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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模型設定 

 

本章將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設計，首先介紹研究方法，包括傳統最小平

方法以及適用於 Panel data 之固定效果模型與隨機效果模型，並詳述各模

型之間的差異以及判定其適用性之檢定方法；接下來則建立出本研究之研

究架構，包括樣本選取、各研究變數之定義說明以及資料來源。 

 

第一節 結合橫斷面與時間資料的迴歸模型 

 

依據研究資料的型態不同，分析方法可分為橫斷面分析  (cross- 

section analysis) 與時間序列分析 (time Series analysis)，並以傳統之最小

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 最為廣泛使用。 

一般傳統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 之迴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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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表示第 i個國家， i =1, 2,…, N；t 表示第 t 年，t=1, 2,…, T； 

itY ：表示第 i個國家在第 t 年的應變數數值； 

 ：表示模型中之截距項，每個樣本的截距項皆相同； 

k  ：表示第 k 個解釋變數的迴歸係數； 

kitX ：表示第 i 個國家在第 t 期的第 k 個解釋變數之值； 

it ：表示誤差項，且 it ~ iid(0, 2

 ) 

 

然而當資料結構同時包含橫斷面與時間序列的特性時，若使用傳統的

最小平方法進行分析，將由於其假設所有樣本皆有相同截距，而忽視樣本

間存在的差異性，使估計結果產生偏誤；故此時應採用 Panel Data 模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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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此種分析法因結合了橫斷面與時間序列的資訊，將可控制橫斷面

上經濟個體的異質性，也可解決時間序列資料常因時間太短等因素產生之

自由度不足及共線性問題，有效降低應變數遺漏導致的模型設定偏誤，使

分析結果更為正確及效率。(Hsiao, 1986) 

Panel Data Model 之基本迴歸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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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表示第 i個國家， i =1, 2,…, N；t 表示第 t 年，t=1, 2,…, T； 

itY ：表示第 i個國家在第 t 年的應變數數值； 

i  ：表示第 i 個國家各自的截距項，可表現出個體間的差異性； 

k  ：表示第 k 個解釋變數的迴歸係數； 

kitX ：表示第 i 個國家在第 t 期的第 k 個解釋變數之值； 

it ：表示誤差項，且 it ~iid (0, 2

 )； 

 

由 (4-1) 與 (4-2) 式可知，panel data 模型與最小平方法模型之間最

大的差異即在於對截距項的假設不同。Panel data 模型允許樣本個體間擁

有各自不同的截距項，以表現個體間之差異性；此外依照截距項之特性假

設不同，又可區分為固定效果模型 (fixed-effect Model) 及隨機效果模型 

(random-effect Model)。一般而言，固定效果模型假設研究只對所擁有之

資料個體作推論，而隨機效果模型則將所擁有之資料個體視為取自一個更

大母體的隨機樣本。分別介紹如下： 

 

壹、 固定效果模型 (Fixed-Effect Model) 

固定效果區分為兩類，一類為「區域特定固定效果」(region- specific 

fixed effect)，表示在控制其他解釋變數之下，各個區域會因其區域本身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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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區域特性，而對區域內歷年的被解釋變數造成長期的固定影響，此一

影響不隨年別而異；另一類則為「時間特定固定效果」 (time-specific fixed 

effect)，表示在控制其他解釋變數之下，將因第 t 年所具有的特性，而對

當年各區域的被解釋變數造成短期的固定影響，此影響不隨區域而異。 

故固定效果模型又稱為最小平方虛擬變數模型 (Least Square Dummy 

Variable Model, LSDV)，模型中以加入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 的方

式將「區域特定固定效果」或「時間特定固定效果」呈現於截距項上，若

僅單獨考慮兩種固定效果之一稱為一元固定效果模型  (one-way fixed 

effect model)；若兩者皆考慮則稱為二元固定效模型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一、 一元固定效果模型 (One-Way Fixed Effe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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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式以區域特定固定效果為例，故截距項為可表現各國家區域特

性之區域特定常數項 (region-specific constant term)，不隨時間變動； jtD 即

為虛擬變數，若 i=j，則 jtD =1；若 i≠j，則 jtD =0。 

 

二、 二元固定效果模型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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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固定效果皆考慮時，迴歸式中之截距項將分為三種： 

1. 0 為一般固定之截距項 

2. 


