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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競爭法對能源產業規範之研究

陳汝吟
＊

中文摘要

台灣在2001年新訂石油管理法，2009年訂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同時亦準
備訂定天然氣事業法以及修正電業法等相關規定，顯示台灣在能源產業已透過

法令逐步邁向自由化。本文以落實國家能源政策為前提，針對能源產業之競爭

政策與規範，從歐盟、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近年發展之大方向著手，並以液

化石油氣、天然氣、電力三個能源產業為範疇，比較台灣與先進國家在能源競

爭法令上之差異，尤其是能源事業參進市場資格與條件，以及對市場結構與市

場力量運用的影響；最後提出建議，以供我國實務與相關研究參考，冀望對未

來國內能源產業競爭政策之執行能有所助益。

關鍵詞：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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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先進國家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

能源，在世界各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向與國家安全有密切關係。

在能源危機加快各國對能源之立法後，國家對於能源領域商業活動的控制在

20世紀70年代達到頂峰1
。為促進國內能源市場的競爭，各國紛紛將能源產業

私有化，修改相關法律賦予特定事業獨占之權利。私有化浪潮最先自電力部門

開始，而英國和西班牙是較早將電力部門進行重組和私有化改革的國家
2
。至

此，歐盟以統一的歐洲市場為前提，各會員國內關於國家獨占，亦或是私人獨

占的規定，均被認為是不適當的
3
。能源產業之私有化，奠定了世界各國和地

區的能源市場在投資、貿易和競爭等方面的基礎，並創造了相關法律制度的條

件，卻也使其成為特殊的法學分支，打破傳統法學部門的界限，而涵蓋包括國

家安全、產業經濟、競爭與消費者保護，甚至是環境保護等廣泛的客觀事實。

台灣在2001年新訂石油管理法，2009年訂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同時亦準
備訂定天然氣事業法以及修正電業法等相關規定，顯示台灣在能源產業已透過

法令逐步邁向自由化。然而，自由化的政策，而因為社會諸多因素，致立法的

腳步也未能盡如預期
4
，其間例如歐盟、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在近年卻是

有計畫的加快進程。因此，本文以落實台灣國家能源政策為前提，針對能源產

1 Dennis C. Stickley, New Forces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 A Discuss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Forces With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nergy Market, 
Tuls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1993-1994, p.96 .

2 NERA, Privat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Public Utilities，Washington 1992, p. 8.
3 例如電信服務業，歐洲經濟執委會於1989 年6 月根據《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90 
條通過一項指令規定，要求各成員國必須開放競爭。

4 民國80年，經濟部著手規劃「電業自由化政策」，擬定「電業法修正草案」，於民
國84年9月6日函送立法院審議，其間經立法院經濟、司法委員會聯席會共審查八次
仍無法完成立法程序，而於88年初由立法院退回重擬。其後經濟部於88年9月6日重
擬完成新版「電業法（修正草案）」，經行政院院會於同年12月16日審查通過，12
月27日函送立法院再次審議。然而，在該屆的立法院會期之內，仍未能順利完成一
讀。行政院於91年5月6日再次提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在經過立法院經濟及能源會的
幾次審議後，終於在該年12月26日完成一讀，惟迄今仍無法開展自由化之進程，而
僅於94年1月19日及96年3月21日修正第75、75-1、112條並增訂第34-1條條文等非關
自由化條文之工程及技術人員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依「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
及「煤氣事業管理規則」相關規範管理，事實上，國內約有290萬天然氣用戶，迄
今尚無專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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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競爭政策與規範，從歐盟、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之能源產業競爭政策大

方向著手，並以液化石油氣、天然氣、電力三個能源產業為範疇，比較台灣與

先進國家，在能源產業結構與競爭法令上之差異，尤其是能源事業參進市場資

格與條件，以及對競爭市場結構與市場力量運用的影響；最後提出建議，以供

我國實務與相關研究參考，冀望對未來國內能源產業競爭政策之執行能有所助

益。

一、歐盟－第三能源方案（The 3rd Energy Package）

歐盟目前能源政策分別根據莫斯科會議、京都會議及里斯本會議
5
，而架

構在三項重點之上：供應安全（security of supply）、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與競爭力（competitiveness）。據此，2006年3月8日，歐盟公布
「可持續、具競爭力及安全的能源策略」，即「綠皮書」，呼籲積極推動建立

歐盟共同能源政策，強調於確保能源供應安全、競爭力和推動可持續發展三大

目標間的平衡，並從六大層面優先進行，包括：

1、建立內部統一的天然氣和電力市場，以提高競爭力；
2、確保內部市場供應安全以及成員國間的團結；
3、 針對整個歐盟內部不同能源進行討論，包括成本以及對氣候變化的影響，
以使歐盟的能源結構符合安全、競爭力和持續發展的目標；

4、 制訂能源技術策略計畫，並以歐洲技術平台為基礎，對歐洲技術資源進行
最佳配置；

5、 因應氣候暖化，提出至2020年實現節約能源20％以及採取長程之再生能源
規劃，以積極推動潔淨和再生能源市場化；

6、統一對外之能源政策。
目前，歐盟對能源產業－包括石化燃料（fossil fuels）、核能（nuclear 

energy）及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等之競爭政策，係以確保每一個歐盟
境內的公民與事業，得以反映環境永續標準的合理價格獲得所需之能源；同

時，儘量減少石油、煤及天然氣等石化燃料對環境所造成之負面影響。為此，

歐盟近年來致力於建立一個有效競爭的內部能源市場，使之得以合理的價格提

供具有品質的能源，並積極開創再生能源種類，減少對進口能源之依賴，當

然，也包括減少對能源之消費。

5 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之會議，則確定了先進國家在2012-2020減排
目標。參閱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09/cop15/eng/l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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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一個真正的能源內部市場，是歐盟的優先目標。不論是就消費者得以

合理價格選擇不同的天然氣及電力公司而言，亦或對於所有能源提供事業，尤

其是小規模以及投資再生能源開發的事業，形成易於參進的市場門檻而言，目

前具有競爭性的內部能源市場的建立，是一種具有策略性的機制。近年來，如

何於碳排放交易（CO2 emission trading）制度下，確立競爭架構，亦是一大議
題。要落實歐盟內部能源市場，將倚賴歐盟境內所有可靠且合諧的能源網絡，

以及因此所形成的基礎建設投資。一個真正整合的市場，將可促成能源供應之

多樣化（diversification）及安全性。
在具體的競爭規範上，根據歐盟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101條6
、102條7

，除特別規定外，反托拉斯（antitrust）
行為、結合（mergers）與卡特爾（cartels）係禁止的。因此，限制競爭行為，
例如競爭者相互約定價格或劃分營業區域，濫用優勢地位（dominant position）
的行為，例如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及合併等，原則上均屬於受規範
之行為。

1990年代，歐盟境內多數會員國的電力與天然氣市場仍屬獨占狀態，歐盟
及該等國家決定逐漸開放市場，特別是下列與競爭攸關的重要行為：

1、 明確區別產業競爭部門（例如提供能源給予顧客）以及非競爭部門（例如
輸送網絡的營運）；

2、 促使產業非競爭部門營運者（例如網絡及其他架構）應同意第三人接近使
用其架構；

3、使市場供應自由化（例如排除業者進口或自產能源的障礙）；
4、逐漸移除顧客選擇能源供應者的限制；
5、引進獨立的管制者以監督此項領域。
事實上，在競爭政策上，自1990年代開始，歐盟及其會員國即決定採取漸

進式的方式，開放當時多由國家獨占之電力及天然氣市場，使之得自由競爭。

第一階段，歐盟分別於1996年與1998年通過電力及天然氣市場自由化之指令，
各會員國則接下來於1998年及2000年，將該等指令轉為國內法。第二階段指令
則於2003年通過，2004年轉化為會員國國內法，並保留部分規定於2007年始為
生效。根據歐盟執委會2007年1月提出的能源計畫，2007年9月亦有更多的立法

6 TFEU Article 101 (ex Article 81 TEC)- any concerted practice or category of concerted 
practices,

7 TFEU Article 102 (ex Article 82 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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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促使歐盟境內電力與天然氣市場更為自由。2008年1月，執委會致力於
將能源使用與減少對環境影響的目標結合，並公布相關新的指引。整體而言，

近程自2006年公布「綠皮書」以來，歐盟年年持續檢討並加速能源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是2007年9月19日，歐盟執委會向歐洲部長理事會提案之

第三能源方案，於2009年6月25日獲得理事會無異議通過，同年7月13日議會通
過，並於2009年9月3日使該相關之五項指令與規則生效，並要求各會員國必須
於2011年3月3日將有一連串關於天然氣及電力之規範轉換為國內法8

，以呼應

歐盟尊重消費者選擇、合理價格、潔淨能源與穩定供應的能源競爭政策。

歐盟第三能源方案目標，有下列重要內容：

1.  促使各國建立一獨立而具有權力之能源管制機構，以協調並增進更有效率之
市場規範；

2.  建立一個歐洲能源規範合作機構（European Agency for the cooperation of 
energy regulators, ACER），特別針對跨境議題；

3.  為促進輸送系統營運者間之合作，分別設置電力ENTSO-E以及天然氣
ENTSO-G二系統營運者網9

，並由該等網絡負責建立一般性的網絡規範、安

全標準，以及協調、增進歐盟全面性之必要投資。

4.  確實區分生產、供應與輸配行為，創造同種的（homogeneous）競爭條件，
避免輸配網絡營運之利益衝突與歧視行為，以促進投資與基礎建設；

5.  改善輸配網絡與供應市場之透明度，以增進資訊使用之公平、價格透明與消
費者信心，並防止市場操作（manipulation）；

6.  藉由課予會員國必須保護弱勢消費者（vulnerable consumers）之義務，以強
化消費者權利；

7. 減少會員國間可能之能源供應障礙，增進其團結。
整體而言，關於天然氣及電力市場，自2004年7月開始，歐盟境內所有國

家的小規模營業使用者（small-business costumers），即擁有變更供應業者之自
由。2007年7月，擴大適用到所有的消費者均擁有此等變更權，並且有要求透
明化其契約條件，且法律應保護其不受供應業者引人錯誤與不實資訊之損害。

8 With the exception of Article 11 of Directives 2009/72/EC and 2009/73/EC on certification 
with regard to third countries, to be applied by 3 March 2013 at the latest.

