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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和經濟成長:事前管理或
事後管制?
謝惠芽、陳智宰.、謝智諾言"

摘要

關鍵詞:環境評估政策、防治污染支出、污染稅、經濟成長、不完全競爭

JEL 分類代號: Q20 、 040
本文設立一個真有不完全競爭與環境外部性特質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據此探討事

前的環境管理工具(如環境評估政策)與事後的環境管制工具(如污染稅政策及政府防治污

染支出)對於經濟成長現象的影響。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政府防治污染支出與污染稅這
些事後的環境管制政策不但可以改善環境品質，而且可能可以同時刺激經濟成長。另一

方面，事前的管理政策不但無法改善環境品質，而且將會傷書經濟成長。除此之外，本
文同時也發現，若經濟體系事前的環境管理政策愈嚴格時，將會不利於事後環境管制政

策的經濟成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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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和經濟成長:事前管理或
事後管制?
謝怠婷、陳智華、謝智源

壹、緒論

近年來將環境的特質加入內生成長模型來討論環境政策對於經濟成長現象影響的文
獻十分眾多。研究結果指出，環境政策通常會使得廠商的生產成本提高，導致廠商的投

資意願低落，因此不利於經濟成長。但倘若納入環境品質的生產面外部性( environmental

productivity externality)之考量，則環境政策可以藉由改善環境品質來提高生產，進而刺激
經濟成長。因此，當環境品質的生產外部性不存在或是不夠大時，環境政策將會造成資

源的浪費或增加生產的成本，進而減緩經濟成長 (Ligthart and van der Plo唔， 1994 ; Huang

and Cai, 1994 ; Shieh et 址， 2001) 。反之，如果環境的生產面外部性夠大峙，環境政策不
但可以改善環境品質，更可以達成刺激經濟成長的額外好處 I(Bovernberg and Smulders,

1995 ; Smulders and Gradus , 1996 ; Bovernberg and de Mooij ,

1997) 。

但仔細檢視這些既存文獻不難發現，相關的討論均集中在如何對「已經開始從事營

運的廠商」施以污染稅、污染排放標準、可交易污染排放權與防治污染補貼等環保政策，
藉此以限制他們過度使用污染性投入，達成維護環境品質的目的。除此之外，相關文獻
更進一步地分析這些受到環保政策規範的既存廠商可能產生的反應，據此討論總體經濟
表現可能產生的影響。綜而言之，既存文獻對於環境政策效果的討論都集中在「事後的」

l 可參見 Smulders (1 995)與 Xepapadeas(2005)所提供完整的文獻回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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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t) 觀點上。 2 然而，隨著環保意識的抬頭，近年來的環境政策亦同時著重於事前
(ex-ante)的管理上。更明確地說，相關環境管理單位會在廠商設廠前或是開發行為發生之
前，先以科學且客觀的方式評估調查及預測分析這些政策或是開發案對於生態、社會及

經濟可能對其造成的影響，並要求廠商提出包含污染減量、防治與污染儲存設施等完整
的環境管理計畫。根據台灣的資料來看，我國自從 1994 年開始施行「環境影響評估法 J

'

明確規定各種開發行為在規劃階段必須同時考量環境因素，凡不合乎規定者不得開發，
以期能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對於開發者而言，環境影響評估及後續執行環保工作所需

之經費當然是開發案付諸執行前所必須投入環境的沈沒成本 (environmental sunk cost) ，或

稱之為環境的啟動成本 (environmental s胸前-up cost) 。
再者，事前的環境管理政策所帶來的成本是相當可觀的，因此當然會影響廠商的行

為，並影響到總體經濟的表現。以台塑六輕興建案為例， 3為符合政府的環保政策，台塑

六輕於建廠前先委由台灣著名大學及先進國家專業工程公司以科學方式模擬計算與研擬
如何減輕環境影響的保護措施。據此提出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再經由環保署聘請海內外
學者專家審核通過後得以動土建廠。除此之外，台塑六輕日後仍須接受環境監測機構的
追蹤考核，以確保先前提出的相關環保描施確實被付諸施行。根據台塑六輕官方的資料

顯示，整個環境評估與污染防治設施投資金額總計約1.3 00 億元，占總投資金額之 20% 。
由此可見廠商面對生產可能發生的環境起始成本是相當顯著的，這當中還不包含不適當

的環境評估政策所帶來的成本。有鑑於此，在關心環境政策妓果這個議題時，除了必須
關心事後的環境管制工具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外，同時也必須關心事前環境管理政策所可

2

Cooter (1 984)和 Segerson (1 994) 等學者由公安事件發生之前彼時間作為區分享前政策與
事後政策的依據。更明確地說，事後環境政策指的是當公安事件發生，造成環境受到

傷害，必須要釐清事件責任的法律工具稱之。除此之外，所有數量與價格的環境管制

工具都是在公安事件發生之前，用以降低污染的政策工具。因此，稱之為事前的管理
工具。這和本文的定義並不相同。

3 詳細資料參見台塑官方網站。網址為: http://www.fpcc.com.tw/sixlsix_9.asp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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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帶來的影響。

本文的目的在於分析事前的環境政策和事後的環境管理工具對於經濟成長現象影響

的差異。為了分析此一議題，我們將環境特質納入 Devereux et a l. (1996 , 2000)的動態一般
均衡模型 (dynamic general macro model)之中，此模型最大的特色是能夠內生化決定廠商
數目。更明確地說， Devereux et a l. (1 996 , 2000)的模型允許廠商可以自由地選擇是否進入
市場，這個特質將允許我們可以討論事前環境管理政策如何影響廠商進入市場的決策，

進而影響整個總體經濟的均衡。直覺上來說，在市場經濟體制之下，嚴格的事前環保標
準或評估政策(尤其是不適當的事前環評政策)將會造成廠商設立時的困難，使得經濟社會

的廠商數減少，這對於經濟成長具有負面的影響。男外，由於事前管理政策所產生的費
用僅會提高廠商的固定成本 (fixed cost)或沈沒成本刊因此不會改變廠商最適的生產決
策。在廠商數減少但個別廠商卻不會降低產量的前提下，事前環境政策將有助於降低經