N

j

jti D
1

 為區域特定常數項，其中 jtD 虛擬變數，若 i=j，則 jtD =1；

若 i≠j，則 jt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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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T

r

rit E 為時間特定常數項 (time-specific constant term)，其中 riE

為虛擬變數，若 r=t，則 riE =1；若 r≠t，則 riE =0。 

 

貳、 隨機效果模型 (Random-Effect Model) 

    隨機效果模型又稱為誤差成分模型 (Error Component Model)，此模型

於表現區域特定效果與時間效果的方式與固定效果模型相同，皆呈現於迴

歸式的截距項上；惟此模型較著重於母體整體的關係，而非個別個體間的

差異，其將觀察資料中的個體視為隨機取樣於一個相似性極高的母體，亦

即假設個體之間的差異性為隨機產生。設定如下： 

一、 一元隨機效果模型 (One-Way Random Effe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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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4-5) 式亦以區域特定隨機效果為例，截距項中之 表示母體平均截

距的固定未知參數， i 為個體間差異之無法觀察到的隨機誤差。 

 

二、 二元隨機效果模型 (Two-Way Random Effe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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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4-6) 式則為同時觀察區域特定效果與時間效果之模型，故較 (4-5) 

式增加時間隨機效果 t ，且式中之 i 個體間及時間差異之無法觀察到的隨

機誤差。 

參、模型檢測方法 

關於判定資料型態較適用傳統的最小平方法、固定效果模型或是隨機

效果模型分析，可透過 Lagrange Multiplier Test (LM Test) 以及 Hau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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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加以檢測，分述如下： 

一、  LM Test：為Breusch and Pagan (1980) 所提出之檢定，可判斷資 料

型態適用最小平方法還是隨機效果模型。 

LM Test之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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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表示國家數，T 為年數， ite 則為最小平方法之殘差值。 

虛無假設 H0： 022    ；Nt=0。即截距項不具隨機性。 

對立假設 H1： 02  ；Nt=0。即截距項具隨機性。 

 

當 LM Test 的統計檢定值大於自由度為一的卡方檢定值，則應拒絕虛

無假設，亦即表示資料型態使用隨機效果模型優於最小平方法。由於在

LM test 中，適用固定效果模型的資料型態亦會顯示相同結果，故此模型

亦可視為判定資料型態適用傳統最小平方法或是 Panel data 模型之檢定，

且尚頇輔以 Hausman Test 方可確定資料型態適用 panel data 模型中的固定

效果模型抑或隨機效果模型。 

 

二、 Hausman Test：為 Hausman (1978) 所提出之檢定，可檢測資料型態

適用固定效果模型或隨機效果模型。 

Hausman Test 之檢定統計量為： 

      )(~ˆˆˆˆ 21'

kH randomfixrandomfixrandomfix  


    (4-8) 

其中， 

fix̂ 、
random̂ ：固定效果模型、隨機效果模型下之估計式； 

    f i x 、 random ：固定效果模型、隨機效果模型的共變異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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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無假設H0：   0,  iti  ，即解釋變數與截距項之誤差項無關 

對立假設 H1：   0,  iti  ，即解釋變數與截距之誤差項有關。 

 

當Hausman Test的統計檢定值大於自由度為解釋變數個數下的卡方

檢定值時，應拒絕虛無假設，亦即表示資料型態應使用固定效果模型較為

適切，反之則表示應使用隨機效果模型。 

 

第二節  實證模型設定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係以實證方法探討綠色稅制對環境改善的真實效

果，故以實施綠色稅制的先驅者—歐洲聯盟（簡稱歐盟，European Union -- 

EU）15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惟盧森堡之統計資料較為欠缺不完整，故

將之排除於研究樣本之外；此外，挪威雖不屬於歐盟的會員國之一，但其

綠色稅制改革亦行之有年，極具參考價值，特將之列入觀察對象中，故本

研究之研究對象包含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

愛爾蘭、義大利、挪威、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及英國共十五個國

家；且考慮各筆資料之可獲得年限後，本研究之研究範圍涵蓋期間為1995

年至2005年，共計165筆觀察資料，資料型態為結合時間序列資料

（time-series data）與橫斷面資料（cross-section data）的panel data。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分別以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作

為被解釋變數，能源稅等與二氧化碳排放相關的環境稅收為主要解釋變

數；且參考眾多文獻後，歸納出其他可能會影響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

的變數，包括能源密度、能源價格、發電結構及產業結構之相關變數，最

後加入時間趨勢變數 (T) 以觀察在研究期間是否存在時間趨勢，建構一

完整模型加以研究。由於研究之國家並非抽樣取得，故推估應適用固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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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模型，並將於其後透過檢定加以確立此推論；於此初步設定本研究之實

