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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汙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法規條次 條文內容 罰則

第 14 條

(第3項及第4項)

汽油、柴油或液化石油氣供應業或其供應對象

，不得將石油製品供應予下列對象：

一、未依本法設置加油、加氣站而營加油、加
氣業務者。

二、未依本法設置自用加儲油（氣）設施者。

三、未依法登記而經營液化石油氣經銷、分裝
或零售業務者。

石油業或非石油業者，不得銷售溶劑油、潤滑
油或其他具有揮發性碳氫化 合物，供車輛或動
力機械作為燃料使用。

第 45條（第1項第2、3款及第2項）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
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

二、汽油、柴油或液化石油氣供應業

或其供應對象違反第14條第3
項各款規定之一，供應汽油
、柴油或液化石油氣。

三、石油業或非石油業違反第十四條
第四項規定，銷售溶劑油、
潤滑油或其他具有揮發性碳

氫化合物，供車輛或動力機
械作為燃料使用。

前項各款查獲之油品，沒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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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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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103.09.10院臺訴字第1030146050號訴願決定書

訴願人既為汽柴油批發業者，當知自用加儲油設施2公秉以上需經

地方主管機關核准，應向地方主管機關查詢該自用加儲油設施是否

經核准設置，訴願人未予查詢，即銷售柴油與未依法設置之自用加

儲油設施，乃處以罰緩100萬元，揆諸首揭規定，並無不妥。

➢經濟部於99.4.14及103.7.8二度發函

通知汽、柴油批發業者，為避免觸法，業者於銷售汽、柴油時，應

向銷售單位確認業者是否為依法設置自用加儲油設施者。

案例 某批發業賣油給客戶，惟該客戶(油槽)未依法申請自用



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法規條次 條文內容 罰則

第 16 條 經營汽、柴油批發業業務者，以股份有限公

司為限。

申請經營汽、柴油批發業業務者，應檢具公
司章程、銷售計畫，並填具申請書，載明經

營主體名稱及所在地、所營事業、負責人姓
名及住所，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登記，並取
得登記證後，始得營業。但已領得石油或石

油產品生產業務或輸入業務經營許可執照者
，不在此限。

第40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項及

第4項）

違反第16條第2項規定，未經登記而經營
汽、柴油批發業務，處新臺幣100萬元以

上500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供銷售或自用之石油製品及所使用
之加儲油 (氣)設施器具，沒入之。

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而致生公共危險
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台幣6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金

。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負
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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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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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柴油批發業登記申請流程

申請
• 填寫申請書
• 檢附公司章程
、銷售計畫

審查

補件

核發
登記證

核可 請領
登記證

✓ 取得登記證後，始得經營汽柴油批發業務(重要!!!)
✓ 欲申請登記證者，請行文至能源局，檢附汽柴油批發業登記申請書、銷

售計畫及年度計畫表各乙份，並繳交審查費及證照費

✓ 銷售計畫不得有任何方式透過加油站提油之行為，實際經營情形亦同



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法規條次 條文內容 罰則

第 17 條

(第1項)
經營汽油、柴油或供車輛使用之液化

石油氣之零售業務者，應設置加油

站、加氣站或漁船加油站。但石油煉

製業，輸入業或汽、柴油批發業供自

用加儲油(氣)設施業者或非供車

輛使用汽油或柴油之零售，不在此限

。

第40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3項及第4項)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台幣100萬元以
上500萬元以下罰鍰：

二、違反第17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經營汽

、柴油或供車輛使用之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務。

前項供銷售或自用之石油製品及所使用之加儲
油(氣)設施器具，沒入之。

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而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台幣60
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
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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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9

函釋 ➢經濟部103.4.15經授能字第110300076820號函

汽柴油批發業務與零售業務之區別，主要係以油品銷售對象是否為

最終使用者為判定依據，銷售對象為最終使用者，則為經營零售業

務之行為。

判例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6年訴字第11號判決

交易結帳方式，不論採按月結算或當場付清，與批發零售之區別無

關。零售業係指銷售對象為終端消費之一般民眾、機構或產業。

函釋 ➢經濟部107.11.19能油字第10700252380號函

批發業經營態樣，批發行為係以油罐車至油庫提油方式交付油品供

作轉售；零售行為諸如銷售發電機、鍋爐、農機…最終使用者。



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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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加油站僅得零售不得批發

3項合法零售

1. 民眾開汽/機車，進入站內

付費加油(加入油箱)

