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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近20年來，隨著全球暖化問題日趨嚴重，相關議題逐漸成為注目焦

點，世界各國學者紛紛貣而探討利用課徵能源稅或碳稅來改善環境、降低

溫室氣體的效果。由於污染減量目標通常沒有被詳細而明確的訂定，價格

誘因也沒有辦法被明確的指出，使得課稅有效性難以被衡量定義。加上實

施碳稅年數太短、資料不夠詳細或是不適用亦為難以利用實證分析來評斷

環境稅有效性的原因。但世界各國學者仍嘗詴利用各種理論模型進行模擬

預測，亦有少數文獻觀察最早實施碳稅或環境稅稅制的北歐國家，以實證

分析探討其成效。因此，本章的重點即是介紹目前研究碳稅、能源稅等環

境稅對污染減量效果之相關文獻，並依照研究方法及模型加以區分。 

 

第一節 理論模型 

 

Jorgenson et al. (1992) 使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法，模擬在維持二

氧化碳排放量與1990年相同的目標下，課徵碳稅對美國經濟體系的影響、

所頇之效率成本，以及因課徵碳稅造成相對價格改變而影響各階層家計部

門間福利的重分配效果；並以2020年為例，預測未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下

的無課稅與課稅間的差別。模型中考慮無限期的家計部門，且將家計部門

依財富水準等特徵分成共16128種型態；生產模型則假設有35種不同的商

品工業部門，且生產力成長(productivity growth) 為內生性，即會受投入

要素價格影響，Jorgenson et al. (1992) 先根據1947-1985年之歷史資料來建

構經濟體系背景，進而分別推估1990-2020年之間未課徵碳稅及有課徵碳

稅情況下的課稅成本、排放量、投資等變化。因為假設二氧化碳排放量與

燃料之燃燒量成比例，故總排放量可透過燃料生產來計算。研究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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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對每噸的碳課稅$17.65時可維持1990年之二氧化碳排放水準，因為碳

稅帶來的燃料價格上升會產生替代效果，將使能源消費比未課稅的情形減

少12%，且非能源投入要素的增加導致資本存量及生產量分別少了0.7%及

0.5%。另外，課徵碳稅對不同燃料會產生不同影響，其中煤的變化最大，

5課稅會使其價格上升40%、產出下降25%，價格需求彈性大。最後，

Jorgenson et al. (1992) 考慮碳稅的跨期效果，推估出每噸的碳稅金額將隨

年遞增，若同樣以2020年為例，則有課碳稅時的排放量會比基期水準 

(base-case) 少14%。 

Schob (1996) 使用理論模型觀察綠色稅制改革在何種情況下能達到

雙重紅利假說，6模型中假設有家計部門H個，消費N+2種私有財，其中N+1

種是乾淨財 (clean goods) ，不會產生外部性；剩下一種為污染財 (dirty 

good) ，會帶來負的外部性。外部性等於家計部門數乘上消費數量，且每

一種財貨的邊際效用皆為正，只有污染財產生之外部性的邊際效用為負。

Schob (1996) 認為，若乾淨財和污染財互為替代關係，則增加污染財的稅

率或是減少乾淨財的稅率皆可降低污染；若互為互補關係，則只有在本身

價格彈性大於交叉價格彈性時，才會因污染財本身價格上升所引發消費量

減少的程度大於互補財價格下降所引發消費量增加程度，而使污染降低。 

黃宗煌等 (1999、2001) 學者利用 TAIGEM 模型 (Taiwan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Dynamics) 預測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基線及溫室氣體

減量政策對二氧化碳氣體排放量及經濟的影響，以 CGE 模型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為基礎，再依台灣總體經濟、產業結構及能

