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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韓
(三)新加坡
(四)美國
六、浮動油價機制與業者限制競爭行為疑慮之探討
(一)公平交易法第46條之執法立場
(二)我國浮動油價機制之定性與他國案例探討
七、結論與建議
(一)致力於油品市場透明化以因應聯合行為執法困境
(二)浮動油價公式仍有再檢討空間
(三)視油價調整機制不同宜有長短期作法

摘要
2001年10月於立法院三讀通過「石油管理法」，確立我國油品市場全面開
放的基本架構。然而，考量我國僅餘台灣中油公司和台塑石化等兩家業者，引
發雙占市場可能產生聯合訂價隱憂，故2007年經濟部宣佈「浮動油價機制」讓
油價調整回歸市場並與國際接軌。然而，即使存在油價調整公式，其對於市場
之自由競爭、業者行為影響、消費者權益等面向，仍引發諸多討論。因此，本
文中探討除了國內施行「浮動油價機制」外，亦參考亞鄰國家（中國大陸、南
韓）與歐、美的訂價機制及產業營運狀況，期能瞭解在該訂價機制下是否影響
產業競爭。
研究結果發現，中國大陸、南韓及英美等國家在油品產業鏈中的石油煉製
部份僅有少數供應者，惟加油站市場則視地理區位和人口數量，存在較多品牌
業者，且發展趨勢朝各種商業模式多元化推展。就價格調整機制而言，僅中
國大陸設有油品價格上限和下限，多數國家並未對油品進一步設立油價訂價機
制，而係讓市場自由訂價及競爭，大體上僅會透過行政措施（例如環保要求、
庫存天數、油品品質、稅費徵收）作為管理方式，而油價機制之有無並不影響
加油站市場競爭。
觀諸世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多國關注油品市場透明化，以幫助消
費者做出更明智的決定，並鼓勵更有效的競爭。此外，觀察南韓、新加坡、香
港、日本及歐盟和英美等國的油品產業，其油品市場均已自由化，並且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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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決定最終價格，對照我國現況，雖然施行油價機制，但仍有主管機關介入
的影子，且相關法規並未鼓勵業者從事多元化業務推廣，與國際發展趨勢並不
一致，故宜放寬石油管理法規範和取消油價公式，讓市場自由運作。
另一方面，「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非屬經立法院通
過且總統公布之法律，又非屬法規命令，得否適用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向
有爭議。因此，短期內在浮動油價機制仍沿用，亦未立法排除公平法適用的前
提下，建議公平會訂定油品市場案件處理原則，持續蒐集國內油品訂價是否有
反競爭的作為。長期而言，油品價格仍宜回歸市場機制，則公平會仍應持續檢
視產業競爭情況，惟若考慮產業主管機關具有較為專業的產業知識，更適合處
理產業相關議題，而將油品行業排除於競爭法規範之外時，仍宜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協調公平交易委員會將競爭法精神納入石油管理法中，使符合公平交
易法規定，則可適用公平交易法第46條，同時善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理與督
導的責任。
關鍵字：油品產業、浮動油價、臺灣動態一般性均衡、聯合行為

一、前言
油品市場涵蓋探勘、開採、採購、輸儲、煉製、批發銷售等上、中、下游
產業，我國早期由國營台灣中油公司獨占經營，自1987年6月頒佈「加油站管
理規則」後，率先開放下游市場，允許民間業者經營車用汽、柴油等油品零售
與加油站業務，自此改變台灣中油公司獨占下游市場的局面。另為促成石油業
上游端的油品煉製自由化，經濟部於1996年6月頒佈「石油及石油產品輸入輸
出生產銷售業務經營許可辦法」，讓民間企業也能參與石油煉製，並自1999年
1月1日起，開放燃料油、航空燃油及液化石油氣(LPG)進口，逐步推動國內油
品市場自由化。
由於2000年9月之前台灣中油公司獨占國內汽油及柴油供給市場，故國內
油品價格係依國際油價與台灣中油法定盈餘以油價公式訂定，在2000年5月台
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塑石化）獲經濟部發給經營許可執照，准許
銷售汽油類產品後，經濟部即廢止油價公式，並由兩家公司依進口原油成本自
行調整價格，其後立法院於2001年10月三讀通過「石油管理法」，確立我國油
品市場全面開放的基本架構。（梁啟源，1999；張玉山等，2002；黃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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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劉華美，2007；陳文生，2012；林茂文，2016）
在我國油品市場全面開放進口後，雖有美商「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石油公司與國內匯僑公司合資成立「台灣埃索環球石油公司(ESSO Taiwan)」，
加入台灣油品下游市場與中油、台塑石化共同競爭，惟因未能克服市場通路和
運輸儲存、安全存量規定等因素，最終於 2003 年 12 月退出市場（吳欣蓓，
2004；李秉正等，2009），迄今為止並無新廠商加入市場，故國內供油體系仍
維持中油及台塑石化兩家公司的雙占局面，也引發雙占市場可能產生聯合訂價
隱憂。
2007年經濟部宣佈「浮動油價機制」，主要目的在於建立資訊公開透明與
公平合理的調整機制、減少人為干預，讓油價調整回歸市場並與國際接軌，惟
即使存在油價調整公式，中油及台塑石化的價格經常維持一定的價格差距，
衍生油價對於市場之自由競爭、消費者權益等面向的諸多討論。（梁啟源，
1997，1998a，1998b；馬泰成等，2006；劉華美，2007；許松根等，2007；蔡
宗儒，2008；李秉正等，2009；陳文生，2012；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2014）
本文旨在探討英國、美國、韓國、中國大陸等主要國家制訂油品調價機制
的作法及對各國油品市場的影響，並討論國內浮動油價機制施行對經濟發展、
民生消費、業者營運的影響，同時蒐集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油品價格的相關案
例，以及分析國內雙占的油品批發供油市場對下游行銷體系行為的影響，俾供
提升我國油品市場效率與公平競爭決策之參考。

二、我國油品產業發展現況及浮動油價機制
在本節中主要說明我國油品產業現況及油價定價機制。
(一) 我國油品產業現況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之能源統計手冊，2005年至2015年台灣中油煉製產能
約為72萬桶/日至77萬桶/日，而2016年則因中油高雄煉油廠於2015年11月底關
廠，導致台灣中油公司產能大幅減少，惟因應高雄煉油廠停產，於2017年11
月完成大林煉油廠投資計畫，新增日煉10萬桶產能，故2017年台灣中油煉油
量回升至60萬桶/日，如表1所示。（郭佳韋、蘇治維，2016；台灣中油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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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年別

石油煉製業產能

台灣中油

台塑石化

合計

萬桶/日

佔比(%)

萬桶/日

佔比(%)

萬桶/日

2005

77

63.1

45

36.9

122

2010

72

57.1

54

42.9

126

2015

72

57.1

54

42.9

126

2016

50

48.1

54

51.9

104

2017

60

52.6

54

47.4

114

註：1. 台塑化因六輕四期擴建，產能自45萬桶/日（2005年）提升至54萬桶/日（2007年）。
2. 中油高雄煉油廠（產能22萬桶/日）已於2015年11月底關廠，並於2016年1月1日正式申請總產能變
更。
資料來源：2016年能源統計手冊、2017年能源統計手冊、郭佳韋、蘇治維（2016），本文整理。

就下游銷售通路而言，至2018年11月初，我國加油站數目達2,465家，主要
包含中油直營站、台亞、全國、福懋、統一精工、台糖、山隆、北基、久井、
千越、車容坊、西歐及松詠等13家業者，分屬台灣中油及台塑石化體系。其
中台灣中油為國營企業，負有較高的政策性任務，同時亦直營超過590間加油
站；台塑石化為民間企業，目標以獲取最大利潤、對公司股東負責為主，並未
直接經營加油站，主要供貨給發油量較大的企業，例如台亞、福懋等。就市場
供油情況而言，台灣中油與台塑石化供油的比率分別為79.64%、20.36%。國內
1

加油站市場前4家經營實體集中率(Concentration Ratio, CRn) 為37.61%、前13家
經營實體集中率為52.58%，若以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2

Index, HHI)指標衡量競爭程度 ，約為682.26，屬低度集中市場，表示國內加
油站市場相當競爭，如表所示。（梁啟源，2001a；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7；經濟部能源局，2018）

