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一 : 請問原油的用途及種類？

今日以原油為原料已能煉製成 2,500 種性質

相異之不同石油產品，以及 3,000 種以上之石油

化學品。石油產品大致可分成燃料類、潤滑油脂、

柏油類、溶劑類及石油化學類等類別產品，其中

大眾比較熟悉的為燃料類產品，包含汽油、煤油、

柴油、航空燃油及燃料油等。目前中油購入原油，

經過煉解後製成汽柴油及燃料油等各式成品油，

提供國內民生消費所需。

在新聞媒體上經常聽到西德州原油（WTI）、

布蘭特原油（Brent）及杜拜原油（Dubai）等多種

原油名稱，是因為以上三種原油是國際上主要作

為計價的指標。布蘭特原油係指在歐洲北海 4個

油田所產出之原油；西德州原油係在美國所生產

之原油；杜拜原油則是在波斯灣地區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所生產之原油。

國際原油常以比重及含硫量來區分原油等

級，據估計，目前全球有 130 種以上之原油。依

比重高低，原油可簡略區分為輕質原油、中質原

油及重質原油等，較輕之輕質原油含有較多之輕

質油料，可提煉較多汽油及其他較具價值之成品

油，具有較高之經濟價值，而重質原油可提煉較

多之重質油品，如燃料油。此外，原油品質的好

壞有一部分是看它含硫量的多寡而定，通常含硫

量越高之原油，須先經過脫硫處理，以降低對環

境的污染，因此處理費用較高。這些均關係到購

入原油的成本。

文／謝偉姝（期交所交易部組長）、廖進和（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原油貿易及油品衍生性商品交易

中油副總經理畢淑蒨專訪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油）為國內最大之石油公司，公司成立至今已逾 70 年，主要業務

為原油及天然氣進口、探勘、開發、煉製、輸儲與銷售。為確保公司之營運效益，中油大約於 20 年

前即開始使用油品衍生性商品避險，具有豐富之油品衍生性商品交易實務經驗－期交所刻正研議發展原油期

貨，擬透過本次專訪，借鏡中油多年在油品衍生性商品之運用經驗，並提供原油之相關資訊予本刊讀者。

▲中油副總經理畢淑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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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二 : 中油每年自國外進口數量龐大之原油，請問

中油的原油採購來源？

為確保油源穩定供應，中油自許多海外地區

採購原油，以 2016 年為例，中油進口原油總量達

1.33 億桶，其中來自中東地區採購之數量最多，

約占 50％，餘為非洲 26％、東南亞 4％，其他地

區（例如亞賽拜然及巴西等地）為 20％。

中油的原油採購主要係與供應商簽訂長期

採購合約方式採購，部分則為現貨採購。中東地

區原油多以長約為主；其他地區則多以現貨採購

方式，主要是因為需配合原油交易數量、各油田

生產、碼頭儲槽周轉率與裝船期之規劃，訂定長

期採購合約困難度較高，中油每月進口原油的數

量及種類需依據煉油廠的需求及煉製效益進行採

購。

原油採購成本  係為浮動

問三 : 您提到中油多以簽訂長期合約採購原油，請

問長期合約中原油計價方式為何？是否會面臨原

油價格波動風險？

不論長期合約或現貨交易，國際上原油貿易

之計價方式多以指標原油價格（如西德州中質原

油、布蘭特原油、杜拜原油、安曼原油）作為基

準價，並以實際購置原油之品質及市場供需情況，

以加減碼調整交易價格，簡單的計價公式為：交

易價格 =指標原油價格 +加減碼。

前述指標原油之價格，市場常以普氏能源資

訊（Platts）每日公布之各指標原油價格或期貨市

場中之原油期貨價格作為指標原油價格；加減碼

部分，則是購買之標的原油與指標原油之價差，

由品質（如含硫量、金屬含量及輕重質油料比例）

及市場供需等決定。

中油及其他亞洲地區煉油廠與中東地區產油

國國營石油公司簽訂之長期合約，為逐年商議次

年度原油採購數量，期約僅保證供貨數量不保證

價格，其中指標原油價格係交貨當月之月平均價

計算，故中油原油採購成本係為浮動，即使是前

一年簽定的採購長約，亦會受到國際原油價格波

動影響；加減碼部分則由產油國之國營石油公司

公告，適用所有亞洲的買家。

問四 : 中油為國內規模最大之煉油公司，台塑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塑石化）則為國內第 2