證模型，模型中除了本節前述之各解釋變數以外，為觀察因各個國家所特

有之區域特性，加入區域特定固定效果 i ，設定以下兩個模型： 

模型一： ititititititiit TSTRUEPOPINTTAXGHG   654321

模型二： ititititititiit TSTRUEPOPINTTAXCO   6543212  

 

其中， i  代表國家， i =﹛奧地利, 比利時, 丹麥, 芬蘭, 法國, 德國, 希

臘, 愛爾蘭, 義大利, 挪威, 荷蘭, 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英國﹜； 

t 代表時間，t=﹛1995, 1996,…, 2005﹜ 

GHG：每人溫室氣體排放量 

CO2：每人二氧化碳排放量 

TAX：能源相關環境稅 

P：能源價格 

EPO：發電結構 

STRU：產業結構 

T：時間變數 

 

最後詳細說明各變數如下，並將本研究之變數資料整理如表4-1。 

壹、 污染排放量 (GHG、CO2) 

由本研究前述章節可知，日益嚴重的全球暖化現象主要係歸因於溫室

氣體的過度排放；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佔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80%以

上，因此文獻上如在模擬研究綠色稅制對環境改善的效果時，亦多以溫室

氣體排放量 (如Nordhaus, 1991；Bruvoll and Larsen, 2002) 或二氧化碳排

放量 (如Peck and Teisberg, 1992；Symons et al., 1994；Larsen and Nesbakken, 

1997) 作為觀察對象。此外，由於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係為燃料的使

用，文獻上亦發現以石油使用量作為觀察指標 (Sterner, 2007)，或是間接

地透過燃料生產量來推估二氧化碳排放量者。(Jorgenson et a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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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世界各國對於溫室氣體或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變化趨勢極為重

視，OECD、Eurostat、World Bank等國際組織亦針對整體或各部門污染排

放量等備有完善之統計資料，為得到歐盟14國以及挪威在這11年間更為精

確且全面性的污染排放量變動趨勢，本研究採用Eurostat公佈的各國溫室

氣體及二氧化碳氣體總排放量統計資料， 41以及World Bank之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line (WDI) 資料庫所發佈之各國總人口數統計

資料後，所得到的每人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每人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別作

為本研究模型一以及模型二之被解釋變數。本研究亦曾嘗詴以二氧化碳以

外之溫室氣體作為被解釋變數，觀察各變數對二氧化碳以外之溫室氣體是

否亦有影響，但在檢測模型正確性時，發現檢定並未通過，顯示模型設定

有問題，故最終仍未納入研究探討範圍。 

 

貳、 能源相關之環境稅 (Tax) 

綠色稅制改革即是希望能藉由對帶來負面外部性之標的物課徵直接

稅或間接稅，以提高使用成本的方式有效降低使用量；世界各國學者探討

綠色稅制改革對溫室氣體或二氧化碳排放量之減量效果時，則大多以針對

二氧化碳排放課徵之碳稅 (Hoeller and Wallin, 1991；Jorgenson et al., 

1992；Peck and Teisberg., 1992) 、針對各種溫氣體放課徵之污染排放稅 

(Ishikawa and Kuroda, 2007) 或是對燃料使用課徵之燃料稅及能源稅 

(Miller, 1996；Jansen et al., 2000) 等相關稅目的課徵與否及稅率之高低，

進行模擬研究溫室氣體或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改變。除此之外，Symons et al. 

(1994) 及 Schob (1996) 則是以針對燃料相關之消費財貨課徵之間接稅作

為模擬觀察對象。 

                                                
41 Eurostat 所發佈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資料，係依照各種溫室氣體對環境損害的程度不同，

將各種溫室氣體排放量加權轉換為二氧化碳當量 (CO2 equivalent)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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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以課稅方式達到溫室氣體或二氧化碳排放量減量之目的，最直接的