9 歐洲電力輸送系統營運網ENTSO-E（European Network of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s for Electricity）及歐洲天然氣輸送系統營運網ENTSO-G（European 
Network of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s for Gas），已分別於2008年12月19日及
2009年12月1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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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能源政策法

在美國，廣義能源政策即包括能源之生產、輸配送與消費之所有問題，並

且須同時考量國家安全、經濟與環境三項根本性的國家目標。19世紀後期以
來，美國基本上係依賴石化能源解決生產與消費問題，而20世紀80年代後則開
始重視再生能源與節能，產業與競爭法令逐步開放，以支持私人企業透過市場

提供能源產品，並且由政府實施管制以預防或糾正市場失靈。

依時間順序，美國能源市場政策分為自由市場政策主導時期（1933年以
前）、能源政策混亂時期（1933至1973年）以及能源政策統一時期（1973年迄
今）。二次戰後至1973年，能源市場發生了變化。重要發展如下：
1.  天然氣產業受到輸送管道之關鍵設施影響，若不對生產者價格進行管制，則
生產者對管線事業之天然氣價格將完全轉嫁給消費者。然而，依據1938年
「天然氣法」，聯邦政府僅有對州際天然氣輸送管道事業有管制權，對於天

然氣生產事業，包括其訂價行為，則無權介入。

2.  由於管制價格對消費者應是有利的，在1947年「州際天然氣公司控告聯邦電
力委員會」案

10
，聯邦政府開始對天然氣管線公司有關的生產者價格進行管

制；甚至到1954年，「菲利普斯公司控告威斯康辛州」案11
，最高法院之判

決已認為聯邦政府對與管線事業無關之州際天然氣公司訂價合法化有權管

制。

3.  70年代，尼克森總統政府對石油進行全新的價格控制管制，以因應國際石油
禁運之油價大漲問題。至1981年，雷根總統則開始解除管制。

1973年起始的能源政策統一時期，則係指卡特總統任內期間，開始對能
源進行國家級、全面的政策規劃。1978年通過了「國家能源法」（National 
Energy Act）、「天然氣政策法」（Natural Gas Policy Act）與「公用設施管制
政策法」（Public Utilities Regulatory Policies Act）等重要法令，1979年則逐步
解除石油價格管制，1980年通過「能源安全法」（Energy Security Act）及其
他相關法令，嘗試推動石化能源轉變到再生能源。然而，因為此時期聯邦政府

管制權力過於分散，相關法律未能即時整合，致使在美國長期依賴價格之私有

事業競爭與市場的資源轉移，並無法與政府由上至下的規劃主導同步。雖然隨

10 Interstate Natural Gas Co. v. FPC（S. Ct. 1947）. 
11 Philips Petroleum Co. v. State of Wisconsin（S. Ct. 1954）. 1978年「天然氣政策法」
（Natural Gas Policy Act）始對管制進行放寬與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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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雷根政府主張私有事業主導，供應為主，弱化政府的自由能源政策，惟成效

仍屬不彰。須注意的是，基於1991年國家能源政策而制定之1992年「能源政策
法」（Energy Policy Act）內容中包括修訂「公用設施控股公司法」、鼓勵新
投資者進入電力市場、對非公用設施發電事業開放輸電網絡、開放進口天然氣

及液化天然氣市場等。整體而言，此一時期僅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倡導對天然

氣和電力產業進行自由化改革，而引起各州對內電力零售的相關立法與管制。

關於能源與環境保護，2005年「能源政策法」（Energy Policy Act）是重要
的一步，續此，2007年更制定了「能源獨立和安全法」（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 EISA）。2009年，歐巴馬政府則明顯以改變石化燃料為基礎
的傳統能源政策

12
；換言之，在如此趨勢之下，美國能源產業以對於集中、大

型能源公司為主導的市場，將因政策引導，發生更為多元的、分散的能源間競

爭，抑或同一能源內部之競爭，而影響市場秩序與消費者利益。

另外，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係能源產業競爭管制之主管機關，並以保
護消費者利益為目標。目前，FTC針對能源產業限制競爭行為、不公平與欺
騙行為等，FTC區分為三大方向進行規範，即針對事業的合併（merger）、非
合併（non-merger）行為，運用不同之規範手段，並輔以適時之調查。關於價
格，2002年FTC亦公布石油價格監視計畫（gasoline and diesel prices monitoring 
project），該等計畫設置之機制具有警示作用，使FTC得以於適當時期徵詢
其他事業主管機關並啟動調查。最新關於美國能源產業之競爭規範，即係根

據EISA，FTC針對石油產業發佈的「市場操作規則」（market manipulation 
rule），該規則已於2009年11月4日正式生效。

三、日本－能源白皮書2010

日本自2002年公布「能源—政策基本法」（2002年6月14日法律第71號）
以降，近年來，在能源政策上不斷持續檢討，並擴大推動能源市場之自由化。

2007年3月公布的「能源—基本計畫」，將確保能源之穩定供給、降低對環境
影響及活用市場原理，定為三大基本方針。在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最新公布

的2009年度能源年度報告（能源白皮書2010）中，從原油價格漲跌之重要因素
探討，至油價漲跌對經濟、事業及其他能源使用之影響，深入分析；以及在因

應地球溫暖化問題上，應採取之各種策略。

12 See http:// www.whitehouse.gov (15-09-2009).（最後瀏覽日2010/11/10）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24

以日本電氣事業制度為例，其事業者有六大類，而其電力市場依據「電氣

事業法」有相關參進市場及價格之規定。事實上，「電氣事業法」自1964年制
定以來，迄今已有四次的電氣事業制度改革，分別是1995年、1999年、2003
年以及2008年。分別自擴大發電部門參入資格、創設特定電氣事業制度、改革
價格制度、實施電力零售一部自由化，到近年的維持輸電一貫體制、確保配電

網絡之公平性與透明性、取消一般電氣事業供給區域、促進分散型電源、創設

卸電力交易所以及再次擴大電力零售自由化範圍等，積極促進電力市場的自由

化。2008年第四次改革則更著重在安定供給、環境適合以及競爭暨效率性。
同樣地，日本對於天然氣事業制度亦分別於1994年、1999年、2003年與

2006年進行改革。開放天然氣之零售市場自年使用量200萬m3 逐年降到現在的
10萬m3，約占整個市場的62%。天然氣事業改革的結果，自由化範疇的天然氣
市場，新參進的事業增加，競爭活絡。在2009年的資源能源廳施政政策上，未
來對天然氣價格、以及自由化範圍能否再擴大到家庭，均持續檢討中。

其他電力與天然氣法令，特別是競爭規範，則有「適正瓦斯交易指針」

「電氣•瓦斯交易紛爭處理指針」（2006年10月11日制定）、能源使用合理化
之法律一部改正（2008年法律第47號）、「電氣事業者新能源利用特別措置
法」（RPS法）等。
日本能源法規眾多，例如省能源法、「石油代替能源開發及導入促進法」

（代能源法）、及新能源獨立行政法人•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
制度，均有其特殊性，並與開放能源市場、降低參與資格、能源定價暨獎勵

有關。在對競爭法規方面，2009年6月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修正「獨占禁止
法」，2009年最新修正之「適正電力交易指針」（2009年3月31日制定），亦
值得台灣在未來電力產業競爭法制之參考。另外，為回應能源與環保議題之密

切議題，公正取引委員會地球環境問題對策推進委員會亦訂立有「公正取引委

員會環境考量方針」，值得注意。

貳、先進國家競爭法制對能源產業之規範

競爭規範的立法例上，關於保護有效競爭之方法，或有自結構面向，亦有

重在行為面向，形成規範的重點。而此不同的偏向，事實上影響著國家的立

法、主管機關的權限，以至執法等實踐成果。從歐盟、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

之近年能源競爭政策之發展可以瞭解，由於能源的有限性及增進消費者福祉的

目標，使得許多國家紛紛藉由競爭法令，從調整產業市場結構著手，並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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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市場行為。雖然相較於結構方法，行為管制在各國競爭法令及實務上，有