1

2

，其中Si表示第i家廠商加油數量，S為市場總加油站數（鄧瑞兆及陳宇
信，2009）。
根據美國2010年「水平結合指導原則」，HHI＜1500，屬低度集中市場；1500＜
HHI＜2500，屬中度集中市場；HHI>2500，屬高度集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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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經營實體名稱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全國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久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千越加油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車容坊股份有限公司
西歐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松詠有限公司
其他業者
合計

國內加油站數及市占率
單位：個數；%
市占率
24.22
4.79
4.34
4.26
3.49
2.96
2.88
1.83
1.14
0.89
0.81
0.53
0.45
47.42
100.00

加油站數
597
118
107
105
86
73
71
45
28
22
20
13
11
1,169
2,465
集中度衡量

前4家經營實體集中度
前13家經營實體集中度
HHI

37.61
52.58
682.26

註1：資料更新日為2018/11/2。
註2：整修中及停業中之加油站不予列入統計。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分析與管理系統》、本研究整理。

(二) 我國油價訂價機制—浮動油價
自2000年台塑石化進入國內油品市場後，為避免雙占市場可能產生聯合訂
價行為，以及政府干預市場可能衍生價格扭曲等不利衝擊，因此行政院於2006
年提出油價機制改善措施、經濟部於2007年宣布「浮動油價機制」，現行浮動
油價公式為：
92無鉛汽油（柴油）本期稅前批售價
=92無鉛汽油（柴油）前期稅前批售價×｛1
+[

7D3B本期均價×本期匯率均價
7D3B前期均價×前期匯率均價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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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7D3B係指以70%杜拜（Dubai）和30%布蘭特（Brent）原油價格為
權重加以計算以貼近實際情況；另一方面，因進口原油時可能因貨幣間兌換
比率變化而影響採購成本，故列入匯率變化因子；再者，中油公司除原油成
本外，尚有部份成本並非隨國際油價波動而改變，例如煉製、輸儲及管銷等成
本，此部份約占總成本的20%，故以80%為調整權數。
當計算出本期稅前批售價後，再依照現行規定計算本期零售價，如下式所
示：
92無鉛汽油（柴油）本期零售價
={92無鉛汽油（柴油）本期稅前批售價+政府稅費+
加油站零售價差}×1.05%
其中，政府稅費包含貨物稅（汽油為6.83元/公升、柴油為3.99元/公升）、
能源與環境負擔（含空汙費、土汙費、石油基金）等。此外，加油站零售價差
並未跟隨國際油價變動而改變，為一固定參數。
整體而言，國內油品價格之調整原則，以汽、柴油價格為例，係(1)調價指
標採70%杜拜和30%布蘭特均價計算，用以貼近購油成本；(2)汽、柴油價格依
國際油價變動幅度80%，並納入匯率因素計算；(3)每週調整並以亞鄰最低價為
調幅上限，以達到照顧民生之用途。油品調整之細項說明詳如表。（台灣電力
公司，2012；台灣中油公司，2014；林茂文，2011；林茂文，2016）
表3
油品
調價指標
調價指標
變動幅度
調價頻率

調價金額

燃料油與柴油之浮動油價機制

燃料油
汽、柴油
現貨價格（Platts報價）新加坡
現貨價格（Platts 報價）70%
HSFO180
Dubai+30% Brent
上月均價乘以匯率均價與上上月均
上週與上上週均價漲幅，取小數二
價乘以匯率均價漲幅，取小數二
位，採四捨五入，匯率納入計算
位，採四捨五入
每月
每週
1. 依「0.5%低硫低流動點(LP)燃料
油還原依機制計算應調整價格之 1. 依調價指標變動幅度，分別計算
92無鉛汽油及超柴「稅前批售價
稅前價」乘以「調價幅度」，計
格」，再加上稅金並換算零售價
算0.5% LP燃料油稅前價格，再
（取小數一位，採四捨五入），
加上稅費換算牌價（取整數，採
據以計算調價金額。
四捨五入），據以計算調價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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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油品

燃料油與柴油之浮動油價機制（續）
燃料油

2. 97年5月28日及97年8月8日減半
調整，未調整之金額，將於半年
緩衝期內，併前項計算之調價金
額，逐月檢討。
3. 0.5%低硫高流動點(HP)比照0.5%
發電用低硫低流動點(LP)燃料油
調價金額
調價金額同步調整。
4. 各月調整後之0.5%低硫低流動點
(LP)燃料油牌換算之稅前價格以
亞鄰競爭國（日本、韓國）上個
月均價之最低價做為浮動油價調
整的上限。

汽、柴油
2. 第1項所提之92無鉛汽油及超柴
「稅前批售價格」，不得高於亞
鄰國家同等油品最低「稅前批售
價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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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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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2012）、台灣中油公司（2013）。

然而，隨著國際油價持續上漲，國內95汽油價格逼近每公升30元，經濟部
乃於2018年5月11日宣布啟動「油價平穩機制」，以照顧民生、穩定物價，如
表所示，且台灣中油公司進一步於2018年10月宣布，凍漲國內油價直至2018年
年底，亦即由台灣中油公司吸收相關成本。
表4

經濟部公布之油價平穩機制
單位：元/公升

期間

緩漲

正常
漲跌

當週油價上漲時

當週油價下跌時

上漲

吸收

下跌

≧35

25%

中油/政府
75%

25%

32.5-34.9

50%

50%

50%

30-32.4

75%

25%

75%

＜30

100%

0%

100%

95零售價

資料來源：經濟部 (2018)。

吸收

調價方式

上漲（下跌）時
中油/政府 漲（跌）1/4，餘
75%
由中油及政府共
同吸收3/4
上漲（下跌）時
50%
漲（跌）1/2，餘
由中油吸收
上漲（下跌）時
25%
漲（跌）3/4，餘
由中油吸收
0%

漲跌完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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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國油品產業及油品訂價機制
本節主要彙整中國大陸、南韓、英國和美國之油品產業營運現況以及各國
油品的訂價方式。
(一) 中國大陸
1. 油品產業營運現況
2007年前，中國大陸油品市場係由中石化、中石油集團集中批發，但為了
履行加入WTO的承諾，中國大陸商務部於2006年12月頒佈《成品油市場管理
辦法》，對外開放成品油批發、零售經營權，自200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
國大陸成品油銷售主要包括批發和零售兩大市場，就中石化與中石油之成品
油銷售體系和模式而言，成品油批發商自煉油廠買入成品油，再銷售給零售企
3

業，至於成品油零售則主要透過加油站等零售點提供成品油給家庭用戶 。
現階段中國大陸之油品產業主要有4家大型企業，分別為中國石油天然氣
集團公司（中石油）、中國石化集團（中石化）、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海
油）和中國航空油料集團公司（中航油），形成寡占市場局面。其中中石油、
中石化和中海油均為勘探、煉油、化工、銷售一體化的企業，尤以中石油的生
產規模最大，控制了中國大陸70%以上的原油和天然氣開採，而中航油的主要
業務則為經營油品貿易。
在加油站市場部分，2000年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故中國大陸
先後開放成品油零售與批發市場，民營和外資企業方能進入成品油市場經營與
競爭，使石油工業中游、下游產業競爭程度提高，但成品油市場仍以中石化和
中石油為主。惟隨著市場開放與中國大陸龐大的規模，逐漸吸引外資與當地企
業合作，開展共同經營加油站的機會。根據統計數據指出，截至2015年底，全
中國大陸約有9.68萬座加油站，其中，中石化旗下3.06萬座，占比32%；中石
油旗下2.07萬座，占比21%；其他加油站（包括中海油、中化、外資和民營企
業旗下加油站）約為4.55萬座，占47%。中石化、中石油因進入市場較早，加
油站多分佈在高速公路、省道國道等交通樞紐，故相對上仍較具有競爭優勢。
4