源供需等特質加以修改，假設人口、技術及經濟成長率為外生變數，管制

基準年與減量基準年分別訂為 1990 年及 2000 年，減量時程則訂在 2020

                                                
5
因為煤的碳含量、排放率及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最大。 

6所謂雙重紅利假說即是認為課徵環境稅除了有助於改善環境，帶來第一重紅利之外；更可以將

環境稅收用來矯正現行扭曲性租稅的現象(降低工資稅稅率)，帶來失業率降低等第二重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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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研究中採取兩種情境模擬，模擬一為使能源密度下降率在 2000 年至

2020 年間由平均 0.6%，提高到 1.2%；模擬二則搭配模擬一之策略，自

2011 年貣對化石燃料能源課徵碳稅，使 CO2 排放量在 2020 年減至 2000

年的水準。結果認為在情境模擬一時，強迫能源效率提升可有效使 CO2

排放量從基線的 402 百萬公噸降至 282 百萬公噸，但無法達到 2020 年的

減量目標；而在情境模擬二下，若在 2011 年貣搭配課徵碳稅 67.5 美元 / 

噸，則可達到 2020 年目標，但相對地也對 GDP 有較大負面影響。此外，

黃宗煌等 (1999、2001) 亦模擬多種不同假設7下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趨

勢，以及為達目標需課徵的碳稅稅率及成本，不同的模擬結果皆得出碳稅

可有效降低排放量，惟不同情況下的稅率會對 GDP 帶來大小不一的損害。 

Jansen and Klaassen (2000) 利用三種不同的總體經濟模型，包括

HERMES (Harmonised European Research for Macrosectoral and Energy 

Systems) 、 8
GEM-E3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for Economy- 

Energy-Environment)
9及 E3ME

 
(Energy-Environment Economy Model for 

Europe)，10以一定數量之歐盟國家為研究對象，評估課徵能源稅對總體經

濟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響。三種模型均假設對能源密集產業減免，也同

樣假設會員國不得擅自調低稅率，因此課徵碳稅而增加之稅收可用來降低

雇主應支付的社會安全捐，進而達到稅額回收 (revenue recycle)，或是用

來補貼財政赤字。研究結果顯示，三種模型雖因涵蓋的範圍及些許假設不

                                                
7例如：2011 年貣 CO2 密集度零成長、採美國減量模式，自 2011 年貣至 2020 年，CO2 密集度

累積下降 18%等等。 
8 HERMES 是一種連鎖的計量模型 (Linked econometric models) ，以六個歐盟國家 (比利時、

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及英國) 為研究對象，模型中包含九個部門及八種能源產品，勞動

市場的名目工資則依失業率及生產力而定。 
9 GEM-E3 是一種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以 14 個歐盟國家 (奧地

利、比利時、丹麥、芬蘭、德國、希臘、愛爾蘭、義大利、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

國) 為研究對象，模型中包含 18 個部門及 4 種能源產品，勞動市場的實質工資率則依需求及相

對而言工資供給彈性較高的勞動供給曲線斜率而定。 
10 E3ME 是一種分部門的計量模型 (Econometric sectoral) ，以 11 個歐盟國家 (比利時、丹麥、

法國、德國、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牙、西班牙及英國) 為研究對象，模型中

包含 30 個部門及 11 種能源產品，實質工資率依失業率、物價和生產力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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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導致模擬預測下的影響程度略有差異，但整體而言皆認為若調高現行

稅制下的最低油類稅率，且以稅收用來降低社會安全捐時，勞動成本的降

低加上能源價格的上升，將促成雇主使用勞動力以替代能源，最後將使就

業率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及 GDP 上升。雖然 GDP 及就業率上升可

能會間接增加能源使用，但模擬預測認為，在相互抵銷之下二氧化碳排放

量仍會減少 0.5%~0.9%。此外，若增加之稅收用來補貼財政赤字，模擬結

果認為可能將對部分國家的 GDP 及就業產生負面影響，但相對而言也將

使二氧化碳排放量減量程度更為顯著。 

Bruvoll and Larsen (2002) 亦利用 MSG-6 模型（Multi- Sectoral 

Growth- version6）比較挪威在 1990 年至 1999 年間，課徵碳稅與否對三種

主要溫室氣體：二氧化碳 (CO2) 、甲烷 (Methane) 和氧化亞氮 (N2O) 之

排放量的影響，並以 1992 年作為基準年。MSG-6 為 Disaggregated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AGE 模型)的一種，模型考慮 60 種商品及 40 種生產部