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並且通常將之類型化，訂定於規範中，亦或透過實務案

例，逐漸將違法行為類型化。然而，由於台灣在液化石油氣、天然氣及電力等

三項產業與歐盟、美國能源結構較為不同
13
，與日本較為相近，同時三項產業

自由化程度彼此間也不一致；但整體而言，台灣能源產業相較於歐盟、美國與

日本之開放腳步，自結構面向已落後甚多。因此，以下僅就各該國家近年之競

爭規範發展擇要介紹，以供國內研究參考。

一、歐盟－2009/73/EC、2009/72/EC

（一）2009/73/EC指令－天然氣市場競爭
考量到歐盟內部的天然氣市場因資訊欠缺透明，致市場運作上未能

十分良善，歐盟執委會重新修訂相關法規以確保該市場之公平競爭（fair 
competition），並適當保護消費者權益。2009年7月13日，歐洲議會通過
2009/73/EC指令，以對於內部市場的天然氣作成一般性的規範，並廢止
2003/55/EC指令。該指令於2009年9月3日生效，同時，要求會員國最遲於2011
年3月3日轉換為內國法。該指令目的在介紹有關天然氣輸送（transmission）、
配送（distribution）、供應（supply）與儲存（storage）一般性規範，包括天然
氣（natural gas）、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沼氣（biogas）
及自生物物質（biomass）產生的氣體（gas）。

介紹其要點如下：

1. 關於組織之規則
本規則之目的在開創一個競爭、安全且兼顧永續環境的天然氣市場。會員

國應考量天然氣事業之公共服務義務，其內涵包括安全、供應、服務品質與

穩定、價格、環境保護與能源效率等議題。會員國應確保所有的消費者有選

擇天然氣供應者之權利，並於其營運者（operator）的協助下，三星期內便可
簡易地更換天然氣供應者。會員國同時應確保消費者能收到相關消費的資料

（consumption data），並負責監督天然氣供應安全之議題，特別是境內供需之
平衡、可得的供應、網絡的維持以及供應問題之處理方法。區域或國際適當的

合作亦可確保天然氣供應之安全。會員國應確保國內市場一個或數個區域層級

之整合，且第一步即為完全地自由化內部市場。即便是較為偏遠的區域，單一

13 特別是由液化石油氣消費結構觀察，歐盟LPG僅占約2%，而且主要用在農業、工
業、交通與石化業，家庭使用不到其比例之一半，與台灣產業現況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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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氣事業亦應加以整合。為此，各國的主管機關應與歐洲能源規範合作機

構（the European Agency for the Cooperation of Energy Regulators, ACER）合作。
2. 輸送、儲存與天然氣
2012年3月3日開始，會員國應解除所有天然氣輸送系統與輸送系統營運者

之管制。在正式接受指定為天然氣輸送系統營運者之前，事業應具備一定資

格。會員國應該將其指定之天然氣輸送系統營運者名單，公布在歐盟官方期

刊。

其次，會員國應指定一個以上天然氣儲存及系統營運者，負責下列事項：

(1) 營運、維持、發展輸送系統及/或液化天然氣之儲存設備，並適當考
量環境因素；

(2) 確保對系統使用者無歧視（non-discrimination）；
(3) 提供資訊予其他輸送系統營運者、儲存系統營運者、液化天然氣系統
營運者及/或配送系統營運者，以確保天然氣之輸送與儲存之相互連
接（interconnection）；

(4) 提供系統使用者相關利用此系統所需之資料。
輸送系統營運者應該具備充分跨境之能力，以整合歐洲輸送架構。營運者

應按年繳交網絡建設計畫，指出往後十年內需要建設與現代化的主要架構，以

及應予執行的投資。

3. 配送與供應
會員國應指定配送系統營運者，或要求擁有或負責該等配送系統之事業為

下列事項：

(1) 確保具有長期配送、營運、維持並建立天然氣系統之能力，並兼顧環
境保護；

(2) 確保與系統使用者相關資訊之透明；
(3) 提供系統使用者相關資訊；
(4) 免於能源損失並維持儲備能力（reserve capacity）。
配送系統營運者在法律上必須獨立於其他配送以外的活動。天然氣配送系

統若負責一定地理範圍內之產業、商業或部分服務，仍有可能由主管機關將之

歸類為封閉的配送系統（closed distribution systems）。據此，該配送系統即可
不適用收費表（tariff）及計算方式之規定，亦毋須事先申請批准。

4. 解除管制與會計透明
會員國及主管機關有權查閱天然氣事業會計資料，惟須對於某些資料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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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天然氣事業應使供應及相關輸送與配送活動之會計相互分離（separate 
accounts）。

5. 其他機構利用系統
會員國及主管機關應訂出其他機構利用儲存與管道末段儲氣（linepack）

設備的條件，並採取一些措施以確保一定之顧客可利用上游之管線網絡。同

時，亦應形成一個第三人得以接近利用之輸送與配送的系統。天然氣事業可因

己身欠缺能力，亦或他事業之利用將危及自身對公眾服務之義務，而拒絕他事

業利用系統。該等拒絕之事由必須真確。個別的會員國得因市場的突發狀況或

人員安全的威脅，而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該等措施必須通知其他會員國以及

執委會。

另外，關於事業之於使用者的天然氣與電力供應價格與交易條件，在1990
年6月即公布有90/377/EEC指令，對於歐盟內部市場能源價格之透明化及運
作，確保公平的競爭與消費者對於不同能源之選擇上，具有極大的貢獻。

（二）2009/72/EC指令－電力市場競爭
本指引旨在建立發電、輸電、配電與供應電力的一般性規則，並確立普遍

一致的服務義務與消費者權利，釐清競爭規範。以下扼要介紹其要點：

1. 組織規則
此規則旨在建立一競爭、安全與環境永續之電力市場。會員國應課予電力

營運業者公眾服務之義務，包括安全、供應安全、穩定、服務品質、價格、環

境保護與能源效率。會員國應確保所有的消費者有選擇電力供應者之權利，並

於其營運者的協助下，三星期內便可簡易地更換電力供應者。會員國同時應確

保消費者能收到相關消費的資料。

電力供應業者有義務通知終端顧客（final customers）下列事項：
(1) 各種能源所占之配比（contribution）；
(2) 可能的環境影響；
(3) 爭議發生時之權利。
會員國應設置適當的獨立機制（能源監察員或消費者團體）以有效率地處

理抱怨與爭議。並有義務確保供應安全的監督工作，建立技術安全標準，以整

合數區域層級於單一國家市場。各個國家規範主體應密切與ACER合作以確保
各區域間規範架構的協調。

2. 發電
會員國應考慮下列事項，以建立境內發電能力之標準：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28

(1) 國家及電力網絡的安全;
(2) 健康保護及公眾安全; 
(3) 努力達成執委會“20-20-20＂的目標。 

3. 輸送系統之營運
2012年3月3日開始，會員國必須解除電力輸送系統及輸送系統營運者之管

制。在正式接受指定為電力輸送系統營運者之前，事業應具備一定資格。會員

國應該將其指定之電力輸送系統營運者名單，公布在歐盟官方期刊。

電力輸送系統營運者，主要負責下列事項：

(1) 確保具備長期供應符合需求電力之能力； 
(2) 確保以適當方式符合服務義務； 
(3) 確保供應之安全； 
(4) 安排電流系統（electricity flows）； 
(5) 提供其他系統營運者與營運、建設及系統相互連結上之資訊； 
(6) 確保系統使用者間無歧視； 
(7) 提供系統使用者接近使用系統之資訊；
(8) 在相互輸送系統營運者補償機制（the inter-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 

compensation mechanism）中，收取擁塞費用（congestion rents and 
payments）

4. 配送網絡營運 
會員國應指定配送系統營運者，或要求擁有或負責該等配送系統之事業為

下列事項：

(1) 確保具有長期配送、營運、維持並建立電力系統之能力，並兼顧環境
保護；

(2) 確保與系統使用者相關資訊之透明；
(3) 提供系統使用者相關資訊；
(4) 免於能源損失並維持儲備電力的能力。
會員國對於因地理因素所限制之產業、商業及服務，有使其電力配送成為

封閉配送系統之可能。

5. 解除管制與會計透明
會員國及主管機關有權查閱電力事業的會計資料，惟須對於某些資料應予

保密。電力事業應使供應及相關輸送與配送活動之會計相互分離。

6. 其他機構利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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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及主管機關應訂出一個第三人得以接近利用之輸送與配送的系統。

