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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空氣污染防治對臺灣地區製造業生產力的衝擊
效果，俾作為政府決策當局評估環境污染管制對總體經濟之影響。本研究利
用經濟部工廠營運校正資料民國 76 年至 79 年與 80 年至 84 年共八年計
29,088 家廠商的合併 Panel 資料進行分析。本研究首先探討空氣污染防治設
備投資是否排擠非污染防治設備投資，研究結果顯示，不論分成前後兩期四
年或合併八年，除了菸草與成衣產業外，並無證據顯示具有投資排他性效果
存在。其次，本研究利用生產函數設定與估計，推估 21 個不同產業各廠商
總要素生產力，估計模式除採用傳統總效果、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模型外，
尚考量解釋變數外生性問題，採用一般動差法模式估計。最後經由生產力與
空氣污染防治設備迴歸得出橡膠與塑膠有顯著負向影響。當利用空氣污染防
治操作與維護費用做為迴歸變數，發現僅食品、化學材料與製品呈顯著負面
影響。但若利用污染防治操作與維護費用做為迴歸變數，則發現包括食品、
成衣等 11 個行業呈現負向關係，惟其影響數值大多小於一，意謂著每增加
一元防治費用對生產力的降低小於一元，顯現其影響未如預期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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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言

研究動機

隨著全球環保意識抬頭及國內民眾對生活品質的要求，社會福祉的提升
不再僅是單純地增加消費及生產量，還必須將環境品質的改善納為主要考
量；當環境污染帶來的外部不經濟無法藉市場機能獲得矯正之際，有效政策
的介入便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督促生產廠商進行污染防治行為，業已成為
政府環保部門之主要職責，其目的即在以確保環境品質的改善及社會福祉的
提升。然而，另一方面，生產廠商則頻以污染防治導致生產力降低不利競爭
因素為由予以抗拒，而政府主管經建計畫部門亦時常以經濟發展為理由與生
產廠商相附和，而導致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熟重熟輕之爭議。

污染防治對產業生產力變動方向及幅度的影響，在學術研究上仍存在許
多爭議。有部分學者認為污染防治應當會降低生產力，因為廠商在追求利潤
極大化下選擇最佳投入組合，然而法規的執行卻使這些選擇受限，導致工廠
遠離最適的生產決策。因而，當廠商面對現有法規的解釋、執行的方式及未
來管制標準的不確定性時，可能會延遲投資(Viscusi, 1983)、延遲新產品發展
或延遲新製程的研究(Hoerger, Beamer, and Hanson,1983)，而使生產力下降。
此外，新工廠一般而言面對較嚴格的規定，而且現有的污染防治措施亦傾向
於依照現有的技術來訂定，這又進一步阻礙新廠的設立；而環保法規一般對
新的污染源之規定亦較舊有的污染源嚴格，使得廠商傾向於使用現有低生產
力的設備，延後新生產技術的引進，導致生產力衰退。

    另一方面，有部分學者則持相反意見而認為污染防治管制措施會提高生
產力。此一觀點係假設廠商在法規執行前，尚未達到最適化情況，而當受到
外在的污染防治管制措施的刺激時，便可激勵員工或管理者表現至最佳狀況
(Clark,1980)。此外，廠商因應環保法規所投入的污染防治設備可能較其所替
換的舊設備擁有更高的產能；學者發現因環境因素而迫使廠商修正的新生產
製程均較舊的生產製程為優，這不僅能減少廢棄物及增加副產品的回收；並
且由於製程的改善，可保障員工的健康及振奮員工士氣，而提高了整體生產
力(Oates, Palmer, and Portney,1994)。再者，工業界對乾淨低污染的生產技術
的需求逐漸增加，因此，最先發展這類技術的廠商將於未來較具競爭優勢
(Porter,1990,1991)；同時具有經濟誘因的法規亦有助於創新及發展新技術與
開發市場。這些觀點都支持了污染防治管制措施將會提高生產力。

根據這些爭議，國外的學者業已嘗試以不同的研究來進行污染防治是否
會降低生產力的實證分析，此等研究不但有助於釐清生產力與環境污染防治
間之關係，藉由實証分析之結果亦有助於比較生產力之變化，並做為政策評
估之基礎。然而此類研究在國內尚不多見，過去國內相關研究多從橫斷面資
料分析生產效率與污染防治間之關係(參見劉錦添、邱秋瑩，1992；劉錦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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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清，1993)，尚未見到從時間與橫斷面資料結合的生產力分析方式，因
而無法瞭解其對生產力之影響。

研究目的

有鑑於此，本計畫之目的在於利用國內現有工廠之生產暨污染防治不同
年間之合併調查資料，採用生產力分析模式來探討空氣污染防治對廠商生產
力之影響，研究結果將有助於瞭解現行環保政策之衝擊效果與對經濟之影
響。

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利用現有經濟部資料進行計量經濟分析，研究方式包括設定與
推估生產函數俾以計算生產力並進而與污染防治行為進行分析，這樣的分析
方式有下列幾項限制。
1. 生產函數設定上之限制。計量研究係假設不同廠商具有相同的生產函

數，意即在相同的投入下當有相同的產出。然而，不同廠商間容有不同
差異，惟為進行不同廠商間的比較，此種設定有其必要性，此為研究限
制之一。

2. 防治成效資料之限制。本研究最大限制在於無法瞭解各工廠空氣污染防
治成效，對各工廠監檢測資料與工廠營運資料並無法充分整合，因而僅
能將防治污染相關投資與費用視為外生變數，有關這方面所造成的成效
與廠商間的調整將無法考量至模式。

3. 防治行為資料之限制。本研究另一限制在於無法針對各廠商防治行為進
行內生假設分析，意即並未包括廠商污染防治行為有關的管制與服從相
關措施。此一分析方式的先決條件在於獲得包括政府部門相關檢查與廠
商配合措施等完整性資料，此外尚包括社會或廠商所位區域居民的環境
保護態度資料。因而這方面的影響並無法整合至分析模式之中。

4. 計量分析上之限制。本研究係利用現有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此一方式僅
能進行相關數量分析，而牽涉到質上的差異與問題則無法反應在研究結
果上。

5. 非總資源生產力之評估方式。本研究仍遵循傳統總要素生產力分析，雖
然已有學者提出總資源生產力評估俾考量到對外部尤其環境資源之關係
與影響，惟仍著重在概念與理論探討，尚未見到實證方式之分析，確定
的分析模式無法加以引入，為研究上另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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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計劃之研究方向雖為探討空氣污染防治對總體經濟之影響評估，惟總體經
濟之變化係深受於經濟體系中個體經濟決策與參與者之影響，因而從個體層面如
廠商所受影響出發，當更能掌握未來對總體層面的衝擊，而瞭解國內廠商的生產
力變化則是研究課題中的主要方式。本計畫的目的在於探討空氣污染防治與生產
力間之關係並進而估算防治措施對生產力影響之衝擊效果與其金額大小，是故在
研究方法上將具有下列幾項特性：

一、個別廠商模型
本研究將使用個別廠商有關生產與空氣污染設備的投資與維護操作資料

進行分析，此種分析方式有別於利用加總性資料分析產業別的模式，有利於
瞭解個別廠商之生產與防治行為並易於考量個別廠商之特性。目前國內的廠
商個別資料以經濟部的工廠營運調查資料較為完備，調查資料中除了廠商的
生產、銷售與投資資料外，另包括污染防治設備投資與維護操作費用。

二、Panel 資料模式
本研究模式為一合併個別廠商與不同期間的 Panel 資料分析模式。工廠營

運調查資料可回溯至 1987 至 1990 年及 1992 至 1995 年，將這些資料不同年
間依個別廠商予以合併，將構成 Panel 的資料格式。

三、生產力分析
本研究將從生產力分析而非生產效率分析著手。根據不同期間資料，本

研究將計算出廠商的總要素生產力。

四、個別產業分析
    由於不同產業間對空氣污染防治的因應策略並不相同，在分析上係採不
同產業內之廠商進行分析，並依此計算出各產業的衝擊效果。

以下就本研究評估模式的建立、估計上所面臨的理論問題與擬採行的計量模
式作一說明，最後並說明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與模型估計中所需的變數。

3.1 評估模式
本研究分析架構將參考 Gray and Shadbegian (1995)一文的模式，該模式分為兩

步驟‧第一步驟係利用生產函數估計出各廠商於各期間的總要素生產力，第二步
驟再利用生產力與各廠商間污染防治變數，估計廠商的生產力與污染防治間之關
係，並藉由估計出的係數計算出污染防治對生產力的衝擊效果與大小金額‧由於
總要素生產力的估計需借助於生產函數的設定，目前最長見到的設定模式係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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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1

    iteMELAKY ititititit
εδγβα=

其中，Y 表產出，K、L、E、M 分別為資本、勞動、能源與物料投入，ε 表殘差項，
而下標 i 與 t 分別表示個別廠商與年度，α 、β 、γ 與δ 則分別為估計參數。將上

述模型改寫成線性迴歸估計式為：
    itititititit MELKAY εδγβα +++++= lnlnlnlnlnln

生產力之衡量則可以下列式子表示：
    itititit MKLtAYTFP lnlnlnlnln γβαλ ++++−=

由於此項衡量公式係考慮所有投入包括空氣污染防治，因而有高估生產力的現
象，為求出實際生產力指標，衡量公式需修正為：

)ln(ln)ln(ln)ln(ln)ln(lnln RitRitRitRitit MMEELLKKYTFP −−−−−−−−= δγβα

其中，下標 R 代表污染防治的投入。
其次，再以計算出的實際生產力與污染防治成本進行迴歸估計得出污染防治

是否導致生產力下跌及其幅度大小的評估結果，亦即利用下列迴歸式估計：
    itit PACETFP 10 ηη +=
其中，PACE 表廠商的污染防治費用， 0η 與 1η 為待估計參數，用以判斷污染防治

與生產力的關係並估算其衝擊金額。

    

3.2 評估模式之認定
前述生產力的測定牽涉到生產函數的假設與估計問題，最近 Griliches and 

Mairesse(1995)就此認定問題提出一詳盡討論，本研究特別根據該文提出說明‧首
先根據傳統兩方程式模型，廠商的生產行為以生產函數表示為：
(3-2-1)     uXZY ++= βα
其中 Y 為廠商的產出，Z 為固定的要素投入，X 為可變動的要素投入，u 表示所有
的干擾因素，但不包括因要素、效率、函數型式所形成的差異與衡量上的誤差。
此一分析受到最嚴厲的批評在於研究者無法確實地視生產函數右邊的變數為獨立
變數而利用一般最小平方法(OLS)來進行估計。作者特別指出其原因在於要素投入
的多寡無法由計量經濟學家所控制，而是決定於生產者本身的最適選擇行為。當
利用 OLS 估計時，計量方法中所要求的解釋變數為外生性假設在此並無法成立；
縱使固定投入要素在相關的觀察期間可予以事先決定(predetermined)，但變動投入
要素則常因決策制定者為因應環境變遷因素而時而有所調整，甚難強調係一事前
決定的行為。

                                                
1 設定為 Cobb-Douglas 函數型態是目前通用的方式，相關應用包括 Gray and Shadbegian (1995)分析

美國的生產力與環境管制間之關係；Hall and Mairesse (1995)研究法國廠商的生產力與研究發展間

的關係；Bregman, Fuss and Regev (1991)研究以色列的高科技廠商的生產力；Mairesse and Hall (1996)

