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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政府儲油管理作業服務計畫(2/3) 

陳雅慧、曾隆凱 

摘要 

基於政府儲油相關作業具專業性，本計畫目標即是協助主管機關

辦理政府儲油招標、驗收及管理作業，研議政府儲油策略及相關研究

等事宜。本計畫自 91 年起持續進行 6 年，已於 93 年度底完成政府儲

油採購目標，原油 160 萬公秉、成品油 123 萬公秉之決標作業，同時

至 96 年度完成原油 160 萬公秉、成品油 123 萬公秉之驗收作業。 

在 96 年 10 月完成政府儲油 283 萬公秉之目標(原油 160 萬公秉、

成品油 123 萬公秉)。另於 97 年契約到期之採購案計 21 件，依合約規

定需辦理期末查核。至於已交貨採購案計 24 件，需辦理釋油演練。97

年度仍需持續進行政府儲油相關管理作業，且針對特定政府儲油議題

頇進一步研究，以期順利執行政府儲油之管理作業。 

因此，為能落實三年內完成政府儲油之執行作業，本年度完成之

工作本年度摘要說明如下： 

(一) 依據政府公告政府儲油數量，協助辦理 97 年度政府儲油新增標案

招標、採購及管理作業。(更新為研議境外儲油之可行性) 

原規劃於 97 年度協助辦理政府儲油新增購油品標案之工作事宜，

由於 96 年每日石油需求量下降，經核算目前政府儲油 283 萬公秉已高

於法定安全存量日數，本年度無需辦理新增購油品並已簽奉核准；惟

考量國內石油業者油槽有限，業者於營運調度上已漸呈窘困，就境外

儲油可行性進行研析與規劃，並以此研究項目取代新增購油品之工作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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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政府儲油管理作業要點」第 6 條規定，政府儲油可選擇的方

式有寄託儲油、條件式儲油、記帳式儲油以及境外儲油等 4 種方式。

其中境外儲油可作為補充國內儲油設備不足部分，藉此可靈活調整政

府儲油配比及運用政府儲油。將對鄰近可能提供租借油槽之國家進行

研析，另國際上有專門承攬儲油並提供管理之公司，可利用該公司與

各國儲油公司之合作關係，充分運用儲油公司能力，配合油價之變動，

進行存量調節。 

(二) 協助解決採購標案合併及續約之相關問題。 

97 年度有 21 個標案合約即將到期，台灣中油公司共有 11 個標案

合約到期，台塑石化公司則有 10 個標案合約到期，對於合約到期的標

案需辦理續約或是重新辦理招標作業。 

為簡化相關作業程序在相同代儲業者之前提下將相同油品之代儲

標案合併，將 21 各標案合併為 13 個。目前已協助完成 11 個合併標案，

分別為台灣中油公司 97-GF001(93-政儲燃 002、93-政儲燃 003 合併續

約)、97-GA001(93-政儲航 001 之續約)、97-GF002(93-政儲燃 001、93-

政儲燃 004 合併續約 )、 97-GL001(93-政儲氣 001 之續約 ) 、

97-GC002(93-政儲 002 之續約)、97-GG001(93-政儲汽 001 之續約)，台

塑石化公司 97-GC001(92-政儲 001、93-政儲 001、93-政儲 004、93-政

儲 005 合併續約)、97-GG002(93-政儲汽 001 之續約)、97-GA002(93-

政儲航 002、93-政儲航 003 合併續約)、97-GF003(93-政儲燃 005 之續

約)、97-GD002(93-政儲柴 002、93-政儲柴 002 合併續約)。 

(三) 依據政府儲油採購合約，協助辦理政府儲油期中、期末與不定期查

核作業。 

97 年度需進行期末查核之代儲標案共 21 案(台灣中油公司 1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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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石化公司 10 案)。查核油品數量共 263 萬公秉，分別為原油 160