（聚貿資訊，2018；加油站營運管理，2017）
3

4

證券日報（2017），「外資和民資爭相湧入加油站成品油零售市場競爭加劇」，
《人民網》網站，2017年9月28日，http://energy.people.com.cn/n1/2017/0928/c7166129565894.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6月5日）。
聚貿資訊（2018），「外資民企大規模切入 成品油零售市場競爭加劇」，2018年
3月12日，取自http://www.sohu.com/a/225365496_100033001（最後瀏覽日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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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油品訂價機制
1998年時，中國大陸原由國家計委提出《原油成品油價格改革方案》，規
定國內原油成品油價按照國際原油期貨市場及新加坡市場的油價進行計算，而
汽油、柴油零售價則實行政府指導價，由當時的國家計委按到岸口完稅成本
為基礎加國內合理流通費用制定各地零售中準價，中石油、中石化集團公司
在此基礎上，依上下5%浮動的幅度內制定零售價格。其後為持續與國際市場
接軌，多次修正調價頻率和追蹤品項，於《石油價格管理辦法（試行）》第6
條和第7條中規定，在國際市場原油連續22個工作日移動平均價格變化超過4%
時，可相應調整國內成品油價格，且在國際市場原油價格低於每桶80美元時，
按正常加工利潤率計算成品油價格；高於每桶80美元時，開始扣減加工利潤
率，直至按加工利潤率為零計算成品油價格止；高於每桶130美元時，則採取
適當財稅政策保證成品油生產和供應，汽、柴油價格原則上不提或少提。
2016年為因應世界石油市場變動，中國國家發改委再次修正《石油價格管
理辦法（試行）》內容，主要的調整內容包含成品油價格下限水平定為每桶40
美元，即當國內成品油價格連結的國際市場原油價格低於每桶40美元時，國內
成品油價格不再下調，故確立調整下限與上限分別為40美元/桶、130美元/桶，
並正式確立《石油價格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06；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09，2013，2015，2016；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2018；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08；國家稅務總局，2008；
朱立毅、劉錚，2008；馮連勇等，2009；林茂文，2016；劉倩，2018）
(二) 南韓
1. 油品產業營運現況
南韓的能源主管機關為「貿易、產業與能源部（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MOTIE）」，若業者欲從事石油煉製、油品進出口貿易或油品零售
5

業務等，均須向「貿易、產業與能源部」提出申請 。現階段南韓主要有4家煉

5

年6月27日）；加油站營運管理（2017），「行業數據｜2017年中國成品油批發與
零售市場現狀分析及未來發展方向預測『圖』」，《每日頭條》網站，2017年5月3
日，取自https://kknews.cc/zh-hk/finance/8585r6q.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6月27
日）。
KLRI (2015), “Petroleum and Alternative Fuel Business Act,”Act No. 13085, Jan. 28, 2015,
https://elaw.klri.re.kr/eng_mobile/ganadaDetail.do?hseq=33630&type=abc&key=PETRO
LEUM%20AND%20PETROLEUM%20SUBSTITUTE%20FUEL%20BUSINESS%20
ACT&param=P (accessed on May 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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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業者，分別為韓國能源（SK Energy）、GS加德士（GS Caltex）、雙龍石油
公司（S-Oil Corporation）及現代油品公司（Hyundai Oilbank）。若以煉製產
能而言，SK集團、GS加德士與雙龍石油公司為前3大煉油業者，其每日煉製產
能分別為1.22百萬桶、0.79百萬桶和0.67百萬桶，每日總產能約為3.06百萬桶，
同時因為南韓的原油進口量超過消費量，加上煉油產能的擴大使得淨出口量
6

增加，故該國年出口的石油產品相當於全部原油進口量的四分之一 。（ACFA,
7

8

9

2010 ；IEA,2011 ；OECD, 2011 ）

此外，煉油業者及加油站間的垂直供銷體系主要有3種分類：(1)煉油業持
有－上游煉油業者直接擁有加油站所有權，且煉油公司可派任管理人員，故零
售價格由煉油業者決定；(2)批發商持有－加油站係由批發商（非煉油業）持
有及經營；(3)開放式經銷商－指獨資和自主經營加油站而無任何煉油業者投
資其中。進一步依據韓國能源經濟研究所（Korea Energy Economics Institute,
KEEI）資料，觀察1997-2016年南韓加油站數量變化可知，隨著南韓經濟發展
10

與油品市場逐步解除管制後 ，南韓國內的加油站總量持續提升，1997年時為
9,781座加油站，其後加油站總量漸次增加，最高峰曾達約13,004座，惟自2011
年後因加油站競爭越趨激烈，使得業者銷售油品利潤下降，以及車輛的燃油
效率提升降低發油量，加上2014-2015年國際油價大幅下跌，導致加油站陸續
11

關閉或歇業 ，而且因較低經營成本之自助加油站引入，以及勞動薪資成本提
12

高、人工加油站無法與之競爭等相關因素 ，故至2016年時之加油站數量降為
6

7

8

9

10
11

12

Hellenic Shipping News Worldwide (2015), “EIA: South Korea Oil Market Overview,”Oil
& Companies News, 24 October 2015, https://www.hellenicshippingnews.com/eia-southkorea-oil-market-overview/ (accessed on May 18, 2018).
亞洲潔淨燃料協會（2010），「韓國-燃料質量進展」，《亞洲潔淨燃料協會月
刊》，第8卷，第4期，2010年5月刊。
IEA (2011), “Oil & Gas Security - Emergency Response of IEA Countries – Republic of
Kor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OECD (2011), “Korea: Inventory of Estimated Budgetary Support and Tax Expenditures
for Fossil-Fuels,” OECD Publishing,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128736-en
(accessed on June 12, 2018).
南韓政府於1995年11月廢除加油站設置彼此間距要求之管制法規。（Kim, 2014）
NACS (2014), “South Korean Gas Stations Struggling,” 14 February 2014, http://www.
convenience.org/Media/Daily/Pages/ND0214146.aspx#.Wvuqu4p-Xx4 (accessed on May
18, 2018).
MACS (2010), “Korea's Stable of Self-Service Gas Stations Expanding Rapidly,” 4
March 2010, http://www.convenience.org/Media/Daily/Pages/ND0304107.aKo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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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座，比2015年時降低168座或1.4%，現階段自助加油站數量占總加油站
13

數量比率約18.9% 。
2. 油品訂價機制
自1997年油品市場自由化之後，汽、柴油價格也依循市場機制由各家油公
司自由定價取代政府訂價機制。因此，油品業者在訂立銷售價格時會考量市
場價格、競爭者動向等因素。南韓油品零售價包含進口成本、關稅、煉製成
本、運輸成本、消費稅和利潤，故整體而言其價格結構主要為成本、稅費和利
潤。其中在原油進口成本部份，主要參考新加坡普氏平均價格（Mean of Platts
Singapore, MOPS），再按其變動幅度加計進口費用與匯率變化等因素據以自行
訂價，並由早期每月調整改為每週調整。
觀察韓國能源經濟研究所的油品進口單價與汽、柴油零售價格比較可知，
韓國油品價格和油品進口單價走勢呈現高度一致性，如汽油零售價與油品進口
單價間的相關係數達0.86，而柴油零售價與油品進口單價間的相關係數更高達
0.94，表示在國際油價提高帶動南韓進口成本增加之際，亦會將相關價格的變
化反映於國內油品銷售價格之上。
(三) 英國
1. 油品產業營運現況
英國油氣產業的主要管理機關為石油及天然氣管理局，法源依據為石油
法，目前主要有6家原油煉油廠，大體上位於海岸附近，以利於原油運輸。在
英國煉油廠加工的大部分石油產品多在英國本地消費，2017年石油產品需求
增加至6,900萬噸，較2016年略有成長，但英國煉油廠產量卻下降至6,000多萬
噸石油產品，較2011年下降20%，主要原因是2012年Coryton煉油廠和2014年
Milford Haven煉油廠關閉，以及各煉油廠產能減少導致產量下降，這意味著進
口到英國的石油產品總量遠高於出口量，並於2013年起英國成為石油產品的淨

13

Stable of Self-Service Gas Stations Expanding Rapidlyspx#.Wvv06op-WWk (accessed
on May 18, 2018); The Korea Economic Daily (2017), “Gas Stations in Crisis...Due to
Gov't-Supported Low-cost Filling Stations,” 12 June 2017, http://english.hankyung.com/
business/2017/06/10/0908331/gas-stations-in-crisisdue-to-govtsupported-lowcost-fillingstations (accessed on May 18, 2018).
The Korea Economic Daily (2017), “More Gas Station Owners Show Willingness
to Switch to Self-service Stations,” 19 July 2017, http://english.hankyung.com/
all/2017/07/19/0112541/more-gas-station-owners-show-willingness-to-switch-toselfservice-stations?setct=print&popup=1 (accessed on May 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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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國。英國煉油廠以埃克森美孚所擁有的Fawley Refinery煉油廠產能最高，
14