比較研究美國與法國的生產力與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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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假設在給定固定要素投入 Z、產品價格 P 與要素價格 w 的情況下，廠商在
追求利潤極大化的過程中隱含邊際生產力條件(marginal productivity condition）為：
(3-2-2)  )ln(β−++= vwXY
其中v表示在完全競爭、完全預期、沒有風險與可能衡量誤差假設下所行成的差異
項。利用(3-2-1)與(3-2-2)兩結構方程式可得以下之縮減式：
(3-2-3)  ))(( uvwZDX ++−= α
(3-2-4)  ))(( uvwZDY ++−= βα
其中 1)1( −−= βD 。

Griliches and Mairesse 強調當Ｘ為一漸進式最適選擇時，則生產函數干擾項u
會影響廠商決策方程式，此時若利用 OLS 估計生產函數將會產生偏誤。作者將
(3-2-1)與(3-2-2)式的干擾項定義為：
(3-2-5) itititit eau ε++=
其中 ita 與 ite 為生產者本身已知但研究者無法觀察到的干擾因素； ita 被視為能及時
影響廠商對 X 的選擇，而 ite 對廠商決策的影響則具延遲效果並且無法事先預知； itε

則表示因衡量、資料收集與計算過程時所發生之誤差，將不會對生產行為產生任
何效果，定義成 XZY βεαεεε −−= 。因此(3-2-2)式可寫成：
(3-2-2a)  )ln(βεε −++−=−− vwXeY XY

而預期要素份額為：
(3-2-2b)  veYwX YX −=−−−−+ )ln()()( βεε
因而包括要素份額、淨衡量性誤差ε 與未預期殘差項 e均受限於要素干擾項v，換
言之，v可表現成：

(3-2-6) wmv +=
其中w表示產品與要素投入的預期價格之個別與平均水準間的差異；m反應出包
括價格加成、函數型式、估計誤差、風險考量等因素所形成的潛在差異2

作者進一步說明當應用上述模型於橫斷面與時間序列的 Panel 資料時，則須考
量到不當認定(misspecifications)的問題，例如長期間並不易改變的勞動品質、土
地、公司文化等差異。當考量此等差異而利用群組內轉換方式，則第(3-2-1)式可寫
成：
(3-2-1a)  ittiititit eaXZY ++++= λβα
其中 ita 為固定個別效果（fixed individual effect）， tλ 係固定時間效果(fixed time 

effect)。為了消除固定之個別與時間效果，利用平減平均數方式，則可改寫成：
(3-2-7)    )()()()( ⋅⋅⋅⋅ −+−+−=− iitiitiitiit eeXXZZYY βα

在上述的設定下，干擾項 e並不會影響廠商之決策行為，亦即干擾項 e與固定要素
投入Z 和可變動要素投入 X 彼此獨立且無關。但過去的研究中確卻發現利用個體
資料的進行的實證中面臨兩個問題，包括資本投入係數值過小且不具統計顯著性

                                                
2 係指相對於最適選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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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理論上仍存潛在的聯立問題(Griliches and Mairesse,1984)。
    作者指出 Chamberlain(1982)利用組群內轉換方式加以解決，惟此一方式基本
上仍存在對干擾項 e 的認定問題，而且對 X 變數需做嚴格外生性的假設，而非僅
考量 X 是否為一具事前決定性的變數。換句話說，干擾項 e對廠商的影響可能不
具延遲效而純粹是一項誤差假設‧為進一步說明，Chamberlain 係利用“π ”矩陣
(π -matrix)的架構來進行估計與檢定生產函數。換句話說，在假設三期的橫斷面與
時間序列資料下，傳統迴歸式可寫成：
          iiiii uXXXY 13132121111 +++= πππ
(3-2-8)   iiiii uXXXY 23232221212 +++= πππ
          iiiii uXXXY 33332321313 +++= πππ

當變數不具相關性的虛無假設下，預期π -matrix 為：

(3-2-9)     















=

β
β

β
π

00
00
00

0

當干擾因素 ia 與要素投入變數 X 之間存在相關時3，則預期π -matrix 將成為：

(3-2-10)    
















+
+

+
=

321

321

321

δβδδ
δδβδ
δδδβ

π c

透過最小間距法(minimum distance approach)得以估計出各項變數的參數值。另
外，為檢視要素投入的嚴格外生性假設，可利用一次差分方式(first differencing)，
亦即在消除個別樣本點固定效果後：
(3-2-11)  1111 )()( −−−− −++−+−=− ttttttttt eeXXZZYY ζβα
其中 1−−= ttt aaζ ，表個別廠商固定效果項的變化。若 a 為固定不變（ 0=tζ ）且 e
為非預期並與 tX 和 1−tX 無關時，可利用最小平方估計法來估計第（3-2-10）式。反

之，若 e會對要素投入 X 的決策造成影響，則 X 的差異須當成工具變數來處理，
這時需借助於一般動差估計式(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來估計。

3.3 評估模式之估計— GMM 的應用
Mairesse and Hall (1996)在綜合 Arellano and Bond(1991)、Arellano(1988)與 Ahn 

and Wynkowski(1992)等研究指出，GMM 模式對於殘差項的假設其限制條件較為鬆
散，對於殘差項於不同廠商間的異質性關係與不同時間的自我相關等假設上可以
得出具頑強性(robust)的估計結果。以下則就該文應用於橫斷面與時間序列的 Panel
資料迴歸式提出說明。

作者假設考量相關效果的一般隨機係數模型為：
(3-3-1)  itiiitit xy εαβ ++=           TtNi ,...,1;,...,1 ==

                                                
3 可表示成 iiii XXXXXXaE 332211321 ),,|( δδ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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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itiitiitit xvxy εαβ +++=      其中 ββ −= iiv
當利用平均值方式平減則 0][ =iE α ，而隨機項的假設為：

0][ =itE ε             22 ][ σε =itE
0][ =ivE     22 ][ vivE σ=

0][ =jsitE εε for ji ≠  and for all st,
0][ =jivvE            for ji ≠

0][ =jiE αα           for ji ≠

惟假設 0],...,|[ =iTii xxE α 非屬必要。

假若新定義一干擾項其組成方式如下：
(3-3-3)    itiitiit xvu εα ++=

其一階差分為 ititiit xvu ε∆+∆=∆ ，則 ),...,,( 21
,

iTiii uuuu ∆∆∆=∆ 之共變異數矩陣為

(3-3-4)     ][]|[ ,,2,
iiiiviii ExxxuuE εεσ ∆∆+∆∆=∆∆

即使在 iα 不存在下，共變異數矩陣在本質上是具異質變異性。 itu 或 itu∆ 對於當期 x

的選擇是否具有遞延效果則可借由動差條件的設定與利用 GMM 估計法來驗證。
    當定義動差條件為：
(3-3-5)     0])([ =⊗ ii zuE β
其中 )](),...,(),([)( 21 ββββ iTiii uuuu = ， ββ ititit xyu −=)( ， ],...,[ 1 imii zzz = ，m為每

年工具變數數量。在樣本資料下的動差條件為：

(3-3-6)     i

N

i
i

N

i
i zu

N
f

N
f ⊗== ∑∑

==

)(1)(1)(
11

βββ

透過(3-3-7)式對 β 係數進行最小化估計：
(3-3-7)    )()()( ' βββ Aff=Φ
其中 A 為一正定對稱矩陣。若所選擇的 A 矩陣為 )(βf 反置共變異數矩陣Ω之一致

性估計式，則估計量將符合一致性與漸近有效性。即使 A 矩陣呈現不一致性，在
某些特定條件下 β 的估計仍將符合一致性(Hansen, 1982)。

為得到具一致性的Ω與 A 矩陣，乃利用所估計出的 β 計算殘差項：

(3-3-8)    
∧∧

−= βitit xyu

其中， ;,...,1 Ni = Tt ,...,1= 。進而計算已消除樣本平均值下的 izu⊗
∧

的共變異數。
作者特別指出利用 GMM 估計式應用於 Panel 資料型式，向量 iz 可由潛在工具

變數 ),...,( 21 iTii xxx 表示且 )(βiu 為真實的 )(βiu∆ 。為了檢定 0],...,|[ =iTii xxE α ，可

利用增加動差條件方程組的方式來進行驗證。由於每一段時間都有其不同的工具
變數來滿足正交條件，當選定向量 S 為 kT 乘 1 且其值為零與其值為 1，則利用

(3-3-9)   )()()()(min ' ββ
β

fSdiagASdiagf
∧

可得出 β 估計量，並探討不同的外生性假設是否存在。

    在實際估計過程中，當消除固定效果後，模型為：
(3-3-10)     βititit xyu ∆−∆=∆

其中 x並不要求為嚴格或弱的外生性。在廠商數 Ni ,...,1= 與年數 Tt ,...,1=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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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t ,...1,0,...,1' +−= 下，定義：
(3-3-11)     ),...,,( 21 iTiii uuuu ∆∆∆=∆

(3-3-12)     ),...,,( )()2()1( m
iiii zzzz =

其中 )(
,

)(
1,

)(
0,

)(
2,

)(
1,

)( ,...,,,...,,( ''
m
Ti

m
i

m
i

m
TTi

m
TTi

m
i zzzzzz

+−+−
=     for all m

當 iz 中包含 'mT 個變數值，而 iu∆ 中包含 T 個變數值且假設所有的 z均是有效的工

具變數，則 'TmT 的正交條件為：
(3-3-13)    iii zuf ⊗∆=)(β
在極小化 )(βΦ 後之 GMM 估計量為：

(3-3-14)    '

11

)](1[)](1[)( βββ ∑∑
==

=Φ
N

i
i

N

i
i f

N
Af

N
在當 ∞= AA 下，轉置動差條件的真實共變異數或 A 由一致估計量 ∞A 取代時，可得

漸近有效的估計量。

    Mairesse and Hall 於文中指出：當樣本共變異數 iii zuf ⊗∆=
∧∧

已知下並為下列

型式：

(3-13-15)    )(1 ''

1

1
iii

N

i
iN zzuu

N
A ⊗∆∆=

∧

=

∧
− ∑

則可採用下列幾種方式去建構加權矩陣：
（1）若 iu∆ 是在不同廠商間與不同期間相互獨立且具相同分配時，則

(3-3-16)     ]lim[]lim[
'

21

N
zzpIAp TN ⊗=− σ

則採用

(3-3-17)   1'

1

2

]
1

[)1( −

=

∧

∑⊗= i

N

i
iTN zz

N
IA σ

其中
2∧

σ 係 β 之內生一致估計量。
（2）若 iu∆ 是序列相關時，但在廠商間具相同之分配，則

(3-3-18)    ]lim[]lim[
'

1

N
zzpAp N ⊗= ∑−

則採用

(3-3-19)    1'

1

]1[)2( −

=

∧

∑∑ ⊗= i

N

i
iN zz

N
A

其中，
∧

∑ 係 β 之內生一致估計量。

（3）若 iu∆ 在廠商間相互獨立，但具序列相關且異質變異數時，則使用Hanesen and 

Singleton (1982)所採用的加權矩陣：

(3-3-20)    1'
'

1

]
1

[)3( −
∧

=

∧

⊗∆∆= ∑ iii

N

i
iN zzuu

N
A

在本研究中係採用第一種方式進行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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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料來源與變數
本研究實証分析所使用的資料係來自經濟部統計處「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

