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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一個台灣經濟資料調校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 結合外部性、 耐久財以及能源消費之

設定, 探討碳排放總量管制政策以及能源補貼對於整體經濟的影響。 模型中, 碳排放與環境污染來

自於廠商生產以及家戶部門之能源使用。 本文發現碳排放總量管制能有效抑制經濟波動, 並改善碳

排放水準及環境品質。 本文進行油價升高衝擊的福利分析發現, 不論有無環境政策, 政府補貼家戶

以及廠商, 確實能改善福利水準。 本文進一步探討在不同能源補貼情境之下, 環境政策對福利的影

響, 發現在資本稅率高於勞動所得稅率的稅制下, 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政策能夠有效提升整體福利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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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因應全球暖化的氣候變遷危機, 聯合國195個成員國於2015年簽訂 《巴黎氣候協定》, 決議致力減

碳; 為了達到協定目標, 近幾年來, 各國政府紛紛祭出重要的減碳目標與計畫, 提出淨零排放 (Net

Zero Emissions)承諾,台灣雖然並非巴黎氣候協定之簽約國,但近年來積極建構屬於自己的國家溫

室氣體清冊, 為減緩全球暖化努力。 行政院環保署近年陸續公布多項環境保護政策, 其中於2015年

7月發布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簡稱為 「溫管法」), 並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 實施碳排放總

量管制。1

然而, 我國政府雖然一方面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的環境政策, 另一方面卻對民生以及工業生產的

能源使用進行補貼。 由於自然資源短缺, 台灣近98%的能源消耗依賴進口, 國內經濟表現因此容易

受到國際能源價格波動的影響。我國初級能源進口支出占 GDP 比重在2000年為 3.8%, 至2012年

該比重陡升到14.9%, 直到2014年因為石油價格大幅滑落, 能源進口占比方才隨之下滑。2 每當國

際能源價格大幅上漲波動, 為了減緩對國內民生與工業生產的衝擊, 我國政府採用能源補貼政策是

不爭的事實, 其中又以電力的補貼為大宗。3

台灣能源補貼常見有兩種形式, 其一為對特定部門的燃料成本補貼, 其中包括離島運費燃油補

貼、 路燈電價優惠、 農機用油補貼、 農業電價優惠和石油產品價格補貼。 其二為電價補貼, 由經濟部

召開電價費率審議委員會, 決定電價是否因應國際燃料價格變動而調整; 過去台灣曾經在數次歷經

國際能源價格飆漲期間, 政府考量電價波動對產業競爭力與整體物價有一定程度影響, 因此實施電

價凍漲。 例如, 今年 (2021年) 下半年燃料價格大漲, 但考量國內經濟尚未因疫情完全復甦, 經濟部

于9月召開電價費率審議委員會, 拍板今年10月至2022年3月電價 「連七凍」, 寫下國內最長的凍漲

記錄。 曾經在進口化石燃料成本飆漲的年代, 台灣政府油電凍漲的能源補貼政策造成國營事業台灣

電力公司於2006-2013年之間, 連續八年虧損, 財務報表中的累計虧損在2013年達到 2845.5億新

台幣, 龐大的公共赤字由全國納稅人共同負擔。

一方面, 台灣在國際低碳能源潮流之下, 訂定碳排放總量管制機制以實現整體節能減碳目標, 另

一方面, 台灣考量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對國內的負面衝擊而有能源價格補貼; 這兩種精神上相互矛盾

1台灣所採取的減碳路徑為先緩後加速之方式, 針對溫室氣體排放量設定階段管制目標, 第一期設定2020年之排放

量較基準年 (2005年) 減量2%, 第二期設定2025年之排放量較基準年減量10%, 第三期設定2030年之排放量較基準

年減量20%。
2資料來自於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年報。
3根據國際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的數據顯示, 2012年台灣的補貼總額為 12億美元 (按

2013年價格計算), 其中6億用於電力, 4億用於石油, 2億用於煤炭。 近幾年因為政府不再揭露能源補助數據而缺乏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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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對福利的影響, 是本論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能源補貼政策的好處或福利後果是值得商榷的,

經濟理論告訴, 政府補貼是一種財政政策工具, 會導致資源配置扭曲 (見 Schwartz and Clements,

1999), 當我們通盤考量能源價格補貼可能造成的負面環境外部性, 必須重新計算補貼的社會成本,

方能對其福利影響做出正確的評估。

近年來, 基於環境意識的抬頭, 許多總體經濟議題的研究紛紛將環境政策納入總體結構模型中,

使得理論架構更能夠符合實際社會。 本文在此一潮流趨勢之下產生, 主要研究目的是探討台灣能源

補貼政策在減碳目標下如何影響總體經濟福利。 本文所建立的動態模型結合環境議題與總體經濟

學領域慣用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 又稱作 「環境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Environmental Dy-

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E-DSGE Model)。此一支文獻的研究先驅有 Fis-

cher and Springborn (2011)、Heutel (2012) 以及 Angelopoulos et al. (2010, 2013), 這些作者在

實質景氣循環模型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的架構下, 探討環境政策對於總體經濟的影響。

近期, 在 E-DSGE 模型中加入新興凱因斯 (New Keynesian) 學派思維, 用來探討各種環境政策效

果的研究, 以 Annicchiarico and Dio (2015) 為代表。 E-DSGE模型的共同特色, 是在模型中考慮

碳排放為生產製造的副產品, 因而衍生出影響環境品質的外部性, 在求均衡解的過程當中, 必須將

外部性內生化才能得出最適環境政策的結論。

一般而言, 一個國家可以用的環境政策工具 (或碳管理政策工具) 主要有四種, 分別是碳排放總

量管制政策 (cap policy)、 碳稅政策 (carbon tax policy)、 碳密集度目標政策 (intensity target

policy) 以及總量管制排放交易 (cap and trade, 簡稱碳交易)。4 目前, 「溫管法」 已經明定我國長

期減量目標為205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須較基準年 (2005年) 降低50%以上, 台灣推動碳交易雖

然有法源依據, 但是市場還不見蹤影, 而碳稅機制尚停留在討論階段, 碳密集度目標則沒有強制性,

因此, 本論文所要探討的環境政策限定在碳排放總量管制。

以上提及的 E-DSGE 文獻中, 有若干研究聚焦在分析碳排放總量管制的總體經濟面效果。 Fis-

cher and Springborn (2011) 發現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政策可以抑制外生衝擊對於經濟變數的影響,

使得經濟波動會較沒有實施環境政策時小。 Heutel (2012) 探討碳排放總量管制以及碳稅政策應該

如何因應景氣循環的變動, 該文得到的結論是, 因為碳排放為順循環變數, 最適總量管制也應該是

順循環的; 換言之, 當景氣擴張時, 應該增加總量管制的數量, 來抑制碳排放的順週期性, 使得碳排

4總量管制是針對空氣汙染物排放總量進行限制, 碳稅政策是指對於廠商所排放之空氣汙染物進行課稅, 碳密集度

目標政策則是規定一個較低的污染氣體佔GDP 之比值以達到減碳目標, 在實務上是一種效能標準, 限制每單位產品的

排放量。 碳交易機制是在設定的減量目標之下, 把允許排放量當做碳權發放給受管制業者, 業者之間以碳權做為標的物

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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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較無環境政策的情況下低。5 Angelopoulos et al. (2010) 的 E-DSGE 模型比較三種不同環境政