利用該等系統之收費表應公告之。會員國應訂定授權於各國境內建構直接管線

（direct lines）之客觀且無歧視之標準。
7. 國家管制主管機關 
各會員國應指定一個國家層級之獨立主管機關，主要負責下列事項：

(1) 固定的輸送與配送收費表； 
(2) 跨境議題的合作； 
(3) 監督輸送系統營運者的投資計畫； 
(4) 確保顧客消費資料的接近利用。 

8. 零售市場 
會員國應確保契約之安排、提供電力給顧客、資料交換、結算法則

（settlement rules）、資料權利與計量供給責任。非家庭（Non-household）顧
客可同時與許多供應者訂定契約。

9. 損害評估 
個別的會員國得因市場的突發狀況或人員安全的威脅，而採取必要的安全

措施。該等措施必須通知其他會員國以及執委會。在個別的系統中，因運作問

題而發生耗損，是可以被接受的。

二、美國－公用設施管制政策法

（一）天然氣 
天然氣產業的參與者主要有生產事業、管線（輸送）事業、區域分銷事業

（或稱為區域公用設施事業）及終端用戶。一般而言，天然氣事業並非垂直一

體化的產業
14
。美國天然氣產業之競爭管制，分為幾個階段。在19世紀後半煤

氣受到市場歡迎後，煤氣事業發現劃分服務區域可以提高利潤，並且彼此同意

不進行價格競爭。此種價格聯盟便在廣大的區域形成煤氣托拉斯。20世紀初，
各地及州政府開始注意到這種情況

15
。1938年以前，天然氣管制的判例主要有

「密蘇里控告堪薩斯天然氣公司」案
16
，州政府不能管制天然氣的州際運輸，

14 在美國，天然氣管制之成敗，見仁見智。同意者認為，政府應關切管線公司的市場
支配力量，以及其所造成的管線輸送獨占問題；反對者則認為管制將造成市場扭
曲。See Joseph P. Tomain, Richard D. Cudahy, Energy Law, West, 2004, p. 189.

15 Werner　Troesken, Why　Regulate Utilitie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Chicago Gas　Industry, 1849-1924,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16 Missouri v. Kansas Natural Gas Co. (S. Ct.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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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用設施聯盟控告Attleboro蒸汽與電力公司」案17
，州及聯邦政府均不

能管制電力的州際銷售。當時，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管制分工是：州政府管制

州境內的天然氣業務，聯邦政府管制州際天然氣貿易，惟不可干預天然氣之生

產與輸送。

前述二個裁判加強了幾個主要州際管線公司之市場獨占地位。由於該等事

業占有全國輸送天然氣的絕大多數管線，同時具有買方與賣方雙重身分，甚至

在許多地區均是唯一的買方或賣方，因此具有極強的市場獨占力量。易言之，

若管線公司作為唯一賣方，該事業可以對天然氣分銷事業及用戶制定銷售價

格，不受州政府管制；作為唯一買方，天然氣生產事業因無法將產品賣給其他

事業或個人，因此即須接受管線公司甚至低於競爭性的批發價格，然其同時銷

售予用戶之價格卻超過競爭性的零售價格。

據此，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35年提出一份報告，認為州際管線公司具有買
方和賣方的獨占地位，並濫用該地位致損害用戶消費者之利益。受該報告影

響，隨後便促成1938年的「天然氣法」，該法對管轄權、許可與訂價有相關之
規定

18
。依據天然氣法第一條(b)款，聯邦政府對於州際貿易的天然氣輸送、採

購天然氣的州際轉售，及從事此類輸送或銷售之天然氣事業有管轄權。只是，

這個規定並不涉及對當地的天然氣生產者（雖然州政府對零售有管轄權）。其

次，同法第7條(a)款規定：「除聯邦貿易委員會因公眾便利及必須而給予許可
外，從事天然氣業務之公司或個人均不得為準備任何建設或者擴建，亦不得為

有關設施之建設、擴建、兼併及營運此類業務之公司。」
19
。

1978年卡特總統政府公布了「天然氣政策法」，旨在通過對在州際和州內
市場“首次銷售＂（first sales）的天然氣進行訂價，實現消除雙重市場，它構
成了國家能源法律與政策的核心。該法對原有制度作出了四方面的重大改革： 

(1) 聯邦政府控制州內市場天然氣的價格；
(2) 對1978 年之後開始生產的新天然氣，制訂用於計算每月價格上漲的
公式；

(3) 新天然氣的最高價格與石油製成品的價格相關聯；
(4) 從1985 年1 月1 日起取消價格管制。
儘管該法複雜，惟其積極作用是統一市場和解除管制並剌激生產，美國國

17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of R. I. v. Attleboro Steam & Electric Co. (S. Ct.1927).
18 其後亦有相關判決。See FPC v. Hope Natural Gas Co. (S Ct. 1944).
19 FPC v. Transcontinental Gas Pipe Line Corp. (S. Ct.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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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天然氣的產量遂此提高，只是天然氣市場的運行仍未達到預期。

另外，同年公布的「公用設施管制政策法」，亦是美國國家能源法律體系

的組成部分，其第三部分適用於天然氣訂價。為了節約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和促進對使用者的公平，該法要求各州監管機構和不受管制的公用設施公司

參與為該法所擬議訂價標準舉行聽證。結論是，標準應在「適當以及與各州法

律不相抵觸的範圍內」施行。惟此一標準在FERC v. Mississippi20
一案中受到根

據憲法第十修正案而提出的挑戰。公用設施管制政策法要求能源部部長和聯邦

能源管制委員會共同進行天然氣訂價調查。

（二）電力

略過發展的歷程，1978年的「公用設施管制政策法」對電力產業亦發生了
促進競爭的作用，並形成一個新型的發電市場。輸電在此行業背景下變得愈發

重要。監管機構，特別是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開始重新考慮如何改革監管機

制。輸電線路被認為是電力行業的瓶頸
21
，即發電廠生產的電力必須通過幾條

私有的高壓輸電線路才能被輸送到用戶。正因其為私有，並不是任何人只要付

費便可獲得輸電服務。是此，為使新型市場能夠運營，必須開放對輸電線路的

使用。

1992年通過的「能源政策法」部分地解決了上述問題。該法將單獨進行電
力批發銷售的公司稱為「豁免的電力批發發電商」(exempt wholesale generators 
, EWGs)，以免除「公用設施控股公司法」對之的限制；同時，「能源政策
法」亦以公眾利益為標準，授權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要求具有輸電系統的公用

設施公司在電力批發業務事業的請求下，為其提供遠距離輸電服務，惟該法禁

止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為電力零售提出提供輸電服務的要求。然是此「能源政

策法」已透過此等規範，持續推動電力產業的結構重整。
22

三、日本－液化石油氣法、適正瓦斯交易指針、適正電力交易指針

日本競爭規範，主要有獨占禁止法，其中第3條禁止事業獨占以及不當交
易限制等行為。第3條至第7-2條規定獨占及不當交易限制，第8-4條規定獨占之

20 FERC v. Mississippi(S. Ct. 1982).
21 Peter Z. Grossman & Daniel H. Cole , The End 0f Natural Monopoly:De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2003).
22 聯邦能源管制局透過第888號及第889號法令來實施能源政策法。參閱18 C. F. R. pts. 

35 ,385 and 18 C. F. R. pt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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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第19條至第20-7條規定不公正交易之方法。關於液化石油氣、天然氣與
電力之具體競爭規定扼要介紹如下。

（一）液化石油氣法

日本液化石油氣全部仰賴企業自由進口或進口原油進入煉油廠煉製。從國

外進口原油至送達消費者使用，大致經過下列層次
23
：

1. 進口商（大盤商）
國外進口原油、精煉輸運分配至大用戶或中間商，前者屬大消費戶，後者

則再經處理（法律上稱謂「製造」）後分配至販賣商。

2. 中間商（中盤商）
除大消費戶之外，中間商必須將分配所得液化石油氣加以處理，灌裝於液

化石油氣鋼瓶或簡易儲槽，經販賣商之通知，負責直接送達消費用戶（一般為

家庭用燃料或業務用戶）。

3. 販賣商（小盤商）
販賣商之銷售層級。在日本，稱販賣業者，係指直接與用戶接觸之零售

商，但不負輸送鋼瓶至用戶之責，惟必須對消費者施以安全教育與宣導之責。

日本經濟產業省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的液化石油氣保安課負責一般消費者

之液化石油氣安全政策之擬定與修正及確保液化石油氣安全及交易合理化之相

關法律（有關液化石油氣之銷售事業及設備等規範），與特定瓦斯消費機器之

設置工程之監督相關法律（有關液化石油氣之消費設備規範）之制定與修正，

而保安課負責確保高壓瓦斯安全之基本政策的規劃與方案之推動及高壓瓦斯保

安法之制定與修正，以及產業保安監督部之營運相關綜合監督。
24

1967年日本政府為管制對一般消費者銷售液化石油氣、製造及銷售液化石
油氣器具等

25
，以及防止液化石油氣災害及促進合理的交易，並增進公共福祉

為目的，而制訂「確保液化石油氣安全及交易合理化之相關法律」（簡稱「液

化石油氣法」，又稱為「LP Gas法」）。液化石油氣法的內容包括(1)銷售事業

23 內政部消防署出國報告，赴日本研究液化石油氣管理體制案，93年07月，頁9。
24 民間團體方面，社團法人日本液化石油氣連合會為確保液化石油氣安全與液化石油
氣銷售業之綜合發展，且對國民生活提升有助益為目的，於1980年獲得通商產業省
（現為經濟產業省）許可，於日本各都道府縣皆設有液化石油氣協會，進行液化石
油氣之供應、流通、銷售及安全之推動與研究。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綜合研究院。