之電腦媒體原始統計磁帶資料。資料期間包括民國 76 年至 79 年與 81 年至 84 年
資料。本研究為探討每家廠商在這段期間的生產力變化，特將資料進行 8 年依相
同廠商進行合併，建成各工廠八年的橫斷面與時間序列資料的 Panel 資料型式，合
併後計有 29,880 家工廠計 239,040 筆資料。

以下分別就實證模型所使用的各變數提出說明：
產出（Y）：全年營業收入/躉售物價指數

全年營業收入是指包含銷貨收入、代客加工、修配及表面處理（如噴漆、磨
光等）及其他營業收入；躉售物價指數得自行政院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物價統
計月報。

資本投入(K)：年底實際運用資產總額/資本財價格指數
固定資產總值包含土地、廠房、倉庫、營業場所、車輛、機器、電器等（含
租用，不含出租出借）。物價資料取自行政院中華民國物價統計月報。

勞動投入（L）：從業員工薪資/薪資指數
勞動投入若以勞動人數代表，將無法反應出員工素質得差異，因此，從業員工
薪資會是一個較理想的指標(劉錦添、曾文清 1993）。從業員工薪資包含薪資、
津貼、補助、實物折值、退休金、資遣金、撫恤金、超時工作報酬、福利金等。
薪資指數則取自行政院主計處薪資與生產力統計。

能源投入（E）：生產用之電力費/電價指數
以供生產用之電力費用來計算能源投入；能源價格取自行政院中華民國台灣地
區物價統計月報。

原料投入(M）：供生產用之原料費用/中間投入價格
以調查資料中耗用原料、燃料、材料、物料的資料來代替供生產用之原料費用。
中間投入取自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物價統計月報。

污染防治(PACE)：全年操作污染防治設備費用/總產出
   全年操作污染防治設備費用是指污染防治設備投資後對於這些設備所需的人

事費、水電費、藥品費及維修費用。

污染防治設備投資(POP)：歷年污染防治設備投資/年底實際運用資產總額
污染防治設備投資是指廠商為減少污染物排放或防止公害產生所作的固定資
產投資，例如管末處理設備、生產設備重新配置、製程改善及原料或產品改變
等有關的投資。污染防治設備投資包括廢水處理設備、廢氣處理設備、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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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設備及噪音處理設備等四項設備投資的加總。

廢氣處理設備(POA)：歷年廢氣處理設備累計投資/年底實際運用資產總額
空氣污染防治(POC)：全年操作空氣污染防治設備費用/總產出
   全年操作空氣污染防治設備費用係利用各廠商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佔累積

污染防治設備之比例乘以該廠商污染防治操作費用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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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本章將針對本研究的結果提出說明，本章將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說明過去
十年來台灣地區製造業廠商之防治污染設備投資分析；第二部份則說明製造業各
業別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之分析結果。

4.1 台灣地區製造業廠商之防治污染設備投資分析

4.1.1  前言

本節主要探討台灣地區製造業廠商防治污染設備投資的分布結構，分析資料
係取自民國七十六年至民國八十四年經濟部「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報告」的原始
磁帶（民國八十年除外），結合時間數列與橫斷面資料（Time series and Cross section 
data）的特性（亦稱 panel data)，尋求民國七十六年至民國八十四年來永續存在於
製造業的廠商，總計 29,880 個觀察樣本，如表 4-1-1 與【圖一】，分別對食品製造
業、菸草製造業、紡織業、成衣飾品業、皮革皮毛業、竹木製品業、家具裝設業、
紙漿製紙業、印刷業、化學材料業、化學製品業、石油煤製品業、橡膠製品業、
塑膠製品業、非金屬礦製品業、金屬基本業、金屬製品業、機械設備製造業、電
力及電子業、運輸工具製造業、精密機械製造業，以及雜項工業製品業等 22 個產
業進行污染設備投入之研究分析。

           表 4-1-1 製造業廠商的樣本數目   
製造業 廠商的樣本數
食品製造業 1,679
菸草製造業 3
紡織業 1,491
成衣飾品業 872
皮革皮毛業 255
竹木製品業 1,214
家具裝設業 825
紙漿製紙業 731
印刷業 832
化學材料業 472
化學製品業 1,069
石油煤製品業 45
橡膠製品業 545
塑膠製品業 3,268
非金屬礦製品業 1,572
金屬基本業 1,064
金屬製品業 4,183
機械設備製造業 3,711
電力及電子業 2,367
運輸工具製造業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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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機械製造業 541
雜項工業製品業 1,602
總計 29,880

4.1.2  製造業廠商污染防治設備投資之概況
在考量不同時期的時間結構因素，將觀察時間區分成兩各階段，第一階

段為民國七十六年至七十九年（前期四年），第二階段為民國八十一年至八十
四年（後期四年）。以下的分析皆根據前後兩階段不同的時期，分析製造業各
產業中平均廠商之所有固定投資設備與污染防治設備投入概況，並比較各產
業兩個不同時期的投資差異情形。最後針對各產業防治污染設備投資與非防
治污染設備投資之關係進行迴歸檢驗。
首先，就前期第一階段（76-79 年）製造業產業廠商而言，所有固定設備投資

及污染設備投資最多的產業是石油及煤油製品製造業，平均每家廠商設備投資四
年合計高達 5 億 3,727 萬 3 千元，其中防制污染設備投資合計有 2 億 5 3 萬 5 千元，
而廢氣處理設備有 8,816 萬 7 千元，此外四年合計的污染防治操作費有 1 千 555 萬
1 千元，而污染操作費佔營業收入比重為 0.55%。所有設備投資與污染設備投資皆
居第二位的產業是化學材料製造業，四年合計平均每家廠商的所有設備投資有 1
億 5,680 萬 1 千元，而防治污染設備佔 2,101 萬 9 千元，其中廢氣處理設備有 847
萬 3 千元，污染防治操作費用有 802 萬 2 千元，污染操作費佔營業收入 0.47%。

其餘各產業在防制污染設備投資、廢氣處理設備、與污染防制操作費用項目
各有消長。就防制污染設備投資而言，居多的產業依序為石油業、化學材料業、
煙草製造業、金屬基本業、與紙製品業，污染設備投入最少的產業分別為木竹製
造業、機械設備配修業與家具製造業。而廢氣處理設備較多的產業依序為石油業、
化學材料業、金屬基本業、煙草製造業、與非金屬礦製造業，最少廢氣處理設備
的產業則為成衣服飾業、精密器械製造業與機械配修業。污染防制操作費用方面
則以石油業、化學材料業、金屬基本業、皮革皮毛業、與紙製品業依序較多，而

[圖一]  各產業之廠商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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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業、機械配修業與成衣服飾業則佔最少。詳細投資金額見表 4-1-2。

表 4-1-2. 第一階段（76-79 年合計）製造業平均每家廠商設備投資概況
單位：千元

行業別 所有設
備投資
合計

廢氣處
理設備
投資

污染防
治操作
費用

防制污
染設備
投資

污染費佔
營收比率
%

食品製造業 13,833 342 964 2,606 0.17
煙草製造業 54,155 3,696 1,505 20,363 0.00
紡織業 23,228 120 1429 2,255 0.18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2,087 8 54 196 0.03
皮革皮毛及其製品製造業 7,161 91 2,158 2,118 0.25
木竹製品製造業 1,040 36 55 96 0.07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1,891 61 102 144 0.06
紙漿與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18,789 776 2,111 4,158 0.35
印刷及有關事業 1,985 54 38 81 0.03
化學材料製造業 156,801 8,473 8,022 21,019 0.47
化學製品製造業 9,287 306 689 1125 0.34
石油及煤油製品製造業 537,273 88,167 15,552 200,535 0.55
橡膠製品製造業 7,316 93 157 215 0.09
塑膠製品製造業 3,484 120 224 286 0.05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1,452 1,718 1,053 2,048 0.28
金屬基本工業 45,072 7,769 2,834 9,807 0.12
金屬製品製造業 2,614 48 125 163 0.11
機械設備製造配修業 1,581 31 41 65 0.06
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配修業 20,325 267 633 751 0.08
運輸工具製造配修業 15,674 160 400 599 0.07
精密器械製造業 4,243 16 74 83 0.05
雜項工業製品及製造業 2,297 32 148 132 0.08
資料來源：民國 76 年至 79 年經濟部工廠校正資料母體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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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後期第二階段（81-84 年）製造業產業廠商而言，所有固定設備投資及污染
設備投資最多的產業廠商仍舊屬石油及煤油製品製造業，後四年來平均每家廠商
所有設備投資合計高達 14 億 1,034 萬 2 千元，其中防制污染設備投資合計有 4 億
5,902 萬 8 千元，而廢氣處理設備有 1 億 9,307 萬 7 千元，此外四年合計的污染防
治操作費有 8,320 萬 8 千元，而污染操作費佔營業收入的 0.45%。所有設備投資與
污染設備投資皆居次的廠商仍是化學材料製造業，四年合計的平均每家廠商所有
設備投資有 1 億 7,423 萬 7 千元，而防治污染設備佔 1,442 萬 8 千元，其中廢氣處
理設備有 516 萬 2 千元，污染防治操作費用有 1,022 萬 3 千元，污染操作費佔營業
收入 0.53%。
    其餘各產業在防制污染設備投資、廢氣處理設備、與污染防制操作費用項目
各有消長。就防制污染設備投資而言，居多的產業依序為石油業、化學材料業、

金屬基本業、煙草製造業、與食品製造業，污染設備投入最少的產業分別為成衣

[圖二]  76-79年  產業污染費佔營收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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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81-84年  產業污染費佔營收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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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業、機械設備配修業與雜項製造業。而廢氣處理設備投入較多的產業依序為
石油業、金屬基本業、化學材料業、煙草製造業、與非金屬礦製造業，廢氣處理
設備投入最少的產業則為成衣服飾業、雜項製造業與精密器械製造業。污染防制
操作費用方面則以石油業、化學材料業、金屬基本業、煙草製造業、與皮革皮毛
業依序較多，而成衣服飾業、木竹製造業與機械配修業則佔最少。詳細投資金額
見表 4-1-3。

表 4-1-3. 第二階段（81-84 年）製造業平均每家廠商設備投資概況
單位：千元

行業別 所有設
備投資
合計

廢氣處
理設備
投資

污染防
治操作
費用

防制污
染設備
投資

污染費占
營收比率
%

食品製造業 25,169 281 1,850 2,751 0.24
煙草製造業 233,445 1,681 3,626 2,948 0.01
紡織業 37,292 275 2,752 2,641 0.32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5,228 11 91 104 0.03
皮革皮毛及其製品製造業 16,746 107 3,283 1,620 0.40
木竹製品製造業 2,817 71 93 132 0.07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5,293 99 208 174 0.10
紙漿與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26,265 350 2,942 2,169 0.37
印刷及有關事業 4,601 87 103 199 0.03
化學材料製造業 174,237 5,162 10,223 14,428 0.53
化學製品製造業 17,376 377 1,232 1348 0.40
石油及煤油製品製造業 1,410,34

2
193,077 83,208 459,028 0.45

橡膠製品製造業 22,741 363 419 544 0.16
塑膠製品製造業 8,284 203 273 459 0.10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23,232 1,553 1,364 2,019 0.47
金屬基本工業 69,583 8,542 3,736 11,279 0.25
金屬製品製造業 6,948 101 293 287 0.19
機械設備製造配修業 4,674 46 99 122 0.04
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配修業 41,665 342 1,142 917 0.09
運輸工具製造配修業 28,148 206 593 671 0.07
精密器械製造業 8,854 35 157 173 0.09
雜項工業製品及製造業 5,060 25 151 124 0.10
資料來源：民國 81 年至 84 年經濟部工廠校正資料母體檔