策 (總量管制、 碳稅、 碳排放權) 在技術衝擊下的表現。 該文發現碳排放權是最差的政策。 Annic-

chiarico and Dio (2015) 發現如果名目工資調整的僵固性 (nominal rigidities) 程度越高, 總量管

制抑制外生衝擊的效果越強。 目前已知台灣環境政策相關的總體經濟研究中, 多以碳稅、 能源稅為

主。 梁啟源 (2009) 指出課徵能源稅並輔以減稅政策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量, 且對經濟的衝擊影響

較小。 謝惠婷等 (2007) 建立不完全競爭且具有外部性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證明事後管制 (污染

稅、 政府污染防治支出) 可以有效改善環境品質, 而且能夠刺激經濟成長。 林幸樺等 (2016) 利用一

般均衡模型 (CGE 模型), 模擬不同稅收分配之下, 若課徵能源稅對於台灣總體經濟變數以及碳排

放之影響, 發現課徵能源稅無論在長期或者短期皆能夠有效降低碳排放量, 然而, 能源稅具有賦稅

扭曲效果, 使得廠商成本上升, 將會將會帶動物價上升、 出口減少。 以上文獻關注的焦點在環境政

策, 並未涉及能源價格補貼議題。

本文的研究主旨是探討以上國外 E-DSGE 文獻或者國內其他相關研究尚未觸及, 但是攸關台

灣本土環境政策的主題: 在政府設定碳排放總量管制目標的大前提之下, 能源價格補貼對於整體社

會福利效果為何? 給定政府的能源價格補貼政策, 有無碳排放總量管制對於整體社會福利的影響又

是什麼? 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 我們建構一個符合台灣經濟結構的總體經濟模型, 將能源使用、 能

源價格補貼、 外部性、 以及環境政策納入模型中, 用以探討能源價格補貼結合環境政策的福利效果。

本文理論架構中, 關於環境政策以及污染累積設定是參考 Heutel(2012) 的模型, 能源價格補貼機

制以及家戶部門與廠商部門能源需求設定, 則是延伸自 Yau and Chen (2021)。 Yau and Chen

(2021) 檢討台灣能源補貼政策的福利效果, 不過, 他們的模型並未考慮能源使用所造成的環境汙染

外部性。 該研究發現即便因為國內產出波動主要受到生產面左右, 使得政府應多補助工業生產能源

價格, 由於福利增幅非常有限, 考量補貼能源價格伴隨而來對環境的負面衝擊, 能源補貼政策的壞

處可能凌駕好處。

簡言之, 本文構建一個台灣版 E-DSGE 模型, 考慮生產端以及消費端的能源使用會帶來污染的

外部性, 並且增列汙染排放控制的限制式於模型中。6 本論文所建立的模型有以下幾個特色, 第一,

5當景氣擴張時, 環境政策的價格效果會使得減排成本提高, 進而使得碳排放量增加, 環境政策的所得效果則會使得

民眾對於乾淨空氣需求增加而降低碳排放, 由於價格效果主導所得效果, 導致GDP 上升的同時會帶動碳排放量上升,

故碳排放為順循環變數。

6過去文獻中關於價格補貼的研究並不多見, Ben Aı̈ssa et al. (2012) 雖然曾經對特定產業部門的價格補貼政策進

行福利分析, 然而能源需求並未出現於模型中, 因此他們的研究方法並不適合用來討論能源價格補貼。 Plante (2014)

探討使用財稅融通政府能源補貼的福利效果, 與本文設定不同之處在於模型沒有資本財與耐久財, 能源使用直接進入

家戶的效用函數以及廠商的生產函數, 這樣的設定不如本文設定來得恰當。 Bouakez et al. (2008) 在具名目僵固性的

模型當中討論油價補貼的經濟效果, 能源只能作為生產要素, 不會直接影響家戶部門的效用, 因此, 我們的模型設計更

適合用來評估能源補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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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的生產會使用三種要素: 人力、 資本財與能源, 其中資本財與能源使用在生產上具有互補關係,

空氣污染排放為廠商生產的副產品, 同時廠商可以透過投入減排努力降低碳排放, 因此產生的減排

成本為利潤的減項。 第二, 家戶部門的消費有三種類型: 耐久財、 非耐久財與能源, 其中非耐久財消

費與能源使用在消費上具有互補關係,7 家戶部門使用能源會產生二氧化碳排放, 助長污染的負外

部性;8 第三, 政府有碳排放總量管制政策以及能源補貼政策, 藉由這個模型我們得以探討在面對能

源價格上漲之際, 台灣的環境政策對於總體經濟變數與整體經濟福祉的影響。

本文的結構如下: 第二節建構一個台灣的 E-DSGE 模型, 推導模型均衡方程式; 第三節說明所

使用的資料與校準得到的參數; 第四節為衝擊反應分析; 第五節為台灣環境政策的福利分析; 第六

節為結論與政策建議。

2 模型

本文建構一個存在外部性以及環境政策的DSGE模型, 用於評估台灣的環境政策效果。本節依序設

定環境結構、 廠商部門、 家戶部門, 以及政府部門的決策; 環境結構包含碳排放結構以及環境品質

的決定模式設定。

環境結構參考 Heutel (2012) 設定, 生產函數設定參考 Dhawan and Jeske (2008) 以及 Yau

and Chen (2021)。 廠商部門透過決定資本、 勞動雇用、 與能源三種要素投入進行利潤極大化決策,

本文分析兩種情境下之廠商決策行為, 分別是無環境政策與存在環境政策兩種情境, 假設政府制定

碳排放總量管制,廠商必須遵守並在該管制下進行利潤極大化。 家戶部門則是透過決定耐久財消費、

非耐久財消費、 能源使用以及勞動投入, 進行效用極大化決策, 此外, 本文將環境品質納入效用函

數中直接影響消費者的效用水準。 9 最後是政府部門之設定, 其中包含政府預算限制式, 以及能源

補貼水準的設定。

2.1 環境結構

本文模型的外部性由污染累積(xt) 所造成, 此汙染累積來源為國內碳排放以及國外碳排放, 由於

CO2 氣體不會在短時間內就消散, 因此本文參考 Heutel (2012), 假設每期會有 δ 固定比率的污

7耐久財的使用需要搭配能源支出, 例如使用冷氣需要電力支出, 使用汽機車需要搭配汽油支出。
8在 Heutel 的模型中, 家戶部門不會製造空氣汙染, 然而, 日常生活中各項消費活動都可能產生二氧化碳排放, 因

此, 本文沿襲 Dhawan and Jeske (2008) 以及 Yau and Chen (2021) 的作法, 將能源使用納入家戶部門的消費決

策, 另外再增加家戶部門的污染排放。
9本文參考 Zhang and Zhang (2020) 將環境品質納入效用函數, 環境品質的好壞取決於空氣汙染的存量以及當期

的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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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累積繼續存留在空氣中。

xt = δxt−1 + et + eforeignt , 0 < δ < 1 (1)

et = ef,t + eh,t (2)

其中, et代表 t 期國內碳排放總量 (emission), 為國內廠商碳排放 (ef,t) 與國內家戶部門碳排放

(eh,t) 之總和, eforeignt 代表 t 期之國外碳排放量並為外生給定。 國內廠商所製造的碳排放為生產的

副產品, 為產出的函數:

ef,t = (1− µt)Y 1−γ
t (3)

其中, µt 代表 t 期廠商部門的減排努力水準 (abatement effort), Yt代表該年度產出, 1 − γ 為廠
商部門碳排放的產出彈性。 家戶部門的碳排放 eh,t 設定為家戶部門能源使用 (Eh,t) 之函數:

eh,t = E1−γh
h,t (4)

其中, 1 − γh 為家戶部門碳排放之能源使用彈性。 此外, Qt代表空氣品質指數, 為汙染累積增速

(ln(xt/xt−1)) 與前一期空氣品質指數的函數:

Qt = (1− φq)Q̄+ φqQt−1 − γx(lnxt − lnxt−1) (5)

若汙染累積上升, 將使得空氣品質下降, 進而降低人民的生活品質以及健康水準, 是故環境品質指

數 (Qt) 會直接進入家戶部門的效用函數當中。

2.2 廠商部門

以下分析依據政府是否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政策, 將廠商部門之決策分為兩種情境, 一為不存在環

境政策下之決策, 二為存在環境政策下之決策。

2.2.1 無環境政策下之廠商部門決策

假設廠商透過投入資本(Kt)、 勞動 (Ht) 以及能源 (Ef,t) 生產最終財 (Yt),
10 其中資本之使用價格

為資本租賃利率 (Rt), 勞動之僱用價格為工資 (Wt)。 廠商生產函數為 Cobb-Douglas 和固定替代

彈性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CES) 之合成函數如下:

Yt = (1− d(xt))ZtV
α
t H

1−α
t

10本文生產 函數係參考 Dhawan and Jeske (2008) 以及 Yau and Chen (2021) 之設定, 為單一生產部門, 製造

出來的產品可以做為非耐久財消費、 耐久財消費或資本投資。 此一簡化假設在未來可以加以延伸, 容許非耐久財與耐

久財於兩個部門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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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t = [ηKϕ
t−1 + (1− η)Eϕ

f,t]
1
ϕ

為資本與能源混和物,η 和1 − η 分別代表資本與能源使用比重, 1/(1− ϕ)代表資本與能源之替代

彈性,α、1−α分別代表資本能源混合物以及勞動的比重; d(xt) 代表因污染累積 (xt) 所帶來之外部

成本, 介於0至1之間, 此外部成本所帶來的傷害會使得總產出減少。 我們參考 Heutel (2012) 設定

d(xt) 為二次方程式:

d(xt) = d0 + d1xt + d2x
2, 0 < d(xt) < 1 (6)

在生產函數中, Zt代表總要素生產力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並服從 AR(1) 之隨機過

程:

ln(Zt) = (1− ρZ) ln(Z) + ρZ ln(Zt−1) + εz,t, 0 < ρz < 1, εz,t ∼ i.i.d. N(0, σ2
Z)

在無任何環境政策實施的情境下, 廠商極大化利潤之決策為

max
{Ht,Kt−1,Ef,t}∞t=0

Yt −WtHt −RtKt−1 − PE
f,tEf,t

[Ht] :
∂Yt
∂Ht

−Wt = 0 (7)

[Kt−1] :
∂Yt
∂Kt−1

−Rt = 0 (8)

[Ef,t] :
∂Yt
∂Ef,t

− PE
f,t = 0 (9)

其中,

∂Yt
∂Ht

= (1− α)[1− (d0 + d1xt + d2x
2
t )]zt[ηK

ϕ
t−1 + (1− η)Eϕ

f,t]
α
ϕH−αt

∂Yt
∂Kt−1

= α[1− (d0 + d1xt + d2x
2
t )]ztH

1−α
t [ηKϕ

t−1 + (1− η)Eϕ
f,t]

α
ϕ
−1ηKϕ−1

t−1

∂Yt
∂Ef,t

= α[1− (d0 + d1xt + d2x
2
t )]ztH

1−α
t [ηKϕ

t−1 + (1− η)Eϕ
f,t]

α
ϕ
−1(1− η)Eϕ−1

f,t

以上的一階條件階隱含要素的邊際產出與對應之邊際成本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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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存在環境政策下之廠商部門決策

本文所探討之環境政策為碳排放總量管制 (cap policy) , 透過制定碳排放上限 (Γ) 規範廠商的碳

排放水準。為了遵守碳排放限制,廠商決定減排努力程度(µt),因而產生減排成本 (abatement cost,

ACt)。 減排成本函數設定是參考 Nordhaus (2008) 如下:

ACt = θ1 Yt µ
θ2
t , θ1 > 0, θ2 > 0 (10)

在給定碳排放限制水準下 (Γ), 廠商進行極大化利潤決策:

max
{Ht,Kt−1,Ef,t,µt}∞t=0

Yt −WtHt −RtKt−1 − PE
f,tEf,t − ACt(µt)

s.t. Γ = (1− µt)Y 1−γ
t (11)

令 λq,t 為限制式的 Lagrange multiplier, 廠商決策的一階條件為:

[Ht] :
∂Yt
∂Ht

−Wt −
∂ACt
∂Ht

+ λq,t[(1− µt)(1− γ)Y −γt

∂Yt
∂Ht

] = 0 (12)

[Kt−1] :
∂Yt
∂Kt−1

−Rt −
∂ACt
∂Kt−1

+ λq,t[(1− µt)(1− γ)Y −γt

∂Yt
∂Kt−1

] = 0 (13)

[Ef,t] :
∂Yt
∂Ef,t

− PE
f,t −

∂ACt
∂Ef,t

+ λq,t[(1− µt)(1− γ)Y −γt

∂Yt
∂Ef,t

] = 0 (14)

[µt] : −∂ACt
∂µt

+ λq,tY
1−γ
t = 0 (15)

由第 (7) 式知

λq,t =
∂ACt
∂µt

(Y 1−γ
t )−1

故 (4)、(5)、(6) 式可以改寫為

∂Yt
∂Ht

−Wt −
∂ACt
∂Ht

+
∂ACt
∂µt

(Y 1−γ
t )−1[(1− µt)(1− γ)Y −γt

∂Yt
∂Ht

] = 0 (16)

∂Yt
∂Kt−1

−Rt −
∂ACt
∂Kt−1

+
∂ACt
∂µt

(Y 1−γ
t )−1[(1− µt)(1− γ)Y −γt

∂Yt
∂Kt−1

] = 0 (17)

∂Yt
∂Ef,t

− PE
f,t −

∂ACt
∂Ef,t

+
∂ACt
∂µt

(Y 1−γ
t )−1[(1− µt)(1− γ)Y −γt

∂Yt
∂Ef,t

] = 0 (18)

其中,

∂ACt
∂Ht

= θ1µ
θ2
t

∂Yt
∂Ht

7



∂ACt
∂Kt−1

= θ1µ
θ2
t

∂Yt
∂Kt−1

∂ACt
∂Ef,t

= θ1µ
θ2
t

∂Yt
∂Ef,t

∂ACt
∂µt

= θ1θ2µ
θ2−1
t

2.3 家戶部門

假設代表性家戶的效用函數為:

U = Φ1 ln(QtCt) + (1− Φ1) ln(1−Ht)

其中,

Ct = Nσ
t [θDρ

t−1 + (1− θ)Eρ
h,t]

1−σ
ρ , 0 < θ < 1

我們以 Ct 代表家戶部門的總合消費, 由非耐久財 (Nt)、 耐久財 (Dt−1) 以及能源 (Eh,t) 組成。 其

中, 1/(1− ρ) 代表能源與耐久財的替代彈性, 本文設定 ρ < 0 隱含能源與耐久財為互補品, 換言

之, 耐久財需搭配能源一起使用。 與 Yau and Chen (2021) 的效用函數設定不同之處在於, 本文加

入環境品質 (Qt) 為汙染 (xt) 的函數 (見式 (5)), 若當期碳排放較高, 會使得汙染累積增加, 進而

降低環境品質, 並使家戶的效用水準降低。 代表性家戶部門的預算限制式為:

Nt + PE
h,tEh,t + IK,t + ID,t = (1− τt)(WtHt +RtKt−1) (19)