門，主要能源使用為運輸用油、取暖用油和電力。模擬認為課徵碳稅對溫

室氣體排放量的減量效果不大，且對於能源密度、技術進步等改善亦不顯

著，溫室氣體排放量在 1990 年至 1999 年間在有課稅的情形下增加了

19%，未課稅則預測會增加 21.3%，課稅的減量效果只有約 2.3%；若只包

含國內的部門，則減量效果只有 1.5%。推測認為碳稅降低排放量的效果

不彰，是因為政府擔心課稅會大幅降低競爭力，稅制中皆給予能源密集產

業減免，故無法達到原本預期課徵碳稅可使這些產業縮減生產規模、降低

污染排放量的結果；但 Bruvoll and Larsen (2002) 也認為，若稅收用來降

低薪資稅率來取代模型中假設的定額移轉，或是模型中保留碳稅會帶來額

外技術進步的可能性，則碳稅帶來的排放量減量效果也許會較為顯著。 

楊子菡和蘇漢邦（2002）建立一個單國一般均衡模型，模擬評估碳

稅對污染減量的效果，並參考黃宗煌等 (1999) TAIGEM-D 模型之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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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基線預測，依複利公式計算出當對每噸二氧化碳排放量課以

NT$572 的碳稅時，將可達到二氧化碳每年減量 6.3664%的目標。另外在

稅收不變假設下，加以估算分析若將碳稅稅收拿來抵減銷售稅、企業所得

稅、個人所得稅、等比率降低整體租稅與定額退回五種方案，對二氧化碳

排放量減量效果的影響。結果發現這五種方案都會降低減量效果，其中又

以用來抵減企業所得稅時，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減量效果折損最大。導致此

結果的原因，楊子菡和蘇漢邦 (2002) 認為，係因企業所得稅的減免提高

企業稅後報酬，因而刺激投資增加，提高生產；再加上企業對個人的移轉，

也會提高個人所得與消費，致使能源相關產品使用量下降幅度有限，排放

量減量效果大為降低。 

魏 濤 遠 及 Glomsrod (2002) 利 用 CNAGE 模 型  (Chin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模擬分別對每噸二氧化碳排放量課徵5美元及10美元

時，對中國經濟及短、長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響，且研究中只對商業能

源消費引貣的二氧化碳排放課徵碳稅。模擬結果認為短期二氧化碳排放量

分別會下降8%及14%，長期則會下降2%及4%，顯示課徵碳稅短期效果很

大，長期則會趨緩。 

王禮茂 (2004) 也沿用魏濤遠及Glomsrod (2002) 的研究方法，進一步

模擬分別對每噸碳課徵碳稅稅率$30、$50、$100、$150及$200美元時，對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減量效果及對GDP的影響。研究認為若綜合考慮減量效

果及課徵碳稅造成的GDP損失率，則對每噸碳課徵$50美元時將最有效

率。且觀察最早開始課徵碳稅的北歐五國，發現他們的二氧化碳都仍持續

增加，推測主因為碳稅稅率太低，使減量效果不彰；但若稅率過高,對經

濟和社會的衝擊又太大，實施貣來難度較大。又考慮中國不甚完善的市場

經濟體制後，王禮茂 (2004) 認為中國實行碳稅有一定的難度,實施的效果

也很難保證，也研究認為中國透過改善農田管理、節能和造林，將比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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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有效的減量方法。 

