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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 

石油為初級能源產品，不僅在產業生產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更是與人民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尤其是我國能源供應幾乎全依賴進口，任何國際政經情勢上的動

亂變化，均會對我國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節約能源的使用、開發替代性能源

以及穩定能源的供應等，便成為我國重要的能源政策目標，石油產業亦不例外。

政府以前採用的方法，主要是將能源產業國有化，如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台灣中油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等，但隨著時空環境與科技條件的急遽改

變，國營事業機構本質上的運作爭端不斷發生，根本無法適應市場環境強烈的競

爭需求，自由化的聲音油然而生，政府逐步開放油品市場。 

為配合政府推動經濟自由化政策，以及擴大民間業者參與投資設立加油站業

務，經濟部遂於 1987 年 6 月發布「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開放民間業者經營加

油站業務；又為促進石油煉製業之自由化，於 1996 年 6 月修正發布「石油及石油

產品輸入輸出生產銷售業務經營許可管理辦法」，開放民間業者投資石油及石油

產品的生產，並可於國內銷售其產品。另為促使自由化後的市場能健全發展，立

法院於 2001 年 10 月三讀通過攸關我國油品市場開放的「石油管理法」，不僅確

立油品經營全面開放的基本架構，同時妥善規範油品市場由國營獨占轉向開放民

營所涉及的相關問題。 



 

 

自我國油品市場開放以來，不論是國內大型供油商或是進口油商，均視「通

路」為市場競爭及市場占有率的關鍵所在，例如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塑

石化公司)是藉由與國內最大的通路連鎖業者－全國加油站於 2001 年完成簽訂加

盟合約後，才拿下約三成的市場占有率；而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改名為

台灣中油公司)則是以其直營加油站之優勢，一舉拿下多數的市場占有率，故在油

品市場通路部分，實為油品市場之競爭關鍵。 

我國加油站市場屬傳統成熟產業，以銷售汽油為主，供應國內民生所需，獲

利屬相對穩定之行業，除了台灣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等 2 家石油煉製業者參

與下游加油站市場之競爭外，許多集團加油站業者及個體加油站業者亦積極切入

此市場。在有限的市場規模及競爭者相繼投入下，該市場已逐漸面臨到飽和的狀

況，再加上具發展潛力的加油站地點難尋，因此，相關業者無不積極持續增加本

身的附加價值，以提升競爭優勢。 

另因氣候變遷議題，各國政府以降低運輸部門碳排放量為重要目標之一，積

極促進電動車發展及投入大量資源建置充電站設備，並提供購置電動車補貼，以

替代燃油車輛。我國行政院亦提出跨部會「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政策目標

包括：2030 年公務車輛全面電動化、2035 年禁止販售燃油機車(交通部表示，為

防制空污，移動污染源加強管制是國際趨勢，目前此執行計畫尚未定案，未來將

與產官勞各方充分協商後才實施)、2040 年禁止販售燃油汽車等。該政策勢必影響

加油站的未來發展與市場競爭，須及早因應創新能源轉型發展智慧綠能，以避免

產業衝擊及市場競爭的轉變。 

本文將分析加油站市場競爭現況、電動車替代燃油車輛政策對加油站業者的

影響、加油站業者應如何因應及市場競爭情況的轉變，並透過蒐集產業資料、實

地訪查加油站業者及問卷調查等方式，期能對加油站產業就未來面臨的競爭趨勢

有更深入之瞭解，以供公平交易委員會未來執法參考。 

二、 研究範圍及方法 

（一）研究範圍 



 

 

在油品批發供油市場中，現階段是台灣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雙占的結

構，其中上游供油業者為台灣中油公司之集團加油站業者包括台灣中油公司直營

站、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千越加油站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車容坊股份有限公司及松詠有限公司等 6 家；上游供油業者為台塑石化公

司之集團加油站業者包括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亞公司)、全國加油站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公司)、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久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西歐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西歐公司)等 5 家；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及北基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同時由台灣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供油。復據經濟部能源局

「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網站統計資料，截至 2019年 10月 30日國內共有 2,481

站加油站，計算營業據點站數前 13 名業者之總和(1,310 站)占國內加油站站數總和

(2,481 站)比率約 52.80%，故本文將以前揭 13 家集團加油站為主要研究標的。第

一部分針對國內油品產業結構進行說明；第二部分針對國內加油站市場競爭現況

進行分析；第三部分則彙整全球能源需求變化及我國能源轉型政策、電動車興起

及其充電設施建置等相關資料，進而探討國內加油站產業面臨挑戰與趨勢；最後

透過上開廣泛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資料，從不同的視角與觀點提供具體建議供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內加油站業者未來競爭趨勢的執法參考。 

（二）研究方法 

1. 現場實證法：於本研究進行期間，研究者親赴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及

高雄市等地，並採樣台灣中油公司加盟站、台亞公司、全國公司及西歐公

司等加油站業者，瞭解目前加油站業者之價格及促銷競爭、多角化業務現

況。 

2. 深度訪談法：透過與加油站業者等相關人員對話過程，瞭解受訪者對於問

題或事件的認知、看法、感受與意見，幫助本研究對於加油站市場競爭現

況有深入的理解，包括充(換)電站設置、多角化經營業務及發展等。 

3. 問卷調查法：以問卷蒐集加油站業者對市場競爭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之看

法，以有效掌握並瞭解國內加油站市場的產業現況及競爭情形，以及未來



 

 

如何因應產業的轉型。 

4. 文獻分析法：透過相關文獻資料的蒐集彙整，對於新舊資料的對照比較及

市場演化，較能呈現出長期程變化趨勢。 

三、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目的主要包含(1)彙整國內加油站業者概況及其競爭情形，用以瞭解國

內加油站市場競爭現況；(2)蒐集全球能源需求變化及我國能源轉型政策、電動車

興起及其充電設施建置等相關資訊，有效掌握國內加油站業者面臨趨勢與因應。

茲將研究結果發現分述如下： 

1. 國內加油站市場競爭現況 

（1）截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國內共有 2,481 站加油站，若以市場集中度( nCR )

和赫芬道爾－赫胥曼指數(HHI)衡量競爭程度，國內加油站市場前 4 大經

營實體集中度為 37.44%，以 HHI 衡量時則約為 679，屬低度集中市場，

表示國內加油站市場相當競爭。 

（2） 自 1987 年開放加油站市場後，國內加油站數量逐年遞增，於 1988 年至

2005 年間，每年平均以新增 100 座加油站的速度開展，屬於快速成長及

發展階段，而自 2006 年後逐步趨緩，並無顯著增加及變化，2006 年至

2011 年可稱為發展成熟期間，惟自 2012 年之後則呈遞減趨勢，故現階段

零售油品市場已屬相當競爭，且在現有營運條件下未能吸引新進業者加

入。 

（3）通路端之間的競爭，促銷戰和價格戰是加油站業者最常使用的競爭手段，

包括現金付款折讓、會員信用卡付款折讓及贈品活動(如超商現金抵用

券)等。其次，實地約訪加油站業者經營情形及與台灣中油公司直營站之

人員訪談後得知，國內各集團加油站業者除了進行價格及促銷競爭外，

亦有從事多元商品銷售及多角化業務，如洗車服務、充(換)電站、CPC 

Life(複合商店)及 CupGo「來速咖啡」店(台灣中油公司設置)等等。 



 

 

2. 國內加油站業者面臨趨勢與因應 

（1）世界各國為了環保訴求，規劃了禁售燃油車的政策藍圖，清淨能源訴求

同樣推動各國電動車發展動力。自 2005 年以來，許多國家已相繼公告並

推動禁售燃油車政策，計畫將在未來數十年內禁止販售部分或所有以石

化燃料(包括汽油、液化石油氣和柴油)為動力源的運具，進而達成改善

空氣污染、減緩全球暖化等目的。我國行政院亦提出跨部會「空氣污染

防制行動方案」，雖然原先規劃 2035 年達到禁售燃油機車政策，引發業

者與車主的強烈反彈，迫使 2019 年 5 月暫緩，惟可預期的是，即便沒有

政策施加車輛產業轉型壓力，電動機車在現今補助政策誘因下，已逐漸

形成一定市場規模，國內電動機車數量統計至 2019 年 12 月已達 157 萬

輛，相較 2018 年數量成長已超過 100%。 

（2）本研究以問卷蒐集加油站業者對市場競爭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之看法，

並透過該等加油站業者評價自身的優勢、劣勢及競爭市場上的機會、威

脅，評估加油站市場競爭之態勢(即 SWOT 分析)：加油站業者認為有地

點優勢者占 90%，有腹地範圍優勢者占 28%，其他優勢尚有品牌偏好、

服務品質及多角化項目等；認為劣勢為投入充換電設施之成本占 48%，

受限於腹地範圍占 40%，其他劣勢尚有市場萎縮、集團削價競爭、人力

缺乏、土地使用分區法令限制、環境污染防治成本等；認為機會為多角

化經營占 78%，與台灣中油公司或其他業者合作增加充換電設施占

50%；認為威脅為其他充換電站(例如設於停車場之充電設施)占 32%，充

換電設施規格尚未有一致標準占 58%，其他威脅尚有電動車製造(外部)

成本內部化、電動車廠商對政策制定影響力、電動汽機車數量成長等。 

（3） 國內加油站市場係一極度競爭市場，個體加油站之生存備受挑戰，以目

前趨勢來看，電動車及充換電站的普及是必然的，隨著政府電動車政策

之推動，屆時加油站發油量會降低，加油站數也會減少，尤其加油站腹

地較小者，可能會因沒有足夠空間另設充電設施及提供電動車充電時之



 

 

停車位，亦無空間經營多角化業務而退出市場；另加油站資金較少者，

可能會因沒有足夠資金投入充電站之設置、營運及維護而退出市場。 

（二）建議 

本研究依循前述結論，研提建議如下： 

1. 進行必要之介入查處：按石油管理法通過以來，國內油品已全面自由化，

就商品價格而言，當透過自由競爭，由市場供需決定其價格。公平交易委

員會執行公平交易法之目的在於鼓勵市場競爭，而非取代市場進行價格管

制，故如參照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處理，尚不宜作油品合理價格之認

定。惟按我國原油完全依賴進口，國際原油價格、成品油價格亦隨時波動，

國內油價與前揭國際油價有否呈對稱性變動須隨時監測，遇有偏離幅度過

大或影響價格之關鍵因素明顯變化時，仍需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主動瞭解供

油業者調漲或未調降價格之緣由，是否涉有不當決定或維持價格之情事，

據以判斷供油商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獨占事業之規範條款；另，倘業者有

共同訂價、產出限制及劃分市場、交換競爭敏感資訊、共同拒絕交易等行

為，亦需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予以論處，以確保交易

秩序與大眾福祉。 

2. 制定整體「電動車充換電站」的管理：本研究問卷調查內容，有近 58%之

加油站業者認為，市場競爭上的威脅是來自於充換電設施規格尚未有一致

標準，因此本研究建議，宜考量由政府研擬制定電力輸出輸入的插頭與接

頭規格一致，並對「電動車充換電站」之設施與場域安全建立完整的管理

機制。 

3. 適度開放國內加油站多角化經營：本研究問卷調查內容，有近 78%之加油

站業者認為，市場競爭上的機會為多角化經營。然而我國加油站內土地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所能從事的多角化服務情形十分有限，例如工業區可經

營之多角化服務項目包括汽車修理、洗車、停車、潤滑保養、汽車定檢；

住宅區則為經營便利商店(C-STORE)。因此本研究建議，國內加油站的經



 

 

營，除仰賴供油者給與的合理批售價外，惟有適度開放國內加油站多角化

經營，並從強化體質與多角化經營著手，才是未來加油站發展趨勢及生存

之道。 

4. 協助小型加油站業者轉型並增加充換電站設置補助經費：本研究問卷調查

內容，加油站業者在評價自身的劣勢上，有近 48%認為是投入充換電設施

之成本；另有近 40%認為是受限於腹地範圍。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在加

快推動汽機車全面電動化政策時，勢必一併納入考量增加充換電站設置補

助經費及協助小型加油站業者轉型為充電、換電池的能源供應站。 

5. 多擇定加油站示範站，逐步擴展智慧綠能加油站及多角化經營方式：本研

究問卷調查內容，加油站業者在評價自身的優勢上，有近 90%認為有地點

優勢，28%認為有腹地範圍優勢，其他優勢尚有品牌偏好、服務品質及多

角化項目等。因此本研究建議，可多擇定具有地點及腹地範圍優勢之加油

站成為示範站，並以「示範先行、逐步擴展」方式，將加油站轉型成「智

慧綠能加油站」或通過多角化經營而開創加油站產業新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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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石油為初級能源產品，不僅在產業生產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更是與人

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尤其是我國能源供應幾乎全依賴進口，任何國際政

經情勢上的動亂變化，均會對我國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節約能源的使

用、開發替代性能源以及穩定能源的供應等，便成為我國重要的能源政策

目標，石油產業亦不例外。政府以前採用的方法，主要是將能源產業國有

化，如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中油公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等，但隨著時空環境與科技條件的急遽改變，國營事業機構本質上的運

作爭端不斷發生，根本無法適應市場環境強烈的競爭需求，自由化的聲音

油然而生，政府逐步開放油品市場。 

為配合政府推動經濟自由化政策，以及擴大民間業者參與投資設立加

油站業務，經濟部遂於 1987 年 6 月發布「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開放民

間業者經營加油站業務；又為促進石油煉製業之自由化，於 1996 年 6 月修

正發布「石油及石油產品輸入輸出生產銷售業務經營許可管理辦法」，開

放民間業者投資石油及石油產品的生產，並可於國內銷售其產品。另為促

使自由化後的市場能健全發展，立法院於 2001 年 10 月三讀通過攸關我國

油品市場開放的「石油管理法」，不僅確立油品經營全面開放的基本架構，

同時妥善規範油品市場由國營獨占轉向開放民營所涉及的相關問題。 

自我國油品市場開放以來，不論是國內大型供油商或是進口油商，均

視「通路」為市場競爭及市場占有率的關鍵所在，例如台塑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台塑石化公司)是藉由與國內最大的通路連鎖業者－全國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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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1 年完成簽訂加盟合約後，才拿下約三成的市場占有率1；而中國石