其中, IK,t 代表資本投資, ID,t代表耐久財的投資, πt代表廠商的利潤。 資本財以及耐久財的累積方

程式分別為式 (20) 以及 (21) 式, δK 以及 δD 分別為資本財折舊以及耐久財折舊, 這兩種存量累

積方程式中包含二次式的調整成本, ΦK > 0 以及 ΦK > 0 分別為資本調整成本係數以及耐久財

調整成本係數。

IK,t = Kt − (1− δK)Kt−1 +
ΦK

2
(
Kt −Kt−1

Kt−1
)2Kt−1 (20)

ID,t = Dt − (1− δD)Dt−1 +
ΦD

2
(
Dt −Dt−1

Dt−1
)2Dt−1 (21)

因此, 家戶部門的極大化決策可以整理為:

max
{Nt,Dt,Kt,Eh,t,Ht}∞t=0

U = Et

∞∑
t=0

βt{Φ1 lnQt[N
σ
t [θDρ

t−1+(1−θ)Eρ
h,t]

1−σ
ρ ]+(1−Φ1) ln(1−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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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Nt + PE
h,tEh,t +Kt − (1− δK)Kt−1 +

ΦK

2
(
Kt −Kt−1

Kt−1
)2Kt−1 +Dt

− (1− δD)Dt−1 +
ΦD

2
(
Dt −Dt−1

Dt−1
)2Dt−1 = (1− τt)(WtHt +RtKt−1)

令 λt 為限制式的 Lagrange multiplier, 家戶部門決策的一階條件為:

[Nt] : λt = Φ1σ
1

Nt

(22)

[Ht] : (1− Φ1)
1

1−Ht

= Φ1σ
1

Nt

[(1− τt)Wt] (23)

[Eh,t] : (
1− σ
σ

)(
(1− θ)Eρ

h,t

θDρ
t−1 + (1− θ)Eρ

h,t

)−
pEh,tEh,t

Nt

− 1

σ

1

Qt

1

xt
γx(1− γh)E1−γh

h,t = 0 (24)

[Kt] : 1 = βEt{
Nt

Nt+1

[(1− δK) + (1− τt+1)Rt+1]}+ EtφACK,t+1 (25)

[Dt] : 1 = βEt{
Nt

Nt+1

[(1− δD) +RD]}+ EtφACD,t+1 (26)

其中,

φACK,t+1 = β
Nt

Nt+1

φK
Kt+1 −Kt

Kt

Kt+1

Kt

− β Nt

Nt+1

φK
2

(
Kt+1 −Kt

Kt

)2 − φK(
Kt+1 −Kt

Kt

)

φACD,t+1 = β
Nt

Nt+1

φD(
Dt+1 −Dt

Dt

)
Dt+1

Dt

− β Nt

Nt+1

(
Dt+1 −Dt

Dt

)2 − φD(
Dt −Dt−1

Dt−1
)

此外, 在耐久財 (Dt) 的一階條件中, 我們定義RD為耐久財之報酬如下:

RD = (
1− σ
σ

)(
Nt+1

ρ
)(

θDρ−1
t

θDρ
t + (1− θ)Eρ

h,t+1

)

2.4 政府部門

政府以 PE,t 之單位價格進口能源轉賣給廠商以及家戶部門, 並且實施能源價格補貼, 廠商支付能

源價格PE,f , 家戶部門支付能源價格PE,h, 與國際能源價格之差,即為政府的能源補貼額。能源補貼

的數學設定是參考 Bouakez et al. (2008), 各部門面對的能源價格為當期國際能源價格與前一期

支付能源價格之加權平均, 權重 χf 以及 χh 分別代表國際能源價格轉嫁到國內用戶的比率。 χf

以及 χh 皆介於0到1之間, 越接近1代表國際能源價格轉嫁比率越高, 政府對於能源補貼越少, 若

越接近0, 則代表政府能源補貼越多。 廠商部門以及家戶部門所支付之能源價格設定如下:

PE
f,t = (1− χf )PE

f,t−1 + χfPE,t, 0 < χf ≤ 1

9



PE
h,t = (1− χh)PE

h,t−1 + χhPE,t, 0 < χh ≤ 1

我們假設國際能源價格PE,t服從 AR(1) 之隨機過程:

ln(PE,t) = (1− ρp) ln(PE) + ρp ln(PE,t−1) + εp,t, 0 < ρp < 1

εp,t ∼i.i.d N(0, σ2
p)

其中, PE 代表恆定狀態 (Steady state) 的國際能源價格。 政府收入來源是對家戶部門課徵所得稅,

政府支出包含一般性財政支出 (Gt) 以及能源補貼支出, 政府預算限制式如下:

τt(WtHt +RtKt−1) = (PE,t − PEh,t)Eh,t + (PE,t − PEf,t)Ef,t +Gt (27)

本文假設政府支出服從 AR(1) 之隨機過程如下:

lnGt = (1− ρg) lnG+ ρg lnGt−1 + εg,t, 0 < ρg < 1

εg,t ∼i.i.d N(0, σ2
g)

其中, G 代表恆定狀態 (Steady state) 的政府支出。

另外,結合家戶部門的預算限制式、廠商的零利潤條件以及政府預算限制式, 我們可以推導得出

經濟體系在沒有環境政策下的資源預算限制式:

Yt = Nt + IK,t + ID,t +G+ PE
t Eh,t + PE

t Ef,t (28)

若存在環境政策, 廠商存在減排成本, 故資源限制式將改寫為:

Yt = Nt + IK,t + ID,t +G+ PE
t Eh,t + PE

t Ef,t + ACt (29)

3 模型調校

本文依據台灣1989年至2019年之年資料進行模型調校, 能源消費的資料是蒐集自台灣地區能源統

計資料庫, 透過年資料分別計算出家戶的能源消費占比 (Eh/(Eh + Ef )) 與廠商的能源消費占比

(Ef/(Eh+Ef )),再乘以石油、煤以及天然氣之台灣地區總消費,進而推算出家戶能源消費 (PEhEh)

與廠商能源消費 (PEfEf )。 民間消費 C、 資本投資 IK 和政府支出 G 等實質變數資料來自於行政

院主計總處, 以2016年為參考年價格。 本文的家戶消費區分為耐久財投資、 非耐久財消費、 以及

能源消費, 民間消費支出中的家具設備及家務維護加上交通類支出之總和, 計入耐久財投資 (ID),

將總民間消費扣除耐久財投資和家戶能源消費便是非耐久財消費 (N)。 資本投資資料則是蒐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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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本形成 (IK)。 本文考慮的是一個封閉經濟體, 因此本文定義總產出 Y 為上述變數之總和:

Y = N + ID + IK + G + PEhEh + PEfEf。 並進一步計算出各變數占總產出比例的靜止均衡:

N/Y=0.40、 ID/Y=0.11、 IK/Y=0.26、 G/Y=0.16、 PEhEh/Y=0.01、 PEfEf/Y=0.06。

本文模型的參數值以及靜止均衡值分別整理列於表1 與表2。 部分參數值與靜止均衡值的設定

是參考過去實質景氣循環之研究, 包括折現因子 β = 0.98, 資本占比 α = 0.36, 勞動工時 H =

0.33。 參考 Yau and Chen (2021), 資本折舊率 δK 設定為 0.07, 耐久財折舊率 δD 設定為 0.15,

調整成本係數 φK 為2, φD 為0.4, 資本租賃利率 R 設定為0.039, 而耐久財報酬率 RD 設定為

0.05, 非耐久財與能源之替代彈性 ρ 設定為-0.07, 資本與能源之替代彈性 ϕ 設定-0.02。 給定以上

參數值後, 我們透過本文模型均街衡條件的恆定狀態, 推導其餘參數值: 稅率 τ 為 0.17, 消費佔效

用函數之權重 φ1 為0.33, 非耐久財佔消費之權重 σ 為0.74, 耐久財佔能源-耐久混合物比重 θ 為

0.94, 資本佔資本-能源之份額 η 為0.74。 詳細推導見附錄。 此外, 外生衝擊之 AR(1) 係數是透

過一階自我迴歸模型估計得出: 總要素生產衝擊之係數 ρZ 為0.9, 政府支出衝擊之係數 ρG 為

0.98, 國際能源價格衝擊之係數為0.9。

與環境結構相關的參數, 本文設定之準則如下所述。 碳排放資料是依據國際能源總署 IEA 資

料庫, 1989年至2019年的平均年碳排放水準為220.847百萬頓, 2020年每人平均排放量為10.83公

噸。 由於沒有實際確切的家戶、 廠商碳排放, 因此, 本文根據行政院環保署統計2018年臺灣各部門

能源燃燒排放CO2貢獻度, 計算得出家戶部門碳排放占總排放的14%, 廠商部門碳排放占總排放的

86%。11 參考 Heutel (2012), 式 (1) 的汙染折損比率1 − δ 設定為0.002, 式 (6) 汙染外部成本的

係數 d0, d1, d2 分別設定為 1.395 × 10−3, −6.672 × 10−6 , 1.465 × 10−8。 式 (3) 廠商部門之碳

排放產出彈性 1 − γ = 0.56 與 式 (4) 家戶部門之碳排放能源彈性 1 − γh = 0.87 是經由迴歸模

型估計得出。12 減排成本式 (10) 中的係數是參考 Nordhaus(2008) 以及 Heutel (2012), 設定為

θ1 = 5.607× 10−2 以及 θ2 = 2.8。 此外本文將環境品質係數 φq 設定為0.9, 且在不失一般性下假

設初始環境品質 Q 為1。

11環保署統計2018年臺灣各部門能源燃燒排放CO2貢獻度, 由部門分攤電力消費加以計算, 能源部門之CO2排放占

總排放的14.16%, 工業占49.46%, 運輸占13.61%, 服務業占10.74%, 住宅占11.01%, 農業占1.02%。 住宅與農業合

計歸入家戶部門貢獻, 工業、 運輸、 服務業三項合計歸入廠商部門貢獻, 能源部門則按比例計入家戶、 廠商貢獻。
12資料期間為2009-2018年, 廠商部門二氧化碳排放取對數 (應變數) 迴歸於 GDP 取對數 (因變數), 估計得出迴

歸係數 0.56; 家戶部門二氧化碳排放取對數 (應變數) 迴歸於家戶部門能源消費取對數 (因變數), 估計得出迴歸係數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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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參數設定

變數 定義 值

β 折現因子 0.98

α 資本-能源之產出份額 0.36

Φ1 消費佔效用函數之權重 0.33

1− Φ1 休閒佔效用之權重 0.67

σ 非耐久財佔消費之權重 0.74

θ 耐久財佔 能源-耐久財混合物之權重 0.94

η 資本佔 資本-能源混合物之權重 0.74

ρ 耐久財與能源之替代彈性 -0.07

ϕ 資本與能源之替代彈性 -0.02

δK 資本折舊率 0.07

δD 耐久財折舊率 0.15

φK 資本調整成本係數 2

φD 耐久財調整成本係數 0.4

1− δ 汙染折損比率 0.002

1− γ 碳排放的產出彈性 0.56

1− γh 碳排放之能源彈性 0.87

φq 環境品質係數 0.9

γx 環境汙染係數 1

θ1 減排成本方程式係數 5.607× 10−2

θ2 減排成本方程式係數 2.8

d0 汙染外部成本方程式係數 1.395× 10−3

d1 汙染外部成本方程式係數 −6.672× 10−6

d2 汙染外部成本方程式係數 1.46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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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靜止均衡值

變數 定義 值

τ 稅率 0.17

H 勞動時數 0.33

R 資本租賃利率 0.039

RD 耐久財報酬率 0.05

N/Y 非耐久財對產出比 0.40

IK/Y 資本投資佔產出比 0.26

ID/Y 耐久財投資佔產出比 0.11

G/Y 政府支出佔產出比 0.16

PEEh/Y 家戶能源消費佔產出比 0.01

PEEf/Y 產出能源消費佔產出比 0.06

K/Y 資本佔產出比 3.47

D/Y 耐久財佔產出比 0.73

Q̄ 環境品質 1

x 二氧化碳存量 220.847

µ 減排努力 0.86

AC/Y 減排成本佔產出比 0.04

ω1 ηKϕ/(ηKϕ + (1− η)Eϕ
h ) 0.83

ω2 θDρ/(θKρ + (1− θ)Eρ
h) 0.93

1− α WH/Y 0.64

αω1 RK/Y 0.30

α(1− ω1) PEEf/Y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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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衝擊反應分析

接下來, 本文將進行技術衝擊、 政府支出衝擊、 國際能源價格衝擊反應分析, 根據有無碳排放總量

管制 (cap policy) 的環境政策, 分為兩種情境, 作為對照比較。

4.1 TFP衝擊反應分析

圖1 中虛線為沒有環境政策下之技術衝擊反應圖, 實線為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下之技術衝擊反應

圖, 我們首先分析無環境政策的情境 (虛線)。 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 當技術進步 1%時, 會使得廠

商願意多雇用勞動以及資本進行生產, 在資本與能源為互補生產要素的前提假設之下, 廠商的能源

使用量也會跟著上升。 此外, 技術進步使得廠商邊際生產力上升, 廠商因此願意支付更高的工資率

以及資本租賃價格購買要素。 由於產出的增加代表整體經濟水準上升, 加上更高的工資率以及資本

租賃利率, 使得家戶部門的所得水準上升, 並進而使得消費上升, 因此非耐久財、 耐久財以及家戶

部門能源消費水準都上升, 在耐久財必須搭配能源使用的前提之下, 兩者會呈現相同變動方向。 在

工資率提升的情況下, 當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之下, 家戶部門會增加工作時數, 並減少休閒。整體

而言, 因為產出與能源使用的增加, 會使得家戶部門的碳排放水準以及廠商部門的碳排放水準上升,

因此整體社會的總碳排放增加, 環境品質則會因為碳排放的累積而呈現惡化趨勢, 由於本文假設碳

排放在空氣中的衰退率為0.002, 因此CO2碳排放的累積會在空氣中存續, 需要長時間才會改善。

接著,我們討論在碳排放總量管制下之技術衝擊反應 (實線)。 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 圖1中實線

顯示當技術進步時, 產出增加的幅度會略低於沒有實施總量管制時的水準, 換言之, 碳排放總量管

制會有抑制經濟成長的效果。 此外, 雖然技術進步使得廠商部門的邊際生產力上升, 進而增加能源

消費、 資本要素以及勞動投入, 但此增加的幅度因為碳排放總量管制下的抑制下而略為減少。 背後

的直覺為, 當技術進步時, 雖然廠商會有誘因增加要素投入並增加產出, 並使得碳排放增加, 但是為

了遵守碳排放總量管制, 廠商部門必須投入減排努力以降低碳排放水準, 此時會產生減排成本, 此

成本會成為利潤的減項, 進而對於要素的使用量以及產出會較沒有環境政策下少。 此外, 因為碳排

放總量管制下, 廠商的碳排放會透過減排努力遵守政策所規範之水準, 故不會因為外生衝擊而有所

改變。 此外, 家戶部門的非耐久財、 耐久財以及能源消費的增加幅度也相較沒有環境政策下小, 資

本財投資以及耐久財投資也受到抑制。 由於能源的使用減少加上產出受到抑制, 使得整體碳排放水

準降低, 環境品質水準會相較於沒有環境政策時佳。

4.2 政府支出衝擊

圖2 中虛線為沒有環境政策下之政府支出衝擊反應圖, 實線為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下之反應圖,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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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碳排放總量管制下之TFP 衝擊反應圖。 實線代表碳排放總量管制下衝擊反應圖, 虛線為無