梁啟源 (2005) 觀察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之變化趨勢，發現在1996

年~2003年間，排放量的年成長率為5.14%，排放密度也增加約8.1%，主

因是高污染的煤佔能源使用的比例升高，低污染的水力發電等能源使用卻

反而下降。為了改善這種現象，許多學者積極研討課徵碳稅的可行性，梁

啟源 (2005)也引用了瑞典的碳稅稅率11加以模擬台灣課徵碳稅的效果，結

果認為我國各種能源價格比明顯改變，亦即各種能源之價格相對煤價將顯

著降低。12在價格機制促使低碳能源取代高碳能源之下，若採分年累進從

價課徵碳稅，預估整體的CO2排放共減少25.31%。 

Ishikawa and Kuroda (2007) 則使用簡單獨占模型判斷在開放經濟體

系下，課徵污染排放稅對污染減量的效果，其假設有兩個分開的市場—國

內市場及國外市場，獨占廠商對兩個市場皆提供財貨，但只在其中一個市

場生產。Ishikawa and Kuroda (2007) 認為，在開放經濟體系下，邊際成本

的不固定會使廠商行為因課徵污染稅而改變，亦即若國內市場課徵污染

稅，廠商會遷移到國外市場去生產；然而污染亦會產生跨國界的負外部

性，故認為課徵污染稅對於環境的改善並沒有效率，即課徵污染稅只會使

污染在國與國之間移轉，全球排放量仍不會減少。 

 

第二節計量經濟與數理規劃模型 

 

亦有些學者運用數理規劃模型或計量經濟模型進行相關研究研究。如

Hoeller and Wallin (1991) 觀察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於 1990

                                                
11 瑞典碳稅稅率為 2.2 美元/公噸。  
12煤：高級汽油：高級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氣：天然氣：電力將從 1：4.25：2.68：0.84：

1.58：1.63：4.29，轉變成 1：3.0：2.0：0.83：1.26：1.2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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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發佈的 OECD 國家之排放價格13及二氧化碳排放密度14等相關資料，結

果發現這兩者間有著明顯的反比關係；故 Hoeller and Wallin (1991) 認為，

若藉由課徵碳稅以使排放價格上升，當可有效降低排放密度。假設對每噸

碳排放課徵$100 的碳稅，研究結果認為將使一桶原油的世界市場價格上

升＄12，且在相同稅制下，將使每公噸煤的進口價格從 1988 年的＄44 上

升到＄104，瓦斯價格則會比 1988 年時上升 60％；若對全部的 OECD 國

家皆採用此稅制，整體而言長期將會降低 25%的排放量。觀察個別國家則

可發現，對於排放價格極低的美國而言，每噸碳排放價格會從 1988 年的

＄207 上升到＄307，長期排放密度會降低 34%；對德國、英國等排放價

格中等的國家，排放密度則約下降 22%；對於瑞典和瑞士等原本排放價格

高、排放密度也較低的國家的排放密度則約為下降 15%，顯示提高排放量

價格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做法，對於排放密度越高、排放價格越低的

國家效果越顯著。另一方面，Hoeller and Wallin (1991) 發現煤的排放價格

與排放密度之相關性很薄弱，隱含煤的市場具有嚴重扭曲現象；結果發現

以 1988 年各國稅制為基礎，除了瑞典跟瑞士以外，其他國家都沒有對燃

燒煤所產生的碳排放課稅，甚至有些國家還給予補助。故 Cnossen and 

Vollebergh (1992) 在深入探討 Hoeller and Wallin (1991) 的研究文獻後，提

出理想的碳稅稅制應以二氧化碳排放量為課稅標的，而非以能源項目作為

標的，才可避免使用者使用價格較低但污染程度卻較嚴重的燃料而降低課

稅帶來的減量效果，或是對不同排放強度的燃料訂定不同的排放價格，以

誘使消費者使用較環保的燃料。最後，應該每個國家都要課徵碳稅，否則

只會產生移轉及替代效果，無法真正減少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Nordhaus (1991) 建構一個包含溫室氣體與經濟體互動關係的「動態