油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改名為台灣中油公司)則是以其直營加油站之優

勢，一舉拿下多數的市場占有率，故在油品市場通路部分，實為油品市場

之競爭關鍵。 

我國加油站市場屬傳統成熟產業，以銷售汽油為主，供應國內民生所

需，獲利屬相對穩定之行業，除了台灣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等 2 家石

油煉製業者參與下游加油站市場之競爭外，許多集團加油站業者及個體加

油站業者亦積極切入此市場。在有限的市場規模及競爭者相繼投入下，該

市場已逐漸面臨到飽和的狀況，再加上具發展潛力的加油站地點難尋，因

此，相關業者無不積極持續增加本身的附加價值，以提升競爭優勢。 

另因氣候變遷議題，各國政府以降低運輸部門碳排放量為重要目標之

一，積極促進電動車發展及投入大量資源建置充電站設備，並提供購置電

動車補貼，以替代燃油車輛。我國行政院亦提出跨部會「空氣污染防制行

動方案」，政策目標包括：2030 年公務車輛全面電動化、2035 年禁止販售

燃油機車(交通部表示，為防制空污，移動污染源加強管制是國際趨勢，目

前此執行計畫尚未定案，未來將與產官勞各方充分協商後才實施2)、2040

年禁止販售燃油汽車等。該政策勢必影響加油站的未來發展與市場競爭，

須及早因應創新能源轉型發展智慧綠能，以避免產業衝擊及市場競爭的轉

變。 

本文將分析加油站市場競爭現況、電動車替代燃油車輛政策對加油站

業者的影響、加油站業者應如何因應及市場競爭情況的轉變，並透過蒐集

                                                

1
 經濟部能源局，關鍵性的市場─油品新聞大事紀，2001/12/05， 

https://energymagazine.tier.org.tw/Cont.aspx?CatID=33&ContID=85。 

2
 自由時報，2035 禁售燃油機車  百萬人憂失業，201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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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資料、實地訪查加油站業者及問卷調查等方式，期能對加油站產業就

未來面臨的競爭趨勢有更深入之瞭解，以供公平交易委員會未來執法參考。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在油品批發供油市場中，現階段是台灣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雙占

的結構，其中上游供油業者為台灣中油公司之集團加油站業者包括台灣中

油公司直營站、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精工)、台灣糖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台糖公司)、千越加油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越公司)、車

容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車容坊公司)及松詠有限公司(下稱松詠公司)等 6

家；上游供油業者為台塑石化公司之集團加油站業者包括台亞石油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台亞公司)、全國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公司)、福懋興

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懋公司)、久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井公司)、

西歐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西歐公司)等 5 家；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山隆公司)及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基公司)同時由台灣中油

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供油。復據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

網站統計資料，截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國內共有 2,481 站加油站，計算營

業據點站數前 13 名業者之總和(1,310 站)占國內加油站站數總和(2,481 站)

比率約 52.80%，故本文將以前揭 13 家集團加油站為主要研究標的。第一

部分針對國內油品產業結構進行說明；第二部分針對國內加油站市場競爭

現況進行分析；第三部分則彙整全球能源需求變化及我國能源轉型政策、

電動車興起及其充電設施建置等相關資料，進而探討國內加油站產業面臨

挑戰與趨勢；最後透過上開廣泛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資料，從不同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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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觀點提供具體建議供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內加油站業者未來競爭趨勢

的執法參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首重文獻分析，研析我國油品供需現況及結構、

油品產業之發展、國內油價機制，用以對國內油品產業結構有所認知。其

次，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親證訪查國內加油站業者，並為確實瞭

解加油站業者競爭行為之現況，與加油站業者等相關人員進行深度訪談；

另一方面，以問卷蒐集加油站業者對市場競爭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之看

法，以有效掌握並瞭解國內加油站市場的產業現況及競爭情形，以及未來

如何因應產業的轉型。再者，廣泛地蒐集全球能源需求變化及我國能源轉

型政策、電動車興起及其充電設施建置、國內加油站產業面臨挑戰及趨勢

等不同面向，深入分析相關文獻資料，作為實證研究之基礎，以瞭解市場

現狀與問題所在，俾具體掌握研究方向及內容，用來建構出研究結論與建

議。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計有： 

（一）現場實證法：於本研究進行期間，研究者親赴臺北市、新北市、臺

中市及高雄市等地，並採樣台灣中油公司加盟站、台亞公司、全國

公司及西歐公司等加油站業者，瞭解目前加油站業者之價格及促銷

競爭、多角化業務現況。 

（二）深度訪談法：透過與加油站業者等相關人員對話過程，瞭解受訪者

對於問題或事件的認知、看法、感受與意見，幫助本研究對於加油

站市場競爭現況有深入的理解，包括充(換)電站設置、多角化經營

業務及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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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調查法：以問卷蒐集加油站業者對市場競爭現況及未來發展趨

勢之看法，以有效掌握並瞭解國內加油站市場的產業現況及競爭情

形，以及未來如何因應產業的轉型。 

（四）文獻分析法：透過相關文獻資料的蒐集彙整，對於新舊資料的對照

比較及市場演化，較能呈現出長期程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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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內油品產業結構 

第一節  油品供需現況及結構 

我國原油高度仰賴進口，根據經濟部能源局 2018 能源統計手冊資料顯

示，1998 年至 2018 年原油進口依存度均維持在 99.82%以上，2018 年 1 至

12 月原油總進口量為 3 億 2,253 萬 2,000 桶，主要來自於沙烏地阿拉伯、科

威特、美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伊拉克等國，我國原油進口來源分布詳

見下圖 2-1。 

圖 2-1  2018 年我國原油進口來源分布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8 能源統計手冊，2019 年 10 月，本文繪製。 

 

據經濟部能源局 2018 能源統計手冊及該局網站資料顯示，近年來國內

煉製量受煉製設備汰換與油品消費結構轉變等因素影響而略有增減，2018

年原油煉製量為 51,616.6 千公秉，與 2017 年原油煉製量(49,222.8 千公秉)

相比上升 4.86%；煉製產能因台灣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已於 2015 年 11 月底

沙烏地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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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科威特 
66,904 千桶 

20.7% 

其他 
39,385 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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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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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伊拉克 
24,393 千桶 

7.6%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27,003 千桶 

8.4% 

美國 
43,900 千桶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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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廠，2018 年國內煉油廠共計 3 座，國內總煉製產能 114 萬桶/日，分別為

台灣中油公司設計產能 40 萬桶/日之大林煉油廠、設計產能 20 萬桶/日之桃

園煉油廠，以及台塑石化公司設計產能 54 萬桶/日之麥寮煉油廠。 

經原油煉製加工之汽油、柴油、航空燃油、液化石油氣(LPG)、燃料油、

輕油(即石油腦)等石油產品為國內重要能源供應來源，其中又以汽、柴油

之煉成量最大，2018 年國內各油品煉成量分別為汽油 13,164.6 千公秉、柴

油 16,091.6 千公秉、航空燃油 4,545.3 千公秉、燃料油 4,689.6 千公秉、LPG 

1,594.7 千公秉與輕油 10,653.0 千公秉。 

消費面而言，近年來國內各成品油消費量亦因產業與運輸需求結構轉

型而漸趨穩定，2018 年國內各油品消費量分別為汽油 8,676.7 千公秉、柴油

5,388.2 千公秉、航空燃油 273.3 千公秉、燃料油 3,656.3 千公秉、LPG 3,575.1

千公秉與輕油 20,269.4 千公秉(詳見表 2-1)。 

表 2-1  2018 年我國主要油品供、需概況 

單位：千公秉油當量 

 供給 
國內消費* 出口** 

煉成量 進口 合計 

汽油 13,164.6 115.3 13,279.9 8,676.7 4,602.6 

柴油 16,091.6 0 16,091.6 5,388.2 10,492.6 

航空燃油 4,545.3 165.1 4,710.4 273.3 1,066.9 

燃料油 4,689.6 2,394.1 7,083.7 3,656.3 2,091.5 

液化石油氣 1,594.7 2,331.9 3,926.6 3,575.1 107.2 

輕油 10,653.0 12,868.3 23,521.3 20,269.4 0 

備註：*國內消費含最終消費、轉變投入與能源部門自用；**出口含輸出、國際海運與國際航空。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8 能源統計手冊及能源平衡表，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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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目前國內之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燃料油與 LPG 尚有出

口餘裕，但部分煉成油品因產率分布限制或品質不符合國內所需，仍需進

口以供應國內市場需求；另外，輕油與 LPG 亦因國內需求量高於煉成量而

需仰賴進口。 

 

第二節  我國油品產業之發展 

石化業是我國的主力產業， 雖然油品僅為整體石油煉製業的一部

份，但因石油煉製業的各項產品生產係以聯合生產方式進行，即原油經過

煉製分解後產生 8 成多的油品，包括液化石油氣、汽油、煤油、柴油、燃

料油、潤滑油和柏油等，油品市場供需變化，勢必影響其他聯合產品(例如：

石化原料、瀝青砂)市場供需波動。又汽油、柴油用於交通運輸，液化石油

氣用於家庭，燃料油則用於發電及石化、鋼鐵、紡織、造紙等工業生產，

因此油品市場變化對我國整體經濟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實不容忽視。 

過去，政府基於國防與產業政策的需要，將油品視為戰略物資，並透

過「戒嚴時期農礦工商管理條例」與「能源管理法」為依據，將油品的探

勘、採購、儲運與產銷均交由「獨占的」、「國營的」中國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2007 年改名為台灣中油公司)負責，由於相關上中下游的經營與定

價，均由政府管制或督導，因此，較無競爭法的相關問題。 

政府管制雖然有助於油品市場供應的穩定，但獨占的國營事業體卻也

不利於生產效率的提高，且 1980 年代以來，政府透過各項解除管制措施，

促進經濟自由化，早已蔚為國際潮流；此諸措施，非但有助於拓展國際貿

易，更有助於資源利用效率的提升。因此，在國內動員戡亂時期終止與戒

嚴狀態解除後，油品已不再具備戰略特性的政治條件配合下，自 1980 年

代後期起，臺灣石油產業即積極朝向解除管制與市場開放的方向發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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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係由下游先開放銷售油品，再逐漸往上游開放煉製油品及進出口油

品。茲將相關時程略述如次： 

一、 1987 年開放銷售汽油 

經濟部於 1987 年 6 月發布「加油站設置管理規則」，開放民間業者投

資成立加油站，且台灣中油公司為配合政策，不再主動增設加油站。依據

行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現已更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 90 年度「車用加油站

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資料，截至 90 年 9 月底，民營加油站總站數達 1,515

座，遠超過台灣中油公司之606座；民營加油站中專營台灣中油油品者1,051

座，專營台塑石化油品者 464 座。此外，隨民營加油站快速增加，自 1997

年起民營加油站汽、柴油發油量已超過台灣中油公司直營加油站3。 

二、 1996 年開放民營業者煉製汽油 

經濟部於 1996 年 6 月修正發布「石油及石油產品輸入輸出生產銷售業

務經營許可管理辦法」，開放民間業者投資石油及石油產品的生產，並可

於國內銷售其產品，目前有台灣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兩家石油煉製業。 

三、 1999 年起分二階段開放石油產品之進出口  

依據 1996 年國家發展會議「經濟發展議題」結論，於 1999 年起分二

階段開放石油產品之進出口，其中，第一階段於 1999 年開放燃料油、航空

燃油及液化石油氣進口，當時除台灣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外，另有李

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興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乾惠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已取得液化石油氣輸入許可執照，從事進口業務。第二階段則於 2001

                                                

3
 公平交易委員會 90 年 4 月車用加油站業市場結構調查報告，刊在於網頁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obile/docList.aspx?uid=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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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26 日公告全面開放油品進口，包括汽、柴油等所有油品均得自國

外進口。其中，台灣埃索環球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即 ESSO，下稱台灣埃索

公司)於 2002 年 2 月取得汽、柴油之輸入許可執照。 

國內加油站產業發展可以 1987 年為分野，在這之前國內油品市場由台

灣中油公司獨家經營，而自 1987 年開放民間經營加油站後，全國與北基加

油站股份有限公司(已改名為北基公司)等加油站體系先後成立，而 2000 年

9 月台塑集團六輕計畫所成立之台塑石化公司開始供應國內汽、柴油產

品，亦由旗下台亞公司負責油品銷售，與台灣中油公司爭奪民營加油站之

加盟。2001 年石油管理法通過後，油品全面開放進口，由美商 Exxon Mobil

與台灣匯僑公司合作成立的台灣埃索公司(ESSO)取得汽、柴油輸入許可執

照，於 2002 年 4 月加入臺灣油品市場競爭，惟因國內市場競爭激烈，台灣

埃索公司不堪虧損遂於 2003 年 12 月退出國內油品市場，只維持短暫的三

家廠商寡占局面，而現今國內油品廠又回復到台塑石化公司與台灣中油公

司兩家競逐，呈現寡占市場。在競爭狀態上，目前兩大業者除透過旗下自

營加油站彼此競爭外，亦分別以提出優厚之折讓、入股及售後服務、支付

油款的開票期限等交易條件來爭取加油站業者加盟，以擴大各自油品通

路，提高市占率。不過由於市場競爭，小型自營體系因不敵大型業者競爭

及市場幾近飽和狀態，同業及新進入者對於市場採取保守與謹慎的態度4。 

 

                                                

4
 中華徵信所，加油站業 業者營收笑 民眾荷包哭，2013/07/22，http://www.credit.com.tw/ 

NewCreditOnline/Epaper/IndustrialSubjectContent.aspx?sn=308&unit=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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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油價機制 

定價機制對國內油品市場影響甚大，根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已更

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98 年委託研究報告「國內油品市場之相關研究」資料

顯示，過去在台灣中油公司一家獨占之時代，該公司對於油品價格的決定

並沒有主導權，而是由政府進行經濟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s)定價。在 1946

年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改名為台灣中油公司)設立後至 1993 年

間，油品價格均由政府直接訂定。台灣中油公司依照生產的所有成本與應

該獲得的法定盈餘，按政府決定的價格機制攤提到各種不同的油品上面，

政府對想要策略補貼的產業和對象刻意給予較低的油品優惠價格，至於汽

油等被定義為「奢侈品」的油品，則由一般消費者負擔了不合理的極高價

格。所以在這段期間內各種油品價格與世界價格趨勢有明顯的差異，且在

各種油品之間存在嚴重的交叉補貼。自 1993 年起，經濟部頒布油價公式，

在 1993 至 1998 年間採用固定油價公式，依照國際原油價格波動的狀況，

每月定期修正國內油品價格與法定盈餘；在 1998 年至 2000 年間改採浮動

油價公式，油價雖仍受政府管制，但台灣中油公司經由經濟部授權可依據

國際油價變動趨勢，每週修正油品價格，但以 3%的變動幅度為限。2000

年 9 月台塑石化公司加入石油煉製生產行列之後，政府隨即解除經濟管

制，同時宣布廢除油價公式，並且頒布石油管理法，將油價變動改由市場

機制決定。從此台灣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可以自由定價，但是國營的

台灣中油公司仍須配合政府政策穩定國內油品價格。 

自 2003 年中開始，因為美軍攻打伊拉克以及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rganization of Oil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實施了減產保價措施等原因，