約為330,000桶/日 。
英國的加油站數量從1973年的3萬間以上減少到2017年底的8千多間，主要
係因燃料零售商間的激烈競爭以及遵守環境監管成本增加，這有利於大型加油
站，因其每公升售出的成本較低，也導致許多較小的加油站在經濟、成本上
無法負荷，使得平均每年約有300間加油站關閉。2017年11月英國加油站的總
數量約為8,367間，其中，擁有最多據點的加油站品牌是BP，其次是埃索和殼
牌，前3家業者約占總加油站數量的40%。而從大型賣場擁有的加油站來看，
則以特易購（Tesco）經營的加油站數量最多，計有504間加油站，雖相對於石
油公司所擁有的加油站數較少，但大型超市零售商銷售的燃料量更大，約占英
國加油站燃料銷售量的45%，若進一步以HHI指標來看，則英國加油站市場的
HHI數值僅889.34，為相當競爭的市場。
其次，若觀察油品銷售量之市場概況，2017年英國各品牌加油站銷售的
汽車燃料市場份額，以特易購透過其遍布全國的眾多大型超市所銷售的燃料
最多，達到16.1%的市場份額，其後則是BP（15.2%）與殼牌（13.5%），埃索
雖然擁有全英國第二多的加油站數量，惟以油品銷售份額排序時，僅位列第4
名。目前大型超市在英國燃料零售市場的引入對該行業的形態產生了深遠影
響，由零售商（包括Tesco、Sainsbury's、Morrisons和Asda等）擁有及經營的大
型超市集團占2017年英國銷量的絕大部分，大型超市燃料零售商的出現是燃料
零售行業發生的眾多變化之一，且加油站數量的減少也是英國燃料零售業變化
的一個指標。
2. 油品訂價機制
英國加油站為自由競爭市場，汽油和柴油價格依加油站所處地區（如城市
和鄉村）及加油站企業經營類型（如零售商型態）等相關因素而有所不同。例
如因零售商間的競爭激烈，零售商較多的地區通常會出現較低的燃油價格，
而英國農村地區的加油站較少，駕駛通常沒有其他選擇，在加油站數量相對較
少、競爭程度較低下因此油價較高，並且農村地區加油站也更有可能是由規模
較小的獨立零售商經營，這些零售商必須有足夠的收入方能支付其業務成本，
故油品費率較高。而主要城市裡的加油站主要由超市等大型集團經營，可以提
14

Royal Automobile Club Foundation (2013). “UK Fuel Market Review”, Royal Automobile
Club Foundation, https://www.racfoundation.org/assets/rac_foundation/content/
downloadables/racf_deloitte-crude_oil-jan13.pdf (accessed on Sept 2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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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具競爭力的價格，同時因為超市可以透過降低燃料價格來促進其餘業務的
提高，藉以吸引更多購物者登門消費，故超市型加油站更有可能降低費率。
此外，加油站設置距離也會影響汽油和的柴油的零售價格，原因在於較為
靠近煉油廠的零售商可以享有較低的運輸費用，故能提供更具競爭力的價格。
另一個造成燃料價格有所差異的因素是時機，如果加油站業者在石油價格低的
時候購買燃料，那麼他們可以比早先或之後以高價購買油品的競爭對手更具競
15

爭力，具備較高的降價空間，則所銷售的油品價格亦得以更為便宜 。
(四) 美國
1. 油品產業營運現況
美國的油品公司均涉入石油產業之上游（探勘及生產）、中游（運輸及儲
16

存）及下游端（煉製及配送） ，若以市值排序，2018年艾克森、雪佛龍與康
菲石油公司之市值分別為3,445.5億美元、2,390.6億美元和793.1億美元。其次，
就煉油廠數量而言，美國煉油廠數量呈顯著下降趨勢，自1982年的301座，減
少為2018年的135座，然而，煉油廠數量雖然降低，其煉製能力卻有不同變
化。原油產能由1982年之8.6百萬桶/日，減少為2000年之5百萬桶/日，至2018
年時則超過10百萬桶/日，亦即煉油廠數量減少但煉製能力反而持續提高。
另一方面，每日煉製能量超過1百萬桶之煉製業者分別為瓦萊羅能源公司
（Valero Energy Corporation）、馬拉松石油公司（Marathon Petroleum Corp）、
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 Corporation）、康菲石油分拆出來的煉油公司
菲利浦66（Phillips 66 Company）以及Andeavor石油公司（前稱特索羅石油公
司），日產能達1.1百萬桶/日至2.16百萬桶/日，前五大煉製業者約占有全美國
整體產能近50%。
觀察美國國內油品下游端市場變化，早期由大型石油業者經營下游零售市
場，至今僅有少部份（不到3%）仍由大型油品公司持有，絕大多數隨著國際
油價自100美元/桶下降至40美元/桶之際，促使油品消費量提升，進而帶動不同
加油站的商業模式，例如加油站結合便利店商店、加油站搭配汽車維護、加油
站與便利商店的餐飲與休閒服務整合等經營方式。再由美國加油站數量變化可
15

16

Allstar, “Why do fuel prices vary from city to city?”, Allstar, https://www.allstarcard.co.uk/
this-matters-fuel/fleet-news/why-do-fuel-prices-vary-from-city-to-city/ (accessed on Sept
27, 2018).
Susan Dorling(2018), “List of American Oil Companies,” bizfluent, June 25, 2018, https://
bizfluent.com/list-6132944-list-american-oil-companies.html (accessed on August 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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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2007年時美國加油站數量為106,032座，其後下降至103,858座，至2017
年時再回升為105,639座，數量減少原因包含可利用的土地有限，部份加油站用
地改為住宅用地以獲取更高利潤，同時亦因銷售油品對加油站業者而言非屬主
要獲利來源，而透過非油品業務項目所產生的獲利則超過50%，並且過往以汽
車修護產生收入的方法，也被汽車本身高度電腦化後改由設備診斷取代，導致
17

售油主體發生顯著變化 ，由美國加油站前10大業者排序可知，除了殼牌、埃
克森、雪弗蘭、BP等傳統油品公司外，尚包含Speedway、Circle K等零售型態
加油站，且市場占有率與傳統油品公司相近，可反應出美國加油站市場的商業
運作模式更迭，若以前十大加油站品牌計算HHI，則市場集中度約為400。
2. 油品訂價機制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簡稱EIA）表
示，原油成本是汽油零售價格的最大因素，其成本占零售汽油價格的份額隨
18

時間和地區而變化 ，計算比重的方法是以複合精煉廠購置原油成本的月平均
值，即煉油廠購買的原油平均價格，2017年估計約占汽油價格的50%。大體
上，美國油品價格的組成包含原油價格、政府稅項（如聯邦稅和州稅等）、分
銷費用及相關營銷費用、提煉成本及利潤等，以2017年的油品價格而言，政府
稅項占油品銷售價格比重約為19%，且個體經銷商開展業務的成本可能因所在
地而異，這些費用包括人事成本、設備、租賃費用或租金、保險、間接費用以
及州和地方費用等，因此即使是彼此相鄰的零售站也可能有不同的營銷模式、
租金和影響其汽、柴油價格的原因，並且當地競爭對手的數量和位置也會影響
其價格，故美國油品價格係市場自由訂價，並不存在政府計價機制。

四、我國浮動油價機制對經濟與民生的影響
依據前述分析可知，我國自採行浮動油價機制後，仍曾因國際原油價格大
漲，政府為避免國內消費者受到油價上漲衝擊，而採取凍漲措施與多元吸收方
案。就我國而言，由於進口原油約占供油成本的8成，因此根據目前國內汽、
17

18

Erin Biba, “Fuel use is at a high - so why are fewer drivers headed to the petrol pumps?”,
BBC,February 7, 2017, http://www.bbc.com/autos/story/20170203-the-end-of-the-fillingstation (accessed on Sept21, 2018)；公司新聞，「非油业务不是光靠卖油！看各国加
油站非油业务如何化身盈利翘楚」」，2018年8月3日，北京東方銳吉國際展覽有限
公司，http://bdfexpo.com/shownews.asp?cid=66 (accessed on August 17, 2018)。
EIA, “Factors Affecting Gasoline Prices,” https://www.eia.gov/energyexplained/index.
php?page=gasoline_factors_affecting_prices (accessed on Sept2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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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 ，國內稅前批發價反映進口原油變動幅度也約8成。惟
汽、柴油稅後零售油價內含貨物稅、能源與環境負擔及營業稅等稅費，因此進
口原油成本變動幅度約為稅後價格的5成，故油品稅後價格較稅前價為高，圖1
說明國際油價漲跌連動國內油價變化關係。（梁啟源，2009）