                                                
13排放價格等於產生每噸排放量的燃料平均價格。 
14
二氧化碳排放密度等於平均每單位 GDP 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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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氣候經濟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 Economy, DICE），其涵

蓋經濟、排放量、氣候改變、總合降低排放量之成本實證證據及暖化帶來

的損害等要素，來評估減低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帶來之成本效益。

Nordhaus (1991) 採用的分析資料以1991年的美國資料為主，再向外推及

其他國家，研究結果指出若二氧化碳倍增，地球溫度會上升3度，且會使

美國經濟產出下降0.25%，而全球產出則會下降1%~2%。Nordhaus (1991)

更進一步假設全球暖化對總產出的影響為中等損害函數 (medium damage 

function)，15且折現率高於經濟成長率1%，16此時應對每公噸的碳排放課

徵$7.3美元的碳稅，方能達到效率水準。在此一效率水準下，溫室氣體總

排放量將下降11%，17然而每年降低排放量的總成本為30億美元，環境改

善的效益則高達60億美元。另外，若假設全球暖化對總產出的影響為一低

損害函數 (low damage function)，則預測每噸碳排放的邊際損害約為

$1.83，所以Nordhaus (1991) 認為溫室效應造成的損害不大，不需減量太

多；而當假設為高損害函數時 (high damage function) ，則應減少1/3的溫

室氣體才能達到效率水準。 

Peck and Teisberg (1992) 運用「碳稅排放軌跡評估模型」（Carbon 

Emission Trajectory Assessment, CETA），分析在維持 1990 年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 70% - 80%為目標時的最適碳稅水準，模型中的固定替代彈性生產

函數包含勞動、資本和能源等生產要素，且能源成本、消費、投資和環境

損害成本也都放入模型中。研究結果認為若沒有實施任何排放量控制政

策，2200 年的氣溫將比 1990 年高 8℃，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為 500 億噸，

相當於 1990 年全球排放率的 10 倍；且研究發現最適碳稅稅率會隨時間而

                                                
15低、中、高損害函數分別假設經濟成本為總產出的 0.25%、1%及 2%，亦即全球暖化會使總產

出分別減少 0.25%、1%及 2%。 
16 採用低、中損害函數時皆假設折現率高於經濟成長率 1%，採用高損害成本時則假設折現率

與經濟成長率相等。 
17其中包含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 2%，氟氯碳化物(CFCs)排放量減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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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其程度則與二氧化碳影響環境的損害函數型態有關。若將損害函數

型態分成氣溫的線性損害函數和遞增型三次式損害函數時，則在線性損害

函數之假設下，最適碳稅維持在極低水準，最適碳稅軌跡將逐年穩定成

長，直到 2200 年時每噸排放量也只要課徵 35 美元的碳稅即可有效達成減

量目標；但若損害函數為遞增型的三次式時，則最適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又

會更低，故最適碳稅軌跡初期將呈現穩定成長，但之後便會急遽上升，到

了 2100 年時即達到高峰，因此每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需課徵 208.5 美元

的碳稅才足夠，故初期應積極課徵較高的碳稅稅率以提前控制二氧化碳排

放量。 

而 Sterner (2007) 則整合多篇研究燃料價格需求彈性大小的文獻，發現

燃料價格需求彈性在長期約為-0.6～-0.8，短期約為-0.2～-0.3，燃料所得需

求彈性在長期則約為 1.1～1.3，短期約為 0.35～0.55；且從統計數據比較，

可看出汽油價格越低的國家，每單位資本的汽油消費量明顯大於汽油價格

高的歐洲國家。故 Sterner (2007) 假設價格彈性為-0.8，觀察 OECD 國家及

其他國家統一使用最高燃料稅稅率18及最低稅率19之下，汽油使用量與目前

使用量的差別，結果發現若美國使用最高稅率，預期可減量 57%的汽油使

用量；歐洲國家若使用最低稅率，預期將增量 116%的汽油使用量；而 OECD

國家若使用最低稅率，汽油使用量會較使用最高稅率時高出 133%。研究顯

示汽油價格的高低與需求量確實具有明顯反比現象，故 Sterner (2007) 認為

「燃料稅」的課徵及其稅率的訂定在降低燃料使用、二氧化碳排放量、環

境保護上皆扮演極為重大的角色，或許此類綠色租稅改革在短期帶來的影

響看似不明顯，但長期而言則將是一個必要且有用的政策。 

 

