1698 -1.1893 

26 45 5 0.1000 16.6868 1.5170 

27 52 7 0.1244 18.7626 2.0758 

28 49 -3 -0.0462 17.8958 -0.8668 

29 43 -6 -0.0980 16.1420 -1.7538 

30 40 -3 -0.0558 15.2413 -0.9007 

31 42 2 0.0400 15.8510 0.6097 

32 48 6 0.1143 17.6628 1.8118 

33 44 -4 -0.0667 16.4847 -1.1781 

34 40 -4 -0.0727 15.2863 -1.1984 

35 45 5 0.1000 16.8149 1.5286 

36 42 -3 -0.0533 15.9187 -0.8962 

37 48 6 0.1143 17.7382 1.8195 

38 44 -4 -0.0667 16.5551 -1.1831 

39 46 2 0.0364 17.1577 0.6026 

40 40 -6 -0.1043 15.3682 -1.7895 

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虛擬國際油價波動數據加以模擬。參酌李秉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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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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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表 2 以虛擬國際油價 75% 變動幅度進行浮動油價模擬 

  反應指標油價 75% 變動幅度作為生產成本變動 

期別 原油價格 油價調整 
指標油價 

75% 變動幅度 
模擬的油價 模擬的油價調幅 

0 40 --  15    

1 42 2 0.0375  15.5625 0.5625 

2 44 2 0.0357 16.1181 0.5556 

3 47 3 0.0511 16.9417 0.8236 

4 50 3 0.0479 17.7532 0.8115 

5 54 4 0.0600 18.8184 1.0652 

6 58 4 0.0556 19.8647 1.0463 

7 63 5 0.0647 21.1499 1.2852 

8 68 5 0.0595 22.4083 1.2584 

9 74 6 0.0662 23.8917 1.4834 

10 80 6 0.0608 25.3443 1.4526 

11 74 -6 -0.0563 23.9174 -1.4269 

12 68 -6 -0.0608 22.4632 -1.4542 

13 63 -5 -0.0551 21.2255 -1.2377 

14 58 -5 -0.0595 19.9626 -1.2329 

15 54 -4 -0.0517 18.9305 -1.0321 

16 50 -4 -0.0556 17.8780 -1.0525 

17 47 -3 -0.0450 17.0735 -0.8045 

18 44 -3 -0.0479 16.2557 -0.8178 

19 42 -2 -0.0341 15.7014 -0.5543 

20 40 -2 -0.0357 15.1409 -0.5605 

21 43 3 0.0563 15.9933 0.8524 

22 47 4 0.0698 17.1096 1.1163 

23 50 3 0.0479 17.9291 0.8195 

24 44 -6 -0.0900 16.3155 -1.6136 

25 40 -4 -0.0682 15.2028 -1.1127 

26 45 5 0.0938 16.6288 1.4260 

27 52 7 0.1167 18.5694 1.9406 

28 49 -3 -0.0433 17.7653 -0.8041 

29 43 -6 -0.0918 16.1344 -1.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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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指標油價 75% 變動幅度作為生產成本變動 

期別 原油價格 油價調整 
指標油價 

75% 變動幅度 
模擬的油價 模擬的油價調幅 

30 40 -3 -0.0523 15.2906 -0.8438 

31 42 2 0.0375 15.8640 0.5734 

32 48 6 0.1071 17.5630 1.6990 

33 44 -4 -0.0625 16.4653 -1.0977 

34 40 -4 -0.0682 15.3424 -1.1229 

35 45 5 0.0938 16.7815 1.4391 

36 42 -3 -0.0500 15.9425 -0.8390 

37 48 6 0.1071 17.6499 1.7074 

38 44 -4 -0.0625 16.5468 -1.1031 

39 46 2 0.0341 17.1110 0.5642 

40 40 -6 -0.0978 15.4375 -1.6735 

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虛擬國際油價波動數據加以模擬。參酌李秉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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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1-142
（2009）。 

 

採取虛擬國際油價 80% 與 75% 的變動幅度進行浮動油價的模擬，兩次模擬之

結果，分別詳列於表 1 與表 2。如同表 1 的模擬結果所顯示的，分別採取「指標油

價變動幅度 80%」與「指標油價變動幅度 75%」的設定下，國際原油價格由每桶 40

美元開始波動，歷經持續上漲（1~10 期）、持續下跌（11~20 期）與漲跌互現

（21~40 期）等三種油價變動情形，模擬在每一種原油價格變動型態下，國際油價

經過一段期間波動之後又再次回到原先的每桶 40 美元時，相對的國內油品稅前批

發價每公升 15 元，歷經國際原油價格變動而浮動調整之後，觀察國內油價是否同

樣的再次回到原先的每公升 15 元呢？ 

由表 1 與表 2 模擬的結果發現，不論國際原油價格變化屬於何種波動現象（持

續上漲、下跌或漲跌互現等），也不管調價幅度設定為「指標油價變動幅度的 80%

或 75%」，當國際油價歷經一段期間的波動而再度回到原先的油價時，例如在 40

次的模擬中，總計有 5 次回到原先的每桶 40 美元，與這 5 次相對應的國內油品價

格卻由原先的每公升 15 元浮動調整後，再也沒有回到每公升 15 元的價位，而是全

部呈現高於每公升 15 元的現象。逐一檢視表 1 與表 2 中的模擬結果，顯示國際油

價經過先漲後跌的波動之後，再次回復原價時，依照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而進行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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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的國內油價，卻同時出現油價不但不會回復原價，反而出現後期油價高於前期

油價、也高於原價的情形，存在一種普遍漲多跌少的現象；亦證實了社會大眾與媒

體報導對於國內的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長期存在油價漲多跌少的批評以及漲價快、

跌價慢的質疑，並非空穴來風，無的放矢！ 

對於上述的油價變動之模擬結果與分析，或許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明明國際

原油價格已經跌回起漲點每桶 40 美元，為什麼國內油品稅前批發價格不會同樣跌

回起漲點每公升 15 元？而且價格往往還高於原先的每公升 15 元？是的！這就是目

前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所潛藏而獨具的非中性（Non-Neutral）特點，它會使得國內油

品價格之浮動調整偏離原點，而計算國內油品價格調整幅度的公式（2-1）本質上就

不是一種中性的（Neutral）調整機制。在這個油價變動與調整的模擬中，可以清楚

地觀察到目前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下，假如國際原油價格前、後期上漲（或下跌）

的金額都相同時（例如每桶 40 美元上漲到 45 美元，或每桶 45 美元下跌至 40 美

元，其價格波動都是每桶 5 美元），代表調價幅度計算公式（2-1）的分子所代表的

前、後期原油價格上漲（或下跌）的金額都一樣（每桶 5 美元），然而式（2-1）的

分母卻有金額大小的差別，（於價格上漲時的分母為 40 美元；而價格下跌時的分

母則為 45 美元），導致國際油價上漲階段計算出來的調價幅度較大而油價下跌階

段之調價幅度較小。尤其是油價持續上漲時，油品價格開始調漲的時候調漲幅度很

大（由低到高調漲油價階段，各期分母也跟著由低而高的逐期遞增，起漲時因分母

較小而分數較大）；相對的，油價持續下跌時，油品價格開始調降之時調降幅度卻

很小（由高而低的調降油價階段，各期分母也跟著由高而低的逐期遞減，起降時因

分母較大而分數較小）。因此，造成油價調整的過程自然而然存在漲多跌少的事

實，此為浮動油價調整機制隱含非中性特質所衍生的現象，也使得油品供應廠商無

端的背負了油價漲多跌少的非議！ 

事實上，油品供應廠商是根據浮動調價公式計算每一期油價應該調整的金額，

於浮動調整油品價格時，並不需要刻意的漲多跌少、也沒有必要進行漲多跌少的人

為操作，這個屬於非中性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其計價模式的設計與運算自然就順

理成章的導致油價漲多跌少而有利於廠商的結果，使得 80% 原油價格的變動已經

浮動到油品售價上了，而油品供應廠商又可以享有調幅計算公式漲多跌少的特性所

帶來的潛藏不當利益，造成國內油價調整的結果傾向比較有利於油品供應廠商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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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利於油品消費者的不公平結果，相對於這個偏頗傾斜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衡

平救濟的配套措施卻付之闕如，試問此種屬於非中性的、不公平的浮動油價調整機

制還要繼續運作多久？可不可以想想辦法，看看能不能幫忙無辜的油品供應廠商卸

下長期漲多跌少的責難！或許也有助於減少甚至消除油品消費大眾心裡對於油品供

應廠商刻意操作油價漲多跌少的誤解和疑慮！ 

究竟油品價格開始調漲的時候調整幅度很大，但是開始調降之時調幅卻很小的

現象，對石油公司和消費者會產生何種影響？如果油品的漲價期間持續很長一段時

間，而下跌期間卻十分短暫，那麼石油公司將因為一開始就大幅度的調升油品售

價，而且因為油價長期居高不下而獲得鉅額的超額利潤。95 年之後國際原油價格飆

漲期間的情況恰好就是如此，國際原油價格在 96 年 1 月份開始又出現另一波的巨

幅上漲，油價持續上漲期間長達 18 個月之久，在 97 年 7 月國際原油平均價格達到

了歷史新高，之後卻因為美國「次級房貸（Subprime Loans）」的問題引發了全球

金融海嘯而使油價急速的下跌，原油價格下跌時卻只有花了 7 個月的時間就降到了

每桶 39 美元。我國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的時間點剛好是在這一波國際原油價格

漲跌之前，而涵蓋了整個漲跌的過程，如果政府當時沒有執行國內油價凍漲政策與

多元吸收方案，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早就賺取更多的鉅額利潤。 

此外，在表 2 中第二個油價調整的模擬也顯示了一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當

「指標油價變動幅度」設定為 75%，國際原油價格有 5 次回到起漲點每桶 40 美元

時，而對應這 5 次國內油品稅前的批發價格分別為每公升 15.14、15.20、15.29、

15.34 與 15.43 元，與「指標油價變動幅度」設定為 80% 的國內油價 15.12、

15.17、15.24、15.29 與 15.37 元相比較，卻很巧合的發現指標油價變動幅度設定為

75%時，其油價反而略高於指標油價變動幅度設定為 80%的油價。 

由式（2-2）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影響後期油品價格的因素，除了前期油品價格的

高低之外，就是所謂的「考量匯率後指標油價 80%變動幅度」，這個重要的因子決

定了油品價格的漲跌幅度。式（2-1）告訴我們國際原油價格變動、新台幣匯率變動

以及 80% 都會影響「指標油價變動幅度」。問題真正的重點就在這個看似不起

眼、但卻是扮演 重要地位的 80%。這個 80% 就是油品供應廠商所宣稱的進口原

油成本占油品生產總成本比率的概估值，因此，當國際原油價格波動時，為了反應

國際原油採購成本的變動，油品生產的平均成本也應相對反應 80% 的變動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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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如果國際原油價格每上漲 1 元，油品生產的平均成本將上漲 80%，亦即

0.8 元，據此，各項油品價格也應該進行同樣幅度的調整。因此，在浮動油價調整

機制下，國內汽、柴油稅前批發價格的調整幅度即是以「進口原油成本占油品生產

總成本比率的概估值」為計算基礎。 

然而我們的研究似乎顯示這個比率有定得過高的疑慮，所以可能會過度反應進

口原油價格變動的影響，因而造成在國際原油價格飆漲期間，國內各項油品定價過

高的現象。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可能造成國內油品價格過度調漲，其主要原因應該就