濟社會的毛污染排放量。再者，由於政府以賦稅收入來融通其防治污染支出，在廠商數
減少造成總合產出減少的前提下，政府稅收將會減少，因此公部門的防治污染支出減少。

4 環境評估必須花費諸多成本，如環評相關的書面資料之整理費用、支付相關審查費、

設置相關的污染減量系統、人員的環保訓練費用與環境監測費用等。此外，環境評估
曠日費時，這當然也牽涉到許多的時間成本。本文所指的事前環境政策所帶來的環境
啟動成本就是這部分。由於這些費用和日後的生產水準並無明顯關係，尤其是以環境
評估所需的時間成本與審查費用均和生產規模並無直接相關。據此我們假設環境評估

僅會提高廠商的環境沈沒成本。不過必須加以說明的是，廠商為了符合相關環評標準，

當然必須選擇一種合適的生產技術與防治污染減量技術'本文中並未討論這種技術的

選擇問題。另外，本文假設事前環境政策所引發的成本為一固定數，因此以環境的啟
動成本的方式來處理。但我們必須誠實地指出，事前環境政策所誘發的成本當然可能
會和廠商的生產或開發規模有闕，但本文並未分析這個情形。不過這些都是十分有趣

的議題，可作為後續研究的素材。我們很感謝審金人提醒我們這些觀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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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可以得知，事前環境管理政策將無法有效地改善環境品質。但另一方面，政府

防治污染支出與污染稅這些事後的環境管制政策均可以直接清除經濟體系的污染或是限
制廠商的污染排放，直接地改善環境品質。更重要的是，當環境品質改善峙，民眾的健

康水準與生產效率均會獲得提升，這也就是環境經濟學者所謂的「環境的生產外部性 J

(environmental production externality) 。透過環境生產外部性的影響，廠商的生產與投資均
會增加，因此加速了經濟成長。最後，由於事前的環境管理政策愈嚴格將會造成經濟體

系中的廠商數量愈少，因此事後的環境管制政策所可能產生環境生產外部性效果將會變

小，使得環境政策的成長效果變得比較不明顯。這意昧著事前和事後的環境政策之間具
有替代的關係。

本文共分四節，除第 l 節為緒論外，第 2 節擬設立一個納入環保特質與不完全競爭
的內生成長模型，第 3 節則就前一節的理論模型進行求解及比較靜態分析，而第 4 節則
為本文的結論。

貳、模型設定

我們分別將環境的供給面與需求面因子納入 Devereux et al.

(1 996 , 2000)所設計的動

態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假設市場經濟的經濟體系中包含了家計單位、廠商與政府這三
個部門。家計部門可藉由消費得到正效用，但工作及環境的污染則會帶來負效用。關於

生產面則假設經濟體系有兩種商品:中間財商品 (the intermediate goods)與最終財商品 (the

final goods) 。更明確地說，中間財廠商以 Cobb-Douglas 的生產技術來結合資本、勞動與
污染性要素進行生產，並將產出銷售給最終財廠商來組裝生產一種同質的商品。至於政

府部門方面，假設政府向廠商課徵污染稅來融通它的支出(包含政府污染防治支出與定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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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同時假設政府並未發行公債，因此政府每一期都必須保持預算平衡5 。

一、廠商部門

觀察現實社會不難發現，經濟體系中的高污染產業，如石化產業、能源產業、基礎

金屬工業與造紙業等，大多屬於中間財貨。同時， Hall (1 986) 、 Oomowitz et a l. (1988) 、

Beccarello (1 996)與 Considine (2001)等人明確指出，這些高污染產業通常具有比較高的市
場力量。據此，我們假設中間財是一個污染，生產業而且具有獨佔性競爭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的特質。另外，由於本模型假設最終財廠商僅扮演組裝的業務，這是一種相
對較為乾淨且相對競爭的產業。基於這個理由我們假設最終財市場具有完全競爭的特質。

(一)最終財部門
在市場上僅有一種可以用來消費、累積資本與繳稅的最終財貨稱之為 yo 依循 Oixit

and Stiglitz (1 977) ，假設最終財貨的生產過程中僅用到中間財 y; , i ε [0， N] ， 作為投入，
其中 N 為市場上中間財廠商的家數。據此，最終財的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

y'! di) 11呵 ;

T] E

(州)

'，‘、

f:

1

、‘'，

y=(

5 這裡有兩點是必須提出說明的:首先，我們假設政府並沒有以公債來融通它的支出。

倘若政府以公債來融通它的各項支出，在政府是有效率的前提假設之下，根據李嘉圖

對等定玉皇可以推得本文所獲得的主要結論不會改變。第二，為了簡化符號與方便分析
起見，本文假設消費部門均沒有租稅負擔。在政府以定額稅(或定教移轉)來平衡預算的

前提之下，納入民眾所得稅或是消費稅將不會對本文的結論產生影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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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最終財貨是經濟體系計價的標準 (numeraire) ，因此可以將最終財的價格單位化為
一，若 Pi 為第 i 種中間財商品與最終財商品的相對價格，則最終財廠商的利潤極大化問
題可以表示為:

(1

N

"_

l'

N

M?(| 。 yji)1 一 Jo

PiYi di

(2)

據此可求得最終財廠商第 i 種中間財商品的需求函數為:

Pi =(Y / Yi)J- '1
藉由式 (3) 可以很輕易地推論出最終財廠商對於第

(3)

i 種中間財的價格需求彈性為

一 11(1一 η) 。據此，當 η → l 時，中間財廠商面對一條水平的需求曲線，表示所有的中間
財呈現完全替代，隱含地說明了中間財市場具有完全競爭的性質。但倘若 0< 刁 <1 時，
中間財廠商將面對負斜率的需求曲線，這將使得中間財廠商具有價格決定的能力。總而

言之，句是衡量中間財廠商獨佔力的程度，且當 η 愈小表示中間財廠商真有比較高的獨
佔力。

(二)中間財部門
為了能夠捕捉自然環境所扮演的生產面角色，我們必須先對環境的生產面特質進行
瞭解。既存文獻認為，自然環境對於經濟體系生產行為的影響可以區分為「抽取性服務」