圖1

國際油價連動國內油價變化關係圖

若以國際油價下跌50%為例，由圖1可知，國內油價稅前批發價約下跌
40%（＝50%×80%），而稅後零售價約下跌25%（＝50%×50%）。由此油
價跌幅即可進一步利用臺灣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估算對臺灣整體及各部門產
出價格及GDP成長影響，如表所示。由表可知，此波油價下跌情勢預估將使
製造業之產出價格下滑1.93％，並使GDP成長0.32％。而運輸業因其油品支出
占總生產成本比率較高，故油價下跌對其產出價格影響和GDP成長較大，約
分別為-4.45%、1.46%。此外，本文亦試算國際油價下跌50%致使國內油價調
降25%，對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影響，估算結果顯示，台灣整體消費者物價
指數將下跌1.17%，其中以行和能源兩類消費品項物價影響幅度較大，約分別
為-4.33%、-3.88%，如表所示。

19

調價指標以普氏（Platts）報導杜拜（Dubai）與布蘭特（Brent）之國際指標原油，
分別以70％以及30％權重計算，調價幅度則係每週（週一至週五）按調價指標與上
週均價（含匯率）變動幅度之80％，作為國內汽、柴油價格稅前價格調整基準，調
整後之價格且需維持亞鄰競爭國（日本、南韓、香港、新加坡）最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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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國內油價下調25％對經濟影響
單位：%