25 日本液化石油氣法之管理對象為液化石油氣批發、灌裝（分裝）、零售等業者。另
外，針對所有高壓容器業者，包括製造業者、貯藏分裝設備、LPG加氣站、高壓容
器設備等，尚有高壓瓦斯保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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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登記(2)繳申請書類(3)銷售方法之準則(4)供應設備與消費設備之檢核與調查
(5)對消費者之告知事項(6)設備與器具之標準(7)保安之項目等規定，其意在於
提供液化石油氣業者的安全與營運的正常化。條文內容包括第一章總則、第二

章液化石油氣銷售事業、第三章安全業務、第三章之二液化石油氣銷售業者之

認定、第四章儲存設施及充填設備、第四章之二液化石油氣設備施工、第五章

液化石油氣之器具等、第六章雜則、第七章罰則及附則，共計九章149條。
1996年3月31日（1997年4月1日開始實施）有大幅度的修訂，主要內容為

(1)放寬對銷售業者之規範，(2)推進合理之交易，(3)創設安全管理機關制度，
(4)創設銷售業者認定制度，(5)整頓散裝供給系統等。與競爭規範相關之重要
內容，有下列三點：

1.  為引進競爭的原理，對於新進業者進行銷售事業，從過去的「許可制」（須
經資格審查）改為「登記制」（申請報備即可）。過去銷售事業為許可制，

但依新規定將銷售事業與安全事業分離，銷售事業改為登記制，而銷售業者

須經主管機關認定才可執行，安全業務則須經過安全機關之認定才可執行。

2.  營業部門與保安業務原則上應予分開，未具備液化石油氣的儲存設備及保安
設備之業者，也可委託有此設備的業者代為儲存而從事營業。

3. 放寬民生使用儲槽（bulk）的規定。
須注意的是，日本「液化石油氣法」除了許多關於器具安全與販售的規範

外，針對液化石油氣販賣事業與消費者的法律關係，包括在其施行規則中，亦

有許多重要的規定。整理如下：

1. 液化石油氣法第14條（交付書面）
液化石油氣販賣事業與消費者訂約時，應該將配管等其他設備的所有權、

價格計算方法等重要事項，對消費者充分說明，將交易內容明確記載於書面並

交付之，變更時亦同。

2. 液化石油氣法施行規則第16條（販賣方法之基準）
消費者若欲變更液化石油氣之供給事業者，原事業者應尊重消費者的意

願，並採取適當的交易措施。相關規定分別在該條第11項、第15項之2、第16
項及第17項，規定液化石油氣消費設備所有權、解約及更換販賣事業之設備處
置方式。

（二）適正瓦斯
26
交易指針

26 日本資料上所謂之「瓦斯」，主要謂天然氣瓦斯。本文延用其法令慣用名詞，在此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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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處理天然氣導管供給所造成之地域性獨占，對於一般瓦斯事業，主

管機關經濟產業省已於瓦斯事業法上，以收費標準、供給義務、會計規定等業

務性規定，來防止弊害。根據1994年及1999年的瓦斯事業法修正，該法開放
年供給/需求量達100萬立方公尺以上的大量供應商自由競爭，惟當時新加入事
業僅得委託法律指定的一般瓦斯事業，即東京瓦斯股份公司、大阪瓦斯股份公

司、東邦瓦斯股份公司以及西部瓦斯股份公司代為輸送，以充分運用既設導

管、促進大量供給市場之競爭。

同樣地，在簡易瓦斯事業（以導管供給液化石油氣70戶以上區域）、為了
避免獨占供給所造成的弊害，以往雖然有與一般瓦斯事業同樣的業務規定，但

1999年的瓦斯事業法修正，已廢止了對於簡易瓦斯事業特定瓦斯大量供給（年
供給／需求數量1000立方公尺）、收費及供給條件等相關規定，開放其零售市
場之自由締約選擇條約制度，目的亦在促進整體天然氣市場的競爭力。

2004年4月瓦斯事業法修正後，開放輸配氣業務，因此原本僅得由一般瓦
斯事業代為輸送，則擴大至瓦斯導管業者。總結來說，為了確保代輸送供給的

中立性及透明性，除另有特別規定外，原則上係禁止代輸送部門與其他部門會

計交叉補貼、濫用相關資料，以及差別收費標準等行為。同時，此次修正亦將

自由化的零售市場之大量供給標準自年供給/需求量100萬立方公尺以上降低到
50萬立方公尺，以促進其競爭。
在交易行為的管制上，2000年3月23日，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公布「適正

瓦斯交易指針」，並於2004年8月6日修正。該指針將瓦斯交易分為零售自由化
項目（大量供給，特定大量供給）、代輸送供給項目、批發項目、零售限制項

目、及LNG基地的第三者利用等。指針以總論明示基本理念，並在各論明示希
望事業體自主性的行為、瓦斯事業法及獨占禁止法上有可能發生問題的行為，

同時例示於一定條件下將不會違反瓦斯事業法及獨占禁止法之行為。
27

（三）適正電力交易指針

從公正且有效的競爭觀點，一般電力事業者對於與自身有競爭關係的新加

入事業者，開放電力網路是不可欠缺的。具體而論，對於託送費用及供電指令

等網路運用兩方面，應要求其公平性。依電氣事業法規定，關於託送費用，一

般電氣事業者，因託送行為而產生之費用，及附隨產生為消除不平衡之費用，

以及其他供給條件，供給契約等，應向對主管機關申報之。一般電氣事業對於

27 http://www.jftc.go.jp/dk/gas.html（最後瀏覽日20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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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業加入者，對於託送供給之利用有困難時等，就供給約款的內容不適切之

部分，經濟部長有權發動行政命令的變更。

又關於網路利用，就一般電氣事業者無正當理由拒絕託送時，主管機關，

可依職權強制託送契約執行。再者，於執行託送業務所得之情報，除符合目的

使用外，禁止為業務上的差別待遇（電氣事業法第24條之6）否則，主管機關
可依職權認定上述行為為違法行為，並命其停止或發動行政命令變更之（關於

代理電氣事業者輸送業務，準用有關於上述規範）
28
。而且，關於網路運用相

關公平、透明規則的制定等，對於進行配送電等業務支援機關導入相關制度。

以網路使用者的一般電力事業者，參照配送電業務支援機關制定之運用規則，

制定內部規章進行配送電業務。關於配送電業務支援機關的營運，主管機關就

其公平性、透明性認為無法確保時，得發動依監督上必要之命令進行對應之。

日本於1999年即公布有適正電力交易指針，並歷經多次修正，其規範重點包括
有：有關零售部分、託送部分、量販部分之應有的合理電力交易，以及其他能

源競爭部分之相關行為。

參、我國能源產業結構與競爭法規分析 

一、液化石油氣

過去我國液化石油氣市場
29
自民國82年液化石油氣市場逐步開放，民國88

年起全面自由競爭以來，以銷售鏈末端之零售業者而言，其競爭問題現況關鍵

在於市場經營模式未能現代化，老舊、逾期鋼瓶充斥，影響社會與消費者安

全。惡性循環之下，儘管市場已開放朝向自由化方向發展，但整體液化石油氣

產業並未導向良性競爭之環境，且經常發生以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之方式，

而遭受公平會之處分。案例類型包括有：

28 新加入事業者與一般事業者間，就網路運用產生紛爭之時，必然首先企求解決當事
人間的紛爭，無法解決之時，最終由經濟部，以電氣事業法相關之規定，進行紛爭
的處理。此時，關於構成紛爭原因之事實、判斷，一般電力事業者對於網路相關之
情報一元化之管理之情事思量，一般電力事業者，須進行充分之說明。

29 有關液化石油氣中、下游之分裝業、零售業則分由內政部消防署、行政院勞工安全
委員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經濟部商業司、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等就主管權責管理，如安全管理部分由「消防法」、「勞工安全衛生
法」等管理，對消費市場之經濟行為方面有「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
「商品標示法」等予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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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反公平法第10條第4款者：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濫用液化石油氣供應市
場之獨占地位案（公處字第○九一○五○號）

(2)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第2、3款者：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結合行為
案（八九公處字第一○五號）

(3) 違反公平法第14條者：例如台南縣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八十六公處
字第一○四號）、北誼興業案（八十八公處字第○四一號）、北誼興業等

（九十公處字第○二三號）。從批發價格、零售價格、到運裝費用（公處字

第○九二○七三號）、互不搶客戶及限制桶裝瓦斯分銷商選擇提氣自由、鋼

瓶檢驗費用互為意思聯絡（八八公處字第一二四號）、參照液供處時代之成

本公式試算桶裝瓦斯價格（公處字第○九一○七二號）、於召開臨時會員代

表大會時提出「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零售（分銷）商成本分析及市場價格估

算參考表」（公處字第○九六一八一號），達成調漲桶裝瓦斯零售價格之共

識等行為。

(4) 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4款者：聯宏液化煤氣灌裝有限公司以不正當之方法，
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案（公處字第○九三一三四號）。