2. 與客戶簽約，採月結方式

3. 民眾(工廠、工地)自行派車至加油站，或委託

車輛到站提油，並打企業統編(非批發業)

2項違法批發

1. 提油：

批發業或批發業之客戶到

站提油，開批發業統編

均可能涉及
違法批發

批
發
業
查
核

發票勾稽

數量多寡

或

交易方式

加油站僅能零售汽柴油或小包裝油品，批發業到站提油從事銷售行為

，加油站未盡查證義務，可能涉及違法批發之行為

2. 加油：

批發業之客戶到站加油，

開批發業統編



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法規條次 條文內容 罰則

第 20 條 經營加油站、加氣站、漁船加油站及

其他銷售者之油源，以依法輸入或在

國內煉製者為限。

購買石油之油源，以依法輸入或在

國內煉製者為限。

第48條（第1項第3款）

違反第20條第1項規定，銷售非依法輸入或非

依法在國內所煉製之石油，處新臺幣10萬元

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

其停止營業3個月以下、廢止其經營許可執照

或勒令歇業。

11



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12

➢為避免來路不明之石油充斥市場，故銷售石油應有合法油源

• 依法輸入：係指具有汽、柴油輸入業資格之油品業者

• 國內煉製者：係指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

➢國內加油站油源分屬中油、台塑石化，油源屬於國內煉製，然

加油站販售油品給汽柴油批發業轉售，將涉及違反「加油站設

置管理規則」第26條正面表列之規定。

提醒



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法規條次 條文內容 罰則

第 22 條

(第1項)
石油煉製業、石油輸入業、石油輸出

業、汽、柴油批發業、加油站、加氣

站、漁船加油站、航空站、商港或工

業專用港加儲油 (氣) 設施與設置達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規模之自用加儲油 (氣

) 設施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及

意外污染責任險。

第47條（第1項第7款及第2項）

石油煉製業、輸入業、輸出業、汽、柴油批發

業、加油站、加氣站、漁船加油站、航空站、

商港或工業專用港加儲油（氣）設施，違反第

二十二條規定，未投保或未足額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或意外污染責任險，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其

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止該設施之使用三個

月以下或廢止使用之核准或勒令歇業。

13

汽、柴油批發業者登記證未註銷前，

應依規定辦理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法規條次 條文內容 罰則

第 27 條 石油煉製業應分別於每年10月底前編具

次1年之煉製、輸入、輸出、銷售計畫

，及每月20日前將前一月之煉製、輸

入、輸出、銷售及當月之安全存量狀況

作成書表，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石油輸入業、輸出業及汽、柴油批發
業之業務申報，準用前項規定。

第 47條（第1項第9款及第2項）

未按時申報資料或申報不實，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至改善為止，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止

該設施之使用3個月以下或廢止使用之核准

或勒令歇業。

14

本年度新增e-mail通知系統(每月15日前)，

若未依法按時申報，本計畫將提報未申報名

單予能源局進行處分。



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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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某公司將加油站零售量申報於「汽柴油批發業經營月報
表」，查核發現憑證(發票)與申報數量不符，屬不實申
報，遭裁罰10萬元

1.加油站經營零售業務，發油量不應納入批發月報。

2.基於特別法優先適用之法理原則，加油站優先適用管理規則(油

槽及設施供零售使用)，不得從事批發行為



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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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批發業實際向加油站購油，應注意以下事項：

• 申報購油對象：應依發票開立來源，敘明OO公司OO加油站

• 應配合事項：由於購油對象涉及違法，能源局將每季發函批發

業者，要求提供購油發票，請配合主管機關行政調查

• 如申報對象或數量與發票不符，屬申報不實行為，將依石油管

理法第47條規定，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提醒



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法規條次 條文內容 罰則

第 28 條

(第1項及第3項)
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請石油煉

製業、輸入業、輸出業、汽、柴油批

發業報告其業務，並得派員或委託專

業機構協同查核其實際營業、安全儲

油及相關資料，業者不得妨礙、拒絕

或規避。

各級主管機關得請汽油、柴油或液化

石油氣供應業或其供應對象報告油 (氣

) 源流向，並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予

以查核，供應業者或用戶不得妨礙、

拒絕或規避。

第48條（第4款）

違反第28條第1項或第29條第2項規定未報告

其業務，或妨礙、拒絕或規避查驗，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命其停止營業3個月以下、廢止其經營許