(extractive service)與「非抽取性服務 J (non-extractive service)兩方面。所謂的自然環境所
提供抽取性服務指的是，生產過程中必須使用自然環境中的許多資源當成生產投入要
素，這一些資源的使用通常會造成污染。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抽取性服務愈多意昧著
污染排放愈高。根據這一個特性，既存文獻為了簡化分析起見，在設計模型時通常直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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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生產過程中的污染排放直接放入生產函數中以取代污染性投入要素，藉此捕捉自然環

境所提供抽取性服務 (Nielsen et a l., 1995; Bovenberg and Smulders , 1995; Schneider , 1997 ;

Bovenberg and de Mooij , 1997 ; Gottinger, 1999) 。另一方面，就自然環境的非抽取性生產
功能而言，環境品質會影響到經濟社會的生產力，許多文獻認為，良好的環境品質會使

民眾身體更加健康，因此提高工作效率，進而對生產產生直接的影響。所以既存文獻通

常直接將環境品質視為一種生產要素，藉此以捕捉自然環境的非抽取性生產功能 (Alfsen

et a l., 1992; Ballard and Medema, 1993; Brendemoen and Vennemo , 1994; Van Ewijk and van
Wijnberg凹， 1995) 。據此，包含著自然環境提供的抽取性服務與非抽取性服務的生產函數
可以假設為:

y， =Akfefhfs-P-μ

(4)

式中 ， A 為技術參數 ， k; 與科分別為第 i 個中間財廠商在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資本和勞
動的投入，的為自然資源的抽取量也就是污染投入，而 S 為經濟體系中的污染存量。參

數。、 σ 、 α 均為正的參數，分別用來衡量資本、污染投入(自然抽取量)及勞動的產出彈
性。另外， S-β 為污染的生產面外部性，就是所謂的自然環境所提供的非抽取性服務，

其中 β(> 0) 為衡量此外部性大小的參數。另外，式 (4) 中的 μ(> 0) 是廠商固定的實質商
業成本。既存文獻，如 Hornstein (1 993)與 Aloi

and Dixon (2002)指出，廠商可能基於過去

研發費用的支出、廣告或是其它的管理成本而產生了一個回定的商業成本。本文則進一

步擴充 Hornstein (1 993)與 Aloi

and Dixon

(2002)的觀點，認為設廠前的環境評估工作、污

染減量與相關廢棄物的財存設施或污染減量設備的建置成本均是重要的固定成本之一。
是以本文將 μ 更明確地稱之為廠商所面對的固定實質環保起始成本。同時， μ 愈高意昧
著事前的環境管理政策愈嚴格。也就是本文利用 μ 的大小來表示事前管理政策的強度。

假設要素市場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並假設市場的利率、工資率及污染稅率水準分

別為 r 、 w 及丸。因此，第 i 個中間財廠商在面對式 (3)所定義的需求函數、式 (4)所定義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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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函數下，選取最適的資本、勞動及毛污染投入使用量來極大化它的利潤。若第 i 家
廠商的利潤函數為爪，則該廠商的利潤極大化問題可以表示為:

Max π;

S.t. p;

= p;y; -rk; 一 wh; -'ee;

= yl-

I]

(5)

y;-I 與 y， =Akfefhfs『β-μ

根據式 (5) 可以很輕易地推導出中間財廠商利潤極大的一階必要條件分別為:

r= η ()P;(y; + μ)

k;
w 一 ηαp;(y; + μ)

-

h

Te=η旬;(y; + μ)

(6a)

(6b)

(6c)

e;

式 (6a)﹒(6c)為典型的邊際條件: MR=MC 。將式 (6a)-(6c)代回式 (5) 可導出中間財廠商的
利潤函數為:

汀;

= p;{[l 一 η(θ+σ+α )]y; 一 μη(θ+σ+α)}

(7)

二、生態學系統
假設政府可以透過防治污染支出來進行管線末端的污染滅量，如設置污水處理廠或

河川防治支出等。因此每一期經濟體系的污染總排放量是所有廠商的污染排放量，

(r

e;di)的增函數但卻是政府防治污染支出，假設為 M 的減函數。另外，經濟體系具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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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潔淨的功能，也就是大自然每一期均會分解部分的污染存量，若假設污染的自然衰

退率為 δ' 則污染存量累積方程式為什

h-M
s

-FJ

(8)

三、代表性個人
假設代表性個人真有完全預知 (perfect foresight) 的能力。另外，代表性個人可以藉由
消費， c' 獲取正效用，但工作和污染數量卻會降低代表性個人的效用水準。家計單位以

追求未來所有瞬時妓用(i nstantaneous utility)折現值加總的極大化為目標，他的目標國數可
以表示成:

V-v
nr

OLV

d

s

> AU

V

> AU

A

> AU

且

fhd

「III-IIII-J

c-E

fu-且

r--H

卜一+

nc

人

'
••••••

d

「III-III」
I-

叫

呀。

M

rhd>

nu

(9)

式 (9) 中 ρ>0 為主觀的時間偏好率 (subject time preference)而 A 與 C 分別是衡量勞動與污
染存量對消費者效用影響程度的參數。
假設資本累積(即投資)是經濟體系唯一的儲蓄工具。是以，家計單位在每一時點都會

將所得分配於消費、繳稅與投資上。因此，可以將家計單位的預算限制式 (budget constraint)
表示成:

6 我們當然也可以將每一期經濟體系的污染總排放量更加一般化地表示成 (foN 糾 / M)υ 。
但這個設定對於本文結論並不會產生改變，僅會增加數學符號的繁瑣。

、

'，.、

l AU..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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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wh+rk+ll+TR-c

(1 0)

其中 II (ll = S: 汀;d，神紅利分配收入而 TR > 0 (< 0)為來自政府的定額移轉(定額稅)。
由於代表性個人覺得自己在整個社會中相當地渺小，沒有能力影響整個經濟體系的