是這個 80% 定得過高。如果不是在國際油價飆漲期間，因為政府實施油價凍漲政

策而直接干預油價，其結果可能是兩家油品供應廠商因國際原油價格大漲，而獲得

高於正常報酬的超額利潤。就消費者立場而言，汽、柴油等油品屬於需求彈性很低

的生活必需品，也很難找到其他的替代品，因此，油品價格過度上漲將造成消費者

剩餘（Consumer Surplus）的減少，整個經濟社會也會產生顯著的福利損失。這也就

是為什麼有許多經濟學者通常都會反對特定的油品定價機制，而認為應該促進市場

競爭、提升經濟效率的 主要原因。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並非一個真實反應油品供應廠商

進口原油成本變動的理想定價方案，這是因為除了油品供應廠商本身之外，沒有任

何一個人可以精確掌握油品供應廠商進口原油的成本與生產總成本資料，所以沒辦

法合理地決定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計算公式（2-1）中「考量匯率後的指標油價變動幅

度」，究竟應該選取 80%、75% 或其他數值？目前我國以 80% 作為油品供應廠商

進口原油成本占生產總成本比率的概估值，據以反應國際原油價格變動對生產總成

本以及各項油品價格的影響，實有檢討與修正之必要。 

由模擬結果顯示有關浮動油價調整機制隱含漲多跌少的缺陷，對於消費者比較

不利，為衡平油品供應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得失，有必要修正浮動油價公式，除了

修正調價幅度比率（目前的 80% 或從前的 60%～40%）的問題之外；對於式（2-

1）所衍生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如油品的煉製、儲運、銷售與匯率因素等都維持不

變），當前、後期之間間隔了幾期之後，出現前、後期國際油價完全相同的時候，

經過浮動調整油價之後卻產生這前、後期存在著不同的國內油價，這個國際原油等

價而國內油價卻不等價的問題亦應一併加以檢討修正。由於浮動油價公式計算調價

幅度的數學式（2-1）所潛藏非中性的問題，經過嘗試多種方法之後，發現數學上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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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找到一個適當的參數加以調和，使得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前、後期出現相

同的國際油價時，經過浮動調整之後也能達到前、後期有相同的國內油價。因此，

較為簡便可行的方法，就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前、後期國際油價相同時，

若國內浮動調整後的前、後期國內油價並不相等，則應選取前、後期金額較低之油

價做為浮動調整後之後期油價，以玆衡平23；或許這不是一個完美的長久之計，卻

是主管機關研擬並實施新的油價調整機制之前，可以嘗試給予油品供需雙方獲得衡

平救濟的可行之道！ 

3. 調價頻率問題 

有關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油品價格調整之頻率，由試辦階段開始實施每週調整油

價一次，大約有一年期間（95.9.26～96.8.31）；於 96 年 9 月第一次修正並實施每

月調價一次（96.9.1～97.8.6），也將近有一年期間；第二次修正則為 97 年 8 月再

度改為目前所實施的每週調價一次的方式（97.8.7～迄今）。 

究竟國內油價多久應調價一次較為適當，每週或每月浮動調整油價一次何者較

為合理？要回答此一問題，就必須回歸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設置之本質來看，台灣中

油公司在沒有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前，對於油品的定價問題經常徘徊在配合政

府油價政策與反映購油成本之間；到了 95 年 9 月主管機關同意以反映國際原油採

購成本為基礎而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其核心本質乃是為了反映國際原油成本而

調整國內油品售價。因此，可能以台灣中油公司國際原油採購模式來討論，將會比

較貼近國內油價調整頻率的問題，由此觀之，基於台灣中油的原油採購，大約有

65% 屬於期約採購，其計價方式為產油國加減碼後的月平均價格。因此，比較符合

台灣中油公司國際原油長期採購屬於計畫性的期約採購之特性，而又能達成反映原

油成本的調價頻率，似應考慮修正為每月浮動調價一次24，較為妥當。 

再以社會成本的觀點而論，每週浮動調價一次，假如油價調漲金額較大時，從

                                                      
23 其實在反映成本的考量下，相同成本應有相同油價才對，若浮動調整之前、後期油價不等，

理論上都應該以較低價格為準（浮動油價公式為台灣中油公司所制定，浮動調整而出現高低不等
之油價，應以較低價格為準，始符合衡平之精神）；但是假如前期油價較高、後期油價較低，卻
早已完成許多交易，爲免追溯調整茲事體大，耗費成本過高，得不追溯調低前期油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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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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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報導可以看到全國各地加油站大排長龍的車陣，都是趕在油價上漲之前等待

加滿汽、柴油的汽、機車，甚至連可裝油品的各式容器也都派上用場。若油價持續

調漲階段，每週上演一次的全民搶油大作戰，使原本還不需要加油的車輛，紛紛出

動，排隊等待加油，只為了將油箱加滿。等候加油的車輛怠速空轉增加油耗，加滿

了油、卻增重了的車輛也是同樣的增加油耗，這種表面看似為了省錢的加油活動，

其實浪費了多少寶貴的汽、柴油能源，增加消費者的負擔而衍生許多無謂的資源浪

費。為了加油而更加顯得擁塞的路況提高了肇事的風險、增加了空氣的汙染、也浪

費了消費者寶貴的時間與精神等，整體社會付出這些有形、無形的增額社會成本，

可能遠遠超過油品供應商因調漲油價而獲得的增額利益！不禁令人懷疑，我們是否

還有必要容忍這樣一隻油價調漲的精靈，可能每週恣意的出現在前往加油站的路途

上，卻加重整體社會成本的負擔？當我們必須付出高額的社會成本，以調整油價的

方式來維持（或避免）一家國營事業（台灣中油）暫時的盈餘（或虧損）時，或許

我們也必須認真思考這個課題：「當油價有需要浮動調整的時候，曾經實施的每月

調價一次才是真正的王道！」甚至，對於國際油價波動設定超過某一門檻（如原油

漲價或跌價超過 5%）始能啟動國內油價調整機制，將可兼顧避免衍生許多增額的

社會成本也能適度修正過高的油價調價頻率。 

4. 交叉補貼問題 

原油煉製的過程為石油化學聯產品之生產活動，屬於同一原料的投入，而有多

種石化產品的產出；汽、柴油的產出分別僅占原油煉製石化產品約 29.30% 與

26.40% 而已，其餘則為燃料油、海運及航空燃油、液化石油氣、丙烷、丁烷、潤

滑油脂、溶劑油、柏油、煤油、與乙烯、丙烯、丁二烯、苯、甲苯和二甲苯等石油

化學工業的主要原料25。各類產品具有聯合生產的特性，彼此深具成本的互補性，

亦即產品甲（如：汽、柴油）與產品乙（瀝青）存在聯產品的特性，如瀝青因反映

市場需求活絡，為提高瀝青產品的產出，同時也將會帶動汽、柴油產量的增加與成

本的減少，從而影響汽、柴油之產銷活動。因此，假如想要分析油品市場的競爭，

                                                      
25 蔡信行，「臺灣的石油工業與油品煉製」，科學發展，第 382 期，33-3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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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須同時考慮石油煉製業各項石化產品的市場供需變化26。若基於反映原料（購

油）成本而有調整產品（汽、柴油）售價的計畫，則同樣以原油為投入原料的其他

石化產品，也應該同步、同幅調整產品售價，才合乎調整售價是為了反映成本的論

點。目前除了汽、柴油產品每週按國際油價之變動（原料成本變動）而浮動調整國

內油價（產品售價隨著原料成本而變動）之外，其他相同原料投入之石油化學聯產

品，並沒有如同汽、柴油每週浮動調整其產品售價，這個油價調整現象衍生了兩個

問題：(1)國際油價變動，國內油價有無必要密集的每週浮動調整？(2)油品供應廠商

所產銷的各類石油化學聯產品並沒有同步、同幅調整售價，則油品與其他石化產品

之間可能存在著交叉補貼的問題？  

關於浮動調整油價的頻率，本文前面已有論述，在此不另贅述；但觀察同樣以

原油為投入原料的各類石油化學產品，因為國際原油採購成本變動而有必要進行調

價時，除了汽、柴油每週調價一次之外，其餘石化產品之調價情形則有按月調整、

按季調整或不定期調整等調價方案，可見國際油價變動，與石油相關之石化聯產品

不見得有隨之每週調價的必要。由此觀之，若占了原油產出超過半數的其他石油化

學產品的調價頻率，並非以每週調整一次為依據，則更加證實了國內汽、柴油產品

每週浮動調價一次的現象並不合理，仍有重新檢討與修正之必要。 

當石油化學聯產品為了反映原料成本而調價時，各產品之調價時間與調價頻率

卻存在不一致的現象，也就是某些產品的售價隨原料成本上漲而漲價，但相同原料

所產出的其他產品卻沒有因而漲價，表示石油產品的產銷過程存在不合理的交叉補

貼問題。石油產品有不同的用途（如汽、柴油與乙烯、丙烯石化原料不同）與不同

的客戶（如汽、柴油以消費者為主，而石化原料則以塑化廠商為主），彼此之間可

能並沒有什麼連帶關係，也沒有交叉補貼的必要。假如沒有合理而完整的交叉補貼

計畫，則每週浮動調整國內油價時，可能已連帶產生油品交叉補貼其他石化產品的

事實，這種現象未必符合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是為了反映國際原油採購成本變動的精

神，卻隱含了更多交叉補貼的疑慮，於檢討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時，亦應一併修正之。 

                                                      
26 馬泰成、許松根、顏廷棟，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 95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121-12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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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前後，油品市場聯合行為
之疑慮 

(一) 實施前，油品市場聯合行為案例 

1. 事實摘要 

公平會 93 年 10 月 21 日以公處字第 093102 號處分書，認定台灣中油與台塑石

化有關 91 年 4 月至 93 年 9 月之間，兩大油品供應廠商曾經持續 20 次以事先、公

開方式傳遞調價資訊的意思聯絡，達成一致性調整國內油價的共識，形成同步、同

幅調價之行為，進而產生一致性的油品價格，足以影響國內油品市場之價格與供需

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

規定，命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公司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

為，並分別處分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公司新臺幣 650 萬元罰鍰。以下分為罰鍰及罰

鍰以外部分說明之： 

(1) 罰鍰部分 

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公司對於公平會之處分案皆表示不服，分別向行政院提起

訴願，經行政院訴願決定將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撤銷27，責由公平會於 2 個月內另

為適法之處分，而原處分案有關罰鍰以外的部分則加以駁回。公平會對本案有關罰

鍰部分經過重新審酌之後，仍對於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分別處以 650 萬元之罰鍰處

分28，而兩大供油業者依然對於該罰鍰處分同樣表示不服，經提起訴願而遭受決定

駁回之後29，遂分別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30。兩大供油業者分別取得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勝訴判決，該罰鍰處分被法院裁判撤銷之後，公平會乃上訴於

高行政法院；對於本案 高行政法院認為公平會事先並沒有對業者實施行政指

                                                      
27 參照行政院 94 年院臺訴字第 0940085752 號與第 0940085957 號訴願決定書 (2005)。 
28 參照公平會(94)以公處字第 094079 號處分書 (2005)。 
29 參照行政院 95 年院臺訴字第 0950080991 號與第 0950080966 號訴願決定書 (2006)。 
30 參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01048 號與第 01063 號判決書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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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行業導正或警示等輔導措施，而且公平會（92）公貳字第 0920000388 號函與