事實上，89年公平會即公布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桶裝瓦斯勞務
配送中心營業行為之規範說明」，並肯定液化石油氣「勞務配送中心」制度之

實施，在做法上係將運送工人集中或統籌調派使用，可因此使勞力做更有效率

及充分之運用，不僅可使業者節省勞動成本，而消費者更可獲得迅速、便利之

服務；採行此項制度後一般業者均會集中經營或減少營業地點，業者不但可因

此降低店面成本支出，亦可增進社會及民眾安全之保障，確有其正面之功能。

惟我國公平法關於聯合行為，因第14條規定採原則禁止例外須申請許可之規範
方式，則不論各桶裝瓦斯分銷商係全部保留或部分保留牌照，一旦其將購氣或

配送瓦斯業務，集中於勞務配送中心營運者，而未依公平交易法第14條規定申
請並取得例外許可，則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法之合意，共同約定桶裝瓦斯價

格，或為限制數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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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即被認為係違法之行為
30
。

30 桶裝瓦斯分銷商間，係採僅保留一桶裝瓦斯分銷商之牌照，其他桶裝瓦斯分銷商均
撤銷牌照方式，而於保留牌照之桶裝瓦斯分銷商設立勞務配送中心瓦斯行，將各桶
裝瓦斯分銷商之購氣、配送瓦斯業務，集中於中心瓦斯行進行，倘符合公平交易法
第6條第1項所定之結合行為定義，並且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1條第1項所定之結合申
請要件者，應於其為結合行為前，向本會提出申報。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營業行為之規範說明」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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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聯合行為能否有類似獨占事業第5條之1或是結合行為第11條之1的
規範思考；亦或自第7條「聯合行為」之定義出發，解釋「足以影響生產、商
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概念，或許可再考量，並作為未來關於液化

石油氣產業，朝向產業水平亦或垂直之整合、促進差異化商品與服務之提供、

零售業者之資格審核機制等法令調整之調整空間。另外，由於消防法草案（修

正條文第29條）中規定，為提升液化石油氣用戶之消費權益及使用安全，增訂
經營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者之法定要件，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零售業

者許可管理辦法；相較於日本液化石油氣法1996年3月大幅度的修訂，其中即
為引進競爭的原理，對於新進業者進行銷售事業，從過去的「許可制」(須經
資格審查)改為「登記制」（申請報備即可）。過去銷售事業為許可制，但依
新規定將銷售事業與安全事業分離，銷售事業改為登記制，而銷售業者須經主

管機關認定才可執行，安全業務則須經過安全機關之認定才可執行。則我國液

化石油氣零售業許可制與競爭問題，亦值得我們關注。

二、天然氣

目前國內天然氣之生產、進口，皆由國營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為之，

其相關管理規範，分別為國營事業之管理或公司之內部規範；至公用天然氣事

業，則有23家民營及2家公營之導管瓦斯公司，由經濟部依據「民營公用事業
監督條例」及「煤氣事業管理規則」管理之。由於該條例係屬針對公用事業之

一般性規範，目前對於天然氣進口事業及天然氣生產事業依國營事業相關規

範，而國內約有290萬天然氣用戶，迄今尚無專法規範。考量台灣中油公司終
將民營化，未來亦可能有其他業者加入天然氣進口市場，並為健全公用天然

氣事業之管理並將天然氣之生產或進口納入規範，經濟部已擬具「天然氣事業

法」草案多時，終於在2010年4月22日立法院又重起審議，冀望立法院將得順
利完成天然氣事業法草案立法程序。

該法草案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設立、供氣

營業（參閱草案第6條至第12條）。由於草案規劃在直轄市以區，在縣（市）
以鄉（鎮、市、區）為基本單位，為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區域，而同一供氣

區域，以許可一家公用天然氣事業設立及供氣營業為限
31
。是此，因其區域獨

31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於2010年5月6日審查天然氣事業法草案，會中立委達成共識，未
來天然氣事業不限一區一家。中央社新聞http://tw.stock.yahoo.com/news_content/url/
d/a/100506/1/20f78.html（最後瀏覽日20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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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事業之性質
32
，該法特別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對於政府核定供氣區域內之用

戶，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供氣（草案第30條）。供氣區域外之供氣，須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然而，在各國天然氣競爭政策與規範上，生產/進口產業一直是自由化的
首要對象，並且透過強制代輸儲之規定，增進市場之效率與活絡。我國草案中

亦將天然氣事業依現況分為天然氣生產事業、天然氣進口事業與公用天然氣事

業（草案說明謂：俗稱導管瓦斯公司），在主管機關經濟部之規劃中，事業只

要依法以股份有限公司之型態設立，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即可生產及

進口天然氣。惟關於代輸儲部份
33
，卻非強制地僅於天然氣生產或進口事業於

雙方合意
34
（協商模式）為前提，得進行天然氣之代輸儲。除非，中央主管機

關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於必要時令其代輸儲（草案第32條）。
前述該等非強制性的代輸儲規定，本難以於現有的天然氣上游產業產生市

場參進的效果；現在，甫於2010年4月22日立法院重起之審議，於6月2日立法
院經濟委員會審議時更又將代輸相關條文刪除

35
。是於可期之未來，雖形式上

放寬參進天然氣生產與進口市場之主體資格限制，惟在屬於該產業之公用關鍵

32 因此卻也經常有濫用其具有之市場優勢地位之案例出現。例如欣南石油氣股份有限
公司不當決定天然瓦斯用戶申請裝置費用，核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
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規定。(87)公貳字第八六一四四六七—○一二號。另
參閱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不服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訴決字第○八三號
訴願決定，提起再訴願之台八十九字第三四一九七號行政院決定書。

33 所謂輸儲設備，指的是天然氣事業為供應天然氣所設置之輸配及儲存設備，包括儲
氣設備、輸氣設備、摻配設備、氣化設備及卸收設備（草案第3條第1項第7款）。

34 我國草案既以代輸儲係在雙方合意之情況下為之，其代輸儲數量及費率亦宜由雙方
協議。為避免聯合壟斷，同條第2項規定代輸儲設備數量及費率需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俾利監督管理；若協議不成時，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決定之。

35 中油反對開放代輸之理由：「第一、中油為穩定國內供氣正常，有高達七成二的比
例是以簽二十年長約的方式進口，也就是買方每年必須購買一定的量，如果台電不
向中油購買，中油仍必須購買一定合約量，付出一樣的價錢，這將造成國家資源
浪費；第二、中油的儲氣槽已達飽和，幾無多餘空間代輸儲；第三、進口天然氣的
熱值若不同，會有安全之虞。」。搶天然氣採購權 台電、中油鬥法，自由時報，
2010/10/18。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18/78/2f57c.html（最後瀏覽
日2010/11/10）。另參考：台電搶要進口天然氣 國營會:審慎衡酌評估，中廣新聞
網，2010/10/1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18/1/2f6mp.html（最後瀏覽日
20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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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與設備上，未能形成配套的代輸制度，欲增進競爭
36
，恐亦有產業門檻的

障礙。雖然，草案中仍有各國在天然氣產業自由化之相關規定，例如「天然氣

生產或進口事業兼營其他事業者，應建立分別計算資產、收入、成本及盈虧之

會計制度。」（草案第33條）；「公用天然氣事業兼營其他事業，應報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不得影響供氣業務。公用天

然氣事業兼營其他事業者，應建立分別計算資產、收入、成本及盈虧之會計制

度。」（草案第40條），惟事實上該等規定僅能避免天然氣生產或進口事業兼
營其他事業產生之交叉補貼現象，是對於既有產業現況事業訂價的監督，正如

日本對於普通瓦斯事業，由主管機關經濟產業省透過瓦斯事業法上業務性的規

定，例如收費標準、供給義務等會計規定，來防止導管供給所造成之伴隨地域

性獨占的弊害一樣，該規定本身並非產業自由化或開放的措施。

因應天然氣相關法令之立法可期，雖然制度內容亦同時變化，但本文建議

主要競爭規範思考方向有三：

1.若「同一供氣區域，不以許可一家公用天然氣事業設立及供氣營業為
限」，則應注意該等公用天然氣事業下列行為將有違法之虞：

(1)不當的低價設定
由於目前各供氣營業區均由一家獨占，未來若開放參進事業數量，則氣價

是否應維持一致性（參閱草案第35條）即是前提；若否定，則若原事業以顯著
低價，使新加入之競爭者事業活動難以開展，則可能有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3
款、第22條、第24條規定之虞37