總合行為方式。因此代表性個人的決策化過程之中會將社會的污染總量與它的行為方程

式視為一個外生變數，是以個人的防治污染支出並不存在任何的利得，僅徒增支出的成

本罷了。這同時也是許多既存的環保文獻 (Ligthart and van der Plo唔， 1994 ; Michel and

Rotillon, 1995 ; Elbasha and Roe, 1996 ; Bovenberg and de Mooij , 1997)認為:在沒有其他
的誘因機制之下，代表性個人並不會進行防治污染的工作。據此，代表性個人在式 (10)

的限制下追求式。)的終生效用折現值和之極大，其最適化決策可以表示為:

土 =λ

(1 1a)

c

= λw

(1 1b)

一 =ρ 一 r

(1Ic)

Ah C
λ

λ

再加上式(1 0)的預算限制式與終端條件 (transversality condition) Iimλke- P1

=0

。其中， λ 為

共狀態變數 (costate variable) ，它是資本存量的影子價格。

四、政府部門
假設政府課徵污染稅 fON T e 圳來融通他的支出(防治污染支出 M 及移轉支出叩)。若

、 -J

、
JSE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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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任何時點都維持預算平衡(即政府不發行公債) .則政府預算限制式可以表示成:

.N

M +TR = Joτ.e; di

(1 2)

另外，由於內生成長模型假設在經濟體系處於均衡成長路徑 (balanced growth path ,
BGP)時所有的成長變數都會以某一個特定的固定比率持續成長，政府的防治污染支出當

然也不能例外。是以，依循 Turnovsky (1 995)處理政府支出的方式，設定政府的防治污染
支出是最終財產出的某一個固定比率，假設為，。假設經濟社會的總產出為 y. 貝 IJ 公部鬥
防治污染支出可以設定為:

M=ØY • 其中 0<

ø< 1

(1 3)

利用式(1月可以得知 Ø=M 斤，它是政府防治污染支出佔國民所得的比重，因此可以將￠

稱之為政府防治污染支出份額 (public abatement share) 。

鑫、環境政策與經濟成長

本文將分析一個市場經濟體制之下，政府政策如何透過消費者與廠商的行為來影響

總體經濟的表現。為了讓分析可以進行，本文僅分析對稱均衡 (symmetric equilibrium)的
情況，因此有必要先討論對稱均衡下的總體經濟特性，然後再討論環境政策對於均衡時

的經濟成長率之影響。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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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稱均衡(symmetric equilibrium)與平衡成長路徑
當經濟體系處於對稱均衡時，經濟社會中的個別變數均會相等，也就是 P; =p 、

Y; =y 、 ";=π 、科 =h 、 k; =k 與 e; =e 對所有的 i 均成立。若經濟社會的總體資本存量
為 K 、總體就業量為 H 且總體污染流量為 E' 在對稱均衡下必定存在 k =K/N 、
h=H/N 、 e= E/N 與代表性個人的消費 c=c 的關係式。據此，在對稱均衡下，式 (4)
所定義的生產國數可以改寫為:

y

= AK

8 E σHα s-ß N-(8+σ+α)-μ

(4a)

另外，假設長期時廠商可以自由的進出市場(包括最終財與中間財市場)。因此，只要

既存廠商享有正的利潤便會吸引新廠商加入市場中，透過新廠商的加入，將稀釋既存廠
商的利潤。是以，自由進出市場的假設隱含說明廠商的長期利潤為零。根據零利潤條件

可以求得對稱均衡下中間財的價格為:

p=N(I-17)1 可

(1 4)

據此可以求得對稱均衡下的中間財廠商家數為:

「可

=I~ 一 η(θ+α+σL AK 8 EσHα s-ß

α)

(1 5)

|μ|

必須說明的是，由於廠商家數為一正數，因而假設 1 一句 (8+σ+α)>0 。
另外，若社會上的總合產出水準是所有廠商生產的加總，在對稱均衡之下總合產出

水準為 Y

= N" 勻，再利用式(1 5)可以將總合產出水準另外表示成: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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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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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n刊，

H ed
α

σ

AA K nv E

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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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EI

、

av+ +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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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 -F-

σ一

+-

llL

lllt1III-4
『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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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μ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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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III-IL

α

+

「 llJ

σ

Aσ

一-

ns +
'，區、、

va

nH AV-

>

EEIEEE-J

(16)

同時，利用式 (6a)-(6c)與(1 4)可以將總量變數表示的廠商最適化決策改寫為:

y-k
(1 7a)

y-H
(17b)
Y-E
一+

一α

一+

σ 一σ

-AU

(17c)

另外，對式(1 1a)取自然對數再對時間微分，並配合式(1 1c)與 (17a)可以求得對稱均衡

之下消費的跨時變化條件(即 Keynes-Ramsey 法則)為:

CθY
一=(一一一一一)一 -ρ
Cθ+σ+αK

(1 8)

利用式(1 2) 代回式(1 0) 整理、(1 7a)-(17c) 與 (13) 可推得整個社會的資源限制條件

(resource constraint)為:

Y C
--::- =(卜的一一
K

"K

K

另外，利用式 (8) 、(1 3)與(1 7c)可以將污染累積的行為方程式改寫成:

(1 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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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整個總體經濟的長短期均衡可以利用式(1 1a)﹒(17)的瞬時關係式與式(1 8)-(20)的微分
方程式來描繪。

本文的分析焦點是環境政策對於經濟成長率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先瞭解平衡成長路
徑的特性。所謂的均衡成長路徑指的是所有變數均會以固定的成長率持續成長。利用式

(1 8)可以得知，為了滿足消費在均衡成長路徑之下有固定的成長率，因此可以推得產出.