國際原油價格開始大幅上漲，這一波上漲趨勢一直持續到 2006 年 7 月，之

後雖因需求減緩而稍微下跌，但是從 2007 年 1 月，又開始另一波的快速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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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為因應能源危機導致國際原油價格大幅上漲，我國自 2006 年 9 月又再

度恢復經濟管制，在學者專家建議下實施浮動油價機制，採行每週調整油

品價格方式來反應購買原油成本的變動。實施之初，是依照每週一 Platts

公告之美國西德州中級原油(WTI)價格與上週一價格相較之變動幅度後，分

別計算各種無鉛汽油與超級柴油之稅前批發價格，加上稅金與零售利潤後

據以計算零售價格。2007 年元月 1 日起政府第一次修正浮動油價機制，以

每週一 NYMEX WTI 的收盤價格與上週一 WTI 收盤價的價差作為變動幅

度，再依照變動幅度的 80%分別重新計算 92 無鉛汽油與超級柴油之稅前

批發價格，但計算得到的稅前批發價格則不得超過亞鄰國家中批發價最低

者。同樣地，將稅前批發價加上稅金與零售利潤之後，就可計算零售價格。

2007 年 9 月 1 日政府第二次修正浮動油價機制，改成每月調整油品價格，

以 Platts 報導之杜拜(Dubai)與布蘭特(Brent)原油均價各取 70%與 30%之權重

計算原油加權價格，之後按照前後兩個月份原油加權價格變動幅度，以其

80%計算來調整 92 無鉛汽油與超級柴油之稅前批發價格，加上稅金與零售

利潤後即可得到零售價格。政府自 2008 年 8 月起第三次修正浮動油價機

制，主要是將每月調整油價改回每週調整油價，每週(上週五至本週四)調

價幅度之計算是取「調價指標當週均價乘以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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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施浮動油價之後，

由於機制設計不良反倒造成國內油品價格快速飆高，在引發消費者反彈的

壓力下，政府只好改採價格上限(price ceiling)管制直接凍漲油價。有關國內

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的詳細內容(近期調價公布時間改為每週日中午

12 時公布新油價)，請參考表 2-2 台灣中油公司之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國內

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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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作業原則 

103.07.01 修正實施 

調價指標 
Pla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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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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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小數二位，採四捨五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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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95 及 98 無鉛汽油比照 92 無鉛汽油調價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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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價公布時間 每週日中午 12 時公布新油價。 

調價生效時間 新油價公布次日零時起生效。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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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週稅前價之最低價做為浮 

動油價調整的上限。 

資料來源：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本文繪製。 

 

為了詳細掌握目前我國浮動油價機制運作的基本原理，我們以近期台

灣中油公司網站上公布的一個實際調價案例進行說明。表 2-3 為台灣中油

公司以實際案例製作的汽、柴油價格調幅比較範例表，如表中資料所顯示

的，前週(2019年11月25日至11月29日)杜拜與布蘭特原油的加權價格(70% 

Dubai+30%Brent)為每桶 63.76 美元，當週匯率為 30.510 新臺幣兌換 1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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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週(2019年12月2日至12月6日)杜拜與布蘭特原油加權價格為每桶62.72

美元，匯率為 30.505。依照這些數據可以計算「考量匯率後指標油 80%變

動幅度」，計算方式如下： 

表 2-3  汽、柴油價格調幅比較範例表 

 前週 本週 

指標油價日期 
2019/11/25- 

2019/11/29 

2019/12/02- 

2019/12/06 

考量匯率後指標

油 80%變動幅度 

70% Dubai +30% Brent 

(美元/桶) 
63.76 62.72  

匯率 30.510 30.505 -1.32% 

92 無鉛汽油 

(元/公升) 
稅前批售價 

16.31 
依變動幅度計算

之稅前批售價 

16.09 

超級柴油 

(元/公升) 
17.69 17.46 

備註：1.每週調價時，以當週 Dubai 及 Brent 平均價格分別以 70%及 30%權重計算，再乘以匯率均價與前週 7D3B

平均價格乘以匯率均價之 80%變動幅度計算調整價格。2. 還原依機制計算應調整價格係為不考量政府及台灣中

油公司負擔，依機制計算應調整之價格。 

資料來源：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本文繪製。 

 

    隔週原油加權價格(NT$)－前週原油加權價格(NT$) 

               前週原油加權價格(NT$) 

 

         62.72 X 30.505－63.76 X 30.510 

               63.76 X 30.510 

 

X 80% 

＝ X 0.8 ≒ -0.0132 ≒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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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分別將前週 92 無鉛汽油與超級柴油之稅前批發價乘上(1+指標油 80% 

變動幅度) =(1-1.32%)=0.9868，即可得到隔週 92 無鉛汽油與超級柴油之稅 

前批發價格。表 2-3 中列出前週 92 無鉛汽油之稅前批發價每公升為 16.31

元，超級柴油之稅前批發價每公升為 17.69 元，按照公式計算： 

      隔週油品價格=前週油品價格 X (1+指標油 80%變動幅度) 

      隔週 92 無鉛汽油價格 = 16.31 X 0.9868 ≒ 16.09 

      隔週超級柴油價格 = 17.69 X 0.9868 ≒ 17.46 

得到隔週 92 無鉛汽油與超級柴油之稅前批發價格分別為每公升 16.09 元與 

17.46 元，正如同表 2-3 中之數據所顯示的結果。應該注意的是，價格得以

調整的前提是亞洲鄰近競爭國當週最低價不低於算出的價格，例如，如果

該週韓國無鉛汽油價格相當於每公升新臺幣 16.90 元，則國內 92 無鉛汽油

價格最高只能調到每公升 16.90 元。 

台灣中油公司歷次調價情形均須通報經濟部備查，並提供當次調幅比

較表及調整金額與亞洲鄰近各國價格比較等資料，供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

會及能源局等主管機關監督，是故台灣中油公司調價之妥適性、盈餘之管

控均有主管機關進行監控，非屬一般事業得因其營運條件自主調整商品價

格。按台灣中油公司實施浮動油價機制之相關指標及權重均為公開資訊，

台塑石化公司亦能事先依前開浮動油價機制公式試算台灣中油公司當週油

品價格之調整結果。 

近期因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重啟全面制裁及中東地區地緣政治干

擾，國際油價持續上漲，使國內 95 汽油價格逼近每公升 30 元之關卡，經

經濟部與台灣中油公司等單位研議後，將採行油價平穩機制5。台灣中油公

                                                

5
 參考台灣中油公司宣布實施油價平穩機制新聞稿，刊在於網頁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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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依據經濟部指示，於 2018 年 5 月 11 日起配合實施「油價平穩機制」，

以減輕民眾用油負擔及減緩物價上漲壓力。該機制分 3 級距，95 無鉛汽油

依浮動油價機制之零售價於 30 至 32.4 元時，台灣中油公司吸收 25％漲幅；

若漲到 32.5 至 34.9 元，台灣中油公司吸收 50％；漲至 35 元以上時，台灣

中油公司與政府共同吸收 75％，並於嗣後油價下跌時按比例回收部分跌幅

(如表 2-4)。台灣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等 2 家供油業者將汽、柴油以批

售價格銷售給加油站業者，加油站業者再以零售價格將汽、柴油銷售給消

費者。另為了方便查考我國油價管制歷史，整理我國油品定價機制發展過

程的重要事件如表 2-5。 

表 2-4  油價平穩機制表 

107.05.11 實施 

資料來源：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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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我國油品定價機制發展過程 

時間 價格機制 指標原油 調價幅度 調價頻率 計算基準 調價上限 

1946~ 1993 政府制定      

1993~ 1998 固定油價公式 國際原油價格  每月 1 次   

1998~ 2000 浮動油價公式   每週 1 次  
仍為政府管制階段，惟修

正油價以 3%幅度為限 

2001~ 終止油價公式      

2006/9/26~ 浮動油價機制 
Platts報導之WTI現貨

日均價 

與指標油價同幅

度調整 
每週 1 次 

每週一價對 

上週一價 
無限制 

2007/1/1~ 
浮動油價機制 

(修正) 

NYMEX WTI 紐約商

品交易所收盤價 
指標油價*80% 每週 1 次 

每週一價對 

上週一價 
稅前價格維持亞鄰最低 

2007/9/1 
浮動油價機制 

(再修正) 

70% Dubai +30% Brent 

Platts 報導價 
指標油價*80% 每月 1 次 

每月均價對 

上月均價 
1. 稅前價格維持亞鄰最低 

2. 漲幅達 12%時，油價將

暫時凍漲 2008/8/6~ 
浮動油價機制 

(再修正) 

70% Dubai +30% Brent 

Platts 報導價 
指標油價*80% 每週 1 次 

每週均價對 

上週均價 

2018/5/11~ 浮動油價機制 
70% Dubai +30% Brent 

Platts 報導價 
指標油價*80% 每週 1 次 

每週均價對 

上週均價 

1. 稅前價格維持亞鄰最低 

2. 油價平穩機制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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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加油站市場競爭現況 

第一節  國內加油站業者概況 

國內加油站早期均為台灣中油公司獨占經營，自 1987 年 6 月頒布「加

油站管理規則」後，開放下游市場，允許民間業者經營車用汽、柴油等油

品零售與加油站業務，自此民營業者可開始參與油品銷售通路市場，改變

台灣中油公司獨占下游市場局面。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網站統計資料
6
，加油

站數逾 10 家之國內集團加油站業者包括台灣中油公司直營站、台亞公司、

全國公司、統一精工、福懋公司、台糖公司、山隆公司、北基公司、千越

公司、久井公司、車容坊公司、西歐公司及松詠公司等 13 家事業。為有效

瞭解國內加油站市場競爭現況，本文將蒐集並整理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

訊管理與分析系統」網站有關加油站相關資訊之統計資料並加以說明。 

一、 上游供油現況 

在油品批發供油市場中，現階段是台灣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雙占

的結構，其中上游供油業者為台灣中油公司之集團加油站業者包括台灣中

油公司直營站、統一精工、台糖公司、千越公司、車容坊公司及松詠公司

等 6 家；上游供油業者為台塑石化公司之集團加油站業者包括台亞公司、

全國公司、福懋公司、久井公司、西歐公司等 5 家；山隆公司及北基公司

同時由台灣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供油。 

二、國內加油站業者經營概況 

（一）經濟理論 

                                                

6
 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網址為

https://www2.moeaboe.gov.tw/oil102/oil2017/A04/A0408/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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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品零售通路市場與加油站經營方面，目前是台灣中油公司、台塑

石化公司與眾多民間業者相互競爭的狀態。要判斷國內油品市場中是否存

在足夠的競爭，則必須採用可行的方法與標準。根據公平交易委員會「競

爭法經濟分析參考手冊(一)」資料，市場力測度方法可分為直接測度法與

間接測度法，通常在數據資料充分的情況下，可使用價格成本差分析

(price-cost margin analysis)、需求和價格分析(demand and price analysis)及廠商

利潤分析(firm profitability analysis)等直接測度法推估市場力，但若產業或廠

商之資料取得困難，則可改採市場占有率 (market share)、市場集中度

(concentration ratio； nCR )及赫芬道爾 -赫胥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參進障礙及買方力量分析等方法間接推估市場力。本文將採

用市場集中度及赫芬道爾-赫胥曼指數等間接測度法，來推估市場力，以下

先就前揭 2 個間接測度法加以說明： 

1. 市場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 nCR ） 

市場集中度是用以衡量市場集中程度的指標之一，係指某產業中前 n

家最大廠商所占的市場占有率的總和。計算式如下：  

 





n

i
in SCR

1

 

 其中  

iS ：第 i 家廠商的市場占有率 

n ：前 n 大廠商數目 

nCR 之計算通常以前 4 大（ 4CR ）或前 8 大（ 8CR ）為代表， nCR 介

於趨近 0（完全競爭）與 1（獨占）之間。 

nCR 係間接推估事業是否擁有市場力的方法之一，其優點在於相較於

直接推估市場力之方法而言，資料取得較易，但 nCR 與市場力或獨占力不

必然有因果關係，因為其無法解釋廠商間規模大小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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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赫芬道爾－赫胥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 

赫芬道爾－赫胥曼指數係將每家事業銷售額市場占有率的百分比取

平方和，以測量市場集中之程度。 

10000
1

2  


n

i
iSHHI  

 其中 

iS ：第 i 個事業的市場占有率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及相關個案中常參考

美國 2010 年水平結合處理原則相關規定，該處理原則運用 HHI 指數初步

判定結合可能引發反競爭關注之門檻規定如下： 

表 3-1  市場集中度判斷標準表 

市場結構 市場集中度指標

（HHI） 

市場集中度變化

（ΔHHI） 

對市場的影響 

低度集中市場 HHI<1500  尚無限制競爭之疑慮 

中度集中市場 1500<HHI<2500 ΔHHI＜100 尚無反競爭效果，無須進一步分

析 

ΔHHI＞100 將引起顯著競爭的關注，須進一

步檢視 

高度集中市場 2500<HHI 100<ΔHHI<200 將引起顯著競爭的關注，須進一

步檢視 

ΔHHI>200 推定會提高市場力，除非有充分

證據說明該結合並無造成提高

市場力的可能性 

資料來源：公平交易委員會，競爭法經濟分析參考手冊(一)，2019 年 12 月。  

 

HHI 指數給予市場占有率高的事業較大的權數，突顯出較大市場占有

率的重要程度，故 HHI 指數相較而言，較能說明市場集中程度的差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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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I 指數因需要相關市場所有事業之市場占有率資料，故相較 nCR 而言，

需要更多之市場資料。 

nCR 與 HHI 之釋例 

A、B 二市場皆有 4 家廠商，各廠商在 A、B 二個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分別如下表所示。