業別

產出價格變動

GDP成長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323

1.679

製造業

-1.931

0.322

水電燃氣業

-0.262

0.026

營造業

-0.593

0.145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4.451

1.461

整體服務業

-0.504

0.209

資料來源：本文估算。

表6

國內油價下調25％對消費物價影響
單位：%

商品別

變動率

食品

-0.994

住宅服務

-0.285

行

-4.333

能源

-3.879

衣育樂及其他

-0.538

CPI

-1.167

資料來源：本文估算。

五、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油品價格之執法立場
由於油品乃民生必需，故當油品價格上漲時，往往會引起民眾討論與政府
密切關注，民眾通常要求政府就油品漲價進行調查，政府也因此進行油品市場
與訂價的調查研究。回顧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案例與文獻，油品價格於競爭
法可能涉及4個問題：獨占事業不當決定價格、聯合訂價、限制轉售、政府行
政指導涉及之限制競爭問題。
油品具高度同質性、一定透明的價格、穩定的需求及事業的垂直整合等特
性，有利企業間協調油品價格或根據對手行為調整價格。因此，市場上事業販
售油品價格同一可能是油品市場的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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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油品價格，為避免此一問題產生，聯合訂價乃成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
於油品價格執法時所關注的焦點。
但是，根據市場實際情況，各家油品價格呈現一致時可能還有其他原因。
這也是為什麼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於執法時，最大困難乃舉證聯合行為之合
意。雖然目前已發展所謂「一致性行為理論」，就各事業油品訂價同一，推論
其間具有聯合之合意。然而，如前所述，油品產品具高度同質性、一定透明的
價格、穩定的需求等，事業間可能是因為跟隨其他事業訂價而反應價格，而產
生所謂的「平行行為」。（何之邁，2006）
以下介紹日本、南韓、新加坡與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油品價格的執法
立場。
(一) 日本
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乃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㸾⚱ㇰⲯ➼ḿ），根據過
去案例與調查，其對於油品價格之執法立場，主要關注聯合行為與不當低價銷
售行為之調查。
根據日本有關私的獨占禁止及公平交易確保法律（䲜䥟䗇☻の䱜㸽⚥び⑇
㸾⚱ㇰの䮕ἂに桽する㾰㉦琪ᴰ䴌䙃☻䱜㸽㾰）之立法目的，日本公平交易委
員會應致力於維持市場之公平競爭及交易秩序，並以保障市場經營者及消費
者利益為旨。在日本，大部分加油站係由國內中小企業所經營，且因進入市場
條件較低，國內油品市場競爭十分激烈。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發現某些加油站
所販售之油品，價格低於其供應成本，為避免有違市場競爭且傷害交易秩序
之情形發生，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因而開啟對國內石油市場之調查。（OECD,
2013）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基於維護國內油品市場之公平競爭，投入相當人力
進行「有關汽油流通實態之調查報告書」（ガソリンの⚱ㇰに桽するフォロー
アップ嶚㫖について）。（馬泰成等，2006）
企業之價格競爭，應透過經營及管理以持續提升商品競爭力之方式鞏固消
費者。反之，若企業經營方針係於罔顧企業利益之情形且不符合成本效益，持
續提供削價商品作為吸引消費者的手段，即有損市場價格競爭。該不正當低價
銷售手段，以價格低於供應成本的方式販售產品，不僅銷售企業蒙受損失，亦
將因此損及其他於同一產品市場經營企業之利益，傷害市場交易秩序，故日本
公平會於2001 年12 月14 日訂頒之「對於汽油等流通之不當廉賣、差別對價等
因應」（ ガソリン两の䀜拵におけるᴲ㈮ㆤ⯍琪ド─⻙Ệ两への⻙㊷につい
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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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價銷售行為主要歸因於發行商和零售商的油品供應契約。契約限制零售
商僅能從單一供應商輸入油品，作為零售商使用供應商商標的條件。觀諸日本
獨占禁止法的規範，考量供應商為控制產品品質，允許以限制零售商輸入管
道，作為維持商標商譽的手段，具有實質關聯性。然而，因油品品質和商標表
徵不具實質關聯性，商標僅係區別之功能矣，故發行商於契約內所為之限制，
其正當性顯有疑義。（OECD, 2013）
根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有關汽油流通實態之調查報告書，指出3種供應
商可能違法日本獨占禁止法之情況：1. 濫用其商標權，減損零售商於油品市場
的競爭功能。2. 透過其品牌影響力限制零售商僅能銷售低價油品，妨礙零售商
之營業自由。3. 限制零售商油品取得管道。然而實際上透過供應商輸入的油品
和商標關聯性甚低。
(二) 南韓
南韓競爭法主管機關為南韓公平交易委員會（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KFTC），根據過去案例，其對於油品價格之執法立場亦主要關注聯合行為之
調查。
為瞭解南韓油價相對於原油價格變動長期不對稱上漲的情況，政府要求相
關單位對於煉油業者之不合理定價予以說明，南韓公平交易委員會並依據「不
相稱誤差修正模型」，以迴歸分析檢證國際原油價格、南韓國內油品批發價
格、零售價格的漲跌幅是否存在跌少漲多及向下僵固性之不相稱現象。實證結
果發現：「1. 南韓國內各種油價變數出現漲多跌少的不對稱現象，受多種因素
影響；2. 國際油價與南韓國內批發油價及時性價格變動具對稱性，但長期則是
不對稱性，南韓國內批發與零售油品價格變動均具對稱性；3. 由長期不對稱誤
差修正模型觀之，若以 WTI（西德州原油）為調價指標，南韓國內車用汽油
零售價呈現漲幅大於跌幅之不對稱現象；若以 70%杜拜＋30%布蘭特為調價指
標，則其國內汽油零售價則呈現跌幅大於漲幅之不對稱現象。」（公平交易委
員會，2011）
由於南韓油品市場主要有4大煉油企業（SK、GS、S-OIL、Hyundai），
因韓國油品市場採取供應鏈垂直整合之經營模式，形成輕油市場集中而不易變
動之情形，如此導致其競爭之疑慮，南韓石油工業之結構，促使其煉油業者能
有效地組織卡特爾。（公平交易委員會，2011）為了維護競爭並保障消費者權
益，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2011年曾針對4大煉油廠違反韓國公平交易法及試
圖減損市場競爭之企業行為予以處置和裁罰，例如不正當聯合行為（Impr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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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ted Act)）與專屬契約（Exclusively Dealing Contract）。（OECD, 2013）
(三) 新加坡
新加坡競爭法主管機關為新加坡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CCCS），執法依據為2004年通過的競爭法
（Competition Act, Chapter 50B），對於油品價格之執法立場，主要關注聯合行
為之調查。
值得一提的是，在競爭法立法過程中，曾討論重要行業（如能源）是否納
入競爭法規範範圍。根據文件顯示：「新加坡政府解釋有關豁免是基於公眾利
益（例如國家安全）或考慮到某些重要行業及領域是由壟斷式經營開始發展，
因此需要適當的時間以過渡至一個較競爭性的環境營運。新加坡政府亦指出雖
然這些重要行業和領域未納入新法例的規管範圍，它們將會由所屬行業的規管
機構所規管。此等針對個別行業的規管機構具有相關行業的專業知識，更適合
處理有關行業的競爭事宜。新加坡政府承諾在新法例實施後，會因應市埸發
展，檢討對此等行業的豁免。」因此，新加坡政府最後認為競爭法雖不規範重
要行業，但重要行業會由該行業特別規定所規範，並會因應市埸發展，檢討對
重要行業的豁免。
新加坡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近年曾就油品零售價格進行3次市場調查
（Market Inquiry on Retail Petrol Prices in Singapore）。第一次調查結果公布於
2011年，調查報告提及雖然市場結構存有聯合行為的重大風險，但沒有證據證
明有此行為；第二次調查於2016年發布調查結果，提及根據所蒐集的市場資
訊，縱使汽油公司監測彼此的價格並據此反應，仍沒有證據證明有油品聯合訂
價的行為；2017年新加坡競爭委員會發布零售汽油研究，建議提高油品價格的
透明度，可以幫助消費者做出更明智的決定，並鼓勵更有效的競爭。
(四) 美國
美國競爭法的成文法為國會制定的休曼法（Sherman Act）、克來登等競
爭法（Clayton Act）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等（王立達，2009），一般統稱上述3個競爭成文法為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s）。回顧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過去執法立場，對於獨占性訂價的管制，美
國競爭法執法單位原則上尊重市場機制，不會直接介入事業訂價行為。主要
關注2個油品市場競爭問題：事業結合與聯合行為，涉及主管機關發布的水平
結合處理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及事業結合有關之施行指令/措
施（the FTC merger enforcement orders/actions）。（OECD, 2013；馬泰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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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關於聯合行為之執法，美國司法部於1970年後在數州提起涉及地方油品市
場聯合訂價的刑事訴訟。就油品價格訂定，可以數據觀測是否有「異數」，以
作為明示或默示聯合行為的指標。針對油品市場的計畫，聯邦交易委員會主動
監控汽柴油燃料的批發及零售價格，以掌握價格趨勢，其經濟部門（the FTC’s
Bureau of Economies）從油價數據蒐集私人公司及美國能源部（U.S. Department
of Energy）所定期收集的數據資料與其他相關資訊，並用經濟模型檢測是否有
異數，該監控計畫使聯邦交易委員會得以警覺汽柴油價格的不尋常異變，並
得以迅速進行調查，惟價格異變僅係表示發生某些變化，而非指明有反競爭
行為或聯合行為的存在。當價格異變不是源自市場導向的原因（market-driven
causes）時，聯邦交易委員會將諮詢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並聯絡該州檢察官辦公室，以商
討可採取的行動。（OECD, 2013）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自2002年啟動油價監測計畫，觀測美國主要城市供應
鏈價格變動狀況。監測方法係由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經濟部門，接收各方（私
人企業和美國能源部）提供的價格數據，建置計價模型，判定油品供應鏈價格
異常情況。若系統提示價格存在異動情形，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即迅速行動。
若發現價格異常情形和市場無關，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則會轉向能源部諮詢，
瞭解價格變動可能成因，同時聯繫州立司法部門，討論異常狀況及後續調查行
動。美國司法部不會預先監測商品價格，不過，因其加入油價詐欺調查小組
（The Oil and Gas Price Fraud Working Group），於違法行為發生時，始開啟司
法調查。（OECD, 2013）
司法部長和聯邦及州政府合作監督油品市場交易秩序，司法部邀請聯邦機
關和州檢察長進行協調磋商，研擬調查方向及目標，隨後召集各部會代表（司
法部、全國檢察長協會、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聯邦貿易委員會、財政部，聯
邦儲備委員會、證券交易委員會、農業部、能源部），成立油品價詐欺小組，
掌握國內油價格波動情形，預防潛在違法行徑傷害消費者利益。油品調查小組
觀察油品市場，有無證據顯示事業單位實行違法價格操作或詐欺行為，並關注
油品市場發展、供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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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浮動油價機制與業者限制競爭行為疑慮之探討
我國油品市場是否存有聯合行為，向來為各界關注之焦點。我國採浮動油
價機制後，中油公司根據浮動油價機制調價，已無自主決定調價空間之自由，
台塑石化則是價格跟隨，造成難以判定二家有聯合行為。有學者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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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聯合
行為？此為公平交易法主管機關之一大挑戰。」（陳文生等，2011）
承上，我國油品市場之特殊性，在於存有浮動油價機制而呈現一定管制、
尚未完全自由化之現況，並有主管機關經濟部及石油管理法存在，故我國公平
交易委員會能否適用公平交易法容有討論空間。因此，本文欲分析浮動油價
機制與業者限制競爭疑慮之關聯，勢必須釐清幾個問題：首先，浮動油價機制
之法律性質為何？屬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抑或行政指導？再者，浮動
油價機制能否適用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