環境政策下之衝擊反應函數。 環境政策下衝擊反應皆大幅降低, 因此右邊縱軸數值代表環境政策情

境, 左邊縱軸數值為無環境政策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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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首先分析無環境政策的情境 (虛線)。 由於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完全透過稅收而來, 因此當政府支出

衝擊上升1%時, 政府要求財政收支平衡會使得所得稅率上升, 使得家戶部門的財富水準下降, 並

進而使得家戶部門的消費水準下降, 因此非耐久財、 耐久財以及能源消費都減少, 故整體需求下降。

資本投資以及耐久財投資也因而下降。此外,因為稅率的上升, 使得家戶部門的稅後工資率下降, 休

閒的機會成本降低, 因此家戶部門會減少工作, 增加休閒。 在本文中, 由於模型簡化設定, 故假設政

府支出為消費型支出, 並無促進生產力效果, 因此整體需求減少, 且不利於產出, 並進而使得廠商對

於能源、 勞動、 資本的使用減少。13 就環境層面而言, 因為能源以及產出的下降, 因此總碳排放量皆

呈現下降的趨勢, 環境品質也因而改善。

接著, 我們討論在碳排放總量管制下之政府支出衝擊 (實線)。 由於碳排放總量管制會有抑制經

濟變數波動的效果, 因此在政府支出增加之下, 廠商部門的勞動、 資本以及能源使用減少幅度受到

抑制, 因為產出減少幅度比沒有環境政策下時小, 因此產出水準相對沒有環境政策時高。 此外在家

戶部門的各種消費、 投資減少的幅度也受到抑制, 換言之, 整體而言因為碳排放總量管制實施, 使

得在政府支出以所得稅融通的情況下, 經濟變數的水準皆較沒有實施環境政策時受到改善。 但是代

價是整體經濟社會的碳排放水準以及環境品質表現較無環境政策時差。

4.3 無能源補貼下之國際能源價格衝擊

圖3 中虛線為無環境政策同時沒有能源補貼 (χf = 1, χh = 1) 下之國際能源價格衝擊反應圖, 實

線為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同時沒有能源補貼下之反應圖, 我們首先分析無環境政策的情境 (虛線)。

當能源價格發生10%衝擊時, 由於政府沒有能源補貼, 國際能源價格會完全反應到國內能源價格,

使得能源使用成本上升, 因此家戶部門以及廠商部門的能源消費減少。 此外, 需要搭配能源一起使

用的耐久財消費減少, 且會降低耐久財投資。 由於能源價格的上升使得家戶部門的生活成本上升,

因此家戶部門必須更努力工作以支應生活成本的上升。 以廠商部門的角度來說, 由於能源價格的上

升使得能源使用減少, 並進而使得資本投入也跟者下降, 對於勞動需求也減少, 並導致工資率下降。

整體而言, 因為家戶部門大幅增加工作工時以彌補生活成本的上升, 此力道大於廠商的需求減少,

並使得工時上升, 且工資率下降幅度更為嚴重, 因為生產減少加上家戶部門的需求減少, 整體產出

呈現下降趨勢。 以環境的角度來說, 由於能源消費減少加上產出的減少, 使得碳排放量大幅減少, 環

境品質受到改善。

接著, 我們討論在碳排放總量管制下之國際能源價格衝擊 (實線)。 因為碳排放總量管制會抑制

13過去的文獻當中, 王韋能, 謝智源與陳智華(2018) 提到, 若政府支出增加來自於所得稅, 對於經濟成長的效果不確

定, 因為政府支出的增加有助於提升產能以及資本的邊際生產力, 並有助於資本累積以及經濟成長, 但是若採用個人所

得稅來平衡此財政支出, 會使得家戶部門的所得減少, 並進而使得投資減少, 且不利廠商部門的資本累積。

16



圖 2: 碳排放總量管制下之政府支出衝擊反應圖。 實線代表碳排放總量管制下衝擊反應圖, 虛線為

無環境政策下之衝擊反應函數。 環境政策下衝擊反應皆大幅降低, 因此右邊縱軸數值代表環境政策

情境, 左邊縱軸數值為無環境政策情境。 17



圖 3: 碳排放總量管制下且沒有能源補貼(χf , χh) = (1, 1)之國際能源價格衝擊反應圖。 實線代表

碳排放總量管制下衝擊, 虛線為無環境政策下之衝擊。 右邊縱軸數值代表環境政策情境, 左邊縱軸

數值為無環境政策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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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變數的波動程度, 因此儘管因為能源價格衝擊造成能源使用成本上升, 但對於整體經濟的負面

影響會較沒有環境政策時小。 其中, 碳排放限制加上家戶部門能源使用減少的緣故, 環境品質因而

改善。 因此當政府沒有實施能源補貼,實施碳排放政策有助於減緩因能源價格上升帶來的負面衝擊,

同時又能改善環境品質。

5 福利分析

5.1 無環境政策下之能源補貼福利分析

假設有國際能源價格上漲10% 衝擊, 政府不同的能源補貼政策會決定此衝擊移轉到國內的程度, 儘

管政府執行能源補貼可以使得國內能源價格穩定, 但是政府的能源補貼財源是透過課徵所得稅而

來, 因此透過福利分析衡量一個最佳的能源補貼政策有其重要性。

將沒有能源補貼情境之下, 家戶部門最適消費與工時決策變數以上標‘*’作為標示: Q∗t , N
∗
t , D∗t ,

E∗h,t 以及H
∗
t , 得到對應之期望福利水準可以表示為:

V ∗0 = E0

∞∑
t=0

βtU(Q∗t , N
∗
t , D

∗
t , E

∗
h,t, 1−H∗t ) (30)

將政府實施能源補貼政策情境之下, 家戶部門最適消費與工時決策變數以上標‘a’作為標示: Qa
t ,

Na
t , Da

t , E
a
h,t 以及 Ha

t , 此時的期望福利水準可以表示為:

V a
0 = E0

∞∑
t=0

βtU(Qa
t , N

a
t , D

a
t , E

a
h,t, 1−Ha

t ) (31)

將沒有能源補貼當作基準, 為了衡量實施能源補貼政策所產生的福利增減, 引入 λa 衡量相對於沒

有能源補貼之下, 每期非耐久財消費增減變動幅度 (百分比), 若λa大於0, 代表福利的增加, 若小於

0則代表福利的減少。 因此, V a
0 與λ

a的關係可以表達為:

V a
0 = E0

∞∑
t=0

βtU(Q∗t , (1 + λa)N∗t , D
∗
t , E

∗
h,t, 1−H∗t ) (32)

本文透過計算40期的效用折現值衡量不同能源政策下的效用水準,如表3。觀察該表發現效用最

高出現在政府對於能源補貼為 (χf , χh) = (0.1, 0.1)時,此時效用水準為-16.31,最差出現在(χf , χh) =

(0.4, 1) 時, 此時效用水準為-16.51, 當沒有實施能源補貼政策時(χf , χh) = (1, 1), 福利水準為-

16.50。 相對於沒有能源補貼下, 若實施能源補貼, 福利增加百分比 λa的數值呈現在表3各福利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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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 在 (χf , χh) = (0.1, 0.1) 時達到最大福利增加 (2.06 %), 此結果與 Yau and Chen (2021)