。

36 論者亦曾建議：「考量到國內天然氣95%以上仰賴國外進口、整體總需求量規模較
小、輸氣管線設備等各項因素，開放初期應以委託台灣中油公司方式為主，且中油
公司必須在無歧視原則下，台電公司公平使用輸氣管線。另評估國內接收站處理能
力於2010年後提升至1200萬噸，以及獲得新LNG長期合約，最早也需於2014年後供
氣，所以我國第一階段開放建議於2014年以後較為可行。⋯並建議第一階段開放應
針對大用戶，而我國發電業占天然氣消費量近8成，所以對於推動代輸制度先開放
台電公司躉售輸氣較為可行。」參閱王尚博、彭筱晴主持，96年度經濟部能源局委
託台灣綜合研究院「天然氣供需規劃及代輸制度之研究」計畫。  

37 參閱(86)公處字第○七六號文山有線播送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案。須注意的是，企業
在爭取顧客活動時，與競爭者降價競爭是正面的，以通常事業活動廣泛地來看，降
價本身不會產生問題。然而，若是像普通瓦斯業者在其供給區域已具有獨占地位，
則為了對抗擁有較高效率之費用結構的新加入企業，對於新加入市場者的交涉或可
預料相當數量的顧客與新加入者交涉，既存事業為了維持原有的交易關係與機會，
而對顧客提出明顯低於所需費用的價格，使新加入者的事業活動無法開展的行為，
才有違法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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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接續供給」不當收取高價
所謂「接續供給」，是指公用天然氣事業對於即將轉換契約至新加入事業

之交易相對人，因該新加入者之準備尚未完成，以致契約終止時新加入事業尚

無法立即供給，則在該新加入事業供給前由原事業繼續供給之情形。若原事

業對於接續供給的申請，不當拒絕，並設定比通常該等使用形態更高的費用，

或是設定不當之不利條件，讓交易相對人不得不繼續接受該事業之供給，而使

新加入事業事業活動開展有困難，則可能有拒絕交易、差別對待等違法行為之

虞。

(3)不當收取過高之解約金
事業與交易相對人之訂約期間，亦或解約費用，原則上應由事業自主的經

營判斷決定。然而，公用天然氣事業若在交易相對人接受新加入事業供給而解

除現有之契約時，有不當收取高額解約補償金之情形，使相對人與新加入事業

的交易無法順利進行，則可能有附限制條件交易、附排他條件交易等違法之疑

慮。

(4)物品購入、職務交易停止
公用天然氣事業若對於在物品或職務上有持續性交易關係之交易相對人，

例如：天然氣導管等事業不可欠缺之基礎設備生產、製造以及販賣之廠商，若

是接受從新加入事業的供給，暗示將停止該物品之購入或職務上的交易、抑或

減少購入數量等，使該相對人與新加入事業的交易無法順利進行時，有附排他

條件交易等違法之疑慮。

(5)提供與事實相反的消息給交易相對人
公用天然氣事業在營業活動中，提供相對人與事實相反的消息，例如指稱

新加入者完全沒有保安管理能力等，將有妨害相對人與新加入事業交易之違法

疑慮。

2. 「天然氣生產或進口事業於雙方合意時，得進行天然氣之代輸儲」，則
應注意，正因未採強制代輸，則若擁有天然氣輸儲設備與管線之生產或

進口事業，以不正當理由拒絕提供代輸服務，亦或停止代輸服務，均將

有拒絕交易違法之虞。

3. 利用LNG基地應有的合理交易
以台灣天然氣大多依賴海外進口言，LNG基地便成為天然氣輸送管線網絡

的起點。從活絡天然氣市場和促進公正競爭條件觀點來看，使第三者得以利用

LNG基地，具有促進新事業參進市場、支援多樣化天然氣調度的功能。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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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體而言，LNG基地之建設容易度以及其他替代方法的困難性，確實係與
天然氣管線性質大異其趣。因此，於第三者利用時，同時保有LNG基地持有營
運事業（下稱LNG基地事業者）和利用者當事人間之交涉透明且公正38

，有其

必要性。因此，若LNG基地業者對於和自己或關係企業有競爭關係的天然氣生
產/進口事業之申請利用，在其他人仍可能使用之情況下，不當地拒絕抑或不
當地拖延其申請的時間等，使該天然氣事業的事業活動發生困難者，則將有拒

絕交易或是濫用獨占地位之違法可能。

三、電力

我國電業法自36年制定迄今，雖歷經六次修正，惟所規定之市場架構及電
業管理制度已逾40年未予修正，其間由於國內社會經濟情勢變遷、科技進步及
人民生活水準提升，該法內容已無法符合國內社會實際需要；加以電力市場

之民營化與自由化乃當前全球性趨勢，近年來世界各國紛紛進行電力市場自由

化，其中有關電業競爭機制及電力市場運作模式，依各國國情有不同之自由化

模式，均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為因應時代脈動、配合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及考

量我國現有電力市場結構，電業法之修正方向將朝全面開放綜合電業、發電

業、輸電業及配電業之設立，並成立電力調度中心統籌執行電力調度，公平使

用電力網，俾建立一個具公平性、多元性、前瞻性之電力市場，以符合我國社

會環境需要，並利政府推動電力市場自由化之政策。

經濟部經參酌相關法規及各國立法例，針對當前與未來電力市場發展情

況，擬具之「電業法」草案，雖迄今已提出於立法院待審查多年，惟依據其現

有之規範架構，未來在競爭規範上，本文認為應注意下列限制競爭之行為類

型：

（一）發電部分

考量促進電力市場自由競爭及減少發電業之經營限制，草案明定發電業為

非公用事業，得以自設線路或透過電力網轉供以銷售電能。然而，草案認為

「因各電業之特性及公共利益程度較高之故」，故規定綜合電業、輸電業及配

38 日本適正瓦斯交易指針第5點(1)規定，從公正且有效的競爭觀點來看所應為的合法
行為，包括有：LNG基地業者應制定明確之LNG基地利用辦法；LNG基地業者應公
開基地設備容量、現行運用狀況、將來運用構想等充分的資訊；拒絕利用申請時，
應以文書方式通知對方拒絕之事由；締結有關利用契約時，考慮競爭地位等相關資
訊，在一定期間內公開主要之契約內容，包括交易數量、交易期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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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為公用事業（草案第4條）。雖然電業法草案已顧慮到防止公用電業影響
本業之經營或濫用公用事業地位取得利益，而明定公用電業與發電業間不得互

相兼營，並應經核准方得兼營公用電業以外之其他事業。然該法如上述本已將

「設置發電廠及電力網，以轉供及銷售電能之事業」列為「綜合電業」，而無

如許多國外立法例「分家」之規定，僅係「綜合電業應依發、輸、配電業務，

建立分別計算盈虧之會計制度，不得交叉補貼」，以及為避免相互補貼，同時

經營二個以上營業區域或二種以上電業者或綜合電業之發、輸、配電業務間，

均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建立獨立會計。（修正條文第4條、第6條、第52條至
第55條、第63條及第64條） 
然而，由於草案規定發電業除應設置發電廠生產電能外，並得向其他電業

或自用發電設備購買電能。而且，發電業除得透過電力網轉供電能予用戶外，

並得自設線路直接供電予用戶（其供電電壓及用電容量規模將由中央主管機關

另定之）（第55條）。既然該等規定係考量用戶選擇權而採逐步開放之方式進
行，則未來針對發電業，應加以留意其零售之行為，有無下列可能實質限制競

爭之情形
39
：

1.  以明顯低價或折扣，使阻礙其他新進事業參與競爭，或使競爭事業活動難以
推展。

2. 對於特定關係事業，甚至是綜合電業的不同部門間，給予特別優惠之行為。
3.  對於非由該發電事業全量供給，而係從複數電氣事業者分別取得部分供給的
交易相對人，無正當理由設定高價或拒絕部份供給，使相對人不得不接受該

發電業者的全量供給，使新加入之競爭對手事業活動開展發生困難。

4.  對於轉換至與新加入發電業者購電，又再次變更向原發電業者購電之交易相
對人，不當訂定高價費用或是類似方案，限制使用者之交易選擇自由。 

5.  不當終止擁有自家發電設備之交易相對人之發電補給契約，亦或設定過高售
價。

6.  對於交易相對人中途解約而轉換與新進發電事業購電者，不當收取過高之違
約金。

7. 對於物品、業務上有持續交易關係之相對人，例如發電設備、送電設備等電
氣事業上不可欠缺的基礎設備之販賣業者，若有接受新加入者之電力供給或是

對於新加入者提供剩餘電力情事時，停止、減少或表示將停止、減少購買數量

39 參閱日本適正電力交易指針第一部份關於零售之電力交易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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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代輸配電力