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其
次，若浮動油價機制造就外觀上一致性結果，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如何執法，或
政府應如何為通盤之考量？
(一) 公平交易法第46條之執法立場
按現行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
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本條規定
民國80年02月04日制定之立法理由為：「一、事業已有其他法律予以規範者，
如電業法、銀行法、郵政法、礦業法、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保險法、
農業發展條例等，該等特定企業所為之營業上行為，已為特別法所容許，且有
其主管機關加以監督，自無須再由本法予以管理，故不適用本法之規定。二、
基於公平交易原則，除其他法律已有規定者外，均有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惟鑑
於我國公營事業、公用事業、交通運輸事業多年來一直肩負著經濟政策之考
量，一時之間，在營運上恐難適應，故明定其基於國家政策經行政院許可之行
為，於本法公布後五年內，不適用本法之規定，以為緩衝。」
後於民國88 年2 月3日修正，其修正理由：「一、依現行條文規定，事業
雖為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禁制行為，如其他法律明文規定且在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監督之下得以為之，則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為確立公平交易法為經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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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之立法旨意，爰規定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始得排除適用
公平交易法。二、所謂『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應考慮特別法與普通法之法
律適用原則、其他法律之立法時間與立法目的，以調和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
促進整體經濟利益。三、第2項刪除。公平交易法自80年2月4日公布已逾5年，
爰刪除原條文第2項關於公營事業、公用事業及交通運輸事業行為排除公平交
易法適用之規定。」
最新修正於民國104年2月4日，修正理由：「為確立本法為經濟之基本
法，就事業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僅於不
牴觸本法立法意旨時，始得優先適用，爰酌作文字修正。」
從上述立法理由與修正理由可知，本條立法意旨在於確認公平交易法為經
濟之基本法，就事業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時，始得優先適用。至於何謂「不牴觸本法立法
意旨」，則須就個案個別情況而為綜合判斷。
而參照105年公法字第10515602813號函釋，說明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
立法或依法律明確授權訂頒法規命令之方式，訂定定價公式或其他定價審酌因
素、或為其他限制事業競爭之行政行為，得否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問題。
依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公平交易法，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僅於不牴觸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之情形下，始得排除公平
交易法之適用，其判斷須考慮該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之規範目的是否悖於公平交
易法第1條『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
安定與繁榮』之立法目的。例如具有自然獨占特性之產業，已無法透過市場競
爭之運作引導資源作最有效率之配置，故可認依其他法律規定所實施之價格管
制，不牴觸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此外，當社會普遍認為對於特定經濟活
動，在競爭之外有更重要之目標，而市場競爭運作結果會妨礙此社會目標之實
現時，透過法律限制競爭亦應認不牴觸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
主管機關若以行政規則訂定價格或為其他限制事業競爭之行政行為，因行
政規則未如法規命令係依一定之法定方式及程序訂定，事業依循該行政規則而
不為或減少競爭，難謂符合公平交易法第46條「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之要件，
尚無法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至定價公式或其他定價審酌因素倘係由同業公會在無法律依據下自行訂定
於會員自律規範中，縱經主管機關備查或核定，惟因同業公會為公平交易法第
2條所規範之事業主體，其行為屬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4項所稱同業公會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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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聯
合行為型態，仍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之虞。
本函釋主要闡述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立法或依法律明確授權訂頒法規
命令之方式，訂定定價公式或其他定價審酌因素、或為其他限制事業競爭之行
政行為，得否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問題。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此問題認為，首
先須具有公平交易法第46條「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之要件。再者，須考慮該其
他法律相關規定之規範目的是否悖於公平交易法第1條「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
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立法目的。
(二) 我國浮動油價機制之定性與他國案例探討
所謂浮動油價機制，其全名為「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
則」，係由經濟部報請行政院財經小組會議通過後，中油公司即據以辦理調
價作業，並由經濟部督導及核定。「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
則」，並無記載係以何法律為其授權依據。而石油管理法中唯一與油價相關之
第21條規定：「油源不足或油價大幅波動，有影響國內石油穩定供應或國家安
全之虞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實施緊急時期石油管制、配售、價格限制、安全存
量調整提撥及運用措施。前項措施之實施條件、時機、程序、適用對象、範
圍、實施內容及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緊急時期石油處置辦法，報請行政
院核定之。」然該條就浮動油價機制並未有明確之授權，亦無從依該條規定解
釋，推知立法者有意授權經濟部就浮動油價機制，以命令為補充，故石油管理
法尚不足為浮動油價機制之授權依據。
就此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似認為：「中油公司自2007年1月實施之『國內
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是經由經濟部報請行政院財經小組會
議通過後，中油公司即據以辦理調價作業，並由經濟部督導及核定。中油公司
歷次調價均須通報經濟部備查，並有層層通報機制；之後再提供當次調幅比較
表及調整金額計算、原油價格、當月卸收原油油價、預估盈餘及調價後與亞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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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中油公司調價的妥適性、盈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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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價格，有相當的行政屏障，縱使台塑石化亦依據浮
動油價機制調整汽、柴油產品的價格，亦與獨占事業利用其獨家支配市場優勢
地位追求違法獨占利益的訂價行為並不相同。」（陳浩凱，2014）
當事業行為已有其他法律、法規命令或行政指導予以規範者，特別是事業
行為已為特別法所容許，且有其主管機關加以監督。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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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執法，又應如何評價如此事業行為，本文整理日本與美國執法經驗，希作
為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之參考。
1. 日本
因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於1970年大幅調高原油價格，導致讓日本油品價格上漲，因而引起日
本物價攀升。日本政府解決因油品上漲所致之物價攀升問題，日本通產省於
1971年油品事業實施油品產量及油價調漲之行政指導分針。依該行政指導分
針，油品事業於每桶原油 10 分美金之漲幅內應自行吸收，並就各種油品分別
訂有漲幅上限參考。同時另要求各油品進口商於漲價前，就其油價漲價幅度與
時間應通知通產省。
在此油品行政指導方針下，12 家石油進口公司（合計銷售量達日本油品
市場 80%占有率）於昭和 1973年經過 5 次聚會，合意一定油價漲幅及同時漲
價。就上述聯合漲價行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1974年勸告審決認為：12家
石油進口公司協定油品價格之行為，違反同法第 3 條後段關於事業實施聯合行
為之禁止規定，並因而向檢察總長提出聯合行為之犯罪的告發。後經高等法院
審理犯罪成立，被告不服因而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訴，最後最高法院維持有罪判
決。（馬泰成等，2006）
日本法官關於此案之判決理由，有學者整理重點為：「本案是否構成聯合
行為之犯罪，關鍵在於案情含有通產省之行政指導得否以之作為阻卻違法事
由。…油品業者協定調漲油價之案情部分，則係出於行為人自主的合意而實
施，就此部分行為人仍有違法性意識，即應認定其成立犯罪。有關油品業者協
定調漲油價之案情部分，何以未能依據行政指導作為阻卻違法之事由，本案最
高法院之判決理由有更為明確之說明。首先，該判決理由揭示一利益衡量之
違法判斷原則：即獨占禁止法之終極目的在於『促進國民經濟民主的健全發
展』，因此業者依據適法的行政指導達成價格協定之合意，形式上雖然構成價
格之聯合行為，惟實質上倘未牴觸此獨占禁止法之終極目的，則應認定該行為
具備違法阻卻事由。然而，本案通產省之價格行政指導僅係公告油價漲幅上限
之參考數據，油品業者卻合意於特定期日同時將各自油品價格調漲至該漲幅上
限之額度，核其所為業已逾越價格行政指導得以容認之程度，即應認定本案油
品業者未能依據行政指導阻卻價格聯合行為之違法。」（馬泰成等，2006）
2. 美國
關於美國執法經驗，可供我國參考者乃當產業管制與反托拉斯法衝突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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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理，其次是競爭法主管機關如何看待哄抬物價禁止之立法，再來是當事業
以法律之規定或輔以政府機關之背書而破壞他國競爭法下所建立之競爭秩序。
關於產業主管機關作為或各州立法有無牴觸美國競爭法，因促進競爭為聯
邦交易委員會之重要任務，其促進競爭方式包括對聯邦或州之法規提案提供其
證詞或評論、建議，以及在公共論壇提倡競爭原則。如聯邦交易委員會曾對紐
澤西州法律提案提出評論，該法律提案允許汽油零售業者訂定低於成本價之訂
價，但係於無意圖損害或實質上減少競爭之情況下，委員會對此予以認可。某
些情況下，低於成本價之訂價係有利於消費者，且根據委員會過往經歷，在上
開情況下減少售價對消費者並無損害，若零售商得透過訂定激烈競爭價格加強
競爭能力，則消費者得從中受惠。該評論報告中亦引用最高法院之看法，最高
法院認為原則上低價是對消費者的恩惠，低於成本價之訂價如不損害競爭，則
對反托拉斯法無足輕重。
至於當國會或州欲就民生物資價格另立特別法規範，應如何評價，於制定
相關條文時，應著重那些層面。再者，事業得否因其法律之規定或輔以政府機
關之背書，阻卻其妨礙競爭行為，而破壞該國競爭法下所建立之競爭秩序，亦
或該國企業縱有非出於己願之限制競爭行為，也不得作為免責事由，即國家政
策與競爭政策應如何調和之問題。美國司法實務是以2004年為界，2004年以前
多認為除非政府管制措施明顯牴觸反托拉斯法，否則美國反托拉斯法應該優先
適用，儘量排除反托拉斯法豁免之可能。（楊忠霖，2018）
2004年之後，以Verizon v. Trinko案為轉折，法院開始有不同的看法。該案
法院認為：「在考量特定產業環境時，一項重要因素即為產業內是否存在嚇阻
或補救反競爭傷害的管制性機制，當管制性機制存在時，執行反托拉斯法對於
競爭的額外助益相當有限，因此沒有必要再接受反托拉斯法的額外審查；相對
的，當特定產業的管制機制中並未提供類似反托拉斯法功能時，此時執行反托
拉斯法對於競爭的助益即較為顯著，因此即有必要接受反托拉斯法的審查，此
時即可考量擴張休曼法第2條適用範圍。」（廖賢洲，2005）整體而言，近年
美國法院似乎對反托拉斯法執行越來越懷疑，相對的，越來越肯定管制機關能
夠適當解決市場失靈問題。（楊忠霖，2018）