（93）公貳字第 0930002286 號函，並非對於水平競爭事業「以『預告調價訊息』

之促進行為，形成同步、同幅調價之行為」，已違反聯合行為禁制規定之警示函，即

遽然對被處分人處以罰鍰，復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31」考

量項目「違法類型曾否經導正或警示」欄，勾選「曾經個別警示」並加計總分，顯

有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以及禁反言法理而欠缺裁罰的正當性，其裁量有關科處罰鍰部

分已經構成裁量瑕疵之違法，於是裁判駁回公平會之上訴，使得有關分別處分台灣

中油與台塑石化各 650 萬元之罰鍰處分案確定被裁判撤銷32。 

(2) 罰鍰以外部分 

關於罰鍰以外之處分，二大油品供應商就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仍表不服，遂個別

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惟經審理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分別裁判駁回二

大油品供應商的主張33。嗣後台灣中油及台塑石化對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都

表示難以甘服，乃分別向 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審理之結果， 高行政法院採信

公平會的主張，認為本案雖無直接證據證明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公司具有聯合行為

之意思聯絡，單憑寡占廠商外觀一致的平行調整油價行為之事證，尚不足以推論廠

商之間存在聯合行為之合意，但是仍可參考國外競爭法上有關促進行為的案例，針

對廠商有關調價行為之參與動機、誘因、經濟利益、調價時間、調價幅度、調價次

數與頻率等使得價格趨於一致之促進行為作為案件之間接證據，而據以推論認定廠

商之間具有進行調價意思聯絡之事實， 高行政法院裁判駁回二大油品供應商的上

訴34，而維持公平會的見解。歷經 4 年多（93 年 10 月 21 日至 98 年 2 月 12 日）的

訴願與行政訴訟，公平會有關該項聯合行為的認定與處分，總算得到行政院、台北

                                                      
31 行政法院對於公平會裁罰表之審查，除就違法事實於填列該表時應勾選何種等級與公平會認

定有所出入外，亦質疑公平會有否嚴謹適用該裁罰表之考量項目及就適用之等級未於處分理由中
詳加敘明，亦有針對公平會依據裁罰表作成之罰鍰額度認有裁量瑕疵而質疑其合法性的情形進而
撤銷公平會之處分，如：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案、中華防火安全協會案、及北部瓦斯股份有
限公司案等案。公平會於第 786 次委員會議決議並於 95 年 12 月 15 日以公法字第 0950010723 號
令廢止「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參照張麗卿，「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
鍰額度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41-86 (2007)。 

32 參照 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523 號與第 524 號裁判書 (2009)。 
33 參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02370 號與第 02390 號判決書 (2006)。 
34 參照 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91 號與第 92 號裁判書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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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行政法院與 高行政法院的支持與肯定。 

2. 構成油品市場聯合行為之主要理由 

(1) 公平會之觀點35 

公平會認定本案被處分人（台灣中油與台塑石油）以事先、公開之方式傳遞調

價訊息，達成一致性調整油價之結果，顯然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關於以

其他方式達成合意之聯合行為，其處分理由，略以：油品批售價格係供油商對於加

油站業者供油實際供應價格之準據，並非終端之零售價格，爰供油商調漲批售價格

時，加油站業者是否自行吸收漲價之成本、或如何反映於其零售價格，皆屬油品通

路下游零售商經營策略考量之範疇，上游供油業者原無對於大眾媒體發布調整批售

價格訊息之急迫性及必要性，惟被處分人事先預告調價訊息之作法，影響極大多數

之加油站業者作同步調價，限縮加油站業者競價空間，終至影響消費者，顯然足以

影響油品批售價格與零售價格，也同時影響油品市場之供需機能。 

價格競爭為事業爭取交易機會之重要手段，通常依據交易契約訂定不同交易條

件，而有不同之交易價格（包括數量、運輸及付款條件等折讓），屬於事業營業秘

密之範圍，應非相互競爭事業所樂於揭露之交易訊息，被處分人之事先藉由大眾媒

體預告調價訊息行為，顯不符合市場競爭機制之經濟理性。但是油品寡占市場結構

中，業者間顯然存在相互依賴的互動關係，故很容易透過契約、協議而形成聯合行

為之合意、或利用相關的促進作為以達成合意之默契。率先調漲價格的廠商必須面

對競爭對手不願跟進調漲、加盟的加油站業者大幅流失等風險，而不跟漲的一方可

藉以分食調漲價格廠商原有的市場。然而，在「有價格預告機制」下之價格決策模

式，被處分人為了免於競爭並確保獲利，廠商透過預告機制事先釋放價格調整訊

息，試探競爭對手的反應，俾減少偵測可能發生的時間遲延或資訊不正確的風險；

而競爭廠商在「知悉」對手即將調價的情況下，「有能力」且「有誘因」的選擇跟

進、以較低漲幅跟進或不跟進等價格策略，以致發動價格戰之業者可隨之選擇維持

價格、調整競價策略、或撤回價格戰等因應措施，形成調價上互信協調的機制，降

低調價的不確定性與資訊不對稱的風險，歷次調價都是透過該等「促進行為」而且

                                                      
35 參照公平會(93)公處字第 093102 號處分書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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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得以成功運作，促使其達成共同決定油品批售價格之一致性行為，以符合雙方利

益之極大化。該等「促進行為」已構成聯合合意或意思聯絡之事實，有促使雙方達

成聯合調價之效果，足證渠等有「其他方式之合意」存在足堪認定。 

衡酌被處分人個別的油價成本結構涉及原油價格、煉製成本、進口相關雜費、

國內各項稅費、經營成本、盈餘等各項因素，而被處分人上開各項因素所占成本比

例未見一致，復審酌被處分人雙方進口油源、產能利用率、煉製產能、機械設備折

舊攤提程度、業者內外銷比重、運輸成本等亦均有所差異，顯見雙方之成本結構有

所不同，當無疑義。公平會曾於 92 年 1 月 13 日去函警示被處分人不得有聯合調整

油價之行為，而應自行參酌本身營運條件決定油價調整及調價幅度，惟被處分人仍

歷次同時、同幅進行油價調整，對於渠等外在一致性行為之參與動機、誘因、經濟

利益、調整時間或幅度、發生次數等間接證據，足證被處分人若無公開進行調價意

思聯絡之事實，即無法合理解釋其市場行為。本案雖無法有效掌握被處分人違法之

直接證據，但依賴無違一般經驗法則的間接證據，推論被處分人已有意思聯絡，為

肇致一致性調價行為之合理解釋，認為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聯

合行為之禁制規定，命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該項違法行

為。 

(2) 行政法院之觀點36 

寡占油品市場相互依賴之業者，長期以預告調價進行調漲或調降油價之行為，

導致一致性的價格原因甚多，可能是市場競爭、價格跟隨、有意識的平行行為，甚

至是純粹巧合因素等。惟公平會在長期觀察寡占油品市場業者之經濟行為，透過

「促進行為」與「賽局理論」經濟分析與評估之後37，認為倘無合理之理由說明該

一致性外觀行為非屬合意，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聯合行為禁制規定之虞；

此一見解獲得行政法院之採納。 

寡占廠商純粹價格跟隨之下，率先發動並實施漲價的廠商，可能面臨競爭對手

                                                      
36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與 高行政法院先後審理本案，有關本案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聯合行

為之禁制規定，兩法院所持見解相同，在此一併論述。參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02370 號與第 02390 號判決書； 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91 號與第 92 號判決書。 

37 Dennis W. Carlton, Robert H. Gertner & Andrew M. Rosenfield, “Communication Among Com-
petitors: Game Theory and Antitrust,” 5 Geo. Mason L. Rev., 423-438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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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跟進調漲，或雖跟進但漲幅較低，而流失客戶的風險，因此必須更謹慎的決定

漲價時機與幅度，能夠成功漲價的機率較低。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公司透過事先、

公開方式傳遞調價訊息之意思聯絡（預告平台），可清楚偵測競爭對手之反應或交

換價格資訊進行意思聯絡，並得以藉由價格資訊之傳遞以降低資訊不正確的風險，

競爭廠商在「知悉」的情況下，「有能力」且「有誘因」的選擇跟進、不跟進或較

低漲幅跟進等，致發動價格戰之業者可隨之維持價格、撤回價格戰或調整競價策略

等，可以無風險地將調整後的新價格付諸實施，以達成雙方利益之極大化，致台灣

中油與台塑石化公司形成同時間、同幅度的一致性調價之結果，足以影響國內油品

市場之價格及供需，實質減損市場競爭機能。此與台灣中油以及台塑石化公司所宣

稱寡占市場存在單純的價格跟隨行為僵固性與一致性，顯屬有異，二大供油業者歷

次同步、同幅之調整油價行為顯與單純的價格跟隨行為有別。 

加油站業者原本即有「舊價折算」與「每月結帳 2 次」的計價機制，理論上應

自行參酌本身營運條件而決定零售油價之調整時間及幅度，毋須隨著油品供應廠商

之調價行為而進行同步、同幅之調價，然而二大油品供應廠商預告批售油品價格之

調整而且同步、同幅進行調價行為，不僅造成水平競爭同業之批售油價齊一，更因

其預告調整批售價格之後，大多數加油站業者即同步、同幅調整油品零售牌價，限

縮加油站業者的競價空間，終至影響消費者權益，是在水平及垂直競爭上，預告油

品調價行為已實質減損市場競爭機能。足認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公司之油品調價機

制，已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之構成要件，而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前段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乃命自處分書送達之次

日起，應立即停止該項違法行為。 

3. 評析 

(1) 罰鍰以外部分 

關於二大油品供應商油品定價一致化之聯合行為個案， 高行政法院引用與公

平交易法上聯合行為合意相關判決的見解38，參酌有豐富競爭法執法經驗國家的相

                                                      
38 參照 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1733 號與第 1798 號裁判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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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案例39，援用美國Ethyl案40中之「促進行為（Facilitating Practices）」理論41，做

為認定聯合行為之論證基礎。促進行為具體態樣繁多，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在處理

Ethyl個案中指出，廠商採取數個特定行為，再加上高度集中的寡占市場結構，導致

非競爭性價格，此情形不能僅從單純的平行行為認定，必須從促進作為角度切入，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列舉數種「促進行為」型態，包括：新聞發布之媒體預告

（Advance Price Announcement）、保證 低價格條款（Price Catching）、 惠客戶

待遇（Most-Favored-Customer）等等。廠商秉此促進行為論點，依公平交易法對於

聯合行為之要件分析：二大油品供應商透過媒體「提前發布價格調整訊息」的促進

行為，迅速且正確的偵測對手反應，降低資訊不對稱的風險，發動價格戰之業者可

隨之維持價格、撤回價格戰或調整競價策略，達成調價之意思聯絡，進而導致兩個

廠商一致性調價之結果，但卻不具任何提升效率之意義為理由，絕非廠商所稱僅為

業者間有意識平行行為，該預告調價已實質減損市場競爭機能。 

聯合行為常因自利或資訊不對稱而瓦解，本身具有不穩定的因素，透過預告機

制，可能的背叛行為即刻被偵測，故事先公開預告有助於寡占事業協議的穩定。惟

油價調整涉及多種資訊，包括原油價格上漲、匯率變動、到岸成本等等，廠商對此

等資訊並未明確揭露予社會大眾，僅僅以喊價方式偵測對手之調價反應，不僅未消

除社會疑慮，反而增加聯合行為之合理懷疑。 

高行政法院對於聯合行為之合意，曾在 92 年度判字第 1798 號裁判指出，所

謂「跟隨性平行行為（Conscious Parallel Conduct）42」與「聯合行為（一致性行為 

                                                      
39 Joseph Kattan, “Beyond facilitating Practices: Price Signaling and Price Protection Clauses in the 

New Antitrust Environment,” 63 Antitrust L.J., 133-134 (1994)；C. M. A. McCauliff, “Burdens of Proof: 
Degrees of Belief, Quanta of Evidence, or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35 Vand. L. Rev., 1292-1293 
(1982). 