A 市場中的第一大廠商市占率 89％，第二到第四大廠商市占率則均為 2％；B 市場前四大廠

商個別之市占率皆為 23.75％，依據市場集中度（ nCR ）指標來看，A 市場是一個一家獨大

的市場，B 市場則是一個相當競爭的市場，二市場的市場結構截然不同，但 CR4 卻都是 95

％。如果以 HHI 指標觀察市場結構，A 市場及 B 市場的 HHI 分別為 7993 與 2256，顯然以

HHI 較能說明 A、B 二個市場集中程度的差異。 

 廠商 1 廠商 2 廠商 3 廠商 4 CR4 HHI 

A 市場 89％ 2％ 2％ 2％ 95％ 7993 

B 市場 23.75％ 23.75％ 23.75％ 23.75％ 95％ 2256 

       
 

 

（二）國內加油站業者經營狀態 

1. 國內加油站業者經營站數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網站統計資料，截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國內共有 2,481 站加油站，計算營業據點站數前 13 名業

者之總和(1,310 站)占國內加油站站數總和(2,481 站)比率約 52.80%，其中前

5 名之事業分別為台灣中油公司直營站(598 站；24.10%)、台亞公司(116 站；

4.68%)、全國公司(109 站；4.39%)、福懋公司(106 站；4.27%)及統一精工(87

站；3.51%)。若以市場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 nCR ）和赫芬道爾－赫

胥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衡量競爭程度，國內加油站

市場前 4 大經營實體集中度為 37.44%、前 13 大經營實體集中度為 48.60%，

以 HHI 衡量時則約為 679，屬低度集中市場，表示國內加油站市場相當競

爭，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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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國內加油站業者經營站數統計與市場集中度 

單位：站數；% 

經營實體名稱 加油站數 市占率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598 24.10 

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116 4.68 

全國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109 4.39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 4.27 

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87 3.51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73 2.94 

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71 2.86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6 1.85 

久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5 1.41 

千越加油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3 0.93 

車容坊股份有限公司 22 0.89 

西歐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13 0.52 

松詠有限公司 11 0.44 

其他業者 1171 47.20 

合計 2,481 100 

市場集中度 

前4大經營實體集中度 37.44 

前13大經營實體集中度 48.60 

HHI 679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資料更新日為 2019

年 10 月 30 日，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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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內加油站業者於各縣市加油站之分布情形 

截至 2019年 10月 30日全國各縣市加油站業者經營站數統計與市場集

中度如表 3-3。依該表顯示，13 家集團加油站業者於臺北市設站共 57 站、

新北市共 120 站、桃園市共 115 站、臺中市共 143 站、臺南市共 175 站、

高雄市共 161 站、基隆市共 22 站、新竹縣共 30 站、新竹市共 20 站、苗栗

縣共 38 站、彰化縣共 70 站、雲林縣共 68 站、嘉義縣共 65 站、嘉義市共

23 站、南投縣共 43 站、屏東縣共 75 站、臺東縣共 22 站、花蓮縣共 31 站、

宜蘭縣共 23 站、澎湖縣共 8 站、金門縣共 1 站。另 13 家集團加油站業者

皆未在連江縣設置加油站。 

台灣中油公司直營之加油站站數占國內 13 家集團各縣市加油站總站

數之比率為最高，其中超過 50%以上之縣市包括：臺北市(64.91%)、基隆市

(50%)、宜蘭縣(78.26%)、新竹市(55%)、新竹縣(60%)、南投縣(53.49%)、澎

湖縣(87.50%)及臺東縣(81.82%)等 8 個縣市。 

按表 3-3 顯示，13 家集團加油站業者於國內各縣市加油站站數前 3 名

之縣市依序如下： 

（1）台灣中油公司直營站(共 598 站)：臺南市(76 站)、高雄市(67 站)、

臺中市(52 站)，顯示該事業加油站之設置集中於直轄市。  

（2）台亞公司(共 116 站)：新北市(28 站)、臺南市(14 站)、臺中市(14

站)，顯示該事業加油站之設置集中於直轄市。 

（3）全國公司(共 109 站)：臺中市(23 站)、桃園市(17 站)、新北市(16

站)，顯示該事業加油站之設置集中於直轄市。 

（4）統一精工(共 87 站)：臺南市(20 站)、桃園市(18 站)、臺中市(13 站)，

顯示該事業加油站之設置集中於直轄市。 

（5）福懋公司(共 106 站)：雲林縣(20 站)、彰化縣(18 站)、嘉義縣(16

站)，顯示該事業加油站設置集中於彰化縣以南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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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台糖公司(共 73 站)：高雄市(18 站)、臺南市(15 站)、嘉義縣(9 站)，

顯示該事業加油站設置集中於嘉義縣以南區域。  

（7）山隆公司(共 71 站)：臺中市(13 站)、桃園市(11 站)、高雄市(10 站)，

顯示該事業加油站之設置集中於直轄市。  

（8）北基公司(共 46 站)：新北市(10 站)、桃園市(8 站)、臺中市(5 站)，

顯示該事業加油站之設置集中於直轄市。  

（9）千越公司(共 23 站)：屏東縣(9 站)、高雄市(9 站)、臺南市(5 站)，

顯示該事業加油站設置集中於臺南市以南區域。  

（10）久井公司(共 35 站)：臺南市(16 站)、高雄市(8 站)、嘉義縣(3 站)，

顯示該事業加油站之設置集中於嘉義縣以南區域。  

（11）車容坊公司(共 22 站)：新北市(15 站)、桃園市(4 站)、臺北市(2

站)，顯示該事業加油站之設置集中於桃園市以北區域。  

（12）西歐公司(共 13 站)：臺北市、臺中市(以上皆 4 站)、桃園市(2 站)，

顯示該事業加油站設置集中於臺中市以北區域。  

（13）松詠公司(共 11 站)：均位於高雄市(11 站)。 

3. 若以市場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 nCR ）和赫芬道爾－赫胥曼

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衡量競爭程度，依表 3-3

顯示，國內加油站市場前 4 大經營實體集中度為 37%，以 HHI 衡量

時則約為 679，屬低度集中市場，表示國內加油站市場相當競爭。

另國內各縣市之市場集中度如次： 

（1）低度集中市場(共 18 縣市)：即 HHI<1500，如新北市(637)、宜蘭縣

(1,060)、新竹市(1,247)、新竹縣(693)、桃園市(406)、苗栗縣(709)、

臺中市(427)、彰化縣(563)、南投縣(745)、嘉義市(1,343)、嘉義縣

(1,430)、雲林縣(1,253)、臺南市(972)、高雄市(804)、屏東縣(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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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1,440)、花蓮縣(861)、金門縣(1,111)；前揭縣市加油站市場

前 4 大經營實體集中度為 33%至 61%。  

（2）中度集中市場(共 2 縣市)：即 1500<HHI<2500，如基隆市(2,066)、

連江縣(1,667)；前揭縣市加油站市場前 4大經營實體集中度為 67%

至 75%。 

（3）高度集中市場(共 2 縣市)：即 HHI>2500，如臺北市(2,783)、澎湖

縣(2,857)；前揭縣市加油站市場前 4 大經營實體集中度均為 71%。 

 

 

 

 

 

 

 

 

 

 

 

 

 

 

 

 

 

 



 

26 

 

表 3-3  全國各縣市加油站業者經營站數統計與市場集中度 

單位：站數(HHI 值為無單位；CR4 之單位為%)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資料更新日為 2019

年 10 月 30 日，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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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  598 116 87 109 106 73 71 46 23 35 22 13 11 1,171 1,310 2,481 679 37 

臺北市  37 3 1 8 - - 2 - - - 2 4 - 16 57 73 2,783 71 

基隆市  11 4 1 3 - - - 3 - - - - - 6 22 28 2,066 75 

新北市  43 28 3 16 1 - 3 10 - - 15 1 - 109 120 229 637 45 

宜蘭縣  18 2 - 1 - - 2 - - - - - - 36 23 59 1,060 39 

新竹市  11 2 - 6 - - - - - - - 1 - 18 20 38 1,247 53 

新竹縣  18 4 1 3 1 - - 1 - 1 1 - - 46 30 76 693 34 

桃園市  39 12 18 17 4 - 11 8 - - 4 2 - 140 115 255 406 34 

苗栗縣  25 3 2 1 2 - 4 1 - - - - - 63 38 101 709 34 

臺中市  52 14 13 23 10 7 13 5 - 2 - 4 - 168 143 311 427 33 

彰化縣  31 5 4 4 18 4 3 - - 1 - - - 91 70 161 563 36 

南投縣  23 4 2 2 6 1 4 - - 1 - - - 51 43 94 745 39 

嘉義市  11 3 - - 5 1 1 - - 2 - - - 13 23 36 1,343 58 

嘉義縣  30 3 1 1 16 9 2 - - 3 - - - 30 65 95 1,430 61 

雲林縣  31 5 2 1 20 5 2 1 - 1 - - - 40 68 108 1,253 56 

臺南市  76 14 20 9 12 15 6 2 5 16 - - - 98 175 273 972 47 

高雄市  67 6 12 10 5 18 10 4 9 8 - 1 11 103 161 264 804 41 

澎湖縣  7 - 1 - - - - - - - - - - 6 8 14 2,857 71 

屏東縣  32 3 4 1 6 8 7 5 9 - - - - 58 75 133 771 42 

臺東縣  18 - - - - 2 - 2 - - - - - 28 22 50 1,440 46 

花蓮縣  18 1 1 3 - 3 1 4 - - - - - 37 31 68 861 41 

金門縣  - - 1 - - - - - - - - - - 8 1 9 1,111 44 

連江縣  - - - - - - - - - - - - - 6 0 6 1,66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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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加油站業者競爭情形 

自 1987 年開放加油站市場後，國內加油站數量逐年遞增，於 1988 年

至 2005 年間，每年平均以新增 100 座加油站的速度開展，屬於快速成長及

發展階段，而自 2006 年後逐步趨緩，並無顯著增加及變化，2006 年至 2011

年可稱為發展成熟期間，惟自 2012 年之後則呈遞減趨勢（如圖 3-1），原

因可能來自於人事成本、土地成本及交通運輸網路模式的變化（例如高鐵、

捷運興建後改變了民眾用油習慣），又或如環保法規越來越嚴格等種種原

因影響國內加油站數量，故現階段零售油品市場已屬相當競爭，且在現有

營運條件下未能吸引新進業者加入。 

圖 3-1  國內加油站數量增長趨勢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本文繪製。 

 

據工商時報記載，國內加油站飽和競爭激烈，統計顯示全臺有近 30

座加油站不動產想出脫轉手，這些加油站多位在都會區外圍或偏遠的農業

座 

年 



 

28 

 

縣市主幹道上，不少地主面對加油站本身經營低利或租客流動率高，有意

趁這一波房地產回溫尋求換手。據經濟部能源局資料顯示，全臺有近 2,500

家加油站，近年成長飽和，各縣市平均每站汽、柴油銷量差異不小，臺北

市每日每站可達 35 公秉、新北市約 23 公秉，如苗栗、南投、嘉南、屏東

都不到 15 公秉，花東更僅約 10 公秉。油品消費的城鄉差距大，不少偏遠

地區加油站經營不易、地主的資產求售7。 

台灣油品市場自由化之後，加油站競爭日益激烈，如何維持競爭優

勢、增加利益，成為加油站業者的重要依據。有鑑於此，本文整理國內加

油站業者經營方式，進而瞭解加油站市場之競爭行為。 

一、我國油品市場通路端銷售之競爭行為 

國內加油站飽和、競爭激烈，根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已更名為公

平交易委員會)九十一年度合作研究報告六「公平交易法對油品市場全面自

由化後事業競爭行為規範之研究」資料顯示，我國油品市場之競爭行為分

為以下幾種： 

（一）供油商對通路商 

在此一形態之競爭行為上，主要是雙方之間的折讓戰。折讓戰主要是

在台塑石化公司加入油品市場競爭之後，雙方為鞏固通路端而點燃折讓價

之手段，而折讓價的高低則是取決於加油站的發油量，因此民營加油站業

者競相結盟，企圖提升總發油量來爭取較好的優惠折讓。 

（二）通路端之間的競爭 

通路端即為加油站業者，在此一價值活動上，促銷戰和價格戰是加油

站業者最常使用的競爭手段，茲分述如下： 

 

                                                

7
 工商時報，加油站競爭激烈  近 30 座求售，2019/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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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價格戰 

「價格永遠是一項競爭優勢」這個商場鐵律，當然也適用於油品市場

上，在此則牽涉到加油站業者取得的進貨價格為何，一但下游通路業者取

得的進貨價格低於其他業者，則價格可以調整的彈性幅度則增大，因此價

格戰的能否施行就與供油端業者緊密相關。此外，在油價的定價機制上，

一般而言，成本仍是一項重要的考量，油品的價格會依據供應商訂定的價

格而調整，但是，油品市場在加油站如雨後春筍的設立下，業者的競爭激

烈，獲利能力也大幅的下降，若不考慮到成本結構，通常業者會採取一種

「跟跌不跟漲」的策略，倘若有一間廠商採取降價策略，一旦效果顯著，

相同營業區域的其他加油站業者勢必會因為獲利空間受到打壓而不得不跟

進，因此造成價格的連鎖反應。 

2. 促銷戰 

回顧油品市場加油站激烈的促銷戰，最早是始於 2001 年 5 月，全國加

油站加盟台塑石化公司後，從原本加油滿新臺幣 500 元送面紙 1 盒或是礦

泉水 1 瓶，改為只要加油滿 100 元即可，因而點燃油品市場通路端的促銷

戰火。由於全國加油站該項做法讓其業績大增，使得其他民營業者不得不

跟進，目前促銷戰已成為最被加油站業者廣泛使用的方法，而贈品也走向

「低價化、多樣化」的趨勢，例如送米酒、送轎車、送金飾、免費洗車、

面紙、礦泉水、牙膏、食用油、健康食品、折價券等等，而除了前述油價

競爭與各式贈品外，舉凡加油刷卡、積點折扣、加油站整體企業識別標示、

附設便利商店、清洗車窗等附帶便利服務、集點兌換券、拼圖券，每月更

換兌換獎品內容等琳瑯滿目，而加油站對於消費者的服務品質，也將顯著

提升。 

二、國內加油站業者之價格及促銷競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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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各集團加油站業者之價格及促銷方案包括現金付款折讓、會員信