4.1.3  不同時期的投資比較
前後兩階段共八年期間的防制污染設備投資之增減消長情形列於表 4-1-4。就

成長差異的絕對值（後期對前期的變化量）而言，各項設備投資（含所有固定設
備以及防制污染設備）後期較前期增加額度最多的屬石油及煤油製品製造業。若
僅考量防治污染設備，則投資額度增加幅度最多的產業依序為石油業、金屬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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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紡織業；而煙草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紙製品業、皮革皮毛業、成衣
服飾業、非金屬礦製造業、雜項工業等 7 個產業之防治污染設備投資則呈現遞減
的現象。廢氣處理設備則以石油業、金屬基本業、與橡膠製品製造業增加額度最
度。污染操作費則以石油業、化學材料製造業與煙草製造業增加最多。

表 4-1-4. 製造業平均每家廠商兩階段設備投資的差異
單位：千元

行業別 所有設
備投資
合計

廢氣處
理設備
投資

污染防
治操作
費用

防制污
染設備
投資

污染費占
營收比率
%

食品製造業 11,336 -61 886 144 0.06
煙草製造業 179,290 -2,015 2,121 -17414 0.01
紡織業 14,064 155 1,323 386 0.14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3,141 3 37 -92 -0.01
皮革皮毛及其製品製造業 9,584 16 1126 -497 0.15
木竹製品製造業 1,777 35 38 36 0.00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3,402 38 106 29 0.04
紙漿與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7,476 -426 831 -1,989 0.03
印刷及有關事業 2,616 33 65 118 0.00
化學材料製造業 17,436 -3,310 2,201 -6,591 0.05
化學製品製造業 8,089 72 544 223 0.07
石油及煤油製品製造業 873,069 104,910 67,656 258,493 -0.10
橡膠製品製造業 15,426 270 262 329 0.07
塑膠製品製造業 4,800 83 49 173 0.05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1,779 -165 311 -29 0.19
金屬基本工業 24,511 773 902 1,472 0.13
金屬製品製造業 4,334 54 168 123 0.07
機械設備製造配修業 3,093 14 58 57 -0.02
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配修業 21,340 74 510 166 0.01
運輸工具製造配修業 12,474 46 192 72 0.00
精密器械製造業 4,611 19 83 90 0.03
雜項工業製品及製造業 2,763 -7 3 -8 0.02
說明：差異係指第二階段減第一階段之結果。
資料來源：民國 76 年至 84 年經濟部工廠校正資料母體檔。

民國 81 年至 84 年第二個時期製造業各項設備投資的成長率分析列於表
4-1-5。就所有固定設備投資而言，成長率最高的產業依序為煙草製造業(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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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膠製品製造業(2.11%)、機械配修業(1.96%)，而成長率最低的產業則為化學材料
製造業(0.11%)、紙製品業(0.40%)、金屬基本業(0.54%)。就防治污染設備投資的成
長率來說，以橡膠製品製造業(1.53%)最高，其次印刷業(1.45%)與石油業(1.29%)，
而煙草製造業(-0.86%)、紙製品業(-0.48%)、成衣服飾業(-0.47%)等共 7 個產業出現
負成長的現象。廢氣設備投資方面，以橡膠製品製造業(2.91%)成長幅度最大、次
為紡織業(1.29)與石油業(1.19%)，然紙製品業(-0.55%)、煙草製造業(-0.55)、化學
材料製造業(-0.39%)等 6 個產業呈現負成長趨勢。至於污染操作費用以石油業
(4.35%)成長最多，其次是印刷業(1.72%)、橡膠製品製造業(1.66%)，成長率最少的
是雜項工業(0.02%)、再者塑膠製品製造業(0.22%)與化學材料製造業(0.27%)。

表 4-1-5. 製造業平均每家廠商第二階段設備投資之成長率     單位：%
行業別 所有設

備投資
合計

廢氣處
理設備
投資

污染防
治操作
費用

防制污
染設備
投資

污染費
占營收
比率

食品製造業 0.82 -0.18 0.92 0.06 0.37
煙草製造業 3.31 -0.55 1.41 -0.86 1.32
紡織業 0.61 1.29 0.93 0.17 0.75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1.50 0.39 0.69 -0.47 -0.20
皮革皮毛及其製品製造業 1.34 0.18 0.52 -0.23 0.58
木竹製品製造業 1.71 0.96 0.70 0.38 -0.03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1.80 0.62 1.04 0.20 0.69
紙漿與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0.40 -0.55 0.39 -0.48 0.08
印刷及有關事業 1.32 0.61 1.72 1.45 0.04
化學材料製造業 0.11 -0.39 0.27 -0.31 0.11
化學製品製造業 0.87 0.23 0.79 0.20 0.20
石油及煤油製品製造業 1.63 1.19 4.35 1.29 -0.18
橡膠製品製造業 2.11 2.91 1.66 1.53 0.84
塑膠製品製造業 1.38 0.69 0.22 0.60 1.00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03 -0.10 0.30 -0.01 0.67
金屬基本工業 0.54 0.10 0.32 0.15 1.04
金屬製品製造業 1.66 1.13 1.35 0.76 0.66
機械設備製造配修業 1.96 0.47 1.41 0.88 -0.34
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配修業 1.05 0.28 0.81 0.22 0.08
運輸工具製造配修業 0.80 0.29 0.48 0.12 0.06
精密器械製造業 1.09 1.16 1.12 1.09 0.56
雜項工業製品及製造業 1.20 -0.21 0.02 -0.06 0.21
資料來源：民國 76 年至 84 年經濟部工廠校正資料母體檔。

4.1.4  污染設備投資的排擠效果分析
根據前述分析，可知台灣地區製造業廠商中所有固定設備投資金額愈多的產

業，大體上也擁有較多的防治污染設備投資，然而製造業各產業中廠商的防治污
染設備投資增加，是否會排擠掉廠商自身其他非污染防治設備之投資，則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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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關注的焦點。因此建立簡單的迴歸模型，利用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估計，來檢驗製造業產業中各個廠商防治污染設備投資的增加對其非防
治污染設備投資的影響效果。
首先，設立線性迴歸函數形式為：
    iii Xy µβα ++=
其中，y：各廠商的非污染防治之設備投資

X：各廠商的防制污染之設備投資
分別以 76 年至 79 年第一階段的觀察樣本，81 年至 84 年第二階段的觀察樣本，以
及 76 年至 84 年合併的觀察樣本進行普通最小平方(OLS)迴歸估計，實證結果則列
於表 4-1-6 與表 4-1-7。估計值(β)的大小意謂在新的非污染防治設備投資同時所增
加防治污染設備投資間的關係，數值愈大表示相對污染防治投資的金額愈小‧由
表 4-1-6 知除了煙草製造業與 76 至 79 年的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以外，其餘所有各
產業的參數估計值(β)皆為正值，且其 t 值皆具統計顯著，顯示大部分的製造業產
業廠商其防治污染設備投資與非污染設備投資具有正向關係，即製造業廠商的防
治污染設備投資增加，並不會排擠廠商內其他非污染設備投資，而是與其他非污
染設備投資呈同時增加的關係。以 76 年至 79 年第一階段樣本實證，顯示橡膠製
品業的污染防治投資效果最小，其次是運輸工具製造配修業；以 81 年至 84 年第
二階段樣本實證，則以精密器械製造業與運輸工具製造業的效果最小；合併 76 年
至 84 年樣本實證，仍以精密器械製造業與運輸工具製造業的效果為小。
    空氣污染防治投資與非污染防治設備投資間的關係則列於表 4-1-7，其結果與
表六相近，效果較小的產業為精密器械製造業與運輸工具製造業，而污染防治投
資較大的產業為基本金屬與石油煉製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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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製造業廠商防治污染設備投資之迴歸分析
OLS 估計參數β值

行業別 76-79 年樣本
β值(t value)

81-84 年樣本
β值(t value)

76-84 年樣本
β值(t value)

食品製造業 0.87(9.94) 2.94(23.45) 2.05(20.08)
煙草製造業 -0.17(-0.85) -249.35(-4.59) -5.02(-0.73)
紡織業 6.48(23.90) 7.90(23.85) 10.27(37.27)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0.53(-3.38) 12.27(16.99) 0.97(2.94)
皮革皮毛及其製品製造業 0.57(4.35) 2.97(5.97) 2.00(6.52)
木竹製品製造業 7.66(16.99) 3.69(9.67) 6.04(14.87)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9.53(25.77) 6.68(12.94) 9.44(19.82)
紙漿與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1.19(20.69) 5.92(28.70) 2.54(31.09)
印刷及有關事業 1.92(5.36) 4.77(28.31) 4.75(21.52)
化學材料製造業 6.06(46.53) 9.61(31.81) 7.57(54.98)
化學製品製造業 2.57(9.62) 2.73(6.59) 3.07(7.94)
石油及煤油製品製造業 1.50(65.07) 1.53(15.92) 1.52(21.43)
橡膠製品製造業 16.09(16.90) 11.34(7.90) 14.60(11.24)
塑膠製品製造業 1.76(21.78) 6.85(67.02) 4.91(51.85)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0.76(7.84) 6.06(50.52) 3.47(30.04)
基本金屬工業 2.18(100.23) 2.41(93.26) 2.31(117.00)
金屬製品製造業 10.88(48.42) 4.96(15.78) 7.96(29.09)
機械設備製造配修業 7.46(51.83) 4.96(23.17) 7.36(37.56)
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配修業 9.43(26.29) 13.76(22.12) 16.42(33.56)
運輸工具製造配修業 14.21(29.76) 15.40(19.96) 22.39(41.39)
精密器械製造業 13.62(4.80) 31.09(39.04) 41.88(34.49)
雜項工業製品及製造業 4.81(15.64) 12.74(19.21) 12.14(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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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製造業廠商空氣污染防治設備投資之迴歸分析
OLS 估計參數β值

行業別 76-79 年樣本
β值(t value)

81-84 年樣本
β值(t value)

76-84 年樣本
β值(t value)

食品製造業 3.74(7.99) 10.19(23.45) 7.12(11.79)
煙草製造業 -0.94(-0.71) -44.64(-0.31) -18.24(-0.50)
紡織業 24.08(13.09) 50.27(43.58) 46.85(35.60)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2.07(0.37) 3.14(0.54) 4.91(0.71)
皮革皮毛及其製品製造業 6.95(3.49) 35.68(8.20) 33.54(9.79)
木竹製品製造業 30.10(30.78) 6.11(10.19) 9.72(13.73)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11.87(13.91) 7.67(11.90) 12.56(17.09)
紙漿與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6.87(31.37) 14.78(28.90) 10.14(35.18)
印刷及有關事業 1.02(2.65) 9.97(19.41) 6.22(12.21)
化學材料製造業 8.38(15.45) 14.60(15.86) 13.05(20.49)
化學製品製造業 6.79(6.70) 14.14(9.92) 13.87(9.89)
石油及煤油製品製造業 3.81(67.62) 3.89(19.26) 3.88(29.66)
橡膠製品製造業 37.89(14.89) 11.60(7.55) 15.82(10.49)
塑膠製品製造業 1.65(13.45) 6.42(25.07) 4.59(23.17)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00(8.87) 6.15(47.60) 3.50(28.78)
基本金屬工業 2.59(96.40) 2.91(90.88) 2.77(111.55)
金屬製品製造業 13.66(39.92) 8.20(13.98) 11.64(25.07)
機械設備製造配修業 6.27(31.78) 6.13(16.17) 10.28(30.23)
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配修業 14.56(17.65) 13.15(10.99) 17.97(16.77)
運輸工具製造配修業 30.59(19.00) 51.87(31.40) 57.54(36.16)
精密器械製造業 76.18(6.27) 116.53(42.03) 175.40(45.69)
雜項工業製品及製造業 15.63(19.72) 30.94(10.77) 32.65(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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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製造業各業別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之研究