不同,14 這是因為能源價格衝擊會使得能源價格上升, 並使得廠商、 家戶的使用成本上升, 但若能進

行較高的能源補貼, 將能改善此負面衝擊帶來的影響。此外, 觀察兩種極端情況, 分別為只對廠商補

貼 (χf , χh) = (0.1, 1) 以及只對家戶部門補貼 (χf , χh) = (1, 0.1) 前者的福利增加水準 (1.50%)

會大於後者 (0.51%) 因此應該對廠商進行較多的能源補貼, 此結論與 Yau and Chen (2021) 相

同。

此外, 觀察表3 可知, 若給定家戶部門的補貼程度, 整體福利水準會隨著廠商補貼的程度增加而

呈現先遞減而後遞增的情況, 這是因為隨著對廠商的補貼增加會使得廠商的能源使用增加, 且產出

增加, 進而使得碳排放之汙染降低環境品質而減少福利水準, 但若更進一步補貼, 會使得產出更進

一步上升, 此正面的效果大於碳排放汙染負面的效果, 並使得福利水準上升, 此與 Yau and Chen

(2021) 所做出來的結果不同, 是因為我們加入環境變數導致。 再者, 從另一個角度觀察表3, 若給定

廠商補貼程度, 增加對家戶部門的補貼會有助於改善福利水準, 因為能源價格相對於便宜, 會使得

能源消費以及耐久財消費增加。

本文將表3 之福利增加百分比繪成圖4, 並以橫、 縱軸分別為對廠商以及家戶的能源補貼程度,

高度為福利增加百分比,由圖中可以看出在(χf , χh) = (0.1, 0.1)達到最高的福利增加百分比,同時,

補貼貼(χf , χh) = (0.1, 1)的高度會高於(χf , χh) = (1, 0.1)的高度, 顯示出多補貼廠商所帶來的福

利增加水準會高於補貼家戶部門。 此外, 隨著χf減少, 福利增加百分比 (λa) 會先減少而後急遽上

升。 而隨著χh減少, 福利增加百分比 (λa) 會緩緩上升。

為了探討不同的能源補貼政策在能源價格衝擊下的影響, 我們整理出四種情況進行衝擊反應分

析, 分別為政府未實施能源補貼政策(χf , χh) = (1, 1)、 政府對廠商及家戶進行能源補貼(χf , χh) =

(0.1, 0.1)、 只對廠商補貼(χf , χh) = (0.1, 1)以及只對家戶補貼(χf , χh) = (1, 0.1)。

首先, 比較政府不實施能源補貼, 以及政府同時對廠商及家戶進行能源補貼之情境, 透過觀察圖

5 可以發現, 當能源價格變貴時, 若政府有進行能源補貼, 產出會先上升後下降, 若無補貼則產出會

變少, 這是因為能源價格上升會使得人民多工作以彌補生活成本的上升, 均衡工資率因勞動供給上

升大幅上升而下降, 然而廠商因為能夠使用更便宜的勞工生產, 再加上政府對於能源補貼使得能源

衝擊變小, 因此產出會增加, 但若政府沒有進行能源補貼, 會使得能源使用大幅減少並進而使得產

出減少。

此外, 廠商的能源 (Ef )、 勞工 (H)、 資本 (K) 要素投入在有能源補貼時, 變動幅度會相較於沒

有能源補貼時小, 在家戶部門的非耐久財消費 (N)、 耐久財消費 (D)、 能源消費 (Eh) 在有源補貼

14Yau and Chen (2021) 該文中福利增加最大出現在 (χf , χh) = (0.1, 1) 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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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無環境政策下之能源補貼福利水準比較

註: 表中橫軸為廠商補貼程度, 縱軸為對家戶部門補貼程度, 表格內部數值為對應之福利水準, 下方數值代表較政府沒

有補貼時, 實施補貼所增加的福利增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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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無環境政策下之能源補貼福利分析。

時, 變動幅度也相較於沒有能源補貼時小, 這是因為政府的補貼政策緩衝了能源價格上升帶來的負

面影響, 因此抑制了經濟變數的波動。 在環境層面上, 當政府進行能源補貼時, 產出以及能源使用會

較無能源補貼時來得高, 因此造成的碳排放較高, 進而有較低的環境品質。

接著, 本文比較當政府只補貼一方的情況, 同樣觀察圖5 得知, 產出在政府只補貼廠商時會較政

府只補貼家戶時來得高, 這是因為若廠商受到的能源價格上升衝擊較小, 能源使用也會較多, 並進

而有較高的產出。 當政府只補貼廠商而不補貼家戶部門時, 其衝擊反應圖與政府同時對於兩整進行

補貼時相近, 但唯獨因為家戶部門的能源使用會因為存在能源補貼而影響較小。 在環境品質上, 政

府只對廠商補貼的碳排放水準會較高, 環境品質會較低, 這是因為家戶部門本身的效用函數有納入

環境品質, 因此就算政府給予家戶部門能源補貼, 家戶部門造成的汙染也會因為外部性內部化而較

低。

綜上所述, 無論是否有補貼家戶部門, 若對於廠商進行能源補貼時, 兩者的衝擊反應圖都非常相

似, 大部分的經濟變數所受到的負面衝擊都會較小, 但其碳排放水準以及環境品質表現會較差。 然

而, 若減少對於家戶部門的能源補貼, 使得家戶能源使用較少, 會讓整體碳排放水準以及環境品質

稍微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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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四種情境能源補貼政策下之衝擊反應圖。 分別為政府未實施能源補貼政策(χf , χh)=(1,1)、政

府對廠商及家戶進行能源補貼(χf , χh)=(0.1,0.1),只對廠商補貼(χf , χh)=(0.1,1)以及只對家戶補

貼(χf , χh)=(1,0.1).

5.2 存在環境政策下之能源補貼福利分析

接下來, 本文對於存在環境政策下之能源補貼福利分析, 當政府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時, 觀察表4

可以發現, 在政府對廠商以及能源補貼較多時(χf , χh) = (0.1, 0.1), 整體福利水準較高 (-16.28)。

而當政府沒有進行任何能源補貼時(χf , χh) = (1, 1), 整體福利水準較低 (-16.54)。 此現象與沒有

環境政策時不同, 是因為若給定政府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下, 廠商必須遵守法規, 不會肆意排放二

氧化碳, 因此隨著廠商能源補貼增加, 對於產出增加造成的好處會高於碳排放增加帶來的壞處。 整

體而言, 對廠商和家戶部門的能源補貼增加, 會使得福利水準增加。

表4福利水準下方之百分比,是指在政府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下,對應沒有能源補貼政策下之福

利增加水準,同樣是透過計算λa而來,並將此結果整理於圖6。觀察可知,在(χf , χh) = (0.1, 0.1)時,

福利增加水準較高 (2.85%)。 此外, 若政府只補貼廠商的福利增加水準會比只補貼家戶來得高。 觀

察圖6 可以進一步發現, 隨著χf減少, 福利增加百分比上升的速度, 會比χh減少所導致的福利增加

百分比上升的速度還快, 此顯示存在環境政策下, 多補貼廠商會優於多補貼家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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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續): 不同能源補貼政策下之衝擊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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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碳排放總量管制下之能源補貼福利比較