七、結論與建議
為避免台灣中油公司和台塑石化等兩家業者雙占，可能產生聯合訂價隱
憂，我國於2007年啟動「浮動油價機制」，主要目的在於建立資訊公開透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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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合理的調整機制、減少人為干預，讓油價調整回歸市場並與國際接軌。惟
即使存在油價調整公式，中油及台塑石化的價格經常維持一定的價格差距，衍
生油價對於市場之自由競爭、消費者權益等面向的諸多討論。本文蒐集英國、
美國、韓國、中國大陸等國資料，發現在油品產業鏈中的石油煉製部份，因需
要較大的資本投入，僅有少數供應者或透過整併僅餘3~4家業者。但加油站市
場則視地理區位和人口數量，存在較多品牌業者，且朝多元商業模式發展，使
得加油站市場競爭激烈。
其次，開放油品市場自由化為國際主要潮流，除了中國大陸主要油品公司
仍為國營事業，以及出於對油品市場管理的需要，設有油價訂價機制並適時提
出各項指導方針外，英國、美國、韓國係讓市場自由訂價及競爭，並未對油
品設立油價訂價機制，大體上僅會透過行政措施（例如環保要求、庫存天數、
油品品質、稅費徵收）作為管理方式，加上各國加油站市場業者會透過不同競
爭方式吸引消費者（例如推出顧客忠誠計畫），因此油品宣告牌價並不一定等
同於最終銷售價格，而且地理區位差異也是影響加油站業者訂價能力的特徵之
一，故無論該國是否存在油價訂機制，均未影響加油站市場的競爭狀況。
世界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雖然也關注油品事業間有無聯合訂價行為，卻也存
在執法上的困難性，可知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難以釐清油品價格調整係屬聯合行
為或平行行為，在國際間非屬特例。此外，南韓、新加坡、香港、日本及歐盟和
英美等國的油品產業，其油品市場均已自由化，並且由市場供需決定最終價格，
對照我國現況，雖然施行浮動油價機制，但仍隱見有主管機關介入的影子，且相
關法規未能鼓勵業者從事多元化業務推展，和國際發展趨勢並不一致。
另一方面，「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非屬經立法院通
過且總統公布的法律，又非屬法規命令，得否適用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即
存在很大的爭議，且「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雖未限制人
民的自由權利，但油品價格屬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原則上仍應有法律或
法律明確的授權，經濟部始得據以訂定法規命令。
經由探討英國、美國、韓國、中國大陸等主要國家制訂油品調價機制的作
法及對各國油品市場的影響、國內浮動油價機制施行對經濟發展、民生消費、
業者營運的影響、國內外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油品價格的相關案例後，本文的主
要建議如下：
(一) 致力於油品市場透明化以因應聯合行為執法困境
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時要判斷雙占事業同步、同幅調整油品價格，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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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平行行為，抑或聯合行為，在無直接證據下，本就是一件困難任務，加上
浮動油價機制之存在，更是一大挑戰，即使日本、南韓、新加坡、美國等國家
或區域的競爭法主管機關也面臨聯合行為的執法困境。針對此一困境，上述各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多轉而致力於油品市場透明化，以幫助消費者做出更明智的
決定，並鼓勵更有效的競爭，值得我國借鏡。
(二) 浮動油價公式仍有再檢討空間
因台灣中油公司在計算成本結構時，係將各部門統一進行會計報表編製，
並未依各事業部門設立獨立會計帳務，故是否在計算油價變動時需加權80%作
為反映進口原油成本變動值得進一步檢視，或可考慮每年重新設算油品生產成
本結構當中歸屬於國際原油成本變化的比重，以及進口油品來源地區，藉以作
為油價公式當中的權數設定參考，俾利貼近國內最新經濟情勢。惟浮動油價機
制係因應國際油價飆漲時期的非常做法，加上浮動油價機制已行之有年，政府
應尊重機制不宜進行價格漲跌干預。而長遠之計，則是油價的決定仍宜回歸由
市場機制決定。
(三) 視油價調整機制不同宜有長短期作法
浮動油價機制的全名為「國內汽、柴油浮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係
中油公司辦理調價作業的依據，並由經濟部督導及核定。惟「國內汽、柴油浮
動油價調整機制作業原則」非屬經立法院通過且總統公布之法律，亦非屬法規
命令，得否適用公平交易法第46條規定，向有爭議。
檢視我國現行浮動油價機制，短期內在浮動油價機制仍沿用，亦未立法排
除公平法適用的前提下，建議公平會訂定油品市場案件處理原則，持續蒐集國
內油品訂價是否有反競爭的作為。長期而言，油品價格仍宜回歸市場機制，則
公平會仍應持續檢視產業競爭情況，惟若考慮產業主管機關具有較為專業的產
業知識，更適合處理產業相關議題，而將油品行業排除於競爭法規範之外時，
仍宜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公平交易委員會將競爭法精神納入石油管理法
中，使符合公平交易法規定，則可適用公平交易法第46條，同時善盡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管理與督導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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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mestic oil market was monopolized by CPC in the early stage. However,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Gas Station Instal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had published
since 1987 then open the retail sales. Thereafter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had
publishe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Production Licenses for Import
and Export of Petroleum and Petroleum Products” in order to promote enterprise to
participate the oil market in 1996. Because oil market of Taiwan was monopolized
by CPC before September 2000, the domestic oil price was decided by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and revenue requirement of CPC. Although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had abolished the oil price formula after Formosa Petrochemical entered into
the market and then the oil price was decided by import oil cost of each company.
Furthermore, Legislative Yuan of Taiwan passed the “Petroleum Managed Law” in
October 2001 and established the framework for full liberalization of oil market.
However, in order to avoid concerted action of oil pricing and the government
interruption, Executive Yuan of Taiwan offered the improving measure of oil formula
in 2006 and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nounced the floating oil price
mechanism in 2007. The goal of the mechanism was to allow oil price adjustments
to return to the market and align with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In spite of practicing
the oil formula, there were still some disputes about competition and behavior of
enterprise in the market. The key themes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competition behavior and the profit of enterprise after practicing oil formula, and the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behavior in vertical marketing system of oil supply and
demand under the situation of oligopoly by CPC and Formosa Petrochemical.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ncludes (1) collecting the oil industry information and
oil pricing mechanism of Asian neighboring countries, European countries,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analyzing the enforcement stance of authorities
and related cases in the Asian neighboring countries, European countries,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studying the appropriateness and necessity of
floating oil price mechanism in Taiwan and the impact of economy, industry and
consumer under oil price mechanism; (4) analyzing the vertical relationship of oil
industry in Taiwan an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are price restrictions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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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restrictions on competition then refer to the relative authorities.
We find out that the upstream of oil industry in Asian neighboring countries,
European countries,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d few supplier because
of high capital expense and scale economic and the downstream of oil industry
(gasoline station) had a lot of competitors. Besides, the business model in gasoline
station market was full of diversity. Secondly, the oil pricing mechanism was
practicing in China and Taiwan and that of in the other countries was decided by the
free market. However, most counties was take some measures such as environment
requirement, oil quality, tax and days of inventory to manage the oil market. Thirdly,
the owner of gasoline station would like to adopt the way of non-price competition to
draw client and the geographic character wa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competition.
Besides, in many countries,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tried to distinguish lawful from
unlawful conduct in the absence of direct evidence of an agreement. However, it has
often been a challenge to prove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indeed as there are often no
explicit and illicit horizontal agreements. In addition, there were only two oil supplier
(CPC and Formosa) in Taiwan and CPC had its own gasoline station. When CPC
operate its own gasoline station and provided oil products to franchisee in the same
time, it would lead to the competitive-cooperative situation. Moreover, there were a
lot of discussions and disputes for floating oil price mechanism in Taiwan such as the
basis of calculation, weight setting, item, exchange rate et al.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we recommend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effective retail price to allow consumers to make more informed
choices and increase competition in the petroleum market. Secondly, it wa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accounting system of oil company for revising the parameters of
floating oil price mechanism in Taiwan. We suggested that the floating oil price
mechanism should be reviewed per year in the short run and we expect to see the
oil price would be decided by the market in the long term. Third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amend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Act to coordin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Act and Fair Trade Act in order to show the spirit of
Competition Law in the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 Act when oil price was decided by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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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劉華美（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首先，油價問題涉及能源政策，參考國外文獻，每個國家石油結構不同，
台灣99%原油進口，石油價格的決定分為3種，分別為：市場決定、價格天花
板、固定價格等，台灣的石油價格為市場決定。
關於我國聯合行為，中油台塑共有4則裁判，2015年公平法修法，聯合行
為規定有重要的發展，2015年至今中油台塑並無處分案件。本案主要爭點為聯
合行為的合意，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的認定，如果現在再來處理這項問題，應
該會有實質的幫助。附帶一提，文獻上合意推定並非新創的立法，而是經由司
法裁判的累積，而其內容、方式與應用方面的研究還不多，值得後續投入。
關於油品市場其他限制競爭行為，除了文章中所提到的之外，依據公平法
第20條第3款，有無低價利誘可能性，提供作者參考，作為補充。
此外，中國大陸也有討論石油相關的議題，石油價格管理辦法規定油價的
制定與調整，反壟斷法也有限制競爭行為的相關規範，包含拒絕交易、差別待
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