大煉油公司，請問兩家公司原油採購之差異性為

何？

中油與台塑石化因油品煉製結構不同，且中

油身負供應國內工業用及發電用低硫燃料油之政

策性任務，需採購不同種類原油，約有八成以上

之成品油銷售國內；台塑石化則恰好相反，生產

的油品以銷售海外為主。由於兩家公司因煉製設

備的不同，亦造成原油採購之差異。

首先在油品煉製結構部分，台塑石化因二次

加工設備完整，重質原油脫硫能力強，除年度脫硫

設備歲修時需採購少量低硫原油替補外，煉油廠在

正常開工情況下，皆採購價格較低之重質高硫原

油；而中油因煉油廠設備限制，需採購價格較高之

輕質低硫原油。另在政策性任務部分，中油需供應

國內工業用及發電用低硫燃料油，有 40％以上需

採購價格較高之低硫原油，故中油之原油採購成本

高於台塑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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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高硫與低硫原油價格之差異性，中油採

購之低硫原油來自於西非，多以布蘭特指標原油計

價；而中油與台塑石化採購之高硫原油多來自於中

東，以杜拜指標原油計價。以平均值而言，每桶布

蘭特原油比杜拜原油約貴 1.5 ～ 3美元。另在運輸

成本上，高硫及低硫原油分別來自中東及西非地

區，西非至臺灣之航距約需 30日，大於中東至臺

灣之 18日。一般而言，西非至臺灣之進口原油比

中東至臺灣之進口原油每桶約貴 1至 1.5 美元。

原油價格自由化  衍生避險需求

問五 :1960 年代原油自由貿易興起，國際原油市

場逐漸形成，可否談談國際原油價格自由化發展

歷程，及其對現今國際原油價格及避險需求的影

響？

全球石化工業誕生至今已約有150多年歷史，

而真正的國際原油自由貿易市場是在 1960 年代後

期才開始形成。

在 1960 年代之前，國際原油資源是由西方

國家大型石油公司掌控，原油價格甚少有較大之

波動。1960年代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成立，

成員包括原油主要生產國沙烏地阿拉伯、委內瑞

拉、科威特、伊拉克及伊朗等國家，OPEC 國家對

全球原油供應舉足輕重，對原油價格影響力與日

俱增。

1980 年代後，非 OPEC 國家原油產量逐漸超

越 OPEC 國家，過去由 OPEC 國家掌控之原油價格

逐漸鬆動，另 1985 年全球最大產油國沙烏地阿拉

伯率先放棄使用固定油價出售原油，之後許多國

家跟進，國際原油價格於是開始隨著市場供需自

由波動。

隨國際原油價格波動增加，市場漸漸產生規

避價格風險之避險需求，在此背景下，紐約商品

交易所（NYMEX）於 1983 年推出全球第 1 個原

油期貨商品，後續亦有交易所推出原油期貨，國

際原油期貨市場發展逐漸成型。

中油油品避險  多於 OTC 交易

問六 : 中油每年自國外採購高達 1 億桶以上原油，

面對國際原油價格波動，如何掌握國際原油價格

走勢，以適度進行避險操作？

中油有鑑於國際油價情勢波動，往往對購油

成本影響甚大，進而影響國內民生油價，因而於

1995 年成立風險管理組，培訓相關財務避險操作

人才及對市場走勢之判斷，並依規定適度交易店

頭市場之衍生性商品及期貨，予以避險。

中油屬國營事業，依現行國營事業相關避險

法令規定，每年避險部位損失有其限制，因而實

際可避險的比例不高。目前中油油品衍生性商品

操作，主要透過新加坡店頭衍生性商品（OTC）市

場，針對油品與原油價差的交換合約（例如柴油

與杜拜原油價差交換合約）進行避險，避險任務

僅為鎖定購油成本與出口成品油之價差，並非僅

針對國際原油價格波動之避險。在國際店頭市場

上的油品價差交換契約之交易對象，包含投資銀

行及石油公司，例如摩根士丹利、花旗銀行或英

國石油等。

對任何煉油廠而言，鎖定成品油煉製利潤至