資本存量比 (Y / K)必須為一常數，這意昧著產出與資本存量在均衡成長路徑之下真有相

同成長率。根據以上的結果與式(1月可以推得消費與資本數量在均衡成長路徑之下必須有
相同的成長率，以保證均衡成長之下的消費.資本存量比 (C/K)為一常數，使得資本存量
的均衡成長率為一常數。另外，由於污染稅率為一常數，據此利用式(1 7c)可以得知污染

投入量與產出具有相同的成長率，並藉由式 (13)可以輕易推得政府防治污染支出與產出具
有相同的均衡成長率。最後，利用式 (20)可以得知，若要滿足污染的均衡成長率為一固定

常數之限制，則必須限制 σ/[扣e(θ+σ+α )S] 在靜止均衡時是一個常數。在吵，丸， θ， σ， α 為
外生參數的前提下，因此必須要求均衡的污染存量 S 為一固定數。也就是說，除非污染
的成長率為零，否則無法滿足均衡的污染存量 S 為一固定數之限制，據此可以推得污染

的成長率為一常數。這個結果符合 Smulders and Gradus (1 996) , Bovenberg and Smulders

(1 996) , Elbasha and Roe (1 996)與 Bovenberg and de Mooij (1 997)等學者的看法。另外，污
染存量的均衡成長率為零可以避兔經濟體系產生一個過度污染的生態環境，以確保民眾
或生物的生命狀態可以持續維持。除此之外，由於時間並非成長變數，因此靜止均衡之

下的勞動量必定為一常數，根據此一結果再配合著式(1 6)可以得知，若要保證產出、資本

與污染要素投入具有相同的均衡成長率，貝 IJ 必須限制 (θ+σ)=η(θ+σ+α) 的關係式必須
滿足。據此，本文以下的分析均建立在此一條件之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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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訊息並依循 Barro and Sala-i-Martin(2004)的處理方式，我們定義轉換變數
X=C/K(即消費﹒資本比) ，再利用式(1 8) 、(1 9) 算出轉換變數 X 跨時變化方程式為. 7

子 =X+ 郎(X- a S-ß川 1[11(1+&)吋1_ρ

(21)

其中
B= θ - (l -Ø)(θ+σ+α)
Q={(α / ^t{A(σ / re) σ[(1 一 θ-σ)/μ](1-11-σ)η(11+σ)} I+&} 1/[ 1I (I+c)-α]

式 (20)與 (21)這二條微分方程式具體地描繪整個總體經濟的長期均衡與短期動態的
調整過程。

命題一:

若政府防治污染支出份額很小時，即被 <(σ+α)/(θ+σ+α) ，則經濟體系存在一個唯
一均衡，且該均衡真有馬鞍安定 (saddle-point stability) 的特性。但倘若政府防治污染支出
份額足夠大時，即吵 >(σ+α) /(θ+σ+α) ，員 IJ 經濟體系可能存在複均衡 (multiple
equilibrium) 。其中一個均衡具有馬鞍安定的特質，另一個則具有動態局部不確定(Iocally

indeterminacy) 的特性。

7 利用式(1 1a) 、(1 1 b) 、 (16) 、(l 7b) 與(l 7c) 可以得知，在對稱均衡之下，勞動市場均衡條
件為:
AH&= αX-I{A( σ/

r e)σηθ+σ[(1

-θ 一 σ) /μ]1-0σ s-ß }I/θ H( α 0)/ θ

上式左邊為勞動供給而右邊則為勞動需求。據此不難推論勞動供給曲線為正斜率而勞

動需求的斜率並不且在定。為了簡化分析起見，本文僅分析勞動需求曲線為負斜率的情
形，因此假設 θ 〉 α 。據此可以拉得 θ(1 +ε) 一 α>0 的關係式。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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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由於均衡成長路徑上，消費與資本存量具有相同成長率，因此 X =0 0 另外，污

染存量的成長率在經濟體系處於均衡成長時必定為零，即 s=o 。據此，手IJ 用式 (20)與 s=o

的關係式可求得靜止均衡下的污染存量 s' (本文以上標“*"代表變數的長期均衡值，以下
不再特別說明)為 σ/伊拉几 (θ+σ+α)] > 0 。令式 (21) 中的 X=o ' 並將 f 代回上式之中可
以得到以下的關係:

r

X = f(X) =ρ-801

ì-ß (I +s)/[II(l+s)一α]

σ

1

I ó'ø丸， (θ+σ+α) I

X 叫叫阿]

(22)

當。 <(σ+α)/(θ+σ+α) 時， 8<0 的條件將會成立。此時 ， f(X) 函數是一條由正無窮
大出發，以遞增的負斜率收斂到 ρ 。 B配合圖 la 可以更清楚地說明，在圖 la 根據定點定

理 (fixed

point theory)可以推得，在 (0 ，∞)的區間之內必定可以找到存在唯一的 X 解值，假

設為 X' 。另一方面，圖 lb 是描述吵 >(σ+α) /(θ+σ+α) 情形下的均衡情況，在這個條件
之下 8>0 將會成立。此時 ， f(X) 函數是一條由負無窮大出發，以遞減的正斜率收斂到

ρ 。 9根據定點定理可以推得 X 與 f(X) 在 (0，∞)的區間之內可能存在兩個 X 的解值，也
就是經濟體系將會產生複均衡。

緊接著將討論這個唯一均衡點的動態特性。對式 (20) 與 (21) 在 X' 與 f 附近進行

Taylor 線性展開 (Taylor

[;] =

liner expansion)可得:

[x'- θ悍αmFFiti

8 當 8<0 時 ， f(X) 函數具有以下特性:
9 當 8>0 時 ， f(X) 函數具有以下特性:

f(O) = ∞、
f(O) = 一∞、

(1 7)

(23)

f(∞)=ρ 、 f'(X) < 0 且 r(X) > 0

0

f(∞)=ρ 、 f'(X) > 0 且 r(X)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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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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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閣，

x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ø< (σ+α) /(() +σ+α) 的情形

圖 la

圖 lb

吵 >(σ+α) /(() +σ+α) 的情形

式中 r = (X-aS-β(1 叫 )1/[8(1+ε)-αl 。若定義 SI 與 S2 為此動態體系的二個特性根( characteristic

root) ，根據式 (2月可得知兩根分別為:

SI

=X' 一

α
θ(1

+ &)-α

BO(X'-α S'-P(I+&))I/[例 I+&)-a) 三 o 且 S2 =一δ< 0

(23a)