用卡付款折讓、集點活動、聯名卡與信用卡優惠、自助加油優惠及贈品活

動(如超商現金抵用券)等。該等業者有自行發行會員卡，亦有與銀行合作

發行聯名卡，持卡人可依該等業者之價格及促銷方案獲有汽油、柴油等油

品購買之現金折讓或集點，其方案內容及實施時間均不相同。有業者(如西

歐公司等)依其地區競爭情況針對客群或日期等條件實施各自不同之促銷

方案，亦有業者(如台糖公司、山隆公司)針對特定加油站地點實施促銷方

案。茲摘述 2017 年第 4 季 13 家集團加油站業者之價格及促銷方案實施概

況如表 3-4： 

表 3-4  各集團加油站業者之價格及促銷方案 

2017 年第 4 季 

       優惠 

業者 
價格、促銷折扣及活動 

台灣中油 

公司直營站 

1.  天天持「台灣中油 VIP 會員卡」加油，單次加油滿 50 元，汽油 1 元送 1 點，柴油 2 

元送 1 點(每 5,000 點可折抵 25 元加油金，或每 100 點折抵 1 元複合商店消費金額)。 

2. 天天自助加油優惠：汽油每公升降 0.8 元、柴油每公升降 0.3 元。 

台亞 

公司 

1. 天天會員持「帝雉卡」付款，汽油降 0.8 元或送 0.8 點、柴油降 0.5 元或送 0.5 點。 

2. 天天刷聯名卡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1 元或送 1 點、柴油每公升降 0.5 元或送 0.5 點。 

3. 天天刷聯名卡自助加油，汽油每公升降 1.2 元+折抵 1 元加油金、柴油每公升降 0.5

元或送 0.5 點+折抵 1 元加油金。 

4. 天天刷信用卡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0.7 元～0.8 元。 

5. 天天刷信用卡自助加油，汽油每公升降 0.8 元、1 元、1.1 元。 

全國 

公司 

1. 全國聯邦銀行聯名卡首刷禮，可換自助加油降 3 元卡(登錄 6 個月內)。 

2. 週四(平日)持大利卡(會員卡)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1.8 元(1 元)、柴油每公升降 0.8 元

(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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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 

業者 
價格、促銷折扣及活動 

3. 週二(平日)刷聯名卡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1.2 元(1 元)、柴油每公升降 0.8 元(0.8 元)。 

4. 週二(平日)刷聯名卡自助加油，汽油每公升降 1.8 元(1.5 元)。 

5. 天天刷信用卡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0.9 元～1.1 元。 

6. 天天刷信用卡自助加油，汽油每公升降 0.9 元～1.5 元。 

7. 天天計程車現金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2 元。 

8. 天天刷電子票證一卡通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0.5 元。 

統一 

精工 

1. 天天會員現金付款，最高每公升集點 400 點；第一銀行聯名卡付款，最高每公升集

點 500 點。(每 600 點折抵每公升 1.5 元加油金) 

2. 天天自助加油優惠：折扣最高每公升 1 元。 

福懋 

公司 

1. 天天加滿 10 公升以上，會員現金付款每公升最高可降 1.8 元(各站視地區競爭機動設

定，不選降價時，可選贈品)。 

2. 天天持信用卡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0.7 元及 0.8 元、自助加油汽油每公升降 1 元。 

3. 天天持聯名卡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1 元、自助加油汽油每公升降 1.2 元。 

4.  天天會員可享汽油每公升送 1 點、柴油每 2 公升送 1 點(下次加油可換贈品)。 

台糖 

公司 

1. 天天南新站現金付款，汽油加滿 10 公升以上，每公升降 1.2 元；刷卡付款，每公升

降 0.7 元。 

2. 天天大營站現金付款，汽油加滿 20 公升以上，每公升降 2 元；10 公升至 19.9 公升，

每公升降 1 元；不足 10 公升，每公升降 0.5 元。 

3. 週五會員集點活動：汽油 30 公升(含)以上，現金付款每公升送 120 點，刷卡付款每

公升送 60 點；汽油 10 公升(含)以上，現金付款每公升送 90 點，刷卡付款每公升送

60 點；汽油未達 10 公升，不分現金刷卡付款，每公升送 30 點。 

4. 平日會員集點活動：汽油 10 公升(含)以上，現金付款每公升送 60 點，刷卡付款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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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 

業者 
價格、促銷折扣及活動 

升送 30 點；汽油未達 10 公升，不分現金刷卡付款，每公升送 30 點。 

5. 天天自助加油：汽油每公升降 0.8 元～1.2 元。 

6. 天天會員積點：1,000 點抵加油金 10 元。 

山隆 

公司 

1. 天天會員現金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1.5 元；刷卡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1 元。 

2. 天天臺北萬大站：汽油加滿 30 公升以上，計程車現金付款，每公升降 2.4 元；25 公

升以上，30 公升以下，降 2.2 元。 

3. 天天臺中北屯站：汽油加滿 10 公升以上，計程車現金付款，每公升降 2 元。 

4. 加滿 201 元以上，天天會員現金付款，汽油每公升送 1.5 點(折抵 1.5 元)，刷卡付款，

每公升送 1 點(折抵 1 元)；現金付款，柴油每公升送 0.5 點(折抵 0.5 元)。 

5. 週二(平日)刷聯名卡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1.8 元(1.6 元)。 

6. 週一、週三(平日)刷信用卡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1.5 元(1 元及 1.1 元)。 

北基 

公司 

1. 週二會員現金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1.2 元或送 1.6 點；刷卡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0.5

元或送 1 點。 

2. 平日會員現金付款，柴油每公升降 0.5 元；刷卡付款，柴油每公升降 0.3 元。 

3. 天天計程車 TCC 卡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2 元。 

4. 天天北基會員卡點數可於各站兌換贈品或至統一、ok 超商兌換現金抵用券；會員點

數 40 點換 50 元加油抵用券。 

千越 

公司 

1. 天天梓官站現金付款，加滿 25 公升以上，汽油每公升降 1.8 元，柴油降 1 元。 

2. 配合中油會員卡點數政策，各站點數 1 倍送。汽油 1 元給 1 點，柴油 2 元給 1 點。 

3. 加滿 25 公升以上，送 50 元洗車折價券。 

久井 

公司 

天天加滿 10 公升以上，現金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1 元～1.2 元，柴油每公升降 0.8

元～1 元。未加滿 10 公升，現金付款，汽、柴油每公升降 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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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 

業者 
價格、促銷折扣及活動 

車容坊 

公司 

1. 中油 VIP 集點或車容坊點數二選一。 

2. 加滿指定油品公升數贈送洗車券。 

西歐 

公司 

1. 週一、週四(平日)會員現金付款，汽油 10 公升以上，降 1.4 元+1 點(1.1 元+1 點)。 

2. 天天非會員現金付款，汽油 10 公升以上，降 0.5 元。 

3. 天天會員現金付款：柴油 20 公升以上，降 0.5 元。 

4. 天天計程車會員現金付款：10 公升以上，降 1.6 元。 

5. 天天計程車刷台塑 TAXI 卡付款：25 公升以下，降 1.8 元；25 公升以上，降 2 元。 

6. 週三刷聯名卡付款，汽油降 1 元或送 1 點；平日刷聯名卡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0.9

元或送 0.9 點、柴油每公升降 0.5 元或送 0.5 點；平日刷聯名卡自助加油，每公升降

1.2 元。 

7. 天天刷信用卡付款，汽油每公升降 0.7 元及 0.9 元；天天刷信用卡自助加油，每公升

降 0.8 元、1 元、1.1 元。 

松詠 

公司 

1. 天天持中油 VIP 會員卡可享積點 1 倍送(1 元送 1 點，5,000 點可抵 25 元)。 

2. 天天十全站、自由站自助加油，現金付款每公升降 1 元、刷卡付款每公升降 0.8 元。 

資料來源：公平交易委員會全文檢索系統，106 年第 4 季各集團加油站業

者網站資料彙整，本文繪製。 

三、國內加油站業者經營方式變化 

國內各集團加油站業者除了進行價格及促銷競爭外，亦有從事多元商

品銷售，拉高加油站績效。據工商時報記載
8
，國內加油站先前經歷油價劇

烈波動及降價競爭、據點淘汰潮衝擊，2016 年因油價公式中的加油站費用

占比調高，加上油價波動趨緩下，加油站財務壓力才告抒解。不過，受制

                                                

8
 工商時報，加油站競爭激烈  近 30 座求售，2019/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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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成長趨緩、電動車趨勢等影響，油品(汽、柴油)需求成長不易，加上

人力成本提高，經營壓力日增下，加油站據點條件對營運績效愈顯重要。

因應整體市場成長動能趨緩，加油站業者以往大型化的思維順勢調整為最

適規模，包括啟動體檢、執行汰弱補強策略、強化服務升級能量。有廠商

表示，目前加油站業者毛利大約每公升新臺幣 2.5 元，不過，國內油品總

需求成長愈顯艱難，加油站個別區城據點效益好壞差很大，部分偏僻、車

潮稀少的據點一天發油量僅 3、4 公秉，而都會車潮活絡的加油站一天發油

量可達 100 公秉。又當前國內油品市場除台灣中油公司、台塑石化公司兩

大體系的直營、加盟外，多朝集團化發展，亦即如全國公司、統一精工或

福懋公司等，將據點規模聚集，藉此向油商統一採購，提高經營競爭力。

依 2019 年 6 月市場加油站統計，全臺加油站共 2,500 站，其中，台灣中油

公司直營站 612 站、加盟站 1,374 站、合作站 1 站，合計台灣中油陣營加油

站規模達 1,987 站，占比接近 8 成。另台塑石化公司旗下直營、加盟合計

加油站共 540 家，其中台塑石化公司 100%持股的台亞公司有 115 家，另關

係企業福懋公司也有 106 家。至於全國公司、統一精工加油站據點各 109

家、87 家；台糖公司、山隆公司也各有 73 家、70 家。台灣中油公司、全

國公司等業者近年積極透過多元策略結盟，善用加油站連鎖體系，提供類

似商店之多元商品銷售、汽車維修服務，或提供社區金融、代收、餐飲、

保全等全方位服務，充分發揮土地坪效，增加站區收益。 

四、實地約訪國內加油站業者經營情形 

國內各集團加油站業者除了進行價格及促銷競爭外，亦有從事多元商

品銷售及多角化業務，為瞭解國內加油站業者競爭方式，本研究隨機訪查

北部(臺北市、新北市)、中部(臺中市)及南部(高雄市)等地之加油站業者，

並與當地台灣中油公司直營站之人員訪談關於其發展多角化業務經營情

形。 



 

35 

 

（一）加油站之價格及促銷競爭、多角化業務 

實地訪查北部、中部及南部加油站業者，得知台灣中油公司加盟站、

台亞公司、全國公司、西歐公司等加油站業者有不同現金及刷卡付款折讓，

且前揭業者競爭情形多元激烈，圖示加油站之價格及促銷競爭、多角化業

務現況如下表 3-5。 

表 3-5  加油站業者之價格及促銷競爭、多角化業務 

現金及刷卡付款折讓 促銷 

 

 

 

 

 

 

 

 

洗車服務 腳踏車、機車自助洗車 

 

 

 

 

 

 

 

 

附設出租停車格 車輛充氣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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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換)電站 附設汽車檢驗場 

 

 

 

 

 

CupGo(來速咖啡店) 

 

 

CPC Life(複合商店)、輪胎服務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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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中油公司直營站多角化業務 

與北部、中部及南部台灣中油公司直營站之人員訪談關於其發展多角

化業務經營情形，茲將約訪之時間、地點及內容整理如下表 3-6。 

表 3-6  台灣中油公司直營站人員約訪紀錄表 

時間 地點 訪談內容摘要 

2019/04/02 台灣中油公司 

福林站 

1.台灣中油公司為國營事業，配合國家政策，依據經濟部

等政府機關指示，發展綠能事業，擇定台灣中油公司所

屬加油站點設置 Gogoro 充(換)電站，未來更不排除與光

陽、三陽等其他電動車業者合作，設置該等業者充(換)

電站。 

2.依據台灣中油公司政策，持續提升服務與品質，給予消

費者更好之加油站環境，擇定福林站為示範站，除洗

車、快保中心等服務外，設置 CPC Life(複合商店)，銷售

生活用品、中油生技產品，另設置第 1 家 CupGo「來速

咖啡」店(台灣中油公司已註冊 CupGo 商標)，希望可以

增加顧客回頭率。雖然目前多角化經營收入粗估僅占台

灣中油公司營業總收入約 3%，惟台灣中油公司致力於

多角化經營發展，希望能持續增加公司營收。 

2019/02/13 台灣中油公司 

振興路站 

該站設置 Gogoro 充(換)電站、投幣式洗車機(10 元洗車)、

銷售各式洗車用品、自有品牌洗衣精、衛生紙等商品(可

用 VIP 會員卡點數兌換)等多角化業務。該站設置 Gogoro

充(換)電站及投幣式洗車機，向廠商收取租金為該站多角

化業務收入。該站主要營業收入為銷售汽、柴油收入，達

9 成以上，多角化收入不到 1 成，惟台灣中油公司仍積極

經營多角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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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18 台灣中油公司 

高鳳站 

該站設置 Gogoro 充(換)電站、自助腳踏車清洗、複合商店

銷售研磨咖啡、冰棒等商品、洗車、銷售車用尿素溶液等

多角化業務。該站主要收入來源為銷售汽、柴油收入，惟

台灣中油公司仍積極經營多角化業務，如設置複合商店銷

售日用品、咖啡、冰棒等商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據中國時報記載，加油站具有位置與腹地優勢，台灣中油公司 2018

年 7 月在臺北士林福林站附設第一家「CUP&GO 來速咖啡」據點，2019 年

1 月取得咖啡品牌商標權，目前該站每月賣出千杯咖啡。在取得經驗後，

台灣中油公司決定擴大版圖，2020 年元月起在新北林口、彰化、雲林、臺

南與高雄等 5 縣市同步開出 6 個咖啡站點。另為了擺脫公營事業思維，台

灣中油公司首度規畫與大專院校「產學合作」，與觀光、餐飲、育成中心，

乃至與學校社團攜手，台灣中油公司多角化發展經營室主任表示，加油站

消費者可能加完油就走，所以希望借重學生創意賣咖啡，擴大市場效益9。 

 

 

 

 

 

 

 

 

                                                

9
 中國時報，台電明潭底泥製家具  中油咖啡擴點，2019/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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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內加油站業者面臨趨勢與因應 

第一節 全球能源需求變化及我國能源轉型政策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下稱 IEA）的 2018 年