4.2.1 估計步驟
    根據前述研究方法，本研究利用台灣地區製造業廠工廠校正營運民國 76 年至
79 年與 81 年至 84 年計八年資料進行分析。由於本研究係依個別廠商為研究主軸，
因而，資料型式係按每家廠商八年資料均完整齊備為分析的先決條件。若個別廠
商在這段期間因各式經營理由退出生產行列，該廠商將不在本研究樣本範圍內，
經過合併與變數資料整理最後選取計 29,880 家廠商，橫跨 21 個二位分類的產業資
料進行分析。

本研究第一階段先進行生產力之推估，推估方式係設定生產函數並利用資料
推估各產業的生產函數係數值。在本研究中係按產業二分類進行計 21 種製造業行
業推估，估計模式包括下列七種模式：〈一〉總效果模式 (Total Effects)〈二〉固
定效果模式 (Fixed Effects) 〈三〉隨機效果模式 (Random Effects) 〈四〉落後兩
期一般動差法 (Lag 2 + GMM) 〈五〉落後一期一般動差法 (Lag 1 + GMM) 〈六〉
落後零期一般動差法 (Lag 0 + GMM) 〈七〉全部資料使用一般動差法(GMM)。

    總效果模式係一般迴歸估計式，並未考量廠商與時間的差異。固定效果模型
則為考量廠商間之差異性，但此一差異性與解釋變數相關，隨機效果模式則考量
廠商間的差異與解釋變數間無關。一般動差法(GMM)的估計方式則特別考量到殘
差項假設與解釋變數間的外生性(exogeneity)問題。落後二期、一期或零期(稱為弱
外生性，weak exogeneity)與使用全部資料(稱為強外生性，strong exogeneity)等模式
係著眼於利用不同期數的變數資料作為工具變數，藉以考量殘差項假設、解釋變
數的外生性質與衡量誤差間之關係。

    在實際估計過程中，前面三種模式係使用 81-84 年資料分析，而後四種模式則
使用 77-79 年與 81-84 年資料分析‧資料年度的使用差異係考量到為使用不同期間
的工具變數所致，但在實際估算過程中，仍以 81-84 年資料為主，並利用一次差分
方程式估計。而 77-79 年的資料則做為工具變數放入模型估計過程中，惟將時間點
往前推至 77 年資料而未加以考量 76 年資料，其原因在於 76 年資料中缺少能源投
入〈電力費〉的調查，該項資料為零而捨棄不用。另一方面，利用差分方程式估
計而未使用原非具差分性方程式係在於消除前後期間的相關效果。

當第一階段生產函數係數推估完成後，經由計算出的各廠商總要素生產力值
再進行與防治污染間之關係估計。由於前面生產力估計包含七種不同模式，因而，
這階段的估計仍然包括前述七種模式，在實際估算過程中，係依每一模式所估計
出的生產力去對污染防治進行單一迴歸分析。由於污染防治包括設備投資與操作
與維護費用，在目前文獻上的做法係利用操作維護費用進行。然而，由於資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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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並未區分成空氣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費用，因而，只能被迫使用總操作維
護費用分析。然為本計畫目的以解決此一缺憾，在原調查資料中污染防治投資項
部份係區分成廢氣、廢水防治等設備投資，本研究乃特別就空氣污染投資項部份
進行分析。在實際估計過程中，本研究係利用各廠商自民國 76 年以來對空氣污染
防治的投資逐年進行累積加總，並由此一佔該廠商資產總額部份與生產力進行迴
歸分析，藉以探討兩者間之關係。由於投資部份業已則考量到先前幾年的累積投
資，藉此，可以進一步瞭解到空氣防治投資所形成的效果與生產力間的關係。進
一步透過這樣的方式，本研究得以推估各種污染防治佔總污染防治之比例，進而
利用此一比例關係計算出各廠商空氣污染防治操作維護費用金額，以進行分析。
除空氣污染防制外，本研究另再估算總污染防制投資與生產力間之關係。綜言之，
在這一評估步驟上計有 28 條單一迴歸估計結果。

4.2.2 綜合結果
    本研究係針對 21 個產業進行分別估計，其結果相當豐富，為便於瞭解最後結
果，僅就其最後評估結果於本節中作一綜合分析，至於各產業分別的結果與扼要
說明則分別列於本節之後。

    首先，由表 4-2-1 綜合分析表得知，當利用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與維護費用做為
迴歸變數，發現僅食品、化學材料與製品等行業對生產力呈現顯著負面影響。但
若以總污染防制費用做為迴歸變數，則對生產力的影響為負的產業包括食品、成
衣，皮革、化學材料、化學製品、橡膠製品、非金屬礦物製品，基本金屬、金屬
製品、運輸工具與雜項製品等行業。除了對成衣業的影響值較高外〈約-3.5〉與化
學材料的影響為約 1.1 外，其餘的影響值均低於 1.0，意謂著每增加一元污染防治
費用，對生產力的降低均明顯的低於一元。這樣的估計結果明顯的低於 Gray and 
Shadbegin (1995)的推估結果，該研究中顯示每一美元的防治投資對造紙業生產力
的影響為 US$1.74 美元，對石油煉製業的影響為 US$1.74 美元，對鋼鐵業的影響
為 US$3.28 美元。本研究對臺灣製造業的推估結果，說明對製造業的影響未如預
期嚴重。另一方面，在估計結果中，顯示出正向影響關係包括家具業、印刷、電
力與電子；而未顯現任何影響的包括木竹製品、紙漿、石油製品，塑膠、機械設
備與精密器械業。

    其次，由累積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與生產力間關係觀察，對生產力呈現負向關
係的行業僅包括橡膠、塑膠等二行業；但與生產力呈現正向關係的包括皮革、印
刷、化學材料、非金屬礦、金屬製品、電力與電子及精密器械。換言之，空氣污
染防制設備對生產力會形成負面影響並未獲得資料強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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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製造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綜合分析
行業別 Total 

Effects
Fixed 
Effects

Random 
Effects

GMM 
Lag1

GMM 
Lag0

GMM 
Strong

食品製造業 -0.09  -0.11  -0.10  -0.15  -0.11  -0.09  
[-2.22] [-2.30] [-2.90] [-2.48] [-2.93]

紡織業 -0.57 -0.64 - 4.39 1.55 0.49
(0.36)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3.49 - -3.71 - - -
皮革皮毛及其製品製造業 -0.94 - -0.98 - - -

(1.93) (2.38) (1.94) (3.10) (2.33) (2.39)
木竹製品製造業 - - - - - -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0.53 - - - - -
紙漿與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 - - - - -
印刷及有關事業 2.81 2.58 2.72 - - 2.70

(2.26) (5.00) (2.71) (1.84)
[7.04] [8.77] [5.56]

化學材料製造業 -1.29 -1.10 -1.34 - -0.93 -1.04
(0.26) (0.38) (0.28)

[-8.19] [-3.11] [-8.05] [-3.75]
化學製品製造業 -0.22 -0.43 -0.26 -0.71 -0.53 -0.42

[-0.94] [-1.78] [-1.08] [-2.95] [-2.18] [-1.76]
石油及煤油製品製造業 - - - - - -
橡膠製品製造業 -0.53 - -0.53 - - -0.56

-0.31 -0.23 -0.29 -0.33 -0.27 -0.25
[-0.69] [-0.67] [-0.69]

塑膠製品製造業 - - - - - -
(-0.10) (-0.10) (-0.10) (-0.14) (-0.11) (-0.10)

[6.57] [12.54] [5.57]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 - -0.17 - - -

(0.01) (0.02) (0.01)
基本金屬工業 -0.33 -0.51 -0.40 -0.59 -0.47 -0.42

[1.26] [1.78] [1.45] [1.14]
金屬製品製造業 - - -0.18 - - -

(0.08) (0.24) (0.10) (0.80) (0.30) (0.24)
[5.35] [1.38] [1.20]

機械設備製造配修業 - - - - - -
[5.95] [5.87] [3.95]

電力及電子製造配修業 - 1.02 - 4.68 1.9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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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0.04) (0.03)
[8.16]

運輸工具製造配修業 -0.52 -0.77 -0.65 - -0.67 -0.61
精密器械製造業 - - - - - -

1.91 3.81 3.45 1.75
雜項工業製品及製造業 -0.72 - - - - -
1. 表中非括號數值係生產力與污染防制費用佔總產出之迴歸係數值，意謂每單位

防治費用對生產力影響值。
2. 表中小括號數值係生產力與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投資佔總資產之迴歸係數

值，意為每單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投資對生產力影響值。
3. 表中中括號數值係生產力與空氣污染防治費用佔總產出之迴歸係數值，意為每

單位空氣污染防治費用對生產力影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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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各業別分析

    以下章節將就 21 個個別產業研究分析結果進行說明。

4.3.1   食品製造業

    表 4-3-1a 為食品製造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下
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上，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
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
仍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
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
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具統計顯著性差異。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
生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
四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均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弱外生性與強外生性的工具
變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但在落後二期與一期模型中，
估計係數則部份成負向關係，統計顯著性亦降低，惟根據過度認定檢定，估計結
果傾向於接受落後一期工具變數下的估計結果。

    表 4-3-1b 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用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均呈現負
向關係，並具統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係數
值為-0.115，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115 元，此一數值較一
般動差法落後一期估計的結果為低，該結果係數值為 0.15，意謂著降低生產力數
值 0.15 元。表 4-3-1b 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
廢氣污染防治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
額間的估計值。實證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雖呈負向關係，惟不具統計顯著性，
而污染防治投資則呈現正負向關係均具的現象，惟均不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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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a 食品製造業生產函數估計值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1) Effects(2) Effects(3) Lag2(4) Lag1(5) Exogeneity(6) Exogeneity(7)

Log K 0.062 0.038 0.059 0.019 0.021 0.036 0.025

(0.003) (0.004) (0.003) (0.090) (0.073) (0.008) (0.005)

(16.89) (7.81) (16.29) (0.21) (0.29) (4.13) (4.80)

Log L 0.297 0.258 0.310 -0.191 -0.116 0.215 0.225

(0.005) (0.008) (0.005) (0.158) (0.111) (0.017) (0.012)

(50.57) (28.98) (51.84) (-1.20) (-1.03) (12.08) (18.54)

Log E 0.082 0.077 0.090 0.069 0.078 0.053 0.060

(0.004) (0.005) (0.004) (0.092) (0.070) (0.009) (0.006)

(20.03) (14.37) (22.64) (0.75) (1.11) (5.82) (9.10)

Log M 0.581 0.497 0.545 0.355 0.380 0.520 0.565

(0.004) (0.005) (0.004) (0.073) (0.061) (0.019) (0.013)

(141.32) (86.58) (131.20) (4.82) (6.15) (26.42) (42.74)

Std. Err. 0.37 0.30 0.34

χ2(d,f) 16.20 38.04 106.03 152.67

(p-value) (0.84) (0.17) (0.00) (0.00)

F test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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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298.11 21.84 67.98 46.64

(p-value) (0.00) (0.00) (0.00) (0.00)