式 (23a)說明了經濟體系中的兩個特性根一個確定為負根，但另一個的性質符號則是呈現

不確定的狀態。當吵 <(σ+α) /( () +σ+α) 時(此時 B <0)' 則 SI

>0 '此時經濟體系具有一

正根一負根的馬鞍安定特質。根據 Turnovsky (1995) 關於動態性質的討論得知:若經濟體

系中跳躍變數 Gump variable)的個數等於正的特性根數日， 10經濟體系存在唯一的收斂路

10

Turnovsky (1 995

'頁 69)指出:

是所謂的緩慢調整變數 (sluggish

r 那些受到一些限制條件而必須保持連續狀態的變數就

variables)

，而那些可以在適當時間產生不連續變動的

變數就是所謂的跳躍變數。」一般來說，最適控制模型中的控制變數 (control

variab1es)

與共狀態變數 (co-state variab les) 均為跳躍變數，而狀態變數(state variables)則是緩慢調
整變數。在本模型中，消費是跳躍變數而資本存量與污染存量則為緩慢調整變數，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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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由於模型中僅存在唯一的跳躍變數 X(=C/K)' 配合經濟體系僅有一個正根，因此

可以得知經濟體系存在唯一的收斂路徑。另一方面，

ø> (σ+α)/(θ+σ+α) 時(此時

B > 0)' 貝Ij S ， 三 o 0 配合前面的證明可以得知，在此假設條件之下，經濟體系可能存在兩
個均衡的 X' {菌。當 f 值較大時，將會造成 S，
但倘若 X' 值較小時，貝 IJ

SI

>0

'經濟體系呈現馬鞍安定的動態特質。

< 0 必定會成立。 II 這將使得經濟體系存在兩個負的特性根，也

就是經濟體系呈現全面安定的特質。由於在本模型之中存在一個跳躍變數 X ， 在不存在
正根的前提之下，可以得知經濟體系存在無窮多組的路徑可以引導經濟收斂到長期均衡
值，也就是所謂的動態局部不確定。

關於命題一的結果有幾點是必須補充說明的。首先·

8enhabib and Farmer( 1994)指

出，不完全競爭是造成經濟體系存在動態局部不確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於我們的分析
模型真有不完全競爭市場的特質，因此 8enhabib

and

Farmer(l 994)指稱可能發生多重動態

調整路徑的原因在本模型中同樣會成立。第二，誠如 8enhabib

and

and Farmer(1 994) 、 8enhabib

Perli (1 994) 等學者所指出的，外部性是造成經濟體系存在動態局部不確定的主要因

素。由於我們的分析模型中除了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這項市場失靈之外，亦同時包含

了污染這項外部性。因此，即使我們楞除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假設，讓市場回到完全

競爭時(也就是令參數 η → 1) ·在分析模型仍存在污染外部性的前提下，讓經濟體系仍然
存在動態局部不確定。第三，

8enhabib and

Farmer(1 994)強調經濟體系存在動態局部不確

定的前提是勞動需求曲線必須具有正斜率的特質(也就是當勞動需求曲線呈現負斜率
時，經濟體系將不會存在局部動態不確定)。但本文在勞動需求曲線其有負斜率的假設之

以消費資本比(局這一個複合函數因為消費的關係，因此具有跳躍變數的特質。

l' 利用 (22) 的靜止均衡關係可以將 (23a) 中的 SI 改寫成:

SI

=

一
)X'
θ(1 + C

aθ(1

αρ 三 0 若 X' 三

a

+ c) 一 αB(l + c) 一 αθ (1 + c)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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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詳細說明參見註 7) ，經濟體系仍會產生動態局部不確定。這是因為分析模型中除了包
含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之外，亦同時包含了污染外部性，因此加強了動態局部不確定
發生的可能性。

二、比較靜態分析

我們緊接著討論環保政策對於均衡成長率的影響。假設均衡成長率為 y* ， 將式

(1 1a) 、(1 1 b) 、(1 6) 、(1 7b) 與 (17c) 代入(1 9)可以得到 f 定義為:

y.= (1 -Ø)(θ+σ+α )Q(X._αs._β)1/[8(1+&) 叫 l_X ﹒

(24)

由式 (24) 我們並無法直接解出均衡成長率的明顯解值。所以必須先利用式 (20)與 (21)
解出長期均衡的消費.資本比 f 與均衡的污染存量 s. ，再將這兩個均衡解值代回式 (24)

即可解出 f 。由於 x ﹒、 s ﹒與 f 均為非線性函數，因此以下討論政策變動對於經濟成長
率的影響時，我們將會先求出政策對於 x ﹒與 s ﹒的影響，再藉由式 (24)解出各項政策對於

經濟成長率所產生的影響。除此之外，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本文以下我們將僅考慮經濟 4
體系真有馬鞍安定的特性之下進行比較靜態分析。
藉由式 (20) 、 (21 )與 (24)配合 X =S=O 的均衡條件可以得知相關環保政策對均衡成長
率的影響。
命題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的防治污染支出與污染稅之總體經濟效果:

1.政府的防治污染支出 (Ø)除了可以有效地減緩經濟體系的污染現象外，更可以得到經
濟成長加速的額外好處。

2. 污染稅 ('e) 可以有效地降低污染存量，在自然環境的生產面外部性足夠大(大於污染投
入的產出彈性)時，污染稅亦可能得到經濟成長提升的額外分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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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將 x=s=o 的關係式代入式 (20)與 (21) 、並將此關係式配合式 (24)可以分別求得政
府的防治污染支出與污染稅對污染存量與均衡成長率的影響為: (詳細的數學推導參見附
錄一)

dy"
一一 <0 與一一 >0

(25)

單:〈 O 與平二三 0 若從 σ

(26)

dØ

are

. dØ

are

直覺上來說，政府防治污染支出提高可以直接降低經濟體系的污染水準，進而改善

民眾的健康狀態並提高資本的邊際生產力，也就是所謂的生產外部性將會加大，使得資
本累積加速，進而刺激經濟成長。另外，污染稅率的提高意昧著廠商使用污染性投入的
成本將因此而提高。理性的廠商將會減少污染性要素的使用，這有助於改善經濟體系的
污染狀態。同時，污染存量減少意味著自然環境的生產面外部性將會提高，這將使得投