萬公秉，燃料油 47 萬公秉，航空燃油 15 萬公秉，液化石油氣 3 萬公

秉，汽油 5 萬公秉、柴油 33 萬公秉。 

已完成各代儲標案之期末查核，各代儲標案詳細內容如下表。 

採購案號 代儲業者 查核別 查核數量 

93-政儲燃 003 台灣中油 期末 普通燃料油 10 萬公秉 

93-政儲航 001 台灣中油 期末 航空燃油 10 萬公秉 

92-政儲 001 台塑石化 期末 原油 15 萬公秉 

93-政儲 001 台塑石化 期末 原油 50 萬公秉 

93-政儲燃 001 台灣中油 期末 低硫燃料油 12 萬 

93-政儲燃 002 台灣中油 期末 普通燃料油 12 萬 

93-政儲 002 台灣中油 期末 原油 30 萬 

93-政儲氣 001 台灣中油 期末 液化石油氣 3 萬 

93-政儲 003 台灣中油 期末 原油 30 萬 

93-政儲 004 台塑石化 期末 原油 25 萬 

93-政儲汽 001 台塑石化 期末 汽油 2 萬 

93-政儲汽 001 台灣中油 期末 汽油 3 萬 

93-政儲航 002 台塑石化 期末 航空燃油 2 萬 

93-政儲柴 001 台灣中油 期末 高級柴油 10 萬 

93-政儲 005 台塑石化 期末 原油 10 萬 

93-政儲航 003 台塑石化 期末 航空燃油 3 萬 

93-政儲柴 002 台塑石化 期末 普通柴油 5 萬 

93-政儲燃 005 台塑石化 期末 普通燃料油 5 萬 

93-政儲柴 003 台塑石化 期末 普通柴油 5 萬 

93-政儲柴 003 台灣中油 期末 普通柴油 13 萬 

93-政儲燃 004 台灣中油 期末 低硫燃料油 8 萬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 政府儲油相關管理表單電腦化系統之維護，以及資料庫之更新及

「石油產業管理系統」有關「政府儲油」資料庫之更新。 

本年度政儲管理作業系統進度包括資料定期更新、系統維護。為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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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儲油管理計畫各作業項目龐雜的資料庫、文件統一歸併整理，除進

行政府儲油重要書面文件實體建檔備分外，目前政府儲油作業管理系

統也設計各作業別表格，將重要資訊鍵入，便於日後查詢及製作相關

表格，建立政儲管理作業書表自動化、電腦化。 

並已於 95 年元月提供政儲系統分析書、設計書、檢測報告書、系

統程式碼，將政儲管理作業系統轉移至能源局測詴機，完成測詴後，

目前已轉移至正式主機。 

(五) 協助辦理政府儲油釋油演練之執行。 

台灣中油公司 97 年度之釋油演練計畫，以低硫燃料油代替普通燃

料油(93-政儲燃 002)一同演練；以 95 無鉛汽油代替原油(93-政儲 002、

93-政儲 003)演練。本次釋油演練計劃釋油數量符合釋油演練數量為代

儲總量千分之一的要求。 

於 97 年 3 月 7 日、6 月 17 日及 6 月 19 日完成 12 個標案之釋油演

練；台灣中油公司釋油演練以管線為主，超級柴油(93-政儲柴 001、93-

政儲柴 003)、95 無鉛汽油(93-政儲汽 001、93-政儲 002、93-政儲 003)

與低硫燃料油(93-政儲燃 001、93-政儲燃 002、93-政儲燃 004、96-GF001)

以管線輸送，自高雄煉油廠發油，汽、柴油輸送至橋頭供油中心，低硫

燃料油則輸送至三民供油中心。 

台塑石化公司 97 年度釋油演練計畫，以超級柴油代替普通柴油

(93-政儲柴 002、93-政儲柴 003)演練；以低硫燃料油代替普通燃料油(93-

政儲燃 005)演練；以航空燃油代替原油(93-政儲 001)並合併航空燃油

(93-政儲航 002、93-政儲航 003)一同演練；以 95 無鉛汽油代替原油(93-

政儲 004、93-政儲 005)並合併 95 無鉛汽油一同演練。本次釋油演練計

劃釋油數量符合釋油演練數量為代儲總量千分之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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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5 月 15 日、5 月 21 日及 6 月 12 日完成 10 個標案之釋油演練；

台塑石化公司釋油演練以管線為主，航空燃油(93-政儲 001、93-政儲航

002、93-政儲航 003)、超級柴油(93-政儲柴 002、93-政儲柴 003)及 95

無鉛汽油(93-政儲 004、93-政儲 005、93-政儲汽 001) 以管線輸送，由

麥寮煉油廠輸送至台北港。 

(六) 研議緊急時期與非緊急時期政府儲油釋出之可行性。 

於緊急時期，政府儲油釋出主要因應油源不足或油價大幅波動，為

穩定國內石油穩定供應或國家安全而實施。在非緊急時期釋油，因有其

特殊性，可分為測詴釋油、儲油配比調整時之釋油兩種情況。分別探討

政府儲油於緊急時期與非緊急時期釋出之可行性，使政府儲油不僅可維

持安全存量，具儲存效益外，釋出政府儲油可迅速解決市場上供需失衡

情形，且具宣示性效果。 

(七) 研議政府儲油釋出時機與作業規範。(研擬政府儲油釋油之作業規

範) 

IEA、美國及日本對於儲油釋出，僅在供應嚴重短缺時為之。本國

政府儲油釋出之時機依緊急時期石油處置辦法規定，於緊急時期得釋

出，但於其他情況是否可將政府儲油釋出，必頇考量適法性及技術可行

性兩大原則。另本研究將依據前述緊急時期石油處置辦法規定，對政府

儲油研擬釋油作業規範。 

(八)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撰寫政府儲油計畫之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報

告 

本研究已分別於 97 年 2 月、4 月、12 月完成 13 個、5 個、3 個採

購案之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