1. 樣本數計 6716。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束數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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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b 食品製造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Effects Effects LTFP2 LTFP1 LTFP0 LTFPS

PACE -0.093 -0.115 -0.102 -0.161 -0.152 -0.112 -0.097

(-5.77) (-5.51) (-6.24) (-2.49) (-2.71) (-4.90) (-4.92)

POA -0.027 -0.053 -0.031 -0.108 -0.099 -0.056 -0.057

(-0.88) (-1.34) (-1.01) (-0.88) (-0.93) (-1.31) (-1.53)

POP -0.003 -0.003 -0.003 0.008 0.006 -0.234 -0.433

(-0.64) (-0.49) (-0.68) (0.40) (0.34) (-0.32) (-0.68)

POC -2.907 -2.486 -2.932 -0.080 -0.499 -2.229 -2.301

(-9.43) (-6.21) (-9.39) (-0.06) (-0.46) (-5.10) (-6.07)

1. 樣本數計 6716。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

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 估計係數值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為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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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紡織業

表 4-3-2a 為紡織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下一般
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上，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具統
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仍符
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的結
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機效
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模式具統計顯著性差異。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
生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強
外生性與弱外生性工具變數假設下模型之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
強外生性的工具變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在弱外生性
的工具變數假設下，估計參數除了資本變數為負值外，其餘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
顯著性﹔在落後二期與一期模型中，資本變數的估計係數亦為負向關係，其餘變
數則為正向關係，然統計顯著性降低。惟根據過度認定檢定，這四類模型的估計
結果均無法接受。

    表 4-3-2b 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用佔總產出觀察，固定效果的估計係數值
為正號，但不具統計顯著性，而隨機效果的估計係數為負向關係，並具統計顯著
性，其餘四種 GMM 模型的估計係數值均為正號且具統計顯著性，然均未通過模
型過度認定檢驗，故並不具解釋意義。以隨機效果模型而言，所得的生產力與防
治污染變數的係數值為-0.643，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643
元。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證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雖呈現正負向關係均具的現象，惟不具統計顯
著性，而污染防治投資則呈負向關係，惟均不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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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a 紡織業生產函數估計值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1) Effects(2) Effects(3) Lag2(4) Lag1(5) Exogeneity(6) Exogeneity(7)

Log K 0.032 0.029 0.041 -0.220 -0.207 -0.000 0.017

(0.003) (0.005) (0.003) (0.058) (0.046) (0.008) (0.004)

(8.71) (5.81) (11.65) (-3.78) (-4.42) (-0.00) (3.79)

Log L 0.313 0.310 0.343 0.171 0.193 0.238 0.256

(0.006) (0.008) (0.006) (0.078) (0.070) (0.018) (0.012)

(51.86) (35.37) (55.01) (2.19) (2.74) (12.93) (21.26)

Log E 0.050 0.068 0.067 0.101 0.082 0.049 0.052

(0.003) (0.004) (0.003) (0.050) (0.044) (0.007) (0.005)

(14.39) (13.84) (18.91) (2.01) (1.86) (6.33) (9.21)

Log M 0.595 0.467 0.534 0.496 0.492 0.498 0.565

(0.004) (0.006) (0.004) (1.071) (0.056) (0.020) (0.013)

(146.59) (77.15) (125.23) (6.98) (8.67) (24.09) (42.62)

Std. Err. 0.29 0.24 0.27

χ2 47.00 56.93 120.24 179.20

(p-value) (0.00) (0.00) (0.00) (0.00)

F test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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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307.77 9.92 63.31 58.96

(p-value) (0.00) (0.27) (0.00) (0.00)

1. 樣本數計 5964。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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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b 紡織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Effects Effects LTFP2 LTFP1 LTFP0 LTFPS

PACE -0.573 0.357 -0.643 4.513 4.396 1.558 0.491

(-2.89) (1.41) (-3.17) (8.01) (7.97) (5.01) (2.15)

POA -0.089 0.205 -0.031 0.436 0.450 0.363 0.123

(-0.67) (1.23) (-0.23) (1.16) (1.22) (1.76) (0.81)

POP -0.002 -0.000 -0.001 -0.010 -0.009 -0.000 -0.001

(-0.87) (-0.28) (-0.65) (-1.57) (-1.49) (-0.25) (-0.54)

POC -2.999 3.324 -2.504 21.415 21.115 8.721 2.566

(-1.20) (1.05) (-0.98) (3.01) (3.03) (2.23) (0.898)

1. 樣本數計 5964。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

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 估計係數值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 28 條迴歸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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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成衣飾品業

    表 4-3-3a 為成衣飾品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下
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上，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
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
仍符合預期，除了資本變數(logK)不具顯著外，其餘變數均具統計檢定的顯著性。
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
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
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
估計值與固定效果模式具統計顯著性差異。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
生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
四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只有強外生性工具變數模型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弱
外生性與強外生性的工具變數假設下，資本變數的估計參數為負值，但不並顯著，
其餘變數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在落後二期與一期模型中，資本變數的估
計參數亦為負值且不顯著，其餘變數的估計係數則仍為正向關係，惟統計顯著性
降低。此外，根據過度認定檢定，估計結果傾向於接受弱外生性工具變數假設與
落後一期及落後二期的估計結果。

表 4-3-3b 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用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均呈現負
向關係，但除了隨機效果具統計顯著外，其餘均不具統計顯著性。以隨機效果模
型而言，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係數值為-3.714，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
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3.714 元，此一數值較一般動差法落後二期、一期與弱外生性
工具變數假設下的估計結果為高，該結果係數值分別為 3.295、1.418 與 2.034，意
謂著降低生產力數值分別為 3.295、1.418 與 2.034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證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雖呈現正負向關係均具的現象，然均不具統計
顯著性，而污染防治投資則呈負向關係，僅一般動差法落後二期與一期具統計顯
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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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a 成衣飾品業生產函數估計值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1) Effects(2) Effects(3) Lag2(4) Lag1(5) Exogeneity(6) Exogeneity(7)

Log K 0.015 0.001 0.012 -0.069 -0.082 -0.007 -0.000

(0.004) (0.006) (0.004) (0.050) (0.045) (0.009) (0.005)

(3.32) (0.17) (2.69) (-1.37) (-1.81) (-0.76) (-0.15)

Log L 0.376 0.370 0.394 0.335 0.312 0.277 0.347

(0.007) (0.011) (0.007) (0.103) (0.080) (0.024) (0.012)

(51.72) (33.61) (52.80) (3.24) (3.88) (11.50) (26.92)

Log E 0.034 0.039 0.041 0.111 0.069 0.033 0.025

(0.004) (0.006) (0.004) (0.060) (0.053) (0.008) (0.005)

(7.17) (6.24) (8.81) (1.83) (1.31) (3.85) (4.45)

Log M 0.576 0.492 0.538 0.470 0.552 0.478 0.552

(0.005) (0.007) (0.005) (0.073) (0.063) (0.023) (0.013)

(105.88) (63.77) (96.96) (6.41) (8.71) (20.75) (40.03)

Std. Err. 0.32 0.27 0.30

χ2 19.71 28.85 43.57 104.36

(p-value) (0.65) (0.57) (0.44) (0.00)

F test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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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110.60 9.13 14.72 60.79

(p-value) (0.00) (0.33) (0.25) (0.00)

1. 樣本數計 3488。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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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b 成衣飾品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值

Total Fixed Ra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Effects Effects LTFP2 LTFP1 LTFP0 LTFPS

PACE -3.498 -3.074 -3.714 -3.295 -1.418 -2.034 -2.446

(-1.89) (-1.46) (-1.99) (-1.33) (-0.62) (-0.75) (-1.24)

POA -0.112 0.149 -0.045 -0.236 -0.296 0.363 0.042

(-0.27) (0.31) (-0.10) (-0.43) (-0.58) (0.60) (0.09)

POP -0.025 -0.022 -0.026 -0.078 -0.063 -0.018 -0.019

(-0.66) (-0.51) (-0.68) (-1.54) (-1.34) (-0.32) (-0.48)

POC -2.729 -5.797 -3.504 -8.581 -6.186 -9.143 -4.383

(-0.54) (-1.02) (-0.69) (-1.28) (-1.00) (-1.25) (-0.82)

1. 樣本數計 3488。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 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 估計係數值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 21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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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皮革皮毛製造業業

    表 4-3-4a 為皮革皮毛製造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
果下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上，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
並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
符號仍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
估計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
為隨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
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模式具統計顯著性差
異。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
生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
四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只有弱外生性工具變數假設模型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
在弱外生性與強外生性的工具變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
性，但在落後二期與一期模型中，估計係數則部份成負向關係，統計顯著性亦降
低。惟根據過度認定檢定，估計結果傾向於接受落後二期與一期工具變數假設模
型的估計結果。

    表 4-3-4b 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用佔總產出觀察，一般動差法落後二期與
一期模型的估計係數呈現正向關係，但僅落後一期的係數具統計顯著性，其餘模
型的估計係數呈負向且顯著關係。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
的係數值為-0.712，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712 元，以隨機
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係數值為-0.983，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
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983 元，此二模型的估計值與一般動差法落後二期模型估計
的結果相反，該結果係數值為 0.482，意謂著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反而增加生
產力數值 0.482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證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呈正向關係，且均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治
投資亦呈現正向關係，且亦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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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a 皮革皮毛製造業生產函數估計值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1) Effects(2) Effects(3) Lag2(4) Lag1(5) Exogeneity(6) Exogeneity(7)

Log K 0.035 0.038 0.045 -0.096 -0.119 0.013 0.019

(0.008) (0.012) (0.008) (0.065) (0.061) (0.012) (0.007)

(4.23) (2.99) (5.24) (-1.46) (-1.94) (1.09) (2.60)

Log L 0.281 0.288 0.308 0.391 0.423 0.300 0.267

(0.013) (0.021) (0.014) (0.101) (0.094) (0.035) (0.017)

(20.48) (13.32) (21.41) (3.86) (4.47) (8.49) (15.26)

Log E 0.053 0.046 0.053 -0.020 0.030 0.042 0.040

(0.008) (0.011) (0.008) (0.046) (0.039) (0.010) (0.006)

(6.60) (4.03) (6.55) (-0.44) (0.76) (3.97) (5.93)

Log M 0.628 0.532 0.585 0.636 0.543 0.582 0.593

(0.010) (0.014) (0.010) (0.078) (0.070) (0.027) (0.015)

(59.10) (36.05) (54.58) (8.11) (7.72) (21.31) (39.52)

Std. Err. 0.28 0.25 0.28

χ2 25.09 36.99 65.07 80.10

(p-value) (0.34) (0.21) (0.01) (0.13)

F test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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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40.59 11.90 28.07 15.03

(p-value) (0.00) (0.15) (0.00) (0.91)

1. 樣本數計 1020。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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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b 皮革皮毛製造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值

Total Fixed Ra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Effects Effects LTFP2 LTFP1 LTFP0 LTFPS

PACE -0.940 -0.712 -0.983 0.482 0.291 -0.623 -0.606

(-2.61) (-1.63) (-2.70) (1.02) (0.55) (-1.59) (-1.51)

POA 1.939 2.382 1.946 3.233 3.102 2.338 2.396

(3.57) (3.63) (3.54) (4.58) (3.93) (3.97) (3.96)

POP 0.045 0.130 0.067 0.163 0.174 0.102 0.104

(1.17) (2.76) (1.69) (3.19) (3.07) (2.40) (2.38)