方式即為直接對二氧化碳排放課徵碳稅 (Carbon Tax)，然而實際上真正直

接課徵碳稅的國家並不多；本研究之觀察樣本中，芬蘭、瑞典及挪威等國

家早在1990年代初期即開徵碳稅，其餘大部分國家亦在1990年代末期陸續

跟進，但資料上仍顯不足，且若單以碳稅作為評斷課稅對污染排放量之減

量效果亦恐稍嫌狹隘；故本研究乃自EEA所區分環境稅之三大類別42中，

選取其中的能源稅類別作為此次研究之標的，舉凡碳稅、能源稅、燃料稅、

硫稅等與空氣污染或能源使用有關之稅目，皆涵蓋於能源稅類別的範圍

內。 

    最後，本研究選擇 Eurostat 所發佈之能源稅類別稅收佔總稅收之比例

的統計資料，作為本研究中最重要解釋變數之依據。由於各國之經濟狀況

等因素差異，每一單位貨幣對於各國之價值認定不可概一而論，即同樣課

徵一元的能源相關稅，對不同國家應會產生不同之污染減量效果，故認為

以能源稅類別稅收佔總稅收之比例作為依據，將較能源稅類別的稅收金額

更能觀察課稅輕重對溫室氣體或污染排放量的減量效果，並且得以排除人

口數及各個國家之整體稅制等外生變數帶來之稅收總額上的差異。此外在

研究過程中，亦曾嘗詴將交通運輸稅類別之環境稅亦納入實證模型中，作

為影響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量之解釋變數之一，但實證結果發現並不

理想，顯示大多以車輛為稅基的交通運輸稅類別的課徵與污染排放量變動

的相關性並不明顯，故乃未將之納入。 

課稅所帶來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減量效果眾說紛紜，大部分的模擬

研究對於綠色稅制改革抱持樂觀態度，認為課徵碳稅、能源稅等相關稅收

應可帶來程度不一的污染減量效果 (Jorgenson et al., 1992； Peck and 

                                                
42 EEA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歐盟環境署) 依照操作領域 (field of operation)，將環境

稅區分為能源稅類別 (Energy)、交通運輸稅類別 (Transport) 和污染及資源稅類別 (Pollution 

an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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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sberg, 1992；Jansen and Klaassen, 2000)；但魏濤遠及 Glomsrod  (2002) 

則認為課徵碳稅只有在短期可帶來顯著污染減量效果，長期則將趨緩；亦

有學者持反對意見，認為現今各國之綠色稅制改革中，皆給予能源密集產

業相當程度之減免優惠，或將徵收之稅收予以回饋補貼，故綠色稅改革之

效果並不彰 (Miller, 1996；Bruvoll and Larsen, 2002)；有的則認為能源的

需求彈性小，故課稅並無法影響人類行為，污染排放量亦不會因此減少。

(Larsen and Nesbakken, 1997；Sterner, 2007) 總而言之，學術文獻探討課稅

方法是否降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效果其實是不一致的。 

 

參、 能源密度 (INT) 

OECD (2005) 曾於報告中明確指出能源使用效率與污染排放量有絕

對關係，呼籲各國家應以提昇能源使用效率為目標；而能源使用效率通常

以每創造出一單位的經濟產出所必需使用的能源數量作為衡量標準，亦即

若能源使用越有效率，廠商等能源使用者便可在耗費較少的能源數量、排

放較少的二氧化碳等污染排放量的情況下，得到相同數量的經濟產出，通

常亦稱之為能源密度 (energy intensity)，故本研究乃採用Eurostat發佈之能

源密度統計資料為依據。 

黃宗煌等  (1999、2001) 亦曾利用TAIGEM模型  (Taiwan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Dynamics) 模擬研究，認為若使能源密度下降率提高兩

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可隨之下降至原先預期之排放量的七成。眾多文獻

利用各種研究方法進行二氧化碳排放變動分解研究時，亦常將能源密度納

入影響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重要因素中 (Schipper, et al., 2001；張四立與施欣

錦, 2000；陳家榮與陳彥尹, 2002)。當創造一單位經濟產出時所耗費之能源

越多，代表二氧化碳等污染排放量越多，故能源密度無論與溫室氣體排放

量或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皆必定成正相關，實證研究預期符號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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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能源價格 (P) 

以傳統經濟理論的角度認為財貨的價格上升將使財貨的需求量下

降，Jorgenson et al. (1992) 研究即認為燃料價格上升會產生替代效果使燃

料需求量減少，進而促使污染排放量減少；Sterner (2007) 則研究認為燃

料的價格需求彈性短期很小，只有約-0.2 至-0.3，故短期內價格的變動並

無法促使燃料使用減少，惟長期的價格需求彈性將上升為-0.6 至-0.8 之

間，此時燃料價格上升可降低燃料需求量。而 Larsen and Nesbakken (1997) 