                                                
18參考義大利、英國及荷蘭的燃料稅稅率。 
19參考美國的燃料稅稅率。 



14 

 

第三節 其他總體經濟模型 

 

除了理論模型及計量經濟模型以外，亦有些學者利用產業關聯等總體

經濟模型來探討環境稅之影響，其中如 Symons et al. (1994) 模擬英國課徵

碳稅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影響家計部門經濟行為的效果。此研究的

特點在於其所建構的碳稅稅制並非直接針對排放量或燃料課徵，而是間接

地以消費商品為課稅標的，而其有效間接稅率係依照二氧化碳密度等因素

來訂定。文獻中先使用一個進出口結構來評定課徵燃料稅對消費產品價格

的可能影響，並假設燃料這個生產要素沒有替代品；再利用 Simulation 

Program for Indirect Taxation (SPIT)
20來預測價格改變對消費者需求的影

響；一旦知道消費者需求的改變情形後，即可預測石油使用量及二氧化碳

排放量的變動程度。在不考慮公平及政府收入運用的情況下，模擬顯示若

對每噸的碳排放課徵￡240.5 時，即可使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 20%，且此

間接稅制可增加 47%的政府收入；但研究中又發現以上所述之稅制會對低

所得的家計部門帶來極為不公平的所得重分配。故以增加的稅收對低所得

家計部門作高額補貼的配套措施以解決課稅帶來的不公平現象，此時的稅

制需要對每噸的碳排放課徵約￡444.0 才可降低 2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但亦可使社會福利不會因課徵碳稅而受到極大損害。 

Miller (1996) 探討能源稅對緩和環境改變的效果，並觀察已實施碳稅

之北歐五國的碳稅政策，與其他國家未能成功實行碳稅的原因；認為若單

純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為目標來制定一個純碳稅稅制，則稅率應使每增

加一噸二氧化碳排放量時所帶來的邊際損害成本與邊際效益相等，如此的

碳稅將能有效鼓勵更有效率的能源使用；此外，各種燃料之間相對價格的

改變，亦將促使消費者減少消費煤和石油，轉而消費較低污染的天然氣。

                                                
20此模型於 Baker et al. (1990) 中有詳細說明。 



15 

 