資增加，經濟成長加速。但另一方面，由於生產要素之間呈現互補的特質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 ，因此污染性要素 (e; )的減少將會造成資本的邊際生產力下降，這意昧著投資

意願將會降低，因此不利於經濟成長。綜而言之，污染稅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端視於上
述兩個力量的相對大小，更明確地說，若污染外部性大於污染投入的產出彈性(即 β 〉 σ)
時，污染稅將可以刺激經濟成長，但倘若污染外部性小於污染投入的產出彈性(即 β 〈 σ)

時，污染稅則會造成經濟成長衰退。這一點是和 Bovernberg and Smulders (1995) 、 Smulders

and Gradus (1 996)與 Bovernberg and de Mooij (1 997)等文獻的發現一致。既存文獻指出，
開發中國家的環境品質外部性通常相對比較大(見 Rosendahl ， 1996 和 Bartolini and Bonatti,
2002) 。配合命題二的發現可以得知，開發中國家透過污染稅的操作，除了可以達到維護
環境品質的目的外，更可以進一步地得到經濟成長提高的額外好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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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三: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環保固定成本之成長效果:
1.愈高的環保固定成本將會減緩經濟體系的成長率。

2. 其他條件不變之下，防治污染、污染稅與獨佔力的成長效果會隨著固定成本的提高而
降低。

證明:利用式 (20) 、 (21) 、 (24)與 X= .5' =o 的關係式可得環保固定成本對於經濟體系的影
響為: (詳細數學推導見附錄二)

。IS.
^ ~~1 8r.
一一 =0 與一一 <0
Oμ0μ

(27)

男外，利用式 (25)與 (26)可以得知環保固定成本對於環境政策的成長放果影響為:

主乙 <0

(28a)

8Ø8μ

ytpp<>nu

oy<>

σ

<

若

U

一μ

ρ'-r4

,
t-

(28b)

由於愈高的環保固定成本會造成經濟體系中的廠商數目減少，因此產品多樣化造成

生產的外部性(表現在廠商數目上)將會變小，是以式 (27)指出環保固定成本的提高將會減
緩經濟體系的成長現象。 12 式 (27) 同時指出:環保回定成本的提高並無法減緩經濟體系

12 必須說明的是，命題三的結論在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中亦同時會成立。這是因為完全競

爭市場之中，雖然廠商數越近於無窮大，然而仍然有廠商加入或退出的問題。因此，

原先事前環境管理政策對於污染排放總量減少的效果與政府防治污染支出減少的效果
仍然同時存在，而且幅度亦維持相等。因此，事前環境管理政策仍然無助於改善環境
品質，但卻會因為廠商數減少，減緩了產品多樣性這個經濟成長引擎的效果，造成經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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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現象。 13這是因為環保固定成本並不會影響廠商的最過決策，因此個別廠商的污染

投入量並不會改變。在環保固定成本提高會導致經濟體系中的廠商數目減少之前提下，

經濟體系每一期的污染排放流量將會因為廠商數減少而降低(指式 (8) 中的 fON e;di 將會減
少)。但另一方面，廠商數減少卻也意昧著經濟社會的總合產出水準將會降低，因此導致

政府賦稅收入減少，使得政府防治污染水準也同幅度地減少(指式 (8) 中的 M 將會減少)。
綜合以上兩項效果可以得知，環保固定成本的提高並不會影響經濟社會的污染存量。另

濟成長衰退。我們可以令相關式子中的參數 η 越近於一即可得到證明。相同的推論與
證明可以得知，本文關於事後環境政策的經濟成長效果並不會因為放棄不完全競爭市
場結構的假設就不成立。但必須說明的是，雖然市場的競爭程度不會改變比較靜態的
性質符號，然而卻會影響政策效呆的大小。我們很感謝審查人提醒我們這點。

13 必須提醒讀者的是，既存文獻對於污染量是否持續成長的看法並不一致。部份的學者

認為，經濟體系的污染兒象是日益惡化的，因此 Huang

and Cai (1994) 、Ligthart and van

der Ploeg (1 994) 、 Michel and Rotillon (1 995) 、黃宗煌和李堅明 (2001) 與孫鈺峰和胡士文
(2006) 等人在分析過程中就假設污染將會持續成長 (grows over time) 。另外，有部份學
者認為污染不可以無限制地成長，否則人類或是生物將會面臨到生存的危機，因此

Bovenberg and Smulders (1 995) 、 Elbasha and Roe (1 996) 、 Smulders and Gradus (1 996)與
Bovenberg and de Mooij (1 997) 等人就假設污染在靜止均衡時將會呈現零成長甚至於負
成長的狀態。由於本文假設污染的淨排放函數為污染排放量與防制量的零次齊次函數

(homogenous degree zero) ，因此政策會造成政府防治污染支出與排放量降低的幅度會
相同，使得經濟體系的污染存量不變。但倘若我們放寬這個假定，允許污染量不一定
是零成長時，則相關政策對於污染存量就會產生影響。 Chen

et al

(2005)就明確指出:

污染的成長率之型態對於分析結果扮演關鍵性的影響角色。其實，污染成長率之設定
方式對於政策效果的影響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議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設定一般化的模
型進行相關研究，我們很感謝審查人指出這一點。

(23)

-188 一

環境政策和經濟成長:事前管理或事後管制?