全球能源展望報告(World Energy Outlook 2018)，石油在 2025 年之前仍將維

持高成長，但過了 2025 年之後，成長力量將趨緩，到了 2040 年，全世界

對石油的需求將達到頂峰，接著由盛而衰，開始逐年往下降(如圖 4-1)。 

圖 4-1  2017 年-2040 年全球石油需求/供給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第 662 期(2018)。 

 

    工業技術研究院就前揭能源展望報告提出以下重點說明，分述如次：

一、能源世界的變革 

（一）以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經濟體，將帶動全球能源需求至 2040 年增 

長超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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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消費向亞洲遷移的深刻變革在各類燃料、技術及能源投資方面

都有所展現。 

（三）頁岩革命給嚴重依賴出口收入以支持國家發展的傳統油氣出口國帶

來了更大的壓力，2025 年全球近 1/5 石油和 1/4 天然氣產自美國。 

（四）因能源供應、需求及技術趨勢不斷變化，將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形成

關聯。 

（五）成本漸低的再生能源技術、數位化應用及日益重要的電力為關鍵所

在。 

二、電力日趨重要 

（一）政策支持和技術成本降低使再生能源發電迅速增長，推動電力業成

為溫室氣體減量先鋒。 

（二）現況電力市場設計無法滿足開發中國家高漲需求，電力供應的可靠

性將打折；全球電力需求增長的五分之一來自於中國大陸的電動機

需求。 

（三）更清潔、人人可用、可負擔的電力成為經濟發展和溫室氣體減量戰

略的核心。 

三、靈活性為未來電力系統發展考量 

（一）太陽能發電競爭力日益增強，其裝機容量在 2025 年前會超過風力 

發電，2030 年左右超過水力發電，2040 年前超過燃煤發電。 

（二）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的崛起，使電力系統的靈活性變得空前重要，以

保證系統的穩定運轉。 

（三）已開發經濟體約 2/3 的核電廠已運轉 30 年以上。對於這些核電裝 

機、延役或者關閉的決定將對能源安全、投資和排放產生重大影響。 



 

41 

 

四、電力需求因電氣化而增加：至 2040 年近半數小客車都是電動車，同時

電力迅速滲透到居民住宅和工業領域，其在最終能源消費中的占比將

增至近 1/3。 

五、電力、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的崛起將改變化石燃料使用 

（一）至 2040 年，工業煤炭消費略有增加，全球煤炭總消費保持不變，中

國大陸、歐洲及北美減少的煤炭消費與印度和東南亞增長的消費相

抵。 

（二）2040 年全球汽車數量將達 20 億輛，其中電動車數量將增加到 3 億

輛，將減少全球每天 330 萬桶的石油消費。另傳統燃油車效率提高，

也會減少石油消費量，減少每天 900 萬桶的消費。天然氣崛起亦逐

步取代石油與煤炭。短期內燃油車輛仍主流交通運具，長期在世界

環保減碳潮流下，電動車預期將取代燃油車，致影響整體車輛組件、

製造、能源及其零售產業。 

（三）隨著通往亞洲市場新路線的開啟，俄羅斯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

出口國，但日益一體化的歐洲能源市場為買家提供了更多的天然氣

供應方案。 

六、能源可及性的現狀與目標：即便全球無法使用電力人數於 2017 年首次

降 10 億以下，但能源可及性的趨勢同樣未能達成全球目標。 

七、 化石燃料供應投資與消費發展趨勢步調 

（一）石油供應出現危機的風險最大。 

（二）與石油相反，已公布的一些大型新建天然氣專案，特別是卡達和加

拿大的專案，已經解除了 2020 年代中期液化天然氣市場出現供應吃

緊的風險。 

八、政府政策將塑造能源產業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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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技術研究院分析上述報告指出，政府於能源投資上扮演主導地

位，超過 70％的全球能源投資將由政府驅動。制定正確的政策和適當的激

勵措施對於實現與確保能源供應、減少碳排放、改善都市空氣品質等目標

重要。 

    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發布「2019 年年度能源展望報告」

(Global Energy Perspective 2019：Reference Case)，亦闡述全球能源系統正處

在一個快速轉變的階段，不僅會改變私人運具動力來源，亦將改寫工業能

源供給方式。可再生能源於電力供給領域，預期將於 2030 年前後大規模

替代傳統石化能源。近幾年石油消耗量年均增長在 1%左右，惟未來 10 年

-20 年中將會進入負成長階段，全球年度石油消耗總量可能提前到 2025 年

就達到高峰，之後到 2050 年年消耗費僅為尖峰值的一半左右(如圖 4-2)。 

圖 4-2  各行業石油需求趨勢圖 

 

資料來源：Mckinsey & Company, Global Energy Perspective 2019：Referenc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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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目前能源發展主要依循 2017 年核定修訂「能源發展綱領」與 2018

年能源轉型白皮書(初稿)，目標為確保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 及

社會公平之均衡發展，期達成 2025 年非核家園目標，實現能源永續發展。

我國能源轉型的四大核心面向： 

一、能源安全，全面推動節能、創能、儲能及智慧系統整合等，確保供電

穩定。 

二、綠色經濟，以綠能發展帶動科技創新研發與在地就業機會，創造綠色

成長動能。 

三、環境永續，推動非核過程兼顧減少排放及降低空污，盡力降低電力排

放係數並加強電廠空污防制工作。 

四、社會公平，穩定電價並強化能源轉型的社會監督與參與。 

    其中就能源供給方面，以多元化發展為目標，例如確保能源進口管道

的穩定性，分散能源採購來源與方式，以降低進口能源供應風險；擴大再

生能源設置，強化綠能發展誘因，鼓勵有助區域供需均衡之分散式電源設

置，以促進再生能源加速發展；推動替代化石能源之技術發展與應用，以

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擴大天然氣使用，並布建天然氣接收站與輸儲設

備及建立安全存量機制 ，以提高低碳能源供給與安全；視技術進展評估導

入淨煤及減碳相關技術提高燃煤發電效率，減少煤炭利用之碳排放等方

針。2018 年能源轉型白皮書(初稿)能源安全-供給面多元自主低碳方針之相

關計畫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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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能源安全-供給面多元自主低碳方針 

方針 內容 工作項目、計畫或方案名稱 

1 建構效率化、自主化、

多元化的能源組合，善

用各類能源特性配置

能源轉型各階段合理

結構；強化能源安全預

警及緊急應變機制，以

確保能源供給穩定安

全。 

 我國能源供需展望規劃 

 強化我國能源安全風險預警指標系

統 

 確保電源供應充裕 

 因應中長期再生能源高滲透性之穩

定電力策略 

 經濟調度與環保調度有效配合 

 氣源及電源多元化 

 擴大天然氣供應與穩定計畫 

 煤炭安全存量預警燈號機制 

 因應燃料供應之中斷風險，訂定各類

燃料煤安全庫存天數 

 油品安全存量管理及申報 

 

2 掌握自產能源潛能，推

動國際能源開發與技

術合作，獎勵業者積極

參與海內外能源開

發，拓展各類能源供給 

管道，以增加自主能源

比重。 

 石油基金獎勵石油開發技術研究發

展 

 石油基金獎勵探勘開發石油及天然

氣 

 提高國內陸上油氣田採收率 

 國內陸上尋求新探勘標的及應用新

觀念於老油氣田探採工作 

 持續推動海域合作探勘 

 穩定國外生產礦區油氣產量 

 

擴大天然氣

與穩定供應

方案 

穩定電力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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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 內容 工作項目、計畫或方案名稱 

 落實國外新油氣田開發生產計畫 

 擴大國外探勘投資增加油氣資源量 

3 確保能源進口管道的

穩定性，分散能源採購

來源與方式，以降低進

口能源供應風險。 

 致力「分散氣源、多元佈局」的策略

目標 

 強化區域能源合作 

 分散原油採購來源 

 推動確保燃煤供應穩定及分散採購

來源 

 

4 擴大再生能源設置，強

化綠能發展誘因，建構

再生能源 友善發展環

境，兼顧環境生態保

護，鼓勵有助區域供需 

均衡之分散式電源設

置，以促進再生能源加

速發展。 

 太陽光電推動計畫 

 風力發電推動計畫 

 檢討躉購費率 

 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直供與轉供 

 輔導農田水利會設置農業水域型太

陽光電設施 

 持續推動木竹材作為生質燃料能源

之技術研究 

 推動養豬場沼氣發電 

 地熱及其他再生能源推動方案 

 新及再生能源推動配套方案 

 

5 推動替代化石能源之

技術發展與應用，以降

低對化石 

能源的依賴。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太陽光電推

動計畫 

風力發電推

動計畫 

地熱及其他

再生能源推

動方案 

新及再生能

源推動配套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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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 內容 工作項目、計畫或方案名稱 

6 擴大天然氣使用，並布

建天然氣接收站與輸

儲設備及建立安全存

量機制，以提高低碳能

源供給與安全。 

 中油公司天然氣事業部台中廠二期

投資計畫 

 中油公司天然氣事業部台中廠至通

霄站 36 吋陸管投資計畫 

 中油公司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

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畫 

 推動液化天然氣接收站計畫 

 

7 視技術進展評估導入

淨煤及減碳相關技

術，提高燃煤發電效

率，減少煤炭利用之碳

排放。 

 持續關注淨煤及減碳相關技術 

 燃煤機組進行更新改善，提高效率減

少燃料用量 

 固態吸附劑用於電廠碳捕集技術研

發 

 IGCC 電廠熱功性能模擬分析 

 二氧化碳捕獲及封存技術研發與示

範計畫 

 

8 提高發電廠效率，規範

新電廠採用商業化最

佳可行技術，並善用汽

電共生系統配合調度

供電之潛力，以穩定電

力供應及確保供電品

質 

 確保電源供應充裕 

 經濟調度與環保調度有效配合 

 緊急增購汽電共生辦法 

 採購高效率發電機組 

 落實執行「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

則」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8 年能源轉型白皮書(初稿)。 

 

擴大天然氣

與穩定供應

方案 

穩定電力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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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動車興起及其充電設施建置 

    IEA 自 2013 年開始，藉由 2010 年簽署「電動車倡議（Electric Vehicles 

Initiative）」的會員國資料，推出第一份全球電動車展望報告（Global EV 

Outlook），並於 2016 年開始，每年 5 到 6 月間發布全球電動車展望報告。

此份報告隨著電動車議題持續發燒，亦成為各界翹首盼望之權威報告之

一。台灣經濟研究院針對「2018 年全球電動車展望報告及我國策略解析」，

重點摘要說明及研析如次： 

一、 現況電動車主要仍各國提供政策誘因，驅使民眾購買，即便是中國大

陸或挪威，仍仰賴政策扶持。而產業界是否願意投入電動車領域，端

看政府是否給予足夠強烈的政策訊號，讓產業界相信投資會產生適當

的報酬。 

二、 對電池產業鏈有清楚及可受遵循的規範，以及生產歷程精準回查

（traceability）是整個電池產業界的共同需求。規範可協助產業界設定

勞工聘僱及環境標準，並且採用更有效益的生產設備。 

三、 觀察 IEA 自 2013 年開始出版之全球電動車展望報告，亦可發現電動

車進入主流市場之態勢逐漸明朗。 

（一）2013 年報告主題為「了解 2020 年電動車發展態勢（Understanding the 

EV Landscape to 2020）」，內容著重於簽署 2010 年「電動車倡議」

的 14 個會員國，資料蒐集亦來自於會員國政府於 2011 年及 2012 年

的資料，大部份為銷售量、市占率、庫存量等概況統整。 

（二）2014 年 IEA 並無出版相關報告，直至 2015 年發布一頁版簡單概況

介紹，研究對象依然為電動車倡議會員國（由於芬蘭退出，加拿大

及挪威加入，數量增為 15 個），內容主要為銷售量、市占率、庫存

量之數據整理。由此可見，2014 年及 2015 年此份報告並未被視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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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發行之重要報告，直至 2015 年電動車庫存量正式突破 1 百萬輛，

成為電動車發展重要里程碑後，2016 年開始 IEA 正式每年對電動車

議題發布展望報告。 

（三）2016 年報告主題為「超過一百萬輛車（Beyond One Million Car）」，

並且首次採用情境設定以預測未來走向，但當時所採取的「2 度 C」、

「4 度 C」及「巴黎協議」三種情境仍圍繞著氣候議題的設定，在

這三種情境下展現為了達成不同目標，電動車市場將會如何演變。

電動車的車型也在此次報告中開始分為電動車及兩輪車兩種。 

（四）2017 年，隨著電動車大量進入市場，該年度的報告主題亦反映出此

一情況—「兩百萬輛車且不斷增加中（Two Million and Counting）」，

該次除 2016 年的三種情境外，另加入「參考科技情境（Reference 

Technology Scenario）」，電動車車型也更細化為電動車、兩輪車/

三輪車及電動巴士三種。報告亦顯示美國直至 2015 年前全球電動車

庫存量最大占比國的地位轉移至中國大陸。 

（五）2018 年，可看出中國大陸持續電動車全球銷售量及庫存量中占重要

地位，且預測情境亦改為電動車議題所量身設計的「新政策情境」

及「EV30@30 情境」，車型方面亦按照承重量及車速等重新規劃成

五種。 

（六）綜上所述，可看出電動車議題從一開始依附於能源議題下的子議 

題，漸漸的占有一席之地，未來隨著電動車基礎設施、電池技術以

及各種政策的推廣，電動車的成長速度相當值得期待。 

四、 我國電動車關鍵技術能量充足，已有多家廠商供應電能控制模組與動

力（鋰）電池等設備給國際車廠之實績。由於目前電動車造價高昂之

主因在於電池成本，電池在不同種類之電動車中約占總成本 20%至

50%不等。根據 2017年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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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指出，電動車電池價格仍需降低一半以上，售價才足以與傳統內

燃引擎汽車競爭。 

    另依據 IEA 2019 年 5 月出版 2019 年全球電動車展望報告(Global EV 

Outlook 2019)，2018 年全球電動車銷售量已達 197 萬 5,180 輛，相較 2017

年增長 68%，如圖 4-3。其中挪威(46.42%)是目前全球發展最成熟之電動車

市場，瑞典（7.92%）次之，如圖 4-4。與此同時，雖然中國大陸的國內電

動車市占率僅占 4.48%，但卻已占超過半數之全球銷售量，其次是美國及

歐洲(圖 4-5)。 

圖 4-3  2005 年-2018 年全球電動車銷售量 

單位:千輛 

 

 

 

 

 

 

 

 