可執照或勒令歇業。

17



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法規條次 條文內容 罰則

第 29 條 已訂定國家標準之石油

製品應符合國家標準，

始得輸入或銷售。

主管機關得派員或委託

專業檢驗機構查驗業者

銷售之石油製品品質，

業者不得妨礙、拒絕或

規避。

第 46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輸入或銷售品質不符合國家標準之石油製

品者，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

不遵行者，得按次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

止營業三個月以下、廢止其經營許可執照或勒令歇業。

前項石油製品，其品質無法改善者，沒入之。

第 48條（第4款）

違反第28條第1項或第29條第2項規定未報告其業務，或妨礙、拒

絕或規避查驗，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命其停止營業3個月以下、廢止其經營許可執照或勒令歇業

。
18



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法規條次 條文內容 罰則

第 30 條 石油煉製業、輸入業、汽、柴油批發

業或輸出業，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證

照，自廢止之日起2年內，不得重新申

請核發經營許可執照或登記證。

－

19



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壹、法源依據

石油管理法

法規條次 條文內容 罰則

第 33 條 石油業者設置儲油設備應向設

置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其設置申請程

序、用地、條件及其他管理事

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前項儲油設備，業者應委

託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

檢查機構實施定期或不定期檢

查，並作成紀錄。中央主管機

關得派員或委託代行檢查機構

抽查。前項檢查紀錄，業者應

保存5年以上，直轄市、縣 (市

)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派員查核

。

第40條（第1項第4款、第2項及第3項）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台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

四、違反第33條第1項規定，未經申請核准而設置儲油設備。前項供銷售或自用之石

油製品及所使用加儲油設施器具，沒入之。有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而致生公共危險者

，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6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金。法人

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第 47條（第1項第11款及第2項）

經核准設置儲油設備之石油業者違反依第33條第1項所定規則有關儲油設備使用核准

、設備規範或使用管理之規定，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止該設

施之使用3個月以下或廢止使用核准。

第 50條（第5款）

違反第33條第2項規定，業者未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並作成

紀錄者或違反第33條第3項規定，未保存紀錄5年以上者，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

元以下罰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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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公告石油業者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及意外污染責任險

⚫ 公告時間：90年12年26日公告，100年8月16日修正公告

⚫ 法源依據：石油管理法第22條第2項

⚫ 公告事項

一. 石油煉製業、石油輸入業、石油輸出業、汽、柴油批發業、加油站、加氣站、漁船

加油站、航空站、商港或工業專用港加儲油(氣)設施與設置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規

模之自用加儲油(氣)設施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及意外污染責任險。

二.石油業者同時經營數種石油業別者，應以公告該數種業別之最高保險金額為其最低投

保金額。

三.石油業者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及意外污染責任險最低保險金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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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公告石油業者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及意外污染責任險(續)

⚫ 公告時間：90年12年26日公告，100年8月16日修正公告

⚫ 法源依據：石油管理法第22條第2項

⚫ 公告事項

(一)石油煉製業、石油輸入業、石油輸出業、汽、柴油批發業、航空站、商港或

工業專用港加儲油（氣）設施者，將變更或續保之保險單影本送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二)加油站、加氣站、漁船加油站、設置自用加儲油設施儲油槽內容積達5公秉以

上或設置自用加儲氣設施儲氣槽內容積達1.8公秉以上者，將變更或續保之保

險單影本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四. 石油業者應於保險期限屆滿時，續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及意外污染責任險。

五. 石油業者有保險契約變更或續保時，應於1個月內，依下列方式辦理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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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污染責任險

➢不同石油業別之規定

業別

最低保險金額

最低保險金額每一個人
身體傷亡

每一意外事故傷
亡及財物損失

保險期間總
保險金額

1.石油煉製業 400萬元 1億元 2億元

一. 石油業者可選擇分別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

險及意外污染責任險

兩項保險或綜合二項

保險於單一保單。

二. 財物損失包括意外污

染清除費用。

2.石油輸入業
400萬元 4,000萬元 8,000萬元

3.汽、柴油批發業

4.石油輸出業 400萬元 2,000萬元 4,000萬元

5.加油(氣)站(含漁船加油站)

400萬元 1,200萬元 2,400萬元

6.自用加儲油設施其儲油槽內容積達
五公秉以上或自用加儲氣設施其儲
氣槽內容積達一.八公秉以上者

7.航空站、商港或工業專用港加儲油
(氣)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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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申報-月報表
汽柴油批發業務月報表 