40 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729 F.2d 128 (1984). 
41 Areeda將促進行為定義為有助於事業間進行價格協調或為其他反競爭行為之事業活動。

Phillip E. Areeda, “A ‘facilitating practices’ is an activity that makes it easier for parties to coordinate 
price or other behavior in an anticompetitive way, ”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Brown and Company, 1470b, 29 (2000). 

42 跟隨性平行行為（或稱為價格跟隨行為），乃是寡占廠商之間不存在聯合行為之合意的有意
識平行行為，屬正常之競爭行為；相對的，一致性行為則指寡占廠商間合意進行暗默協調之聯合
行為。何之邁，「平行行為乎？一致性行為乎？─評析中油、台塑油品調價案」，臺北大學法學
論叢，第 58 期，150-151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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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30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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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ted Action）」之區別在於「有無意思聯絡」，惟因二者之外觀均呈現行為之

一致性，是以執法機關對於聯合行為取得合意之直接證據（例如書面會議記錄）有

困難時，應採「合理推定」之方式。公平交易法上聯合行為之合意屬於不要式性，

不以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為必要，其意思聯絡並不以發生民法契約的合意為其成立

要件。認定事實固應依證據認定之，惟所謂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無違一般

經驗法則之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諸事業間，有無意思聯絡，

而為共同行為致影響市場供需功能，除了少數有直接證據的情況外，一般而言，事

實層面之認定與證據資料的掌握並不容易。因此在聯合行為之監控上，事業彼此間

是否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往往必須採用合理推定的方式。如市場上多數業者同

時並且以相同幅度調整價格，然市場上並無客觀之供需變化因素可資合理說明，應

可合理懷疑及推定業者就該次價格調整，存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要推翻此

項「推定」，需行為人「合理說明」或證明，其價格之調整乃市場上客觀之供需變

化因素所致。 

實務上，不論公平會之處分或行政法院之判決，對違法之聯合行為案件常有類

似的見解，例如按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採實質之認定方式，除以契約

及協議達成合意者外，因意思聯絡而事實上足以導致一致性行為之其它方式之合

意，亦受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之規範。二或二以上事業，在明知且有意識之情況

下，透過類似聚會等機會交換經營意見，以意思聯絡之方式就其未來的市場行為達

成不具法律拘束力的共識或了解，足以形成外在行為的一致性，若經調查確實有意

思聯絡事實或其他間接證據，如誘因、經濟利益、類似的漲價時間或數量、發生次

數、持續時間、行為集中度及一致性…等「產業結構面」與「行為面」之附加因素

（Plus Factors）43事證，足以判斷事業間已有意思聯絡，且為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

唯一合理解釋44，即可認定事業間有聯合行為，此為實務上所肯定而認為足堪推論

                                                      
43 學說上所謂的「附加因素」是美國司法實務上，由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1939)

案件，以及後來累積競爭法執法經驗所歸納出來做為間接證據的產業結構面與行為面要素，於廠
商彼此具有外觀一致平行行為之外，將有助於分析與判斷具體個案是否構成聯合行為。參照蔡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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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9 (2009)。 

44 唯一合理解釋（the Only Reasonable Explanation），以證據證明度而言，其蓋然性約達到 
exclude all possibility of independent action 的程度，幾近於 100% 無合理可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之確信。參照Nicholas Green, “Evidence and Proof in E.C. Competition Cases,” in Piet Jan S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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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合意之存在。 

有關本案間接證據之採認，其附加因素包含兩個部分：其一為油品市場屬於寡

占市場之產業結構面證據；其二為廠商採取促進行為之行為面證據。因此，在間接

證據之判斷審酌上，不僅產業結構面證據完整（寡占油品市場），並運用經濟分析

方法（賽局理論）分析促進行為（同步、同幅調價、發生次數、持續時間、行為集

中度及其一致性等）與產業結構面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進而形成間接證據之認

定，據以推論二大油品供應廠商聯合行為之成立。 

(2) 罰鍰部分 

有關本案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

定，命被處分人（二大油品供應商）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並各處新臺幣 650 萬元罰鍰。惟此罰鍰之處分， 高行政法院卻認為公平會

裁量有關科處罰鍰部分構成裁量瑕疵之違法，而裁判駁回公平會之上訴，有關 650

萬元之罰鍰處分案乃被撤銷。形成廠商之聯合行為成立，卻未被課予罰鍰處分之消

極誤判的情形，無從產生科處罰鍰之嚇阻效果，廠商之不法利益亦無法復歸於社

會，因而提高了廠商的僥倖心理，增加廠商再度實施聯合行為的機率；廠商因聯合

行為而獲取不法的超額利潤，卻導致整體社會因該聯合行為而受有無謂的損失

（Deadweight Loss）45。 

(3) 非貨幣損失部分 

有關二大油品供應商持續 20 次油品定價一致化的聯合行為，公平會與行政法

院對於廠商聯合行為之合意的認定，由於聯合行為合意之直接證據（例如書面協議

或會議記錄）的取得有困難，單憑寡占廠商外觀一致的平行油價調整行為，又不足

以推論廠商間存在聯合行為之合意，於是透過有價格預告機制之價格決策模式的

「促進行為」分析與「賽局理論」的經濟分析與評估之後，認為倘無合理之理由以

說明長期持續的油品調價一致性外觀行為非屬廠商彼此之間的合意，即有違反公平

                                                        
& Alison McDonnell Ed., Procedure and Enforcement in E.C. and U.S. Competition Law, Sweet & 
Maxwell, London 136-142，48-51 (1993)；吳東都，行政訴訟之舉證責任：以德國法為中心，台
北，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391-395 (2001)；李學燈，證據法比較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
限公司 (1992)。  

45 同註 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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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第 14 條聯合行為禁制規定之虞，此乃採取間接證據而合理推定加以認定油

品供應廠商之調價聯合行為的成立。  

至於有關本案分別對違法業者科處 650 萬元之罰鍰處分，雖然公平會有裁量上

的瑕疵而被 高行政法院撤銷該罰鍰處分，但是這個倍受大家關切的油價調整聯合

行為案件，由公平會做出認定與處分為起始，歷經受處分業者的訴願與行政訴訟等

行政與司法的救濟程序，其案件之發展過程，往往成了媒體報導與社會大眾矚目之

焦點，也讓油品消費者對於寡占的兩家油品供應廠商油價調整的聯合行為有了深刻

的印象。縱然業者免除了有形的、可貨幣化計價衡量的 650 萬元罰鍰處分，但無形

的、非貨幣化衡量的商譽與企業形象卻早已深受前所未有的重創，這種無形的非貨

幣損失暫時難以估計，卻讓油品消費者心中留下了難以抹滅的疑慮！ 

(二) 實施後，油品市場聯合行為之疑慮 

自 95 年 9 月 26 日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後，累計至 99 年 3 月 29 日二大油

品供應商油價調整次數合計達 136 次46，細分為 92 與 95 汽油、98 汽油與柴油之調

價情形： 

1. 92 與 95 汽油：兩家公司之定價相同者有 132 次，定價不同的則僅有 4 次。大約

有 97% 的情況屬於定價相同，並且採取每次同步、同幅的調價策略。 

2. 98 汽油：台塑石化定價較低者有 25 次低 0.2 元，價格較高者有 106 次高 0.1 元、

而有 2 次高 2.7 元（台灣中油實施油價凍漲政策），另外有 3 次為價格相同；長

期維持與台灣中油的定價有些微的價差，但幾乎都是採取每次同步、同幅調價策

略。  

3. 柴油：兩家公司之定價相同者有 107 次，台塑石化定價較高者有 25 次高 0.6 元、

而有 2 次高 3.1 元（台灣中油實施油價凍漲政策），另外有 2 次為價格低 0.1

元；約有 75% 定價相同，但幾乎都是採取每次同步、同幅調價策略。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之後，國內油品市場仍屬寡占市場（油品市場實質上屬

於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兩家公司構成的雙占模式），觀察油價調整的歷史記錄，發

                                                      
46 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進行價格調整之歷史事件，參照經濟部能源局資料；同註 6，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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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兩家廠商油品定價除了 98 汽油維持穩定些許價差之外，92、95 汽油定價幾乎一

致，而柴油售價亦存在高度一致。此種情形除了反映寡占油品市場，廠商之間的價

格跟隨策略之外；實施了 3 年多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縱然不公佈調價訊息，廠商

與消費者也很容易在迅速而發達的媒體報導之下得知油品調價的訊息；正如同前述

的聯合行為案件一樣，也存在一個類似「預告調價資訊」的促進行為，使廠商於調

價生效之前，已正確獲得競爭對手之調價資訊，幾乎毫無風險的同步、同幅調整油

價。唯一不同的是，歷經前次聯合行為受處分案件的教訓，廠商釋出調價資訊之

後，已經不再因為對手採取不跟進或較低調幅跟進而有撤回調價或變更調價幅度的

行為。其實在目前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下，國內寡占油品市場兩家油品供應廠商油

品定價與油價調整長期出現一致化的現象，究竟寡占的兩大油品供應廠商關於油品

價格方面有無構成聯合行為？由於之前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曾經發生同步、同幅調

整油價的聯合行為案，因此，社會各界對於業者又發生了這種類似的、幾乎長期一

致的油價調整過程甚為敏感，免不了有所質疑兩大油品供應廠商是否再次涉嫌聯合

行為，甚至直接在國會殿堂向競爭法執法機關表達此種疑慮與關切47。對於此一問

題，本文嘗試以寡占市場結構下廠商一致性行為的模式，做進一步的探討。 

1. 寡占油品市場結構 

經濟學上寡占市場是指存在一家以上的廠商48，但廠商數目相較於獨占性競爭與

完全競爭市場而言較少。目前國內的油品市場結構僅有兩家油品供應廠商，顯然符合

寡占市場的特徵。由於僅有兩家油品供應廠商，任何一家廠商進行產銷活動或定價決

策時，都必須將競爭對手的可能反應納入評估，始能做出適當的決策；而其所為之決

策亦將影響其他競爭廠商之行為與決策。同樣的，競爭對手亦面臨相同的決策考量，

寡占廠商之間密切注意彼此的決策行為，廠商的互動容易形成彼此互相牽制的情形，

因此，寡占市場的廠商具有高度的「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e）」，此為寡占市

場與其他市場結構的主要差異。觀察國內油價調整之過程，兩大油品供應廠商顯然

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賴性，彼此之間容易透過契約、協議而形成聯合行為之合意、或

                                                      
47 生活新聞，自由時報 (2010/3/19)。 
48 爲行文之方便，文中所稱之「廠商」、「事業」與「業者」概屬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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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相關的促進行為而達成合意之默契；尤其是在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下，兩家油品