註: 表中橫軸為廠商補貼程度, 縱軸為對家戶部門補貼程度, 表格內部數值為對應之福利水準, 下方數值代表較政府沒

有補貼時, 實施補貼所增加的福利增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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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碳排放總量管制下之能源補貼福利分析。

當我們進一步分析不同能源補貼情境下, 政府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下之能源衝擊反應, 與圖5

相近, 為了節省篇幅, 故本文省略圖形; 相對而言, 在碳排放限制下, 整體經濟變數的波動會較沒有

實施環境政策下來得小。此外, 因為存在碳排放總量管制的緣故, 此時的碳排放會較低, 環境品質會

較高。

最後, 透過表3 以及表4 的比較, 可以計算出當發生國際能源價格衝擊 (10%) 時, 給定不同能

源補貼情境下, 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與否的福利水準差距, 我們將結果整理於表5 呈現, 若表格中

的數值為正, 代表在相同的補貼情境之下, 實施環境政策對台灣經濟社會的福利較佳, 反之則代表

較差。 觀察表5的結果發現, 當廠商能源補貼率較高時 (χf =0.1或0.2), 若實施環境政策會使得福

利水準上升, 且在(χf , χh) = (0.1, 1)時, 福利增加幅度最大 (0.3371%), 這是因為環境政策改善因

大量補貼廠商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水準,並使得環境品質增加。然而當廠商補貼較低 (χf介於0.3

至1之間) 時, 若實施環境政策, 會使得福利水準下降, 是因為能源補貼雖然會增加產出並提升經濟

水準, 但環境政策會抑制這樣的好處, 儘管環境品質上升, 但整體福利水準卻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

由於表5 為給定不同能源補貼情境下, 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造成的福利增減幅度, 因此可以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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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政策相較於無政策之福利變動水準

政策制定者作為參考, 依據台灣當下之能源補貼程度, 若實施環境政策後對於整體福利水準會改善

或者惡化。

5.3 頑強性檢定: 不同稅制下之福利分析

由於資本稅(τk) 與勞動所得稅 (τl) 對於經濟體的扭曲效果不同, 因此有必要分析不同稅制情境下

之政策福利, 在此節分作三種稅制情境進行分析, 分別為τt = τt,k = τt,l、 τt,k 6= τt,l, 以及定額稅

(lump-sum tax,Tt)。 本文原先之設定為假設資本稅與勞動所得稅相同, 是本論文的第一種租稅情

境。 然而實務上, 資本稅與勞動所得稅兩者並不一樣, 因此修改家戶部門之預算限制式為:

Nt + PE
h,tEh,t + IK,t + ID,t = (1− τt,l)(WtHt) + (1− τt,k)(RtKt−1) (33)

政府預算限制式修改為:

τt,lWtHt + τt,kRtKt−1 = (PE,t − PEh,t)Eh,t + (PE,t − PEf,t)Ef,t +Gt (34)

根據 Wang and Yip (1995) 利用台灣1954-1986年之資料估計, 資本稅以及勞動所得稅分別為

14.3%以及5.4%, 此外 Yau and Chen (2021) 也根據台灣1989-2012年之資料估計, 資本稅以及

勞動所得稅分別為12.4 % 以及6.4%, 兩篇研究所估算出來的資本稅以及勞動所得稅差距不大,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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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稅制下之能源補貼福利分析

資本稅大約是勞動所得稅之2倍, 據此, 本文進一步假設τt,k = 2τt,l, 資本稅以及勞動所得稅之靜止

均衡值分別為0.26以及0.13, 是本論文的第二種租稅情境。

由於所得稅率會有租稅扭曲的效果, 因此本文假設第三種情境為定額稅, 提供我們一個不存在

租稅扭曲的情境。 在定額稅之家戶部門預算限制式為:

Nt + PE
h,tEh,t + IK,t + ID,t = (WtHt) + (RtKt−1)− Tt (35)

政府預算限制式為:

Tt = (PE,t − PEh,t)Eh,t + (PE,t − PEf,t)Ef,t +Gt (36)

表6 為三種稅制下之能源補貼福利分析結果, 並根據是否存在環境政策再區分兩部分, 可以發

現不管是否存在環境政策, 三種稅制情境之最適能源補貼政策皆為(χf , χh) = (0.1, 0.1), 意即盡可

能對廠商及家戶部門進行能源補貼。 最差的能源補貼政策, 除了無環境政策且稅率相等之情境是出

現在(χf , χh) = (0.4, 1), 其餘皆出現在沒有任何能源補貼之情境, 也就是當(χf , χh) = (1, 1)。

接下來, 本文衡量在三種不同稅制情境下, 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 (相較於未實施) 所帶來的福利

影響, 前文表5得自於資本稅與所得稅相等時的情境 (τt = τt,k = τt,l), 從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的福

利變動, 可以發現只有χf=0.1和0.2時例外, 其餘皆顯示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會讓整體福利水準上

升。 其中值得玩味且與上述結論完全不同的是, 當課徵定額稅 (Tt) 時, 不管能源補貼程度為何, 實

施碳排放總量管制皆會使福利水準上升。 這個結果整理於表7 呈現。 由於定額稅沒有租稅扭曲,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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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定額稅制下, 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政策相較於無政策之福利變動水準

表前一節 (τt = τt,k = τt,l) 之結論是由租稅扭曲以及能源補貼扭曲之交互的結果, 然而財政政策造

成之扭曲會造成資源配置的不當, 通常會認為沒有能源補貼時會是最佳政策, 如同此節做出的結果,

當我們抽離租稅扭曲時, 隨著能源補貼程度越低, 碳排放總量管制實施會使得福利上升水準較高。

此外, 當資本稅與勞動所得稅率不同, 且資本稅率高於勞動所得稅率時, 不管能源補貼程度高

低, 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也皆會使得福利水準上升, 但福利上升程度比課徵定額稅時高。 這個結果

整理於表8 呈現。值得注意的是, 由於此稅制與台灣情境較符合, 因此可以推論出, 在台灣實施碳排

放總量管制能夠提升整體經濟社會的福利水準。

6 結論

本文透過將外部性、 環境品質以及能源消費納入總體結構模型中, 建構一個以台灣經濟調校的環境

動態一般均衡模型(E-DSGE Model), 並探討環境政策以及能源補貼所帶來的影響。 本研究有以下

幾點主要發現。 政府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有助於減緩經濟衝擊所帶來的影響, 故碳排放總量管制會

有抑制經濟波動的效果, 且會使得環境品質改善。 本文透過福利分析探討當國際能源價格衝擊發生

時的政策效果, 我們發現, 若沒有實施環境政策, 隨著政府對廠商與家戶部門的補貼程度提高, 福利

會增加。 此外, 大量補貼廠商相較於補貼家戶部門會有較高的福利增加。 若存在環境政策, 隨著政

府對於廠商以及家戶之能源補貼程度提升, 福利皆會增加; 然而, 補貼廠商帶來的福利增幅會較補

貼家戶部門高。 在符合台灣情況的資本稅高於勞動所得稅情境下, 不論能源補貼程度為何, 實施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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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τt,k 6= τt,l稅制下, 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政策相較於無政策之福利變動水準

排放總量管制皆能有效提升福利水準。

綜上所述, 由於台灣的人均碳排放在全球排名偏高, 為了早日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可以透過實施

碳排放總量管制來控制碳排放水準, 兼而穩定經濟波動。 由於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能夠提升福利此

一結論, 即便在國際能源價格飆漲期間因而實施補貼措施的情況之下都能成立, 這個發現進一步可

以提供給台灣的環境政策制定者, 早日立法維護環境資源, 追求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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