POC -2.463 -4.959 -3.556 3.420 0.967 -2.810 -3.044

(-0.74) (-1.23) (-1.05) (0.78) (0.20) (-0.78) (-0.82)

1. 樣本數計 1020。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

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 估計係數值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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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竹木製品業

    表 4-3-5a 為竹木製造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下
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上，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
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
仍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
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
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模式具統計顯著性差異。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
生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
四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只有強外生性工具變數假設下的模型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
中，四類模型的估計參數值均符合預期之正向關係，然統計顯著性方面以強外生
性工具變數與弱外生性工具變數模型的顯著水準較高。惟根據過度認定檢定，估
計結果傾向於接受接受落後二期與一期工具變數假設模型以及弱外生性工具變數
假設下模型的估計結果。

    表 4-3-5b 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用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均呈現負
向關係，但均不具統計顯著性。以隨機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
係數值為-0.732，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732 元，此一數值
為所有模型中變動效果最大，一般動差法落後二期估計的係數值為-0.254，落後一
期估計的係數值為-0.028，弱外生性工具變數估計的係數值為-0.022。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證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均呈正向關係，且皆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
治投資亦呈現正向關係，均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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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a 木竹製品業生產函數估計值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1) Effects(2) Effects(3) Lag2(4) Lag1(5) Exogeneity(6) Exogeneity(7)

Log K 0.039 0.019 0.037 0.015 0.005 0.008 0.014

(0.003) (0.004) (0.003) (0.045) (0.034) (0.006) (0.004)

(11.42) (4.28) (10.91) (0.34) (0.14) (1.26) (3.56)

Log L 0.328 0.304 0.347 0.167 0.138 0.264 0.278

(0.006) (0.009) (0.006) (0.098) (0.082) (0.020) (0.012)

(50.54) (31.81) (52.58) (1.70) (1.67) (13.07) (22.62)

Log E 0.036 0.046 0.047 0.068 0.073 0.017 0.034

(0.004) (0.005) (0.003) (0.067) (0.045) (0.008) (0.005)

(8.84) (9.17) (12.05) (1.01) (1.60) (2.13) (6.75)

Log M 0.594 0.474 0.539 0.420 0.470 0.483 0.532

(0.004) (0.006) (0.004) (0.051) (0.043) (0.021) (0.012)

(126.59) (73.93) (115.54) (8.14) (10.89) (22.88) (41.83)

Std. Err. 0.31 0.26 0.29

χ2 19.59 22.40 42.50 103.83

(p-value) (0.66) (0.86) (0.49) (0.00)

F test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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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307.07 2.81 20.09 61.32

(p-value) (0.00) (0.94) (0.06) (0.00)

1. 樣本數計 4856。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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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b 木竹製品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Effects Effects LTFP2 LTFP1 LTFP0 LTFPS

PACE -0.479 -0.545 -0.732 -0.254 -0.028 -0.022 -0.198

(-0.56) (-0.51) (-0.84) (-0.16) (-0.01) (-0.01) (-0.20)

POA 0.049 0.050 0.047 0.073 0.067 0.057 0.050

(1.46) (1.21) (1.36) (1.23) (1.18) (1.23) (1.28)

POP 0.026 0.019 0.023 0.021 0.019 0.017 0.019

(2.18) (1.29) (1.95) (0.99) (0.95) (1.07) (1.39)

POC 0.759 1.974 0.905 3.429 3.310 2.772 1.958

(0.56) (1.17) (0.65) (1.43) (1.42) (1.48) (1.25)

1. 樣本數計 4856。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

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 估計係數值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 21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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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家具裝設業

    表 4-3-6a 為家具裝設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下
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上，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
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
仍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
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
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模式具統計顯著性差異。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
生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
四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均不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強外生性的工具變數假設
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但在弱外生性的工具變數假設下及落
後二期與一期模型中，資本變數的估計係數則呈負向關係，但不具顯著性，其餘
變數則為正向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過度認定檢定，四種不同假設下的模
型估計結果均被接受。

    表 4-3-6b 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用佔總產出觀察，僅一般動差法落後二期
與一期模型的估計係數呈現負向關係，但均不具統計顯著性，其餘模型的估計係
數則為正向關係。以隨機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係數值為
0.355，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提高生產力 0.355 元，此一數值較強外生
性工具變數假設下估計的結果為低，該結果係數值為 0.378，意謂著提增生產力數
值 0.378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證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均呈正向關係，但不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
治投資亦呈現正向關係，惟均不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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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a 家具裝設業生產函數估計值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1) Effects(2) Effects(3) Lag2(4) Lag1(5) Exogeneity(6) Exogeneity(7)

Log K 0.023 0.015 0.029 -0.084 -0.011 -0.003 0.010

(0.004) (0.005) (0.004) (0.062) (0.031) (0.008) (0.004)

(5.52) (2.89) (7.27) (-1.34) (-0.35) (-0.39) (2.16)

Log L 0.356 0.312 0.363 0.212 0.240 0.274 0.305

(0.007) (0.010) (0.007) (0.073) (0.058) (0.022) (0.015)

(47.73) (29.39) (49.17) (2.88) (4.11) (12.05) (20.34)

Log E 0.034 0.039 0.042 0.147 0.130 0.037 0.037

(0.004) (0.005) (0.004) (0.049) (0.034) (0.007) (0.004)

(7.79) (7.04) (9.99) (3.00) (3.82) (4.95) (7.53)

Log M 0.594 0.490 0.547 0.456 0.451 0.518 0.542

(0.005) (0.007) (0.005) (0.068) (0.043) (0.023) (0.014)

(103.17) (62.89) (95.85) (6.64) (10.39) (21.80) (36.39)

Std. Err. 0.27 0.23 0.26

χ2 20.67 31.30 47.30 71.92

(p-value) (0.60) (0.45) (0.30) (0.31)

F test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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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222.46 10.63 15.99 24.61

(p-value) (0.00) (0.22) (0.19) (0.42)

1. 樣本數計 3300。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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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b 家具裝設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Effects Effects LTFP2 LTFP1 LTFP0 LTFPS

PACE 0.535 0.200 0.355 -0.006 -0.106 0.324 0.378

(1.70) (0.488) (1.11) (-0.01) (-0.21) (0.754) (1.03)

POA 0.040 0.239 0.085 0.272 0.292 0.255 0.182

(0.34) (1.56) (0.71) (1.22) (1.56) (1.59) (1.33)

POP 0.020 0.095 0.042 0.070 0.118 0.091 0.070

(0.42) (1.51) (0.85) (0.77) (1.54) (1.38) (1.25)

POC 0.887 0.285 0.648 -0.052 -0.006 0.387 0.551

(2.11) (0.52) (1.51) (-0.06) (-0.01) (0.67) (1.13)

1. 樣本數計 3300。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

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 估計係數值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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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紙漿製紙業

    表 4-3-7a 為紙漿製紙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下
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上，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
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
仍符合預期，除了資本變數(logK)不具顯著外，其餘變數均具統計檢定的顯著性。
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
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
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
估計值與固定效果模式具統計顯著性差異。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
生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
四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只有落後二期的模型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強外生性
的工具變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在弱外生性工具變數
假設之模型與落後二期及一期模型中，資本變數的估計係數呈負向關係且不顯
著，其餘變數則呈正向關係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過度認定檢定，估計結果傾
向於接受落後一期工具變數下的估計結果。

    表 4-3-7b 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用佔總產出觀察，除了一般動差法落後二
期與一期模型的估計係數呈正向關係外，其餘模型均呈負向關係然，然均不具統
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係數值為-0.407，意謂
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407 元，而一般動差法落後一期估計的數
值為 0.181，顯示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提升生產力數值 0.181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證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大部分呈正向關係，但均不具統計顯著性，而
污染防治投資則呈現正負向關係均具的現象，且統計顯著性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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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a 紙漿製紙業生產函數估計值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Effects(1) Effects(2) Effects(3) Lag2(4) Lag1(5) Exogeneity(6)

Log K 0.032 0.003 0.026 -0.013 -0.002 -0.001

(0.004) (0.005) (0.004) (0.053) (0.040) (0.008)

(7.90) (0.67) (6.40) (-0.25) (-0.070) (-0.23)

Log L 0.318 0.307 0.339 0.274 0.259 0.253

(0.007) (0.010) (0.007) (0.087) (0.073) (0.021)

(43.15) (28.19) (45.26) (3.13) (3.53) (11.99)

Log E 0.040 0.031 0.043 0.070 0.032 0.028

(0.003) (0.005) (0.003) (0.045) (0.029) (0.007)

(11.38) (5.87) (11.56) (1.55) (1.12) (3.79)

Log M 0.610 0.523 0.580 0.768 0.723 0.569

(0.005) (0.008) (0.005) (0.083) (0.068) (0.022)

(108.79) (61.44) (99.20) (9.15) (10.49) (25.78)

Std. Err. 0.23 0.20 0.23

χ2 26.17 44.02 64.59

(p-value) (0.29) (0.06) (0.01)

F test 2.18

(p-value) (0.00)

Hausman test 168.34 17.84 20.57

(p-value) (0.00) (0.02) (0.05)

1. 樣本數計 2924。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
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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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b 紙漿製紙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Effects Effects Effects LTFP2 LTFP1 LTFP0

PACE -0.147 -0.407 -0.218 0.095 0.181 -0.352

(-0.82) (-1.62) (-1.21) (0.39) (0.94) (-1.37)

POA 0.007 0.051 0.006 -0.038 0.004 0.065

(0.14) (0.70) (0.12) (-0.54) (0.07) (0.87)

POP 0.008 -0.030 0.001 0.031 0.018 -0.295

(1.55) (-3.95) (0.27) (4.27) (3.16) (-3.74)

POC -0.279 1.247 -0.169 -0.860 0.142 1.554

(-0.28) (0.91) (-0.17) (-0.66) (0.13) (1.11)

1. 樣本數計 2924。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

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
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
出之比。

4. 估計係數值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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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印刷業

表 4-3-8a 為印刷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下一般
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具統計
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仍符合
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的結果
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機效果
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生
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四
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均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弱外生性與強外生性的工具變
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但在落後二期與一期模型中，
估計係數則部份呈負向關係，統計顯著性亦降低，惟根據過度認定檢定，估計結
果傾向於接受落後二期工具變數下的估計結果。

表 4-3-8b 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均呈現正向
關係，並具統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係數值
為 2.584，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增加生產力 2.584 元，此一數值較一般
動差法落後二期估計的結果為低，該結果係數值為 3.938，意謂著增加生產力數值
3.938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証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雖呈正向關係，惟在總效果與隨機效果下不具
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治投資則呈現正向關係的現象，且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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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a 印刷業生產函數估計結果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ag2 (4) Lag1 (5) Exogeneity (6) Exogeneity (7)

Log K 0.028 0.013 0.026 -0.041 -0.012 0.001 0.010

(0.003) (0.004) (0.003) (0.0280 (0.023) (0.006) (0.0040

(7.87) (3.02) (7.73) (-1.45) (-0.50) (0.31) (2.58)

Log L 0.385 0.336 0.395 0.242 0.227 0.287 0.322

(0.006) (0.010) (0.006) (0.091) (0.073) (0.020) (0.012)

(58.94) (33.03) (59.82) (2.64) (3.08) (13.94) (25.68)

Log E 0.046 0.030 0.043 -0.017 0.013 0.041 0.035

(0.004) (0.005) (0.003) (0.042) (0.035) (0.006) (0.004)