一、 公司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 

二、 汽柴油批發業登記證字號：經(    )能油批字第          號                     

三、 經營月份：  年  月  

四、 填表人：                         五、聯絡電話： 

單位：公秉 

申報項目 汽油 柴油 備註 

期初存量(A)    

購入對象

及其數量 

行業別 公司名稱    

石油煉製業、

輸入業 

   

註 1 

   

汽柴油批發業 

   

   

   

   

   

是否向其他對象購油：□否 □是（請分別填報其他對象之公司名稱及數量） 

其他對象 

   

註 2 

   

   

   

購入數量小計(B)   

小計(C＝A＋B)    

本月自用量(H)    

本月銷售量(D)    

期末存量(E)    

差異(F＝C-D-E-H)    

差異率%(G＝F/C)    

差異原因 
 

註 3 

註 1：申報業者、其購油對象或其銷售對象直接自石油煉製業、輸入業或汽柴油批發業所屬儲油設備提油者屬
之。 

註 2：購油方式非屬註 1，或無法確認提油方式者，請填入「其他對象」。 

註 3：差異率超出±5%範圍請說明其差異原因。 

註 4：請依實際業務經營情形申報，如有不實，依「石油管理法」第 47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處新臺幣 10 萬
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 

公司印章：                 負責人印章： 

期初存量應與上月期末存量一致

※法源依據：依「石油管理法」第27條規定，汽、柴油批發業者應

於每月20日前將前1月之煉製、輸入、輸出、銷售及當月之安全
存量狀況作成書表，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購入情形」注意事項：

✓ 購入對象應依實際憑證之公司名稱填報

✓ 購入數量應依實際憑證之數量填報

若差異率超過5%者，請敘述差異原因



網路申報

貳、申報作業

26

書面申報-月報表

申報項目 汽油 柴油 備註

行業別 公司名稱

石油煉製業、
輸入業

汽柴油批發業

是否向其他對象購油：□否□是（請分別填報其
他對象之公司名稱及數量）

其他對象

➢ 購入對象認定方式

申報業者自行提油

購入對象
（中油、
台塑或批
發業）

付款 申報者
(批發業)

派車提油
儲油設施

(石油煉製業、輸入業或汽

柴油批發業所設置)提油

購入對象提油

購入對象
（中油、
台塑或批
發業）

付款 申報者
(批發業)

派車提油

儲油設施

(石油煉製業、輸入業或汽

柴油批發業所設置)提油
銷售對象提油

購入對象
（中油、
台塑或批
發業）

付款
申報者

(大盤批發業)
派車
提油

儲油設施

銷售對象
(小盤批發業)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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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申報-月報表

申報項目 汽油 柴油 備註

行業別 公司名稱

石油煉製業、
輸入業

汽柴油批發業

是否向其他對象購油：□否□是（請分別填報其
他對象之公司名稱及數量）

其他對象

➢ 購入對象認定方式

若購油方式非中油、台塑、批發業，或無法確定提油
方式者，請填入「其他對象」

注 意 事 項

購入對象為加油站

✓ 加油站不得將油品售給批發業轉售，違者將依「石油管理

法」第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處以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

萬元以下罰鍰。

購入對象未取得批發業登記證

✓ 購入對象將依「石油管理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規定，

處以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

申報者不實申報

✓ 申報者未依實際營業情形申報，將依「石油管理法」第

47條第1項第9款規定，處以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

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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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申報-月報表

申報項目 汽油 柴油

期初存量(A) 10.5

購入對象
及其數量

行業別 公司名稱

石油煉製業、
輸入業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20.0

汽柴油批發業
A公司 80.5

是否向其他對象購油：■否□是
（請分別填報其他對象之公司名稱及數量）

其他對象

購入數量小計(B) 100.5

小計(C=A+B) 110.0

本月自用量(H) 0

本月銷售量(D) 108.5

期末存量(E) 1.9

差異(F=C-D-E-H) -0.4

差異率%(G=F/C) 0.4

差異原因

➢ 「購入情形」填報注意事項

1. 購入對象公司名稱，請依憑證載明內容進

行填報

2. 如提油地點非石油煉製業、輸入業或汽柴

油批發業所設置之油槽，應填報為「其他

對象」

3. 「是否向其他對象購油」之欄位，應依實

際情形進行勾選

➢ 「銷售情形」填報注意事項

銷售數量包含批發集零售

• 「批發」：批發予加油站、賣單/賣油予其

他領有能源局核發汽柴油批發業登記證者

• 「零售」：銷售供自用加儲油設施或非供車

輛使用之數量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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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申報-年度計畫