外，由於嚴格的環境政策可以改善環境品質，透過環境的生產外部性將會吸引新廠商加

入市場之中。但這個影響效果會隨著環保固定成本提高而降低，減緩了環境政策的經濟

成長效果。因此式 (28a)與 (28b)得到了環境政策的經濟成長效果會隨著環保固定成本提高
而降低。
根據命題三的結果不難推論，降低或是補助廠商進入市場的環保門檻標準政策，將

可以吸引更多新廠商加入生產行列，進而促進經濟成長。因此 h 政府應該積極地降低事
前的環境管理政策，尤其是改善不適當的環境評估政策，據此以吸引更多的廠商加入市

場。近年來的環境政策改革的確是朝向此一目標在前進的。以 1999 年修訂的「公民營廢
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申請許可案件收費標準」為例，環保署在日前公佈可望於 95 年 8 月實

施最新修正之收費標準平均調降幅度約為 39% '最大調降幅度更達的%。除此之外，自
從 1991 年開始施行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J 也有積極輔導廠商加入市場的想法。更明確
地說，該條例指出:若有投資於資源回收、防治污染設備、利用椒淨潔能源、節約能
源及工業用水再利用之設備及於溫奎氣體排放量減量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之設備等，公

司得可於支出金額 5%-20%限度內，自當年度起 5 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

肆、結論

本文設立一個真有不完全競爭與環境外部性之動態的一般均衡模型，據此討論相關

環境政策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我們除了分析既存文獻所關心的事後環保政策的經濟效
果之外，同時也討論事前的環境管理政策對於經濟體系的影響，並進一步地比較事前和

事後的環境政策效果之差異。根據本文的研究得知，政府進行事後管制的政策，如防治

污染支出及污染稅政策，都可以減少污染存量，改善環境品質。除此之外，防治污染支
出的提高更可以提升經濟成長率，而污染稅政策在環境外部性夠大時也可以刺激經濟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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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但另一方面，政府實施的是事前環境評估政策(尤其是不適當的環境評估政策)將不會
改善環境品質，卻會造成新廠商在投入市場時產生一筆為數不小的固定成本，這將會使

得廠商怯步於進入市場，使得經濟體系的廠商數目減少，產出降低，因而不利於經濟成
長。我們更發現，當事前環境評估政策愈嚴苛時，將會造成事後環境管制政策的成長效

果變小。更明確地說，根據本文的研究可以推論出:政府不應以提高廠商固定的環保支
出(如嚴格的環評標準)這類的事前環境管理政策作為環境保護的手段，反而應該要積極輔

導或是補助廠商的固定環保支出，以吸引更多的廠商進入市場，這將有助於經濟體系的
成長。同時，政府應該採用事後的環境管制政策來保護自然環境。如此一來將可以吸引

更多的廠商進入經濟體系之中從事生產，進而刺激經濟體系的成長率。
在結束本文之前有一點是值得說明的:為了凸顯事前和事後環境政策的經濟成長效
果，本文並沒有討論相關環境政策對於短期總體經濟與社會福利的影響，但這是值得延
伸的方向。我們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模型來討論各種不同的環境政策如何影響總體經濟

的表現，並進一步討論政府應該如何制訂事前的環境管理標準與制訂事後的環境管制政
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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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政府的防治污染支出與污染稅之總體經濟效果
利用式 (20) 與 (21 )與 X =8=0 的關係式可推得防治污染支出對消費資本比及污染存
量的影響分別為:

笠二 =δ nrx.{ø[θ(1 + c) 一 α](θ+σ+α)+β(1 +ε )B} 主 o
dØ

仙[θ(1

dS ‘

S.

+ &)-α]

0

...

一

--一=--一.<U

ø

dØ

其中Ll=一δ{x. 一 αBnr/[B(I +ε) 一 α]} 。由上面兩個方程式與式 (24)可知防治污染支出對
經濟成長率的影響為:

生:=-Mnf[β(I +&)x.+ 呻 nr(θ+σ+α)1>0
dØ

佛[θ(1 +ε) 一 α]

接下來利用式 (20) 與 (21)與 x=S=o 的靜止均衡關係可得污染稅率對於靜止均衡的
消費資本比與污染存量的影響分別為:

口一九

δ 一α

日 -恥
a

+一吋

V八一+
nu一
r刊刊、

σ一

二 MV

昕一代

!]

!EI--

><
nu

利用上述的資訊，再利用式 (24)可得污染稅率對經濟成長率的影響為:

dy. 一 (σ 一 β) (1 +ε)θlonrx ﹒〉

dre

[θ(1 +ε) 一 α ]Are

(26)

:<:U

'當 β 三 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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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環保固定成本之成長效果
利用式 (20) 和 (21 )與 x=s=o 的關係式可求出環保固定成本對消費資本比及污染
存量的影響分別為:

dX. 一
dμ 一

(1-θ 一 σ)(1 + &)δ Borx﹒ >n
μ[θ(1 + &)一 α]il
<
V

dS.

一一一 =0
dμ

根據上述資訊，再利用式 (24)可得環保固定成本對於經濟體系的影響為:

丘二 =( 1- B - 0-)(1 + &)ôBOrf 〈。
中叫[B(1

+ &)一 α]

我們再利用式 (25)與 (26)可以得知環保固定成本對於環境政策的成長效果影響為:

。 2y.

(1一 θ 一 σ)(1 +ε)θlôorx ﹒

θØð，μ

。μil[θ(1 +ε) 一 αY

勻

[β{1 +&)+2αØ(θ+σ+α)orx ﹒ ]<0

三江L= 一 (l 一 θ 一 σ)2 (1 + &)2(σ - ß)BôOrX﹒三。當 β 三 σ
θ 'e ðμ
，
τeμ il[B(1 + &)一 α]2

(27)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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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wth effect of ex-ante and ex-post
environmen~al policy
Hui-Ting Hsiek*Jhy-hwa Chenf*and Jhy-yuan Shieh

Abstract
Keywords: Ex-ante environmental policy , Ex-post environmental policy, Economic growth ,
Imperfect competition, Public Abatement Expenditure, Pigouvian tax.
JEL Classification: Q20 , 040

This paper develops a dynamic optimizing macro model that highlights pollution
extemalities (on welfare and production) and market imperfections , and uses it to discuss the
growth impact ofboth the ex-ante and the ex-post environmental policies.

We show that the

ex-ante environmental polices will deter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while the ex-post
environmental policy may stimulate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More

interesting旬，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the ex-post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will
become larger the looser the degree ofthe ex-ante environmental pol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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