資料來源：IEA, Global EV Outlook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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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2005 年-2018 年 全球各國電動車市占率 

 

資料來源：IEA, Global EV Outlook 2019。 

圖 4-5  2013 年-2018 年全球各國電動車銷售量及市占率 

 

資料來源：IEA, Global EV Outlook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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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英國石油公司 BP 發布「2019 年能源展望報告」(BP Energy Outlook 

2019)，估計未來 20 年，再生能源每年將成長 7.1%，增幅超過其他能源，

貢獻全球能源的半數成長率。再生能源將取代煤炭，成為全球主要電力來

源。能源和汙染問題受到全球的關注，減少塑膠製品，降低汙染來源已成

大勢所趨。世界各國為了環保訴求，規劃了禁售燃油車的政策藍圖，清淨

能源訴求同樣推動各國電動車發展動力。自 2005 年以來，許多國家已相繼

公告並推動禁售燃油車政策，計畫將在未來數十年內禁止販售部分或所有

以石化燃料（包括汽油、液化石油氣和柴油）為動力源的運具，進而達成

改善空氣污染、減緩全球暖化等目的(如表 4-2)。 

表 4-2  各國禁售燃油車政策目標 

國家 頒布年度 預計執行年度 目標 

英國 2017 2040 禁止新售汽、柴油車 

2050 年所有上路車輛皆為零碳排放車 

法國 2017 2040 禁止新售汽、柴油車 

印度 2017 2030 禁止新售汽、柴油車 

挪威 2016 2025 禁止新售汽、柴油車 

瑞典 2018 2030 禁止新售汽、柴油車 

荷蘭 2017 2030 禁止新售汽、柴油車 

丹麥 2018 2030 2030 年禁止新售汽、柴油車 

2035 年禁止新售油電車 

西班牙 2015 2040 禁止新售汽、柴油車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之能源報導網站。 

在這樣趨勢下，全國各大車廠極力投入電動車開發市場。目前中國大

陸、美國加州及歐盟政府發出最強的政策訊號為其制定的 2030 年二氧化碳

排放標準。印度則是宣布其電力化目標，其他國家及城市則是直接訂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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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車的成長率目標。當越來越多的私部門能源企業、汽車製造廠商、電力

公司及電網業者開始組成聯盟推動電動車基礎設施時，政府資金即可逐漸

撤出，電動車基礎設施將可逐漸自給自足且商業化。 

    歐洲是推廣電動車不遺餘力的地區，尤以北歐的挪威、冰島、瑞典、

丹麥為甚。挪威的電動車在新車占比甚至已達到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比

例，挪威為了推廣電動車，不僅免除電動車的進口與銷售稅，電動車主也

不用繳交車輛登記費用、還可享用免費充電站，電動車在部分城市停車免

費等福利。在歐洲各國大力推動下，歐洲電動車充電網路計畫已頗具規模，

除了已完成建置的高速充電站，另一備受矚目的電動車充電廠商為

IONITY，該公司在 2017 年底由 Volkswagen、Audi、BMW 及 Ford 等車廠合

資成立，去年已經在德國、奧地利與挪威設立 20 個快速充電站，計畫在

2020 年於歐洲各地高速公路加油站建設 400 座容量達 350KW 充電站，為

歐洲電動車提供全面支援。 

    相較於歐洲對電動車的積極腳步，我國目前力推的是電動機車，行政

院以民眾健康為出發點，於 2017 年 12 月 21 日通過「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

案」，以加速確實解決國內空氣污染的問題。本次行動方案明確訂出數項

指標性政策目標，其中就移動汙染源改善方案如次： 

一、 補助汰換老舊車輛：2019 年底前汰除 150 萬輛二行程機車及 8 萬輛一、

二期老舊柴油車，並推動 3.8 萬輛三期柴油車加裝濾煙器。 

二、 強化港區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推動船舶進港減速、使用低硫油、全面

使用岸電及施工機具減污。 

三、 配合《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法，加嚴移動源管制：得視空氣品質需求，

加嚴出廠 10 年以上交通工具排放標準；授權地方政府劃定空氣品質

維護區，禁止或限制高污染車輛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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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禁售燃料油車輛目標： 

（一）2030 年新購公務車輛電動化。 

（二）2030 年市區公車電動化（約 1 萬輛）。 

（三）2035 年新售機車全面電動化。 

（四）2040 年新售汽車全面電動化。 

上開方案涉及禁售燃油車議題，該項政策意旨為減少交通工具所排放

之溫室氣體和懸浮微粒的交通政策。雖然我國原先規劃 2035 年達到禁售燃

油機車政策，引發業者與車主的強烈反彈，迫使 2019 年 5 月暫緩，惟可預

期的是，即便沒有政策施加車輛產業轉型壓力，電動機車在現今補助政策

誘因下，已逐漸形成一定市場規模，國內電動機車數量統計至 2019 年 12

月已達 157 萬輛，相較 2018 年數量成長已超過 100%(如圖 4-6)。 

圖 4-6  2009 年-2019 年我國電動機車數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電動機車產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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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移動產業協會於 2019 年 9 月公布之「臺灣電動機車產業白皮

書」消費者調查研究顯示，從不同品牌的電動機車使用者來看選擇電動機

車的主要原因，睿能 Gogoro 的使用者以有購車補助(82.3%)、節約能源友善

環境(61.9%)及換電便利(51.3%)等因素位居購買主因前三名；中華 emoving

的使用者以有購車補助(70.8%)、節約能源友善環境(54.2%)及用車費用較低

(35.4%)等因素位居購買主因前三名；山葉 YAMAHA 的使用者則以節約能

源友善環境(44.0%)、有購車補助(40.0%)及用車費用較低(40.0%)為主因；光

陽 KYMCO 的使用者以有購車補助(57.9%)、節約能源友善環境(57.9%)及用

車費用較低和保養維修便利(47.4%)為主因。不難看出電動機車購車補助、

環保意識、換電便利、續航里程等因素，依然是消費者選購考慮重點之一(圖

4-7)。 

圖 4-7  電動機車消費者購買因素 

 

資料來源：台灣智慧移動產業協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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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加油站產業面臨挑戰與趨勢 

    依據行政院 2017 年 12 月核定之「電動機車產業創新躍升計畫（107

年-111 年）」，預計 2018 年至 2022 年將設置 3,310 站電動機車充換電設施，

其中公共建設經費補助台灣中油公司建置 1,000 站充（換）電站，充、換

電站比例暫訂 1：9，比例將視市場發展滾動修訂。為推廣使用電動汽（機）

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辦

法」，補助國民、獨資合夥或法人購買電動二輪車，補助期間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各縣市政府另加碼補助新購電動機車。復依據經濟部「推

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政府提供補助獨資、合夥事業或法人於

社區住宅、學校、量販店、加油站、郵局、便利商店、觀光景點、經銷據

點設置能源補充設施，補助金額為每案最高 30 萬元。 

    有關電動汽機車充電站於加油站設置之相關法規部分，依經濟部 2010

年 7 月 2 日經能字第 09904604120 號令解釋，「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加油站得設置之附屬設施，其中汽機車簡易保養設施範

圍，包括從事汽機車之潤滑、檢查、調整、維護或汽機車電池充電與更換

服務設施，故加油站得設置電動汽（機）車充（換）電設施，惟須符合同

規則第 26 條有關面積限制之規定。至於電動汽車及電動機車是否可共用充

電設施，經濟部工業局表示，充換電設備之用途為補充電能至電池，故是

否推出可同時供汽機車使用之充換電設備無技術上問題，惟宜先釐清交通

法規面是否允許汽機車停放於同一停車位置、市面上是否確實有此類需求

等議題。 

    另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對於電動汽車充電設備（充電樁）公告之國家標

準為 CNS 15511 系列及 CNS 15700 系列 ，標準中關於設備充電介面及充電

槍極型尺寸已有明確規範，對電動汽車交流式充電設備僅定有單一充電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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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直流式充電設備則定有 4 種充電介面，故不同品牌之交流充電式電

動汽車充電設施應能共用，然直流充電式電動汽車則須視其產品之設計而

定。至電動機車充電設備（充電樁）包含充電式及換電式之產業標準，經

濟部業依 107 年 7 月 16 日第 29 次「經濟部電動機車發展推動審議會」通

過電動機車充電及換電等 4 項產業標準，作為推動電動機車之施政依據。

另行政院基於先前曾發生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之電池爆裂彈飛及冒煙起火

事故，為避免類此事故再次發生，指定經濟部擔任「電動車充換電站」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刻就充換電站設備及場域研擬標準，因電

動車充換電樣態多元，除充換電站售電契約容量不一外，也可能出現單一

充換電設備或民眾自行在家充電的方式，該部正蒐集各種樣態資料，朝分

級管理方向制定規範。 

    台灣中油公司為國營事業須配合政府政策，依據行政院核定「智慧電

動機車能源補充設施普及計畫」，規劃推動在直營站及有意願之加盟站普

設電動機車能源補充設施（充換電設施），又因換電之產業標準尚未公告，

台灣中油公司目前僅規劃與合格電動機車廠商合作，提供加油站場地建置

符合規格、安全之電動機車補充能源設施，透過公開招標方式，就得標廠

商實際需用場地面積，收取場地管理與清潔服務費，因未與車主有契約關

係，故未另向車主收取任何費用，未來俟產業標準公告後，該公司將公開

徵求符合資格廠商合作經營，於自行建置充電設施後，向廠商或消費者收

取費用以攤提建置成本及維運費用。 

    台灣中油公司目前尚未規劃與電動汽車廠商合作，主要是電動汽車尚

未普及，電池快充亦未臻成熟，且汽車充電之需用場地空間及時間均不符

目前加油站經營模式及經濟效益。按「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明白揭示加

油站經營以供售汽油、柴油、煤油及小包裝石油產品為主，而電動汽機車

所需動力補給非前開汽、柴油燃料，雖汽機車電動化為未來發展趨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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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預見將衝擊加油站經營汽、柴油銷售業務，加油站確實面臨轉型經營之

關鍵，不過，因未來科技日新月異，各車廠雖陸續宣示電動汽機車發展目

標，然整體發展仍未臻明確，且現階段投入綠能設施建置所費不貲，民營

加油站業者多持觀望立場，擔心投資充電站後使用率偏低，甚至影響汽、

柴油主要業務收益，故目前實務上，各加油站都將此業務合作歸於多角化

之油外收益，未普遍推廣。 

    惟未來石油需求減少種種因素，讓國內加油站產業龍頭台灣中油公司

開啟轉型第一步，2019 年 1 月正式在嘉義信義路站啟用第一座智慧綠能加

油站，站內除設有電動機車充電及換電站，並將靠太陽能及儲能設備，讓

電力使用能自給自足，嘉義首座綠能加油站將是台灣中油公司轉型的第一

步，目前站內共設有 4 座電動機車充電柱，以及 Gogoro 的換電站。充電部

分，以一輛機車快充需 10 分鐘計算，一天最多可容納 576 車次的充電需求。

台灣中油公司也在充電站旁設置無人咖啡店，供車主等待充電時使用。而

在同年 2 月啟用之台南前鋒路示範站則採多元電力供應及儲能系統，供應

加油站平均每天 320kWh，電動機車充/換電每日 150kWh 的用電支援，提供

加油站與電動機車充/換電需求。 

    然而，由於電動車的充電複雜度比較高，無法像電動機車一樣可以直

接交換電池或是快速充電，國內電動車充電解決方案尚待解決。由於車輛

大部分的時候是處於閒置狀態，各國政府和廠商亦先朝利用閒置時間來充

電的概念，例如公共停車場、停車格、民眾自家大樓或工作場所的停車位

設置充電站或充電樁。若能善用車輛閒置時間在家中或工作地點充電，則

可用一般家用交流充電系統就讓車輛自然充滿電，又不會造成額外用電負

擔，再加上高速公路休息站、觀光景點充電站等長距離充電設施，應能大

幅降低消費者對續航力的焦慮。以國際案例觀之，已有業者啟動加油站轉

型為電動車充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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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 

2017 年 7 月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荷蘭皇家殼牌」(Royal Dutch 

Shell)宣布與歐洲充電站設備服務商 Allego 合作，在英國及荷蘭的殼牌加

油站建置直流充電樁，同年 10 月另收購了成立於 2009 年，歐洲最大充電

站營運商之一的 NewMotion。NewMotion 在歐洲已建置了超過 3 萬座充電

站，橫跨 25 個國家、會員數量超過 10 萬；殼牌公司的動作透露了對電

動車趨勢的認同，當未來車輛不再需要添加汽、柴油時，加油站龐大的產

業將逐漸式微，轉而由充電站及家用充電。 

 挪威 

該國可以說是全球最積極推動電動車的市場，很快地用車人口的充電

需求也不斷提高，而現在就有堪稱示範級的轉型案例可供借鏡。在挪威擁

有 16,000 家加油站的 Circle.K 業者就宣布已成功將旗下首家加油站全面

轉型為電動車充電站，並期許是時代變革的里程碑。該公司主要收入來源

仍是石油類別商品，不過隨著綠能推展及電動車數量增加，Circle.K 自身

也面臨了改變的時刻。Circle.K 強調，石油銷售在快速下降中，挪威新車

市場中有高達 44% 車輛為電動車，加油站轉型為電動車快速充電站絕對

是正確的投資，該公司仍將持續針對旗下加油站加速推動轉型電動充電

站。 

 韓國 

GS Galtex 於 2019 年 5 月在首爾市內直營的 7 個加油站設置電動車快

速充電柱，開始提供充電服務，目前已在全國 14 個直營加油站設置了 16

個充電設施。該國加油站產業排名第一的 SK 能源也加入了設置電動車充

電柱的競爭。現代 Oilbank 也規劃以首爾等大城市為中心，在進駐大型超

市的加油站中增設電動汽車充電柱。截至 2019 年 6 月，全韓登記在案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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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汽車數量雖只有 7.2814 萬輛，惟該國加油站產業為提前占得先機，為未

來石油需求減少先行布局。 

 美國 

2019 年 9 月美國具 60 年歷史的加油站「RS Automotives」徹底放棄加

油業務，成為美國首個完全轉型為電動車充電站的加油站。改建後的加油

站能同時為 4 台電動車充電，車主可透過便利商店大螢幕即時檢視充電進

度。雖然實際電動車在美國市占率不高(電動車僅占美國新車銷量不到

2%)，惟根據 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預測，2035 年美國至少 25%

汽車會是電動車或混合動力，汽油需求將減少一半，60%~80%加油站將消

失。即使電動車沒有成為主流，還是會有 25%~30%加油站面臨倒閉，共用

汽車、自駕車出現同樣會降低加油需求，導致加油站獲利壓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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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問卷蒐集加油站業者對市場競爭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之看