營業主體資料
公司名稱、批發業登記證字號、申報年度、所在地、實

收資本額、聯絡電話、負責人、身份證統一編號、住所

或居所地址等

※法源依據：依「石油管理法」第27條規定，汽、柴油批發業者應

於每年十月底前編具次一年之煉製、輸入、輸出、銷售計畫，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油品來源

✓ 購入來源（依中油、台塑及輸入業分別臚列）

✓ 計畫購入量(針對不同購入來源之購入數量分別臚列並加總)

銷售去路

✓ 銷售對象（依汽油、柴油預計銷售對象分別臚列）

✓ 計畫銷售量(針對不同銷售對象之預計銷售數量分別臚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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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申報-年度計畫

※法源依據：依「石油管理法」第27條規定，汽、柴油批發業者應

於每年十月底前編具次一年之煉製、輸入、輸出、銷售計畫，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進貨情形」注意事項：

✓ 可參考本年度之購入總量，填寫次一年

度之預計購入量

公司名稱：OO股份有限公司 

汽柴油批發業登記證字號： 經(101)能油批字第 0001號 

申報年度：OO年度                    單位：公秉 

 

營業

主體 

公 司 名 稱 OO 股份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OO 市 OO區 OO路 OO段 OO號 OO 樓 

實收資本額 一千萬元 聯 絡 電 話 02-12345678 

負 責 人 曾發財 身分證統一編號 A123456789 

住所或居所 OO 市 OO區 OO路 OO段 OO號 OO 樓 

 

 

來 

 

 

源 

種   類 購 入 來 源 計 畫 購 入 量 計 畫 購 入 總 量 

汽 油 █台灣中油公司 40 210 

█台塑石化公司 130 

█輸入業 40 

  

  

柴 油 █台灣中油公司 60 210 

█台塑石化公司 110 

█輸入業 40 

  

  

 

 

去 

 

 

路 

種   類 銷 售 對 象 計 畫 銷 售 量 

汽 油 OO 公司 30 

OO 公司 40 

OO 公司 30 

OO 公司 50 

OO 公司 30 

OO 公司 30 

合計 210 

柴 油 OO 公司 20 

OO 公司 40 

OO 公司 50 

OO 公司 40 

OO 公司 20 

OO 公司 40 

合計 210 

填表人：OOO               聯絡電話：02-12345678 

公司印章：                  負責人簽章： 

 

範例

「銷售情形」注意事項：

✓ 請填寫銷售對象之公司名稱（全名），

以及次一年度之預計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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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報

➢ 石油產業資訊管理系統網站：
https://www2.moeaboe.go
v.tw/POIC

➢ 或可搜尋「石油產業管理資訊
系統」

新設業者需點選「帳號申

請」，進入申請帳號頁面

新設業者

向能源局申請之業者可

點選查看目前辦理進度

https://www2.moeaboe.gov.tw/POIC
https://www2.moeaboe.gov.tw/PO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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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報

公司基本資料

✓ 設定帳號密碼，並填寫公司基本資料

✓ 公司代號為汽柴油批發業登記證右上角之號碼。

例：經(111)能油批字第001號，則公司代碼為

GD001

角色清單請選取「汽柴油批發業

務管理_業者」

資料填妥點選新增後，通知能源局核定，採人工審查方式，爰

請電洽(02)8772-5310，審核通過後，即可進行線上申報作業

。

新設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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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報
經營月報表

STEP 1

點選「銷售月報
申請」

STEP 2

點選「新增」



書面申報-月報表

貳、申報作業

34

網路申報
經營月報表

期初存量請手動填寫上月庫存數量

汽柴油批發業需點選+號新增欄位進行填報

如向「其他對象」購買，需先勾選「是」，

始能新增對象欄位

填妥後，點選「確認」，待能源局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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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報
年度計畫

STEP 1

點選「年度計畫
申請」

STEP 2

點選「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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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報
年度計畫

填妥後，點選「確認」，待能源局審核

以下拉式點選申報年份

✓ 銷售對象請填寫公司名稱（全名）

✓ 若超過一家銷售對象時，點選「新增銷售對

象欄位」，新增欄位進行申報



常見問答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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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如何辦理登記證變更（公司名稱、負責人、公司所在地或批發石油種類變更）？