供應廠商長期油價一致化的定價行為，難免令人質疑究竟兩大油品供應廠商同步、

同幅調整油價是屬於違反聯合行為禁制規定的一致性行為、抑或是有意識的平行行

為？  

2. 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Actions） 

各國在公平交易法上（限制競爭法或反托拉斯法）有關聯合行為之規範，原則

上必須包含兩項基本要素：「聯合合意」與「限制競爭」；換言之，聯合行為之構

成要件有二：主觀上事業間須有聯合合意，客觀上須具限制競爭性，即足以影響生

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所謂聯合合意，依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3 項及第 4 項之規定，係指事業間透過聯絡、溝通而為意思交流，形成相互

約束、限制彼此商業活動之合意，形式上包含契約、協議、其他事實上可導致共同

行為之意思聯絡，以及同業公會之章程、各式決議及其他。聯合合意之主要核心概

念乃在於事業間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至於形式為何、拘束力如何，

則在所不問。其應受非難者為事業企圖透過彼此間之合意，影響市場競爭機制與效

能，共同獲取或享有所欲追求之超競爭利潤或超額利潤；其違法性強調在於事業間

之合意具有反競爭目的（Anti-Competitive Intent），限制了參與聯合行為事業之間

的競爭（內部競爭限制）或限制了參與聯合之事業與未參與聯合之事業彼此之間的

競爭（外部競爭限制），造成反競爭效果（Anti-Competitive Effect）而影響競爭效

能與市場機制。此為公平交易法所要禁止之聯合行為，然而實務上執法機關必須檢

視並證明「聯合合意」之存在以及要件該當與否，首先面臨的就是經常令人束手無

策的難題─事業之間有無存在意思聯絡（Communication; A Meeting of Minds），假

若無顯著於外在的客觀事物（如書面的記載），將如何證明存於當事人內心之主觀

合意呢？而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為了規避執法機關的調查與處分，大多採取不留痕

跡的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Actions; Concerted Practices），暨可避免留下直接證據

又能達到事業間聯合行為之目的；因此，一致性行為可說是事業為規避限制競爭法

之規範與競爭主管機關之處分而發展出來的另類聯合型態。 

美國聯邦 高法院審理有關休曼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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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49所禁止的聯合與共謀行為之案件時50，為了闡釋實務個案中表示達成聯合行為

之狀態，於判決中漸漸發展出反托拉斯法上早期的「一致性行為」見解51，認為事

業為聯合或共謀時所為之外在一致性行為，如有構成商業競爭之危害時，應屬休曼

法所禁止之聯合行為；該一致性行為合於休曼法第一條所謂「契約、聯合或共謀」

的構成要素之一，並據以推論事業間存在限制交易之契約、聯合或共謀。有學者引

用歐洲法院之判決，將一致性行為定義為：「一致性行為係一種事業間之整合形

態，該形態尚未使事業至於締訂嚴格意義之協議之地步，卻有意以之建立事業間之

合作關係，以避免競爭可能帶來之風險。」由此可知，一致性行為之構成要件有

二：一為行為要素，即須事業表現非競爭之行為；二為目的要素，即事業有參加集

體行為之合意存在52。 

                                                     

國內關於聯合行為之規範，有公平交易法第 7 條定義性規定與第 14 條聯合行

為禁止條款規定，明文採取「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規範體例。該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

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

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同條第 3 項：「第一項所稱

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

導致共同行為者。」由條文規範可知，公平交易法上所謂事業之聯合行為，係指同

一產業中之廠商，為謀求其共同利潤之極大化，避免彼此之間因競爭行為而引起的

不確定性，所約定採取的共同行為。例如，廠商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共同決定商品價格、數量、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而相互約束彼此間營業競爭之

 
49 Sec. 1 of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
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ake any contract or engage in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hereby declared to be illegal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35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50 例如 Pettibone v. US, 148 US 197 (1893)；US v. Reading Co., 226 US 324 (1912)；Eastern States 
Retail Lumber Dealers’ Ass’n v. US, 234 US 600 (1914)；Duplex Printing Press Co. v. Deering , 254 US 
443 (1921)；Frey & Son v. Cudahy Packing Co., 256 US 208 (1921)；US v. American Linseed Oil Co., 
262 US 371 (1923)。 

51 李幼華，「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規範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0 卷第 2 期，3-4 
(2002)。 

52 何之邁，「企業聯合之研究」，中興法學，356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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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此即經濟學上所謂的「勾結」（Collusion）或「共謀」（Conspiracy）。依照

該條文第 3 項之規定，有關聯合行為之合意內涵，包括契約、協議及其他之意思聯

絡方式，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凡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均屬之。例如寡占市場

之水平競爭廠商間，藉由彼此並無任何法律上拘束力的暗默協調，以達到聯合行為

之目的者，仍屬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聯合行為態樣，本文所討論的一致性行為即屬

之53。至於事業採取的共同行為造成之效果則規範於同條第 2 項：「前項所稱聯合

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

市場功能者為限。」事業之共同行為如產生足以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而影響市

場機能者，始為公平交易法上所欲規範之聯合行為。 

一致性行為，係指事業之間不具有法律上或事實上拘束力之意思合致，假如有

二以上之事業明知且有意識地透過各種機會，就彼此未來市場行為達成不具拘束力

之「共識」或「瞭解」，形成具意思聯絡之一致行為；稱之為默契行為、亦有稱為

默契性聯合行為。公平交易法第 7 條雖無明文規定，但學者則多認為係屬於該條第

1、3 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也就是契約、協議之外，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

之意思聯絡54。一致性行為之特色在於事業間有意思聯絡，但彼此卻不受拘束，外顯

於市場的事業行為則具有一致性的外觀；由於一致性行為本身係屬聯合合意之態樣之

一，故其成立仍須具備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亦即：主觀上事業之間須有一致性行為

之合意，客觀上事業須呈現非競爭、外觀一致之行為並導致市場競爭之減損55。 

公平會也曾經討論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的問題而在第 397 次委員會議中提出有

關市場一致性行為的若干認定標準56： 

(1) 至少必須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獨立之事業，參與此一具有限制競爭效果之行

為；至於參與之事業是否為獨立自主之單位，於經濟上是否被視為同一體，

並非從表面關係加以規定，而應從其實質關係而為認定。 

(2) 一致性行為係一種不具形式，且無法律拘束力之合作方式。於主觀要件上，

                                                      
53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實論，自版，37 (2002)。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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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條至第十七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306-307 (2003)。 
55 馬泰成、洪德昌，「事業聯合行為被判違法之因子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9 卷第 2 期，

55-56 (2001)。 
56 同註 5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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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參與事業間有意思之合致，僅無須達至締結契約之程度；於客觀要件

上，必須有事前之協議或意思聯絡行為存在。 

(3) 參與一致性行為之事業間必須具有相互依存性之要素，若僅係偶然一致之行

為或縱使係有意識之模仿他人之行為，亦非本概念所欲規範之對象，蓋此時

行為人仍未喪失其獨立性，仍能自主地決定自己之市場行為。而於主觀因素

方面，只要事業係明知且有意識地採行某一具有共同目的之市場行為，並可

期待他人也會遵守事前約定而為行為即足，不以參與者共同擬訂計畫為必

要。 

3. 寡占廠商平行行為（Conscious Parallel Conduct） 

寡占市場有關競爭廠商尚有一種外觀一致的行為模式，而又與「一致性行為」

有所區別者，學說上稱之為「有意識的平行行為」（簡稱平行行為）。由於寡占市

場結構中，廠商家數少、市場集中度較高，任何廠商的產銷活動、定價決策與調價

行為等，勢必影響其他競爭廠商之相對反應而使寡占廠商彼此存在高度的相互依賴

性；因此，寡占市場容易出現外表客觀一致、相互追隨的有意識平行行為。 

或許寡占廠商之間出現有意識平行行為，該行為本身即可能成為協議、聯合或

共謀的間接證據，然而尚不足以單憑廠商平行行為本身而據以推論寡占廠商之間確

實存在彼此的協議、聯合或共謀，因此「平行行為」並不當然構成公平交易法上聯

合行為之違反。換言之，如有兩家以上廠商同時為相同的市場行為，其本身雖有可

能被推論為默示或明示協議的情況證據，但若無其他附加因素或間接證據的輔助，

則不能率以論斷廠商間存在聯合合意。 

結構學派（Structural School）的經濟學者Turner認為，寡占廠商之間無須任何

意思聯絡或協議，僅需透過各廠商合理的計算，並考量競爭者可能或實際的反應，

則其獨立所為的有意識平行行為，在定性上雖可謂協議，但亦可謂係廠商的經濟理

性行為；證據法則上假若僅係一群競爭廠商面對相同的事實，各自獨立回應而所為

之平行行為，於欠缺廠商平行決定而明顯違反其自身利益的證據時，則有意識平行

行為將不具任何意義也不意指協議57。 

                                                      
57 Donald F. Turner, “The Definition of Agreement under the Sherman Act: Conscious Parallelis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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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學派（Behavioral School）的Posner認為在某些情形下，競爭廠商無須以一

般共謀的方式即能協調定價一致的現象，有經濟學者稱之為寡占相互依賴性

（Oligopoly Interdependence），也有法學者稱之為有意識平行行為（Conscious 

Parallelism）而Posner則稱之為暗默勾結（Tacit Collusion）。Areeda係以長期累積的

法院判例實務為基礎，認為廠商間出現平行行為時，除須具相互依賴性外，尚須證

明廠商之間具有協議之動機、行為無獨立正當之商業理由或行為違反自身利益等事

實，通常這些事實大多相輔相成、密切關聯，雖不以之做為處罰依據，但假如欠缺

這些事實則得以否定廠商之共謀，因此被認為是判定廠商共謀的必要條件58。 

4. 一致性行為與平行行為之區別 

以廠商市場行為外觀而言，一致性行為與平行行為都具有外表客觀一致的相同

市場行為模式，該行為本身（一致性或平行行為）即為情況證據，或許可據以推論

廠商有無主觀之聯合合意？惟外顯之客觀行為容易觀察記錄，而內在之主觀合意甚

難直接取證；廠商之間有無主觀的「聯合合意」意思聯絡，為區別一致性行為與平

行行為之關鍵；若有「聯合合意」則屬於違法的一致性行為；否則應屬個別廠商獨

立決定的平行行為。 

一致性行為 棘手的問題，在於往往欠缺廠商合意之直接證據，而與平行行為

難以分辨。執法機關於無法取得廠商意思聯絡之直接事證，則必須透過各項間接事

證之蒐集，實務上公平會處理類似具體個案，例如台北市內湖、信義及南港等地區

之信義歡樂有線播送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富士電纜電視系統股份有限公司與龍馳有

限播送系統股份有限公司自 88 年 1 月起同步大幅調漲有線電視節目收視費至每月

600 元案59，合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調漲 50% 桶裝瓦斯鋼瓶檢驗費案60，英商

壯生與壯生（香港）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事業參與台大附設醫院 87 年手術縫線招

標涉有聯合行為案61，也面臨因為欠缺直接證據而採取多方蒐集間接證據的情形，

                                                        
Refusals to Deal, ” 75 Harvard Law Review, 662-667 (1962).  