法，共回收 50 份問卷，填寫問卷加油站業者經營模式統計如圖 4-8，其中

個體加油站占 71%、集團加油站 23%、台灣中油公司直營店占 6%。 

圖 4-8  問卷調查加油站業者經營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後繪製。 

 

問卷結果摘要如下： 

一、 目前加油站經營成本占總成本比例之排序，依比例高低依續為購油成

本、人事成本、土地房舍租金成本、水電費成本，另有更新設備、污

染防治成本、廣告費用、政府規費、法規新制衍生營運成本。 

二、 有關電動車之發展是否影響加油站經營模式及預計影響時程，全數加

油站樣本皆認為會受影響，各家加油站平均預計 8.54 年後電動車之發

展將影響加油站經營模式。 

三、 加油站未來經營模式可能之變化，有 80%認為會提高自助加油比例，

76%認為會增加多角化經營，60%認為會增加充換電設施，惟有 1 業者

不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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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強弱危機分析（SWOT 分析）方式調查，透過加油站業者評價自身

的優勢、劣勢及競爭市場上的機會、威脅，評估加油站市場競爭之態

勢。加油站業者認為有地點優勢者占 90%，有腹地範圍優勢者占 28%，

另有加油站表示，其他優勢尚有品牌偏好、服務品質及多角化項目

等；認為劣勢為投入充換電設施之成本占 48%，受限於腹地範圍占

40%，另有加油站表示，其他劣勢尚有市場萎縮、集團削價競爭、人

力缺乏、土地使用分區法令限制、環境污染防治成本等；認為機會為

多角化經營占 78%，與台灣中油公司或其他業者合作增加充換電設施

占 50%；認為威脅為其他充換電站（例如設於停車場之充電設施）占

32%，充換電設施規格尚未有一致標準占 58%，另有加油站表示，其

他威脅尚有電動車製造(外部)成本內部化、電動車廠商對政策制定影

響力、電動汽機車數量成長等。將超過一半以上加油站業者選擇之

SWOT 項目結果整理如表 4-3。 

 

表 4-3  加油站業者 SWOT 分析表 

優勢 劣勢 

地點 投入充換電設施之成本 

機會 威脅 

多角化經營 充換電設施規格尚未有一致標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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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加油站業者亦表達政府針對未來能源政策方向及目標未明朗之

前，業者無法評估是否需投入資源經營，且法令限制促使個體加油站無法

透過多角化經營，對抗具規模經濟集團加油站削價策略，認為應盡速放寬

法規限制，以利加油站調整經營模式，順利轉型。 

    國內加油站市場係一極度競爭市場，個體加油站之生存備受挑戰，以

目前趨勢來看，電動車及充換電站的普及是必然的，隨著政府電動車政策

之推動，屆時加油站發油量會降低，加油站數也會減少，尤其加油站腹地

較小者，可能會因沒有足夠空間另設充電設施及提供電動車充電時之停車

位，亦無空間經營多角化業務而退出市場；另加油站資金較少者，可能會

因沒有足夠資金投入充電站之設置、營運及維護而退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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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目的主要包含(1)彙整國內加油站業者概況及其競爭情形，用以

瞭解國內加油站市場競爭現況；(2)蒐集全球能源需求變化及我國能源轉型

政策、電動車興起及其充電設施建置等相關資訊，有效掌握國內加油站業

者面臨趨勢與因應。茲將研究結果發現分述如下： 

一、國內加油站市場競爭現況 

（一）在油品批發供油市場中，現階段是台灣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雙

占的結構，其中上游供油業者為台灣中油公司之集團加油站業者包

括台灣中油公司直營站、統一精工、台糖公司、千越公司、車容坊

公司及松詠公司等 6 家；上游供油業者為台塑石化公司之集團加油

站業者包括台亞公司、全國公司、福懋公司、久井公司、西歐公司

等 5 家；山隆公司及北基公司同時由台灣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

供油。 

（二）截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國內共有 2,481 站加油站，計算營業據點站

數前 13 名業者之總和占國內加油站站數總和比率約 52.80%，其中

前 5 名之事業分別為台灣中油公司直營站、台亞公司、全國公司、

福懋公司及統一精工。若以市場集中度( nCR )和赫芬道爾－赫胥曼

指數（HHI）衡量競爭程度，國內加油站市場前 4 大經營實體集中

度為 37.44%，以 HHI 衡量時則約為 679，屬低度集中市場，表示國

內加油站市場相當競爭。 

（三）自 1987 年開放加油站市場後，國內加油站數量逐年遞增，於 1988

年至 2005 年間，每年平均以新增 100 座加油站的速度開展，屬於快

速成長及發展階段，而自 2006 年後逐步趨緩，並無顯著增加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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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2006 年至 2011 年可稱為發展成熟期間，惟自 2012 年之後則呈

遞減趨勢，故現階段零售油品市場已屬相當競爭，且在現有營運條

件下未能吸引新進業者加入。 

（四）通路端之間的競爭，促銷戰和價格戰是加油站業者最常使用的競爭

手段，該價格及促銷方案包括現金付款折讓、會員信用卡付款折讓、

集點活動、聯名卡與信用卡優惠、自助加油優惠及贈品活動(如超商

現金抵用券)等。其次，實地約訪加油站業者經營情形後得知，國內

各集團加油站業者除了進行價格及促銷競爭外，亦有從事多元商品

銷售及多角化業務，如洗車服務、附設出租停車格、車輛充氣設備、

充(換)電站、附設汽車檢驗場、CPC Life(複合商店)及輪胎服務中心

等等。 

（五）與台灣中油公司直營站之人員訪談關於其發展多角化業務經營情

形：台灣中油公司為國營事業，配合國家政策，依據經濟部等政府

機關指示，發展綠能事業，擇定台灣中油公司所屬加油站點設置

Gogoro 充(換)電站，未來更不排除與光陽、三陽等其他電動車業者

合作，設置其等業者充(換)電站。又依據台灣中油公司政策，持續

提升服務與品質，給予消費者更好之加油站環境，擇定福林站為示

範站，除洗車、快保中心等服務外，設置 CPC Life(複合商店)，銷售

生活用品、台灣中油公司生技產品，另設置第 1 家 CupGo「來速咖

啡」店，希望可以增加顧客回頭率。雖然目前多角化經營收入粗估

僅占台灣中油公司營業總收入約 3%，惟台灣中油公司致力於多角

化經營發展，希望能持續增加公司營收。 

二、國內加油站業者面臨趨勢與因應 

（一）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的 2018 年全球能源展望報告，石油在 2025

年之前仍將維持高成長，但過了 2025 年之後，成長力量將趨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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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040 年，全世界對石油的需求將達到頂峰，接著由盛而衰，開始

逐年往下降。麥肯錫公司發布「2019 年年度能源展望報告」，亦闡

述全球能源系統正處在一個快速轉變的階段，不僅會改變私人運具

動力來源，亦將改寫工業能源供給方式，其中可再生能源於電力供

給領域，預期將於 2030 年前後大規模替代傳統石化能源。而我國目

前能源發展主要依循 2017 年核定修訂「能源發展綱領」與 2018 年

能源轉型白皮書(初稿)，目標為確保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

續 及社會公平之均衡發展，期達成 2025 年非核家園目標，實現能

源永續發展。 

（二）世界各國為了環保訴求，規劃了禁售燃油車的政策藍圖，清淨能源

訴求同樣推動各國電動車發展動力。自 2005 年以來，許多國家已相

繼公告並推動禁售燃油車政策，計畫將在未來數十年內禁止販售部

分或所有以石化燃料（包括汽油、液化石油氣和柴油）為動力源的

運具，進而達成改善空氣污染、減緩全球暖化等目的。我國行政院

亦提出跨部會「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政策目標包括：2030 年

新購公務車輛及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2035 年新售機車全面電動

化、2040 年新售汽車全面電動化等。雖然我國原先規劃 2035 年達到

禁售燃油機車政策，引發業者與車主的強烈反彈，迫使 2019 年 5 月

暫緩，惟可預期的是，即便沒有政策施加車輛產業轉型壓力，電動

機車在現今補助政策誘因下，已逐漸形成一定市場規模，國內電動

機車數量統計至 2019 年 12 月已達 157 萬輛，相較 2018 年數量成長

已超過 100%。 

（三）本研究以問卷蒐集加油站業者對市場競爭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之看

法，並透過該等加油站業者評價自身的優勢、劣勢及競爭市場上的

機會、威脅，評估加油站市場競爭之態勢（即 SWOT 分析）：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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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業者認為有地點優勢者占 90%，有腹地範圍優勢者占 28%，其他

優勢尚有品牌偏好、服務品質及多角化項目等；認為劣勢為投入充

換電設施之成本占 48%，受限於腹地範圍占 40%，其他劣勢尚有市

場萎縮、集團削價競爭、人力缺乏、土地使用分區法令限制、環境

污染防治成本等；認為機會為多角化經營占 78%，與台灣中油公司

或其他業者合作增加充換電設施占 50%；認為威脅為其他充換電站

（例如設於停車場之充電設施）占 32%，充換電設施規格尚未有一

致標準占 58%，其他威脅尚有電動車製造(外部)成本內部化、電動

車廠商對政策制定影響力、電動汽機車數量成長等。 

（四）國內加油站市場係一極度競爭市場，個體加油站之生存備受挑戰，

以目前趨勢來看，電動車及充換電站的普及是必然的，隨著政府電

動車政策之推動，屆時加油站發油量會降低，加油站數也會減少，

尤其加油站腹地較小者，可能會因沒有足夠空間另設充電設施及提

供電動車充電時之停車位，亦無空間經營多角化業務而退出市場；

另加油站資金較少者，可能會因沒有足夠資金投入充電站之設置、

營運及維護而退出市場。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依循前述結論，研提建議如下： 

一、進行必要之介入查處 

按石油管理法通過以來，國內油品已全面自由化，就商品價格而言，

當透過自由競爭，由市場供需決定其價格。公平交易委員會執行公平交易

法之目的在於鼓勵市場競爭，而非取代市場進行價格管制，故如參照各國

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處理，尚不宜作油品合理價格之認定。惟按我國原油完

全依賴進口，國際原油價格、成品油價格亦隨時波動，國內油價與前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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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油價有否呈對稱性變動須隨時監測，遇有偏離幅度過大或影響價格之關

鍵因素明顯變化時，仍需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主動瞭解供油業者調漲或未調

降價格之緣由，是否涉有不當決定或維持價格之情事，據以判斷供油商是

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獨占事業之規範條款；另，倘業者有共同訂價、產出限

制及劃分市場、交換競爭敏感資訊、共同拒絕交易等行為，亦需由公平交

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予以論處，以確保市場秩序與大眾福祉。 

二、制定整體「電動車充換電站」的管理 

自由競爭之前提為「公平」，欠缺公平競爭將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後

果，而公平競爭的前提則是「法制化」。為了達到法制化，相關制度以及

具體可行之法律規範乃是產業自由化政策不可缺少之必要措施。按「加油

站設置管理規則」明白揭示加油站經營以供售汽油、柴油、煤油及小包裝

石油產品為主，而電動汽機車所需動力補給非前開汽、柴油燃料，雖汽機

車電動化為未來發展趨勢，不難預見將衝擊加油站經營汽、柴油銷售業務，

加油站確實面臨轉型經營之關鍵。本研究問卷調查內容，有近 58%之加油

站業者認為，市場競爭上的威脅是來自於充換電設施規格尚未有一致標

準，因此本研究建議，宜考量由政府研擬制定電力輸出輸入的插頭與接頭

規格一致，並對「電動車充換電站」之設施與場域安全建立完整的管理機

制。 

三、適度開放國內加油站多角化經營 

近年在國內激烈競爭的加油站市場中，逐漸開拓出多角化經營的新藍

海，像是台灣中油公司推出自有品牌咖啡。本研究問卷調查內容，有近 78%

之加油站業者認為，市場競爭上的機會為多角化經營。然而目前我國加油

站內土地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所能從事的多角化服務情形十分有限，例如

工業區可經營之多角化服務項目包括汽車修理、洗車、停車、潤滑保養、

汽車定檢；住宅區則為經營便利商店(C-STORE)。因此本研究建議，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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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的經營，除仰賴供油者給與的合理批售價外，惟有適度開放國內加

油站多角化經營，並從強化體質與多角化經營著手，才是未來加油站發展

趨勢及生存之道。 

四、協助小型加油站業者轉型並增加充換電站設置補助經費 

國內加油站市場係一極度競爭市場，個體加油站之生存備受挑戰，以

目前趨勢來看，電動車及充換電站的普及是必然的，隨著政府電動車政策

之推動，屆時加油站發油量會降低，加油站數也會減少，尤其加油站腹地

較小者，可能會因沒有足夠空間另設充電設施及提供電動車充電時之停車

位而退出市場；另加油站資金較少者，可能會因沒有足夠資金投入充電站

之設置、營運及維護而退出市場。本研究問卷調查內容，加油站業者在評

價自身的劣勢上，有近 48%認為是投入充換電設施之成本；另有近 40%認

為是受限於腹地範圍。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在加快推動汽機車全面電動

化政策時，勢必一併納入考量增加充換電站設置補助經費及協助小型加油

站業者轉型為充電、換電池的能源供應站。 

五、多擇定加油站示範站，逐步擴展智慧綠能加油站及多角化經營方式 

面對電動車的趨勢浪潮，台灣中油公司推動能源轉型，於 2019 年 1 月

在嘉義信義路站啟用第一座智慧綠能加油站，站內除設有電動機車充電及

換電站，並將靠太陽能及儲能設備，讓電力使用能自給自足。另為致力於

多角化經營發展，台灣中油公司於 2018 年 7 月在臺北士林福林站附設第一

家「CUP&GO 來速咖啡」據點。本研究問卷調查內容，加油站業者在評價

自身的優勢上，有近 90%認為有地點優勢，28%認為有腹地範圍優勢，其

他優勢尚有品牌偏好、服務品質及多角化項目等。因此本研究建議，可多

擇定具有地點及腹地範圍優勢之加油站成為示範站，並以「示範先行、逐

步擴展」方式，將加油站轉型成「智慧綠能加油站」或通過多角化經營而

開創加油站產業新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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