✓ 公司名稱、負責人、公司所在地變更：

發函至能源局，檢附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乙份及汽柴油批發業登記證正本，並

繳交審查費及證照費。

✓ 批發石油種類變更：

發函至能源局，檢附汽柴油批發業登記申請書、銷售計畫、年度計畫表各乙份及汽

柴油批發業登記證正本，並繳交審查費及證照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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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公司目前未經營汽柴油批發業務是否仍需申報？

✓ 凡持有汽柴油批發登記證者，辦理登記註銷前，仍應依法辦理申報作業。

✓ 若貴公司確定未來不經營汽柴油批發業務的話，建議發函至能源局，告知不再從事

汽柴油批發業務，並繳回汽柴油批發業登記證正本辦理廢止，以後皆無須申報。【

若登記證遺失則須檢具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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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加油站油槽能否同時作為汽柴油批發業之油品貯槽？

✓ 依「石油管理法」第33條規定，石油業者設置儲油設備應向設置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申請核准；其設置申請程序、用地、條件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 依能源局91年4月10日09100029240號解釋令，「石油業者」係指取得經濟部石油煉製、

輸入、輸出、汽柴油批發業經營許可執照、登記證或許可設立之事業或從事石油煉製、輸

入、輸出、汽柴油批發業務者。

✓ 爰此，汽柴油批發業之油品貯槽，應依「石油管理法」第33條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

設置核准。違反上述規定者，將依同法第40條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

並沒入其設施器具。

✓ 加油站之貯槽非依上開規定核准之貯油設備，且依前述，加油站址內屬加油站業之營業行

為，非屬汽柴油批發業之營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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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如於商港區及工業專用港辦理船舶或港區機具設施加注油品，應注意事項為何？

✓ 應依「航空站商港或工業專用港加儲油加儲氣設施設置管理規則」第12條規定，

應先經商港或工業專用港管理機關之同意，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 供油方式，其於特定區域內停放位置、行經路線、加油安全注意事項，應遵守商

港或工業專用港管理機關訂定之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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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年度計畫與經營月報有差異(如購油來源、銷售對象)，該如何處理?

✓ 倘若經能源局審查發現有顯著差異(如購油來源、銷售對象)，將依法通知業者

✓ 倘有必要，將通知業者修正年度計畫

✓ 倘有不實申報，將依法進行裁罰

Q6.經營月報申報錯誤時(數量與憑證不符時)，該如何處理?

✓ 線上申報：通知本會人員→線上退回→於期限內重新申報即可

✓ 紙本申報：重新發函給能源局更正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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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有關汽、柴油進貨或銷貨發票，有無更簡便的彙整方式？

✓ 大部分開立之電子發票，可由「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下載電子發票證明聯及

Excel報表，省去人工尋找歸檔發票及逐張掃描的時間，亦減少整理資料的錯誤率。

如何註冊帳號：https://blog.simpany.co/signup-e-invoice-platform/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操作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DPh8pqoWo

1.登入平台並輸入買方統編及進貨時

間

2.點擊下方「下載電子發票證明聯」/

「下載Excel檔」

3.自動產出電子發票證明聯pdf檔

https://blog.simpany.co/signup-e-invoice-platfor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DPh8pqoWo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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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絡 窗 口 資 源 下 載

➢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 計畫主持人：張冠凱/02-7704-5231

➢ 計畫聯絡人：

• 申請/法令：熊佳珉／ 02-2775-7738

• 月報/投保：黃一中／ 02-8772-5310

• 綜合問題：郭韋廷／ 02-7704-5233

➢ 傳真：02-2784-4186

➢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98巷39弄14號1樓

⚫ 汽柴油批發業登記證申請/申報書表下載

能源局網站：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

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5

68

⚫ 汽柴油批發業網路申報系統

石油產業資訊管理系統網站：

https://www2.moeaboe.gov.tw/POIC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568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568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568
https://www2.moeaboe.gov.tw/POIC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投影片 17
	投影片 18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投影片 21
	投影片 22
	投影片 23
	投影片 24
	投影片 25
	投影片 26
	投影片 27
	投影片 28
	投影片 29
	投影片 30
	投影片 31
	投影片 32
	投影片 33
	投影片 34
	投影片 35
	投影片 36
	投影片 37
	投影片 38
	投影片 39
	投影片 40
	投影片 41
	投影片 42
	投影片 43
	投影片 44
	投影片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