但 Miller (1996) 發現尚未有任何一個國家將此準則納入其制定環境稅稅

制中；因此，課稅比重普遍太小以致於無法確實達到價格效果以降低排放

量。最終通過的碳稅稅制提案亦皆非純粹的碳稅，而是綜合考慮財政、經

濟、政治、社會、環境等因素所作之決策；例如已開始實施碳稅的北歐五

國，即可發現他們都為了避免降低競爭力，而對特定的部門或產業給予租

稅減免或是較低的稅率。但 Miller (1996) 仍認為課徵碳稅將會影響投資

決策，進而影響長期的二氧化碳排放趨勢，且若稅收可用來獎勵生產者使

用更有效率的機器設備，對降低未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效果將更為顯著。

另一方面，Miller 也歸納其他國家失敗的原因，普遍皆因過度擔心課徵碳

稅會影響國家產業競爭力，故 Miller 亦極力倡導世界各國應加快腳步，統

一課徵碳稅或是尋求合作，即可避免單一國家實施碳稅造成的競爭力下降

或排放量移轉，達到降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之目標。 

Larsen and Nesbakken (1997) 以從 1990 年貣開徵碳稅的挪威作為觀察

對象，模擬其在 1987-1994 年間若未開徵碳稅下的能源消費及二氧化碳排

放量，與實際已發生有課稅的情況作比較。由於影響每個部門能源消費的

因素都不盡相同，故 Larsen and Nesbakken (1997) 運用部分均衡經濟模型

來對每個不同的部門個別分析，且將重點放在屬於穩定來源 (stationary 

sources) 的燃料油、製造業、服務業和家計部門產生的排放，和屬於變動

來源 (mobile source) 的家計部門運輸工具排放；交通運輸部門、石油部

門則因沒有適當模型去分析課稅效果，而沒有被包含在分析中。研究發現

自課稅以來，穩定來源 (stationary sources) 的排放量佔總排放量約 40%，

其中來自於家計部門的排放量從 1987 年的 6%
21下降至 1993 年的 3%，來

自於生產部門的排放量從 1987 年的 40%
22下降至 1993 年的 20% ，此顯

                                                
21穩定來源 (stationary sources) 的 6%。 

22
穩定來源 (stationary sources) 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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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課徵碳稅確實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Larsen and Nesbakken (1997) 又

將每一年的數據透過標準化，獨立出石油價格改變帶來的影響，預測若未

課稅時應有的能源價格，比較課稅與否對能源價格及需求的影響，預測下

認為若 1987-1994 年間都沒有實施碳稅，石油價格將便宜 10%-15%，石油

消費亦隨之增加 21%。而這其中對造紙部門影響最大，其石油消費將增加

約 14%，對中間財貨的影響為 11%、政府部門 10%、家計部門運輸工具

的排放量將增加 2%~3%，而在其他難以用其他生產要素取代石油的部

門，課稅與否則沒有帶來很大影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課徵碳稅以來，

不包含石油部門的穩定來源 (stationary sources) 排放量雖然降低，石油部

門的排放量卻大幅增加，石油產品價格上升幅度也遠高於消費者物價指數

的變動，顯示挪威的碳稅稅制對降低石油部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效果並不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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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章小結 

 

表2-1 環境稅對污染減量效果之相關文獻整理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Nordhaus 

(1991) 

建構模型（DICE）評

估減低溫室氣體排放

的政策帶來之成本效

益。 

假設全球暖化會使全球總產出減少

0.25%、1%及2%，推估當對每噸碳排

放分別課以＄1.83、$7.3及＄66，得使

溫室氣體減量至效率水準。 

Hoeller and 

Wallin 

(1991) 

模擬課徵碳稅以提高

排放價格、降低排放

密度後，各國的環境

改善狀況。 

課徵相同稅率水準時，原始排放價格

越低的國家減量效果越顯著，若每噸

碳課稅＄100，將使各國排放密度較

1988年時降低15% - 34%不等。 

Peck and 

Teisberg 

(1992) 

分析在維持1990 年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70%-80%為目標時的

最適碳稅水準。 

假設損害函數型態為氣溫的線性損害

函數或遞增型三次式損害函數， 2200

年時每噸碳排放應分別課徵＄35或＄

208.5的碳稅以達減量目標。 

Jorgenson 

et al. 

(1992) 

維持 1990 年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預測課

徵碳稅對美國經濟、 

福利等影響；及 2020

年課稅與否下二氧化

碳排放量的差別。 

對每噸的碳課稅$17.65可維持1990年

之二氧化碳排放水準，能源消費將比

未課稅的情形減少12%。其中煤的變

化最大。若同樣以2020年為例，則有

課碳稅時的排放量會比基期水準 

(base-case) 少14%。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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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續) 

Symons et 

al. (1994) 

模擬英國課徵碳稅以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及影響家計部門

經濟行為的效果。 

對每噸碳排放課徵￡240.5時，即可使

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20%；若需補貼

課稅而產生的負面福利重分配效果，

則將需提高稅率。 

Schob 

(1996) 

利用理論模型觀察綠

色稅制改革在何種情

況下能達到雙重紅利

假說。 

若乾淨財和污染財互相替代，則增加

污染財稅率或減少乾淨財稅率皆可降

低污染；若為互補，則本身價格彈性

需大於交叉價格彈性才可。 

Miller  

(1996) 