則研究顯示挪威在 1992 年至 1997 年間之石油價格雖大幅上升，且遠高於

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變動，但石油部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卻仍大幅增加，顯

示價格上升抑制排放量的效果並不顯著。 

    惟需注意的是，許多文獻依循經濟理論，推估認為課徵能源稅等環境

稅收為能源價格上升的重要因素；然事實上自1970年代以來的三次石油危

機，以及近年來之世界油價飆漲，皆可發現石油的價格上升主因實為供不

應求，如伊拉克戰爭、美伊戰事等政治因素或是天災等事件的發生尚為影

響石油價格之原因 (Meyer, 2002；廖惠珠, 2005)；而本研究做相關性檢測

時亦發現能源價格與能源相關稅收之間的關係頗低，故乃將能源價格列為

本研究之解釋變數之一，惟囿於資料的完整性，最後以Global Market 

Information Database資料庫所發佈之柴油價格作為觀察指標。 

 

伍、 發電結構 (EPO) 

Lin and Chang (1996)、楊任徵 (1999)、張四立等 (2000) 和 Schipper, et 

al. (2001) 於進行二氧化碳排放之因素分解研究時，皆將發電結構或能源

配比作為二氧化碳排放量增減之重要因素之一；世界各國亦致力於開發替

代能源以減少燃料使用，如 Eurostat (2001) 即提出報告，研擬促進歐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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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同合作提昇再生能源發電之方案。故本研究亦以 World Bank 資料庫

發佈的油類資源產生之電力佔總電力之比例 (Electricity produced by oil 

source, EPO) 作為影響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變數之一，亦可藉此

探討再生能源使用對環境改善之影響程度，預期其影響效果為正。 

 

陸、 產業結構 (STRU) 

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亦為影響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之重要因

素。林素貞等 (1996) 曾利用迪式指標法對二氧化碳排放量變動進行因素

分解，其中產業結構即為一重要考量因素，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產業結構的

適當轉移將明顯有助於污染減量。張翊峰 (1997) 亦以投入產出結構因素

分析及模糊目標規劃方法，建立台灣地區的產業能源及二氧化碳減量關聯

模式，研究結果認為運輸業及鋼鐵業皆應列為主要排放減量對象。而根據

經濟部能源局的統計資料43顯示，2005年全國總能源消費量108.1百萬公秉

油當量中，工業部門的消費量為61.3百萬公秉油當量，約占總能源消費量

的56.7%，是我國最主要的能源消費部門；故本研究採用World Bank資料

庫發佈之工業部門創造之附加價值佔GDP比重作為觀察指標，藉以觀察當

一國的產業結構越偏重於能源高度密集的工業部門時，對於二氧化碳等溫

室氣體排放量之影響程度，預期影響為正。 

                                                
43 經濟部能源局業務統計資料：
http://www.moeaboe.gov.tw/opengovinfo/Plan/all/WorkStatisticsAl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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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變數整理、資料來源及預期影響 

 

變數 

名稱 
定義 資料來源 

預期

影響 

每 人 溫

室 氣 體

排放量 

(GHG) 

溫室氣體總排放

量 /總人口數。

(單位：噸/人)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Eurostat網站； 

總 人 口 數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line (WDI) 資料庫 
 

每 人 二

氧 化 碳

排放量 

(CO2) 

二氧化碳總排放

量 /總人口數。

(單位：噸/人) 

二氧化碳總排放量：Eurostat網站；

總 人 口 數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line (WDI) 資料庫 
 

能 源 相

關 環 境

稅(Tax) 

能源類別稅收 /

總稅收。 

Eurostat網站 

？ 

能源 

密度 

(INT) 

生產一單位GDP

所需耗費之能源

數量。(單位：1

公斤/1000歐元) 

Eurostat網站 

+ 

能 源 價

格(P) 

每10公升柴油之

價格。(單位：歐

元) 

Global Market Information Database 

(GMID) 資料庫 ？ 

發電 

結構 

(EPO) 

油類資源生產之

電力佔總電力之

比例。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line 

(WDI) 資料庫 + 

產業 

結構

(STRU) 

工業部門創造之

附加價值/GDP。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line 

(WDI) 資料庫 + 

時間變 

數(T) 

1995年為1，其後

逐年加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