58 朱華君，反托拉斯法對寡占事業規範之研究，國立台北大學法學系碩士論文，46-50 (2007)。 
59 參照公平會（88）公處字第 070 號與第 071 號處分書。 
60 參照公平會（88）公處字第 124 號處分書。 
61 參照公平會（89）公處字第 003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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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廠商之參與動機誘因、經濟利益、類似之漲價時間或數量、不同行為的替代可

能性、發生次數、持續時間、行為集中度及其他一致性之市場競爭行為等間接證

據，以解釋廠商之間若無事前之意思聯絡，即無法合理解釋其市場行為，且廠商間

事前之合意為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認定解釋，從而推論其間有「意思聯絡

之事實」，以資判斷具體個案之違法性。應注意者為廠商之意思聯絡，於客觀上未

必預先擬定計畫方案，其可能藉由直接或間接方式，如利用市場資訊之公開化，間

接傳達相互之營業策略，或直接進行商業情報之交換等62。 

5. 同步同幅調整油價，一致性行為或平行行為？ 

實施 3 年多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國內油價不論每月調價一次或是每週調價一

次，長期而言，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總是亦步亦趨地跟隨調價而且幾乎同步、同幅

的調整油價，使國內寡占的油品市場出現外觀一致的調價行為，惟此種一致性的市

場行為，究竟是兩大油品供應廠商的聯合行為？抑或是個別廠商獨立的平行決策

呢？ 

(1) 一致性行為構成要件 

首先應陳明的是，彼此競爭的廠商，其外觀上的一致行為，並不必然表示廠商

之間存在事前的合意，亦即並非廠商彼此互相勾結始能產生行為一致的結果。在高

度透明化的寡占市場中，攸關交易的各種訊息傳遞迅速，廠商對於競爭者的行為，

通常在極短時間內即可得知，當產品同質性愈高，市場上愈容易產生以價格競爭為

主要的競爭方式，此時，廠商對於產品之定價與調價之決策，往往須視競爭對手採

行的價格競爭策略而決定， 終往往與競爭對手採取相同的價格策略，因而造成渠

等產品定價與調價行為具有外觀一致性的結果。在此情況下，倘若廠商之間並無聯

合行為之合意存在，而僅係單純考量廠商各自 佳利益以因應競爭對手的策略而不

得不為者，一般稱之為「有意識之平行行為」或「價格跟隨行為」，即使其行為之

外觀上趨於一致，仍屬正當之競爭行為，尚難逕以聯合行為而論之。此外，由公平

交易法第 7 條第 1、2 項之規定可知，違法聯合行為的構成要件，除具有聯合行為之

                                                      
62 朱華君，反托拉斯法對寡占事業規範之研究，國立台北大學法學系碩士論文，66-6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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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或「意思聯絡」外，尚須包括有無足以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要件，因

此，「一致性行為」理論適用於具體個案時，仍須審酌廠商外觀一致性行為是否足以

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始能加以認定；此二違法構成要件之採證與認定，於實務

上運用「一致性行為」理論時至關緊要、缺一不可，否則適用上難謂妥適63。 

由於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將聯合行為之「合意」與「行為」分別列為兩個

構成要件，同條第 3 項將所謂的「其他方式之合意」，界定為事實上可導致「共同

行為」之「意思聯絡」，因此，實務上對於具體個案是否具備這些要件，應分別舉

證說明該要件事實之存在與否；不得單純以外在容易察覺到的「共同行為」之要件

事實，而據以推論或證明該「共同行為」之前提要件─內在的、無形的「合意」或

「意思聯絡」必然存在。「合意」或「意思聯絡」與「共同行為」兩個構成要件有

可能同時存在，但兩者並無必然同時存在的關聯，不可將外顯的「共同行為」與內

在的「合意」或「意思聯絡」混為一談！ 

以公平交易法第 7 條之規定而言，欲證明聯合行為的三個構成要件─「合意」

或「意思聯絡」、「共同行為」與「限制競爭」等，於理論上的順序是廠商先有

「合意」或「意思聯絡」而後才實施「共同行為」，兩者有先後關係；事業間存在

「合意」或「意思聯絡」，也已經實施「共同行為」，再來討論此「共同行為」有

無足以造成「限制競爭」之結果要件。相反的，廠商若缺乏內在的「合意」或「意

思聯絡」，則毋須檢視其外顯的「共同行為」是否足以造成「限制競爭」的結果；

本質上「合意」或「意思聯絡」被認為是一致性行為的核心構成要件。惟須特別注

意者，事實上探討廠商是否為「一致性行為」時，實際上真正的順序是首先發現廠

商外在的、一致化的「共同行為」，再來探究廠商間是否存在聯合行為之「合意」

或「意思聯絡」，有了這兩項構成要件之後， 後則驗證其「共同行為」是不是足

以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 

據此分析以觀，國內高度透明化的寡占油品市場，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先後調

整油價之行為，究屬廠商間合意的「一致性行為」，抑或僅係因市場結構所導致個

別廠商之「有意識之平行行為」或「價格跟隨行為」？應可遵循公平交易法第 7 條

                                                      
63 何之邁，「平行行為乎？一致性行為乎？─評析中油、台塑油品調價案」，臺北大學法學論

叢，第 58 期，150-15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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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將有關聯合行為的三個構成要件加以一一涵攝，逐項驗證並討論之。 

(2) 構成要件證明問題 

前述 95 年 9 月 26 日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之後，兩大油品供應廠商累計油價

調整達 136 次，其長期幾乎同步、同幅的調價行為，本文依照公平交易法第 7 條之

規定將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分別予以涵攝，若同時符合「合意」或「意思聯絡」、

「共同行為」與「限制競爭」等三個構成要件，則廠商同步、同幅調價行為即屬於

違法的「一致性行為」，否則應視為寡占市場個別廠商獨立決定的「平行行為」。 

二大油品供應廠商幾乎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行為，為油價調整過程中外顯的

表面證據（或稱情況證據），於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的規範上屬於「共同行為」的要

件之一，其有待進一步證明者為實施「共同行為」之前，已存在廠商之間的核心要

件─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兩家廠商間存在聯合行為之「合意」或「意思聯絡」？各

國競爭法之執法機關通常很難逕行掌握「直接證據」（如書面契約）而證明廠商聯

合行為之「合意」或「意思聯絡」的存在與否，實有必要依賴蒐集共同行為周邊的

「間接證據」來認定聯合行為，我國亦同。在無法掌握直接證據之下，可以求諸於

市場上有關廠商行為上「重要、明顯且一致的」種種「跡象」，從事整體之判斷以

論證廠商是否實施聯合行為。惟不得以孤立的單一跡象證明聯合行為之存在64。 

採用間接證據的時候，負舉證責任者仍須證明間接事實之存在，並且有義務充

分說明該等事實之含意，以說服他人何以此等周邊情況跡象能夠「唯一合理」地解

釋聯合行為合意之存在。假如主管機關僅僅證明了事業之行為具有一致性的外觀，

尚不足以作為認定被告違法之依據65。通常間接證據大都屬於與待證事實有關的周

邊跡象，其本身並非直接證據，當然無法直接證明待證事實之存在與否，其證據力

相對較為薄弱。如果執法機關掌握的間接證據，有二以上之原因（例如意思聯絡或

平行行為）能解釋廠商的共同行為，且其原因力相當時，自不許逕自認定當事人間

之合意為外觀上共同行為之原因，而置另一可能之原因於不顧。在罪疑唯輕的前提

假設與證據不足時被告應受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下，執法機關並不能依據任何迂迴

                                                      
64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實論，自版，124 (2002)。 
65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55-5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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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微弱之間接證據，作為處罰被告之根據66。 

因此，有關公平會（93）公處字第 093102 號處分書對於兩大油品供應廠商涉

嫌聯合行為之處分案，學者何之邁認為公平會於欠缺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採取間接

證據而推論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同步、同幅調整油價之行為，逕認渠等已有某程度

之合意或意思聯絡，其論證之理由，說服力似嫌不足。蓋採取與待證事實有密切關

連的「周邊情況」（Circumstances）做為間接證據，仍須證明間接事實之存在，並

有義務充分說明該等事實之含意，以說服他人何以此等周邊情況能夠「唯一合理」

地解釋聯合行為「合意」之存在。主管機關僅證明事業之行為具有一致性者，其相

關間接證據並無法推論中油公司與台塑公司間有意思聯絡存在，況且在沒有聯合行

為之誘因與相關經濟利益之情況下，尚不足以直接推論而認定渠等甘冒違法之風險

從事聯合行為，公平會僅以寡占市場中事業有意識之平行行為形成價格一致之結

果，遽而推論被處分人間具有聯合行為之合意，其法理上之論據不免有失嚴謹。 

至於本文探討關於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後，國內油品市場所出現兩大油品

供應廠商同步、同幅調整油價之行為，同樣是欠缺直接證據而必須採認周邊情況為

間接證據，以論證廠商之間外觀一致的油價調整行為是否涉嫌聯合行為？其實有了

透明化的浮動油價調整計算公式，很顯然廠商並不需要進行暗默勾結，也能依照這

個油價調整計算公式而為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行為；假若要以證據證明力較薄弱

的其他間接證據來推論廠商之間具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則法理上之推論或

是間接證據之說服力，都難謂合理妥適。 

國營的台灣中油公司依據主管機關核可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進行油價調整，其

油品價格之決定已經按照油價調整計算公式直接計算而得出應調價之金額，除了配

合政府油價政策而實施彈性措施（如油價凍漲政策或多元吸收方案）之外，實在想

不出有什麼強而有力的理由（參與的動機、誘因、經濟利益、…）來質疑台灣中油

與台塑石化之間存在「合意」而實施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共同行為」。退一步

而言，已經制度化的油價調整機制，就算台灣中油想要與競爭者有所「合意」，難

道能直接改變得了公開的、透明的、機械化的油價調整計算公式的運作嗎？還是可

以改變油價調整的時機與調價的頻率呢？台灣中油公司除了報請主管機關核可之

                                                      
66 同註 64，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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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顯然沒有任意改變的空間，油價調整悉依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而實施。 

其次，從台塑石化的觀點而論，早已公告週知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已經

明白宣告了國內油價調整的遊戲規則，民營的台塑石化公司根據這個透明的調價規

則，只要依樣畫葫蘆、亦步亦趨採取價格跟隨策略，就能降低（甚至避免）本身的

價格決策風險，無風無浪、駛得萬年船！何況成本較高、績效較低的國營公司所適

用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將油價成本變動的 80% 都浮動調整到油品售價上了；成

本較低、績效較高的民營公司也跟隨著同步、同幅調整油價，將可預期會獲得有利

而無害的結果！台塑石化又何必冒著違反聯合行為的法律風險，大費周章想要與競

爭對手談什麼「合意」呢？反正「意思聯絡」或「不聯絡」，結論都是一樣，大家

都按照「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來調整油價吧！退一萬步而言，之前發生同步、同幅

調整油價的聯合行為案件，曾經重創了業者的企業形象，殷鑒不遠，不能重蹈覆

轍！ 

或許可以嘗試另外尋求其他的周邊跡象，如廠商之參與動機、誘因、經濟利

益、調整時間或幅度、發生次數等做為間接證據，而據以推論二大油品供應廠商之

間有無事前之聯合合意，惟按一般經驗法則來分析這些間接證據，其證據力若不強

於前述廠商價格跟隨行為之論證，則尚不足以合理推論廠商之間於一致性調價行為

之前已存在聯合行為的意思聯絡。本文認為既然無法有效掌握廠商可能違反公平交

易法聯合行為之直接證據，又欠缺有力的間接證據證明廠商的合意，因此，二大油

品供應廠商同步、同幅調整油價之外觀一致性行為，從法律構成要件之觀點而論應

屬於寡占廠商的平行行為，而非違法的聯合行為。 

(3) 小結 

針對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下，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長期同步、同幅調整油價，而