探討能源稅對緩和環

境改變的效果，並觀

察北歐五國的碳稅政

策。 

發現各國都為了避免降低競爭力，而

對特定的部門或產業給予租稅減免，

以致於無法確實達到價格效果以降低

排放量。 

Larsen and 

Nesbakken 

(1997) 

比較挪威在1987-94

年間開徵碳稅與否下

的能源消費及二氧化

碳排放量。 

若未課徵碳稅，石油價格將便宜

10-15%，石油消費增加21%。且課稅

使家計及生產部門的排放量下降，但

石油部門排放量仍大幅增加。 

黃宗煌等

(1999、

2001) 

預測台灣的二氧化碳

排放基線及環境政策

對二氧化碳氣體排放

量與經濟的影響。 

強迫能源效率提升可有效降低二氧化

碳排放量，但還需在2011年貣搭配課

徵碳稅67.5美元/噸，才可達到2020年

的排放目標，但相對地也對GDP有較

大負面影響。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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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續) 

Jansen and 

Klaassen 

(2000) 

利用三種模型評估課

徵能源稅或調高現行

油類稅率，對總體經

濟及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影響。 

若將稅收用來降低社會安全捐，將使

就業率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及

GDP上升。若用來補貼財政赤字，則

不利於GDP及就業，但二氧化碳排放

量減量程度更為顯著。 

Bruvoll 

and Larsen 

(2002) 

比較挪威在1990-99

年間，課徵碳稅與否

對三種主要溫室氣體

之排放量的影響。 

課徵碳稅對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減量效

果不大，技術進步等改善亦不顯著。

但若假設稅收是用來降低薪資稅率，

則減量效果也許會較為顯著。 

楊子菡與

蘇漢邦

(2002) 

建立一個單國一般均

衡模型模擬評估碳稅

對污染減量的效果及

最適稅率。 

對每噸碳排放量課NT$572的碳稅， 

可達到每年減量6.37%的目標。而若將

碳稅稅收用來抵減企業所得稅，則課

徵碳稅的減量效果折損最大。 

魏濤遠及

Glomsrod 

(2002) 

模擬每噸碳排放課徵

5及10美元時，對中國

經濟及短、長期碳排

放量的影響。 

模擬認為課徵碳稅短期效果很大，分

別會下降8%及14%，長期則只會下降

2%及4%，顯示課徵碳稅短期效果很

大，但長期而言則會趨緩。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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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續) 

王禮茂 

(2004) 

模擬當每噸碳課徵不

同碳稅稅率時，二氧化

碳排放量的減量效果

及對GDP的影響。 

考慮減量效果及課徵碳稅造成的GDP

損失率，則對每噸碳課徵$50美元時將

最佳。且認為北歐五國的碳稅稅率太

低以致減量效果不彰。 

梁啟源 

(2005) 

觀察台灣1996~ 

2003年間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並引用瑞典

碳稅稅率模擬台灣課

徵碳稅的效果。 

若台灣採用瑞典碳稅稅率，各種能源

價格相對煤價將顯著降低。在價格機

制促使低碳能源取代高碳能源下，若

採分年累進從價課徵碳稅，預估整體

CO2排放將減少25.31%。 

Ishikawa 

and 

Kuroda 

(2007) 

判斷開放經濟體系下

課徵污染排放稅對污

染減量的效果。 

廠商雖會因課徵污染稅而改變生產

地，但污染具跨國界的負外部性，故

認為全球排放量不會減少。 

Sterner  

(2007) 

假設價格彈性為-0.8 

，觀察OECD等國家

使用最高及最低的燃

料稅稅率時，汽油使

用量的變化。 

若美國使用最高稅率，預期汽油使用

量將減量57%；歐洲國家及OECD國家

若使用最低稅率，汽油使用量則預期

將較使用最高稅率時分別增量116%

高出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