草案第52條至第54條規定，綜合電業之電力網、輸電業之輸電線路（應與
綜合電業所屬之電力網相互聯結）、配電業之配電線路均係定位為公用通路，

應依公平、公開原則提供所有電業使用，以轉供電能並收取費用，不得對特定

對象有不當之差別待遇；非有正當理由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不得拒絕提供

電業使用。代輸配電力之行為重點，除費用外，即是電網的利用。前者在草案

中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因此以下僅分列可能影響競爭之輸配電網轉供電力

之行為
40
：

1.  因不當利用代輸配電力而獲得之使用者資訊，包括其他的電力供給事業者的
電源、其調度、電源開發狀況、電源運用計畫、電力分布、作業條件、電力

使用者的需求動向及需求實績等，於供該當業務用之目的外使用及提供之行

為。

2.  在代輸配業務上，針對特定電力供給事業者，不當的優惠待遇或是分配利
益，亦或不當給予不利待遇或是使其不利益等差別待遇之行為，包括輸配電

網路利用之行為，例如系統運用、送電條件、線路設備修繕工程資訊等；以

及輸配電服務提供之行為，例如對向自己購電的消費者提供可選擇之供電方

案、使用量通知、停電對應之消費者客服、復電順序等，卻對其他電力供給

事業不提供相同服務（這種情形最容易發生在綜合電業）。

肆、結語

從能源的結構到能源競爭的政策，產業活動與相應的規範均會有所不

同。以高能源自給率之美國（近71%）與缺乏天然資源之日本（2007年已降至
17%）為例，前者競爭主管機關FTC的競爭政策上，係較著重於能源事業的合
併管制，事實上這點在發展較早、開放的市場，均有此相似的監督管理模式；

而後者之規範環境，則屬於一個尚未自由化，或甫開放不久的市場，其間對於

事業藉由市場地位而濫用之阻礙競爭對手參進市場行為的關注，則為重點。未

來關於產業競爭的背景、競爭程度與相關聯的管制方法上，自應留意此種相異

的市場現象。再從世界能源結構整體來說，能源供給源已逐漸降低對石油之依

40 參閱日本適正電力交易指針第二部分有關電力託送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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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並在替代能源上擴大對天然氣之使用，這點自歐盟能源及其競爭政策係以

加速促進其效能利用，整合並連結會員國的輸電與輸氣管線，亦可明顯觀察。

台灣2009年所有自產能源合計僅占能源供給的0.63%，較2008年更減少2.26%。
其中，占能源供給比重達99.37％的進口能源，較2008年減少2.25％，自產能源
則減少3.99％。至此，從比較觀點可知，我國從能源結構來看，與日本除同屬
海島型國家，地狹人稠，天然資源均較大陸型國家缺乏外，二國的能源供需結

構也極為相似。惟應注意得是，台灣在目前的能源消費結構上，天然氣僅佔

約2%，主要用在家庭燃料，與歐美，特別是日本，均極力擴大使用天然氣在
交通運輸、發電等部門，比例約佔至總能源消費結構的30%，有一段差距。未
來，台灣在開放天然氣產業，促進競爭，並改善能源結構上，應有很大的空間

尚待努力。

再就能源競爭政策觀察，歐盟對於能源產業與市場，要開創的一個真正的

能源內部市場。基於這樣的統一市場的優先目標，歐盟所推展的能源競爭法

令，不論是就消費者得以合理價格選擇不同的天然氣及電力公司，亦或對於所

有提供事業，尤其是小規模以及投資再生能源開發的事業，形成易於參進的市

場而論，具有競爭性的內部能源市場是一種策略性的機制。雖然美國與歐盟相

同，幅員廣大，天然資源也極為豐富，惟政治體制上係聯邦制，雖各州基於憲

法上賦予的權限亦各有其政策規劃與立法權（也因此法令各為相異），但聯邦

政府許多政策法令乃係針對跨州之行為，管制對象事業之規模通常也較為龐

大。相較之下，日本在政府體制、成文法令體系，以及能源產業發展背景，特

別是過去由（單一）國家規劃或輔導、自上而下的公用事業、民生事業之結

構，到近年的產業自由化進程，未來在台灣能源競爭規範上，似乎具有較高的

參考研究需要。

總結來說，能源產業競爭政策根源並反應資源的稀少性的大前提，為求穩

定與有效之利用，以確保供應安全及消費者利益，因此近年來各國紛紛以促

進能源產業之競爭為方法，包括歐盟的第三能源方案、2009/73/EC及2009/72/
EC指令，美國的能源政策法與公用設施管制政策法，日本的液化石油氣法、
適正瓦斯交易指針與適正電力交易指針等政策及規範，冀望得以達成安全、持

續及競爭力的能源發展目標的努力過程，值得我們學習與研究。台灣在液化石

油氣、天然氣與電力方面，相關草案雖早已規劃，惟立法時程卻延宕許久。所

幸2010年中，立法院重啟天然氣事業法之審查，是此因應天然氣相關法令之可
期，雖然制度內容亦同時變化，惟仍可自「同一供氣區域許可之公用天然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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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數量」及「協議代輸儲」與「LNG基地利用」三個方向思考競爭規範之適
用；電力部分，雖「電業法」草案迄今已提出於立法院待審查多年，惟依據其

現有之規範架構，未來亦可注意「發電」、「代輸配電力」可能產生之限制競

爭行為類型。另外，就液化石油氣部分，因產業整併為過度競爭之必然，結合

與聯合行為規範之適用，以及消防法草案對之零售業許可制的規劃，亦需要主

管機關持續予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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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mendments of several acts, including The Electricity Act, the energy 
Administration Act, the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Act, and the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Act during 2007-2009, demonstrated that the legislations of energy 
industries in Taiwan have advanced to the liberalization gradually. Carrying out the 
national energy policy as a p remise,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the competition policy 
and the regulations of energy industries, not only to compare current legal system 
of Taiwan, to the ones of European Union, US and Japan, but also to direct to the 
competition law, guideline and illegal cases of three industries, that is liquified 
petroleum gas (LPG), natural gas (LNG) as well as electricity. Finally, we emphasize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energy policies in Taiwan, especially the entry barrier of 
energy markets in order to secur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market 
structure. We hope that this project can provide some assistances and suggestions to 
governmental authority to manage the energy fields.

Keyword: energy industry, competition policy、lib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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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劉連煜（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孫委員主持人、陳教授、各位在場的先進，很高興又回到娘家了，非常高

興能再次聽到一些競爭法的議題，首先我要對陳教授她做這個研究計畫蒐集的

資料非常多且完整，她從歐盟、美國、日本談起，也兼顧到本國能源產業的情

形，是一個很好的研究。

作為評論人我有幾點想法，我們知道競爭法是希望透過競爭可以讓消費者

收到更好的價格及服務，相信在能源政策的的規範裡面目的還是一樣的，我看

到歐盟的一些指令它也希望透過比如說the 3rd energy package裡面有提到一些
目標，當然它未必會講明它競爭政策的目標在哪裡，但我看到比如像提供更乾

淨的能源這資料裡都有提到，我們台灣要引進能源產業的競爭規範，規範重點

會是什麼？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在我們任內的時候一直跟交通部的電

信總局在談這方面的問題，尤其是電信業、固網，我們常常說中華電信跟民間

的固網業，我們一直在promote competition在促進競爭，到現在有什麼效果？
當然沒錯，我們要考量到後來在無線通訊、手機普及後，固網似乎顯現出沒那

麼重要，比方說大陸也沒有固網這種產品，可能也要把這部分的因素考量進

去，我認為，所謂last mile最後一哩這些設施的問題，就是中華電信這些能不
能開放讓民間的3個固網業者來做，我總覺得事情好像沒有克盡其功，以致於
中華電信還是獨大，尤其是在市話方面，這方面是不是只有在手機、無線通訊

的開放就解決問題呢？還是市話衍生的一些商品因為中華電信的獨占，使得相

關產品也沒有辦法因應、開展過來，我認為在能源產業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我個人看法是，公平會做為一個競爭法主管機關要怎麼做？將來會不會又重蹈

覆轍？我個人是認為在電信業產業導引自由化、競爭是沒有成功的，尤其是市

話跟固網產業，市話都還是中華電信在掌控，其它的亞太固網、速博有些都被

併購了，從這個來看能源產業的規範，剛剛陳教授講的非常好，她有提到代輸

儲這些問題，我相信會跟中華電信的問題產生一樣的結果，這會是一個很重要

的問題。當然過去對於電信產業會與主管機關交通部有爭議，那能源產業會不

會面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又不同調的問題？那代輸儲這些管

線、配電、配送這些問題，會不會又跟中華電信一樣，這個是我很擔心的。

當然如果光以電力來看，就是我們現在的民營事業生產以後都要賣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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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嗎？還是應該它開放？我如果沒有誤解陳教授的看法

的話，是不是也要讓它代輸配，甚至是儲藏，這當然牽涉到許多技術的問題，

只是說如果我們以中華電信的案例來看，我們要促進能源產業的競爭，是不是

會面臨同樣問題？它如果有差別定價或是限制競爭的行為，公平會是不是會重

蹈以往的情形，所以我非常贊同陳教授的結論，我看出來她是比較希望能有一

個code of conduct的規範出現，我覺得把相關一些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業者
應遵守的行為做為一個規範的重點，然後頒布這樣的一個規範，我覺得會比

較適切，所以我也贊同陳教授的這些看法，認為是不是要跟其他國家一樣要有

一個code of conduct會是一個比較適當的規範方式？也比較能促進能源產業來
競爭，而消費者會受到better service，還有價格會更便宜，我十分贊同她的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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