導致國內油品市場又有廠商實施聯合行為之疑慮，本文嘗試以公平交易法第 7 條

聯合行為規範的三個構成要件─「合意」或「意思聯絡」、「共同行為」與「限制

競爭」等加以分析涵攝，發現在油品市場呈現業者同步、同幅調整油價而形成「共

同行為」的表面證據下，實際上卻難以蒐集到一致性行為的核心前提要件─廠商之

間的「合意」或「意思聯絡」，因此，初步僅能判斷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下，台灣中

油與台塑石化長期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行為，與「一致性行為」之構成要件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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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當不涉及違法的聯合行為；此為寡占油品市場廠商採取價格跟隨的平行行

為。因此，暫不進一步討論該油價調整的「共同行為」是否足以影響或造成國內油

品市場「限制競爭」的效果。 

或許經過上述法律構成要件之涵攝與論證所得到的結論─「台灣中油與台塑石

化長期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行為並非『一致性行為』，沒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

行為之規定」─與社會大眾質疑「廠商長期同步、同幅調整油價有涉及聯合行為之

嫌」的認知有一些差距；或許這個論點不見得符合油品消費大眾的預期與想像，也

未必能解開社會大眾心中對於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油品定價與調價的疑慮。因此，

仍有更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三) 同質雙占油品市場，廠商價格競爭分析 

有關國內兩家油品供應廠商之間是否存在一致性調價行為的相關研究，大都以

寡占市場理論來進行分析。然而，事實上，國內油品市場具有進入障礙、產品同質

與需求沒有彈性等特性，而市場結構並非屬於一家優勢領導廠商（Dominant Firm）

與多家小廠商（Fringe Firms）的情形，而是兩家油品相同、企業規模相當的大廠
67，為典型的同質雙占市場。因此，任何一家廠商的行為都無可避免地將會影響競

爭對手的利潤，明顯具有此消彼長的結果，而受影響的廠商為了要維護自身的利益，

也 會 採 取 某 些 因 應 對 策 。 廠 商 間 的 市 場 行 為 具 有 高 度 相 互 依 賴 （ Mutual 

Interdependence）關係，正是雙占市場結構的重要屬性。因此，廠商決定其產銷決策

之前，就必須評估並考慮競爭對手可能的反應，即所謂的策略性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 

由於同質雙占廠商具有產品齊質而替代性高的特性，Joseph Bertrand 認為競爭

廠商主要是追求 適價格或產量而使廠商利潤極大化，其訂價過程必須考慮競爭對

手的反應、產品的需求彈性而決定，通常降價將會刺激消費而提高銷售量；面對競

爭者威脅時，具有成本優勢廠商將會儘可能壓低價格，讓競爭對手因無利可圖而被

                                                      
67 以公開資訊觀測站 2008 年企業年報資料所顯示，台灣中油資本額為新台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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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內油品市場，可謂企業規模旗鼓相當的兩大油品供應廠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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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退出市場，取得獨占地位之後，再將價格提高到獨占的水準。 

本文關注的是雙占油品廠商的訂價與調價行為，因此，將以同質雙占廠商

Bertrand價格競爭模式來討論國內油品市場雙占廠商之價格行為。假設兩家油品廠

商的成本結構並不相同，其中廠商 1 為高成本廠商（如台灣中油），廠商 2 為低成

本廠商68（如台塑石化），以下將分別以圖 1 與圖 2 來分析雙占廠商於市場競爭的

價格決策行為。  

1. 廠商多期動態價格決策模式 

同質雙占市場，高成本廠商（廠商 1）面對低成本競爭對手（廠商 2）時，其

訂價與調價的決策過程分析如下，觀察圖 1 的情形，假如廠商 1 採取降價策略，廠

商 2 爲了維持市場占有率與競爭力，將會跟進而隨著降價，甚至還可挾著較低成本

的優勢，有可能採取再降價的競爭策略，此一情況將使高成本的廠商 1 面臨極大的

價格競爭壓力，因而其多期的動態價格決策模式，將不會輕易啟動價格戰，而著重

於維持市場均衡價格，以保有相當的市場占有率。 

至於廠商 2，假如多期之動態價格決策都維持與廠商 1 相同的市場均衡價格，

則同質雙占廠商不存在價格競爭，並維持市場雙占的局面。然而，在多期的價格決

策過程，低成本的廠商 2 隨時都可能發動價格戰（如圖 1 所示），以降價的手段爭

取更高市占率、賺取更大利潤。若廠商 2 偶而降價競爭，則廠商 1 尚有跟進降價而

維持價格的競爭力；惟若廠商 2 持續採取降價競爭策略，於廠商 1 無力持續降價跟

進時，有可能被迫退出市場，低成本的廠商 2 將完全取得整個市場，形成一個獨占

市場的情形，此為雙占廠商於市場競爭上經濟理性的抉擇。  

應注意的是，有關本文所討論的雙占油品市場，低成本廠商若發動價格競爭，

能否如同理論上獲致獨占市場的結局呢？事實上，可能相當的困難，蓋以成本結構

較低的台塑石化而言，既有的汽、柴油市占率分別為 24% 與 13%，而國內加油站

通路方面也僅有 581 個站（約占 22%），要如何以低價競爭而撼動根基穩固的國營

競爭對手呢？能否百分之百擴充加油站通路、提升油品市場占有率，直接取得國內

                                                      
68 參酌李秉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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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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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品市場的獨占地位呢？很顯然的，即使發動流血的價格戰，還是難以達成這個不

可能的目標。此外，油品產銷還可以轉進海外市場，外銷柴油使台塑石化獲益匪

淺，何需發動國內油品的價格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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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同質雙占高成本廠商多期動態價格模式 

資料來源：Jean-Pierre Benoit, Vijay Krishna, “Dynamic Duopoly: Prices and Quantities,” 54(1)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35 (1987).  

 

2. 公、私營混合雙占廠商的價格競爭分析     

雙占市場結構中，若廠商的訂價行為是屬於先後次序的（Sequential）決策，而

非同時的（Simultaneous）價格決策模式，則無論領導廠商如何算計跟隨廠商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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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總是無法避免跟隨廠商的降價求售，因而衍生市場後行者的優勢（Second 

Mover Advantage），只要跟隨廠商訂價稍微低於領導廠商，即能大幅提高市場占有

率，進而創造更多的利潤69。 

國內油品市場屬於成熟的產業，市場結構屬於公、私營兩家廠商混合雙占的型

態，公營廠商是以滿足國內油品需求，追求社會福利 大為目標，社會福利中包含

公營與私營廠商的利潤，因此，公營廠商考量的市場規模將會大於私營廠商；相對

的，私營廠商是以追求 大利潤為目標，營運策略相當靈活，兼顧內外銷市場。 

由於兩家廠商都十分了解市場需求狀況，彼此間沒有資訊不對稱的困擾。然

而，在完全資訊之下，廠商是否依然有誘因形成價格領導式的一致性行為呢？根據

學者林啟智採取Stackelberg模式價格領導、Bertrand競爭與默契性聯合壟斷等研究方

法加以探討，其研究結果顯示70：「…在公、私營混合雙占市場結構之下，只要市

場規模遠大於邊際成本，即使高市場規模公營廠商的邊際成本較高，而低市場規模

的私營廠商，縱然邊際成本較低，也無意願成為領導廠商。若以追求社會福利 大

為目標的台灣中油為價格領導廠商，則油品價格愈低，社會福利愈大， 後將會以

邊際成本為油品之訂價。此非追求 大利潤的私營台塑石化所樂見，私營廠商將不

會追隨公營廠商而有相同的油品訂價默契。 

如果公、私營廠商油品的訂價完全相同，則至少可能隱含兩個問題：其一，公

營廠商的經營目標，可能不是追求社會福利 大，而是利潤 大。其次，此二廠商

有可能利用價格領導進行暗默勾結的一致性聯合壟斷。因為混合雙占的市場結構

下，如果是追求社會福利 大的公、私營廠商，其市場規模遠大於邊際成本，則公

營的價格一定會低於私營廠商。…」台灣中油曾經數次調降油價而台塑石化並未跟

進調降，而將油品轉向出口市場，亦可佐證此一論點。 

至於雙占廠商是否會形成一致性行為，主要之考慮則為長期的獲利，是否足以

彌補短期的損失；當雙占廠商的目標（市場占有率）愈一致，或競爭程度（產品同

質性）愈大時，愈不可能背叛聯合行為的默契，以免為了短期利益，而損失更多的

長期利益。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爲何產銷效率較高、成本較低的台塑石化，不願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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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0 (201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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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2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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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利用其低成本的優勢，發動價格戰而擴大市場占有率，而僅僅維持不到 30%的油

品市場占有率？ 

(四)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性質與促進行為 

1.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性質 

回顧國內油品市場，於台灣中油獨占時期，主管機關曾經採用油價公式的經濟

管制模式來主導國內油品訂價。於油品市場開放而進入寡占市場結構之後，主管機

關開放油品廠商自由訂價，公平會開始接手管制任務，採取反壟斷管制（Antitrust 

Regulations）模式來限制油品訂價的聯合行為；公平會曾針對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

的聯合行為做出處分71。基於促進市場競爭的政策立場，公平會認為因為廠商之聯

合行為影響市場競爭效能而造成油價過高，不論就經濟學的效率與公平觀點或是法

律的公平與正義觀點都應該制止違法的聯合行為。然而，由於國際油價持續飆高，

於是主管機關又再度干預油價，在學者、專家的建議下，實施了浮動油價調整機

制，油品市場之管制又回到以經濟管制為主的模式72。其實，對油品價格進行經濟

管制應屬短期的權宜措施，唯有持續促進油品市場自由化才能徹底解決國內油品市

場的價格問題，以反壟斷管制為主而回歸市場競爭機制。 

然而，主管機關推動油品市場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 3 年多來，這個當初爲了

管制台灣中油公司油價問題的制度，已然成了油品市場雙占廠商油價問題的 佳溝

通平台，舉凡調價指標、調價幅度、油價計算公式、調價時間與調價公告等，都包

括在內，使油品訂價公式化、油價調整事前公開透明化，促成廠商一致性預期

（Consistent Expectations）的現象，性質上屬於聯合壟斷之「促進行為」。 

2. 促進行為 

所謂「促進行為」（Facilitating Practices），係指有助於廠商間進行價格協調或

為其他反競爭行為的活動。廠商間為了實施聯合行為，而有各種幫助達成共識，偵

                                                      
71 參照公平會(93)公處字第 093102 號處分書 (2004)。 
72 參酌李秉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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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17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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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與懲罰背叛成員，或防止新競爭者的加入等之促進機制，其實施這些促進措施之