為重要。一般而言，煉油廠係以採購原油煉製為

成品油後銷售賺取利潤，利潤為成品油售價減去

原油及煉製成本。假設煉製成本不變，毛利則視

成品油價格與原油採購成本之差異而定，該兩價

格係依市場供需情況隨時變動，然因採購原油時

間與成品油銷售時間存有落差，成品油煉製完成

後銷售之價格與採購原油時所期望之價格不同，

故煉油廠為確保利潤，多使用 OTC 油品交換合約

避險。

問七 : 中油依規定亦可交易期貨，然卻較少使用期

貨進行避險，請問主要原因為何？

OTC 油品衍生性商品流動性高，且與採購原

油價格的基差極小，可依使用者需求客製化交易

條件，因此對類似中油之企業來說，較能符合避

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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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油避險目的之故，倘使用期貨，由於

國外原油期貨及成品油期貨之標的物，可能與中

油欲避險之現貨標的物價格相關性較差；再者，

中油如使用歐美交易所之原油及成品油期貨避險，

即使選用價格相關性高之期貨商品進行避險，因

為現貨曝險之標的物價格與運用期貨避險之工具，

價格走勢仍有差異，此差異即所謂的基差。

臺灣原油期貨標的  以布蘭特原油較佳

問八 : 期交所刻正研議推出原油期貨，並擬洽談國

外原油期貨標的授權。就您觀察，目前主要國際

原油期貨標的之差異性及特色為何？

臺灣未生產原油，未具有國際知名及具代表

性之區域性指標原油。因此，期交所研議之原油

期貨標的應是國人熟知的國際知名指標較好。

如前所述，目前知名的指標，包括西德州、

布蘭特、杜拜、安曼等原油，其中西德州與布蘭

特為交易量最大的兩項指標。就流動性而言，這

兩大是差不多的，而就避險角度而言，布蘭特就

比西德州好，目前布蘭特之價格，也為較多油品

貿易所引用。這是因為以往美國不出口原油，西

德州原油價格交易約有半數為投機產生，而可能

與國際上所交易的原油價格走勢相關性較差。如

中油油價公式曾引用西德州原油價格，後來就改

引用杜拜及布蘭特原油價格。

在眾多標的物中，布蘭特原油似較為可行，

主要原因為布蘭特原油在國際油品市場最具指標

性，大多數國際原油貿易係以布蘭特原油及杜拜

原油作為訂價基準。依 Platts 統計，全球所生產

之原油有 70％以上係使用布蘭特原油定價。例如

西非原油銷到亞洲，就是使用布蘭特原油作為訂

價基準，歐洲原油銷售也是。

國內外新聞媒體對國際原油價格變動之相關

報導，就常以布蘭特原油價格為主，又布蘭特原

油價格亦為中油調整國內汽柴油價格之調價指標

之一，國內一般社會大眾對布蘭特原油較為熟悉。

另據統計，2017 年全球交易量前 10 大之原油期

貨契約中，以布蘭特原油作為標的物的有 4檔，

交易量比重高達 61％，基於上述原因，期交所似

可考慮使用布蘭特原油作為原油期貨之標的物。

問九 : 您對期交所推出原油期貨之建議？

國內企業對原油期貨可能具有需求者包含石

油業、航空業、海運業及發電業等，惟據悉該等

業者皆已有適當之避險管道，透過交易集中市場

原油期貨避險存在基差風險，故原油期貨交易需

求較為有限。期交所發展原油期貨似可以提供投

資者另一金融商品選擇著手，因在國際原油期貨

市場中，許多原油期貨商品之主要參與者係來自

非油品生產及消費廠商。

以紐約商業交易所（NYMEX）之西德州原油

期貨為例，該商品約有 50％以上之交易量係來自

於非避險性之交易需求，期交所如欲推出原油期

貨，可加強對非油品生產及消費廠商之法人機構

及一般社會大眾進行宣導，或可開發新的商品需

求，惟流動性仍為商品成功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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