行為，即為「促進行為」73。以經濟學而言，廠商藉著促進行為，可提高市場透明

度，瞭解市場供需變化與廠商競爭之優劣，進而選擇 佳策略，獲得 大利益；然

而促進行為也增加事業勾結共謀之動機與能力，而具有反競爭之性格。因此，促進

行為具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的雙重性。於競爭法上之評價，美國實務上將促進行為

定位於「證明一致性行為存在之證據」，行為本身並不違反休曼法第 1 條之規定，

但可歸屬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所禁制之不公平競爭方法；歐盟實務上也認為促

進行為「可為證明一致性行為存在之證據」，適用羅馬條約第 81 條之規定；學界

對此實務發展，則多持肯定態度74。 

實務上，促進行為之類型，包括： 

(1) 資訊交換（Information Exchange），廠商間對於相關資訊之交換行為，如向

競爭者透露自身有關營運方面之資訊，並取得競爭者關於營運方面之資訊；

所謂相關資訊，包含過去價格、成本等之歷史性統計數據、現在之價格、成

本、經營策略、行銷策略等，甚至包含未來之價格決定、經營走向、市場預

測等。 

(2) 事先價格預告（Advance Price Announcement），廠商間透過預先公開價格之

變動，相互「協調」彼此價格。實質上為資訊交換行為之一，不僅可縮減偵

測悖離與迅速制裁間之時間差距，亦可消弭價格領導者帶頭作為而可能遭受

損失之風險。 

(3) 運費定價系統（Delivery Pricing System），廠商向購買者僅收取廠盤淨價（A 

Mill Net Price，指成交價扣除運費）加上從基點位置至目的地運費之價格；允

許廠商銷售產品予較遠之購買者而無須向較近之購買者降低價格，使價格領

導更易實行於生產設備分散及運送成本較高的產業。 

(4) 佳價格條款（Best Price Provision），廠商間訂立之契約條款係限定以契約

當事人一方或雙方之競爭者所訂立或支付之價格為契約價格；於寡占市場

                                                      
73 Phillip E. Areeda,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para. 1407b. 29 (2000). 
74  朱華君， 反托拉斯法對寡占事業規範之研究 ，國立台北大學法學系碩士論文，81-10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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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助於暗默勾結與超競爭訂價行為，而具有反競爭效果。 

3. 小結 

公平會於(93)公處字第 093012 號處分書首度援用「促進行為理論」，對於廠商

間採行「價格預告機制」之促進行為，以新聞媒體作為傳遞調價資訊之平台，清楚

偵測競爭對手之反應，降低資訊不對稱之風險，進而強化價格上之亦步亦趨，卻不

具有任何提昇效率之意義為理由，並綜合其他間接證據，認定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

以事先、公開傳遞調價資訊之意思聯絡，聯合調漲油品之批售價格，違反公平交易

法上聯合行為禁制規定。 

本案迭經行政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與 高行政法院分別針對該處分案所為

之判決，指出「…被告（即公平會）執法時借重於理論依據、經濟分析或國外執法

經驗與見解，而援用「促進行為理論」，審酌判斷本件原告公司之行為合法性，尚

難指其有何違法之處。」此為我國司法判決上，首度指出公平交易法實務上援用促

進行為理論之肯定見解。 

綜上所述，浮動油價調整機制，雖然屬於油品事業主管機關推動的制度化油價

調整方案，但是該制度本身具有事先價格預告與資訊交換的功能，應可歸類為促進

行為之一種。以公平交易法之觀點而論，「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極有可能成了「可

為證明一致性行為存在之證據」；因此，於國內油價管制上，將涉及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與公平交易法主管機關（公平會）兩個領域之交錯，不可不慎。於檢討

油價調整方案時，建議由兩個機關商同解決。 

四、結論 

歷經 6 次修正的現行浮動油價調整機制，為主管機關監督與實現油價政策的重

要方案。然而，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的結果，卻發現國內雙占的油品市場，兩家

油品供應廠商對於油價的調整採取了價格領導的行為模式，而長期呈現同步、同幅

調整油價的現象。僅有的兩家廠商在公開、透明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下，其實可

以理性預期競爭對手極可能也將採取同步、同幅跟進調整油價的行動，而且還能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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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既有的市場占有率，獲取 大的利潤。再者，供油廠商與下游加盟加油站簽訂的

供油保證 低價格條款，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間接促使二大油品供應商採行同

步、同幅調整油價的一致性行為。 

有關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的檢討，發現存在以下的問題： 

(一) 以指標油價 80% 做為調價幅度的問題 

目前浮動油價調整機制是參酌台灣中油汽、柴油生產成本結構中，國際原油成

本占汽、柴油生產總成本的 80%，而將國際原油價格波動的 80% 做為浮動油價調

整比率。然而，實際上，兩家不同生產成本結構的油品供應廠商，早已一同適用這

個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將主要原料（國際原油）價格的變動與風險，藉著調整油品

售價的機制而大多轉嫁給消費者。換言之，原先以成本結構較高的國營台灣中油為

參考基準的浮動油價調整比率，現在連成本結構較低的私營台塑石化也適用同一調

價機制，顯然對成本較低的油品供應廠商更為有利；因此，考慮油品市場的現狀，

對於採取指標油價 80% 做為調價幅度的問題，應有改進的空間。 

(二) 調價幅度計算公式潛藏非中性問題 

本文假設匯率維持不變的情況下，以虛擬數據進行模擬，結果顯示國際油價經

過先漲後跌的波動之後，再次回復原價時，依照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而進行浮動調整

的國內油價，卻同時出現油價不但不會回復原價，反而出現後期油價高於前期油

價、也高於原價的情形，存在一種普遍漲多跌少的現象；亦證實國內的油品市場長

期存在油價漲多跌少，漲價快、跌價慢的問題。顯然浮動油價調整機制關於調價幅

度的計算，存在一個非中性、獨厚油品供應廠商而不利於消費者的問題，建議加入

調價計算的衡平機制，避免油價調整存在漲多跌少的偏頗。 

(三) 調價頻率問題 

目前每週浮動調整油價一次，但是台灣中油大約有 65% 的原油是屬於期約採

購的國際原油，其油價的計價方式為產油國加減碼後的月平均價格；基於符合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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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公司國際原油長期採購的特性，而又能反映國際原油成本波動的油價調整需

求，其實可考慮將油品調價的頻率，修正為每月浮動調價一次，相信也能達成反映

原油成本變動的調價目的。或許也可以考慮對於國際油價波動設定超過某一門檻

（如原油漲價或跌價超過 5%）始能啟動國內油價調整機制，將可避免過高的油價

調價頻率與油價漲價快、跌價慢的觀感，也能讓油品供應廠商適度吸收原油價格波

動的成本差異。 

(四) 交叉補貼問題 

原油煉製的過程為投入相同原料、產出多種石油化學聯產品的生產活動，汽、

柴油的產出分別僅占原油煉製石化產品約 29.30% 與 26.40% 而已，其餘則為燃料

油、海運及航空燃油、液化石油氣、丙烷、丁烷、潤滑油脂、溶劑油、柏油、煤

油、與乙烯、丙烯、丁二烯、苯、甲苯和二甲苯等石油化學工業的主要原料 。若

為了反映原料（購油）成本而有調整產品（汽、柴油）售價的需要，則應該所有原

油相關產品同步、同幅調整產品售價；否則汽、柴油產品與其他石化產品之間可能

產生交叉補貼的問題。 

此外，雖然改採浮動油價機制試圖使油價調整更臻合理性，惟台灣中油公司以

油品優惠價格補貼特定廠商與對象之情形依然存在，因此，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

之下，仍然存在石油產品交叉補貼的現象。這些情形都顯示油品產銷過程的社會福

利將會受到減損，造成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的結果。 

基於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可能產生以上四個主要問題，再加上雙占油品市場帶來

的價格一致性的疑慮，本文建議盡速檢討並修正現行的國內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另

一方面，爲了避免深受浮動油價調整機制的限制，甚至可以考慮直接研議新的油價

調整方案，或者直接開放油品市場管制的思維，讓油品訂價與油價調整更自由化。 

至於寡占油品市場，由於實施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之前，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曾

經對於汽、柴油價格調整採取同步、同幅的調價行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

之規範。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實施之後，二大油品供應商長期價格跟隨行為而有聯合

行為之疑慮，本文首先分析寡占油品市場結構廠商具有高度相互依存與牽制的特

徵，其次採取一致性行為理論探討寡占油品市場廠商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共同行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與涉及聯合行為疑義之探討 99 

為，檢視其是否符合一致性行為的構成要件，主觀上事業之間有無一致性行為之合

意，客觀上事業有無呈現非競爭、外觀一致之行為並導致市場競爭之減損。按照公

平交易法第 7 條聯合行為規範的三個構成要件─「合意」或「意思聯絡」、「共同

行為」與「限制競爭」等，對於廠商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行為加以分析涵攝，發

現表面上油品市場呈現業者同步、同幅、外觀一致調整油價的「共同行為」，然而

實質上卻欠缺一致性行為本質上應具備「合意」或「意思聯絡」的直接證據，仍難

以直接認定廠商間的「一致性行為」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之規範；惟浮動

油價調整機制本身屬於促進行為而可能成了行為面證據之一，若再蒐集更多的周邊

事證，以檢視同步、同幅調整油價之行為是否導致市場競爭之減損，應可進一步判

斷雙占廠商同步、同幅調整油價的行為屬於廠商之平行行為，抑或是聯合行為？此

為公平交易法主關機關之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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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Dirty-Floating Oil Price Adjustment  

and the Question of Concerted Oil-pricing Action 

Chen, Wen-Sheng∗ 

Chen, Feng-Cnin 

Chen, Chia-Yo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occurred in the mechanism of 

dirty-floating oil price adjustment and the concerted actions apprehension in the domestic 

oligopoly oil market. By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records, we will analyze how Chinese 

Petroleum Corporation (CPC) and Formosa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FPC) react under 

the rule of dirty-floating oil-price-adjusting. After simulated with dummy variables to test 

the domestic oil price adjusting situation, we find that the 6th amendment of the 

mechanism of dirty-floating oil price adjustment is still debatable regarding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oil price adjustment. The unfair price adjusting margin, which benefits 

CPC and FPC themselves but at the cost of the oil consumers, as well as the price-adjust 

frequency, that brought the cross subsidization among oil products, are the usual 

occurrence. We propose to review and amend the oil price-adjusting mechanism with 

following alternatives, such as the cost ratio of the target oil price, the calculating formula 

for oil-pricing, setting up a criterion for price-adjusting that will lower the derivative social 

cost, decrease the price-adjust frequency and reduce the cross subsidization.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once one undertaking makes a strategy and the others re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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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diately and adopt the same one in the oligopoly market. The same comportments of 

different undertakings are so-called conscious parallel conducts or concerted actions. Both 

the conscious parallel conducts and concerted actions are identical in extrinsic acts, but 

different in the meeting of mind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re is no communication among 

undertakings (or say “the meeting of minds”) to do conscious parallel conducts, while 

undertakings must communicate mutually to coordinate their behavior in the concerted 

actions. In domestic oligopoly oil market, the same oil-pricing-and-adjusting strategy 

between CPC and FPC puzzled the oil consumers seriously for long. Clearly, it is difficult 

for consumers to identify the concerted action or the conscious parallel conduct between 

CPC and FPC.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7 of the Fair Trade Law, we check the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theory of concerted action based on direct and indirect evidence to prove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 of cartelization (concerted action) and find it out that there is no 

communication between CPC and FPC. Now, it lacks of the meeting of minds in the case 

of dirty-floating oil price adjusting model, but we may not ascertain the case of 

synchronous oil-pricing-and-adjusting with the same price margin between CPC and FPC 

is a concerted action or a conscious parallel conduct. It is challenge for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judge that case with more circumstaintial evidence. 

Keywords: Price Adjusting Margin, Price Adjusting Frequency, Price Leadership, 

Concerted Action, Conscious Parallel Condu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