(11.52) (6.04) (11.44) (-0.42) (0.37) (6.20) (7.66)

Log M 0.544 0.461 0.509 0.435 0.416 0.468 0.495

(0.005) (0.006) (0.005) (0.053) (0.045) (0.018) (0.012)

(106.75) (66.99) (101.68) (8.08) (9.17) (24.69) (40.04)

Std. Err. 0.24 0.20 0.23

χ2 33.79 53.17 73.35 96.53

(0.06) (0.00) (0.00) (0.01)

F test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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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193.89 19.37 20.18 23.17

P-value (0.00) (0.01) (0.06) (0.50)

1. 樣本數計 3328。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75

表 4-3-8b 印刷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TFP2 (4) LTFP1 (5) LTFP0 (6) LTFPS (7)

PACE 2.815 2.584 2.727 3.938 2.522 2.404 2.702

(2.58) (1.81) (2.46) (1.65) (1.11) (1.52) (2.01)

POA -0.168 2.263 0.340 5.558 5.008 2.719 1.846

(-0.54) (5.65) (1.09) (8.35) (7.92) (6.14) (4.91)

POP 0.446 1.733 0.709 3.477 3.193 1.959 1.510

(2.33) (6.96) (3.64) (8.38) (8.10) (7.11) (6.46)

POC -2.170 7.043 -0.265 20.910 17.634 8.771 5.560

(-0.91) (2.26) (-0.11) (4.03) (3.58) (2.55) (1.90)

樣本數計 3328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估計係數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係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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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化學材料業

表 4-3-9a 為化學材料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下
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具
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仍
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的
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機
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生
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四
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均不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弱外生性與強外生性的工具
變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但在落後二期與一期模型中，
估計係數則部份呈負向關係，統計顯著性亦降低，惟根據過度認定檢定，估計結
果傾向於接受強外生性工具變數下的估計結果。

表 4-3-9b 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月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均呈現負
向關係，惟落後二期與一期之估計結果不具統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
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係數值為-1.101,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
產力 1.101 元，此一數值較一般動差法強外生性估計的結果為低，該結果係數值為
-1.046，意謂著降低生產力數值 1.046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証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雖呈正負向關係均具，惟在總效果、隨機效果
與強外生性下不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治投資則呈現正負向關係均具的現象，
惟均不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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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a 化學材料業生產函數估計結果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ag2 (4) Lag1 (5) Exogeneity (6) Exogeneity (7)

Log K 0.050 0.029 0.061 -0.020 -0.046 0.005 0.021

(0.008) (0.012) (0.008) (0.073) (0.061) (0.013) (0.006)

(5.93) (2.39) (7.34) (-0.27) (-0.75) (0.39) (3.30)

Log L 0.271 0.238 0.295 0.080 0.062 0.185 0.199

(0.013) (0.021) (0.014) (0.096) (0.089) (0.029) (0.016)

(19.45) (11.06) (20.75) (0.83) (0.70) (6.30) (12.03)

Log E 0.051 0.026 0.043 0.016 0.022 0.016 0.029

(0.007) (0.010) (0.007) (0.040) (0.036) (0.009) (0.006)

(6.83) (2.59) (5.88) (0.42) (0.61) (1.71) (4.28)

Log M 0.631 0.523 0.590 0.621 0.623 0.572 0.602

(0.009) (0.014) (0.010) (0.063) (0.062) (0.035) (0.017)

(66.70) (35.19) (58.22) (9.81) (9.91) (16.32) (34.07)

Std. Err. 0.38 0.31 0.35

χ2 40.88 42.45 52.99 80.75

P-value (0.01) (0.08) (0.14) (0.12)

F test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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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76.75 1.56 10.53 27.77

P-value (0.00) (0.99) (0.56) (0.26)

1. 樣本數計 1888。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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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b 化學材料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TFP2 (4) LTFP1 (5) LTFP0 (6) LTFPS (7)

PACE -1.298 -1.101 -1.345 -0.715 -0.611 -0.934 -1.046

(-5.16) (-3.03) (-5.30) (-1.53) (-1.20) (-2.38) (-3.26)

POA -0.027 0.262 0.016 0.359 0.385 0.284 0.178

(-0.31) (2.06) (0.18) (2.20) (2.17) (2.06) (1.58)

POP -0.003 0.056 0.012 0.051 0.049 0.050 0.030

(-0.10) (1.31) (0.40) (0.92) (0.82) (1.07) (0.80)

POC -8.190 -3.111 -8.055 1.004 2.265 -1.596 -3.754

(-6.55) (-1.71) (-6.38) (0.43) (0.89) (-0.81) (-2.34)

1. 樣本數計 1888。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 估計係數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係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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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  化學製品業

表 4-3-10a 為化學製品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下
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具
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仍
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的
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機
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生
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四
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均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弱外生性與強外生性的工具變
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除資本項參數外具統計顯著性，但在落後二期
與一期模型中，估計係數則部份呈負向關係，統計顯著性亦降低，惟根據過度認
定檢定，估計結果傾向於接受落後二期工具變數下的估計結果。

表4-3-10b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月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均呈現負
向關係，且均具統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係
數值為-0.434，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434 元，此一數值較
一般動差法落後二期估計的結果為高，該結果係數值為-0.533，意謂著降低生產力
數值 0.533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証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呈負向關係，惟不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治
投資則呈現負向關係的現象，惟均不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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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0a 化學製品業生產函數估計結果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ag2 (4) Lag1 (5) Exogeneity (6) Exogeneity (7)

Log K 0.027 0.128 0.028 -0.086 -0.041 0.001 0.014

(0.003) (0.005) (0.003) (0.056) (0.039) (0.008) (0.004)

(7.25) (2.56) (7.75) (-1.52) (-1.05) (0.23) (3.42)

Log L 0.310 0.291 0.338 0.269 0.235 0.225 0.251

(0.006) (0.009) (0.006) (0.085) (0.073) (0.018) (0.011)

(46.54) (30.20) (50.94) (3.14) (3.20) (12.02) (22.31)

Log E 0.042 0.038 0.049 0.049 0.028 0.036 0.030

(0.004) (0.005) (0.003) (0.065) (0.040) (0.006) (0.004)

(10.45) (7.46) (12.88) (0.76) (0.71) (5.38) (6.93)

Log M 0.640 0.501 0.587 0.405 0.359 0.482 0.537

(0.004) (0.007) (0.004) (0.067) (0.060) (0.021) (0.013)

(133.78) (68.39) (118.16) (6.01) (5.91) (22.19) (38.57)

Std. Err. 0.27 0.23 0.26

χ2 24.26 47.96 68.72 106.70

P-value (0.38) (0.02) (0.00) (0.00)

F test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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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369.77 23.69 20.76 37.97

P-value (0.00) (0.00) (0.05) (0.03)

1. 樣本數計 4276。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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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0b 化學製品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TFP2 (4) LTFP1 (5) LTFP0 (6) LTFPS (7)

PACE -0.223 -0.434 -0.264 -0.658 -0.712 -0.533 -0.424

(-2.34) (-2.91) (-2.71) (-2.58) (-2.48) (-2.78) (-2.87)

POA -0.025 -0.009 -0.024 -0.048 -0.006 -0.002 -0.005

(-0.95) (-0.23) (-0.89) (-0.66) (-0.07) (-0.04) (-0.12)

POP -0.011 -0.006 -0.011 -0.036 -0.011 -0.005 -0.003

(-0.85) (-0.32) (-0.85) (-1.03) (-0.29) (-0.21) (-0.19)

POC -0.944 -1.789 -1.084 -2.737 -2.954 -2.186 -1.767

(-3.04) (-3.69) (-3.41) (-3.30) (-3.16) (-3.50) (-3.68)

樣本數計 4276。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

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估計係數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係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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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石油煤製品業

表 4-3-11a 為石油煤製品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
下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
除能源參數外均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
估計係數值符號仍符合預期，且除能源參數外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
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
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
效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生
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四
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均不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弱外生性與強外生性的工具
變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除資本與能源參數外具統計顯著性，但在落
後二期中，估計係數則部份呈正負向關係，統計顯著性亦降低，惟根據過度認定
檢定，估計結果傾向於接受強外生性工具變數下的估計結果。

表 6-11-2 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月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均呈現正
向關係，且均不具統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
係數值為 0.319，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增加生產力 0.319 元，此一數值
較一般動差法強外生性估計的結果為低，該結果係數值為 1.408，意謂著降低生產
力數值 1.408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証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呈正向關係，惟不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治
投資則呈現正向關係的現象，惟僅隨機效果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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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1a 石油煤製品業生產函數估計結果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ag2 (4) Lag1 (5) Exogeneity (6) Exogeneity (7)

Log K 0.117 0.064 0.118 0.032 0.037 0.046 0.037

(0.023) (0.032) (0.022) (0.022) (0.014) (0.033) (0.024)

(5.02) (1.97) (5.29) (1.42) (2.56) (1.39) (1.48)

Log L 0.306 0.250 0.312 0.211 0.151 0.239 0.187

(0.039) (0.049) (0.036) (0.0440 (0.023) (0.055) (0.041)

(7.73) (5.06) (8.57) (4.70) (6.45) (4.27) (4.54)

Log E 0.028 0.027 0.031 -0.011 0.039 0.023 0.034

(0.018) (0.026) (0.018) (0.016) (0.008) (0.022) (0.018)

(1.53) (1.04) (1.69) (-0.70) (4.81) (1.03) (1.90)

Log M 0.545 0.433 0.515 0.519 0.514 0.463 0.527

(0.027) (0.037) (0.026) (0.046) (0.030) (0.043) (0.034)

(19.50) (11.44) (19.39) (11.27) (16.83) (10.61) (15.40)

Std. Err. 0.33 0.30

χ2 20.70 29.61 48.61 72.85

P-value (0.59) (0.53) (0.25) (0.29)

F test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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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18.28 8.90 19.00 24.24

P-value (0.00) (0.35) (0.08) (0.44)

1. 樣本數計 180。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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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1b 石油煤製品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TFP2 (4) LTFP1 (5) LTFP0 (6) LTFPS (7)

PACE 0.926 0.319 0.537 2.382 1.175 0.892 1.408

(0.43) (0.08) (0.24) (0.62) (0.30) (0.24) (0.41)

POA 0.084 0.074 0.086 0.073 0.045 0.066 0.047

(1.51) (0.76) (1.52) (0.72) (0.44) (0.68) (0.52)

POP 0.087 0.096 0.090 0.100 0.070 0.089 0.068

(1.64) (1.04) (1.68) (1.05) (0.72) (0.96) (0.80)

POC 0.704 0.453 0.320 2.521 1.652 1.146 1.185

(0.26) (0.09) (0.11) (0.52) (0.34) (0.24) (0.43)

樣本數計 180。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估計係數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係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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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橡膠製品業

表 4-3-12a 為橡膠製品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下
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均
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
仍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
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
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生
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四
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強外生性和弱外生性間與落後一期和落後二期間不具統計顯著
差異性，其中，在弱外生性與強外生性的工具變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
且除資本參數外具統計顯著性，但在落後一期中，估計係數則部份呈正負向關係，
統計顯著性亦降低，惟根據過度認定檢定，估計結果傾向於接受落後一期工具變
數下的估計結果。

表4-3-12b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月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均呈現負
向關係，且除總效果外均不具統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
污染變數的係數值為-0.571，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571
元，此一數值較一般動差法落後一期估計的結果為低，該結果係數值為-0.537，意
謂著降低生產力數值 0.537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証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呈負向關係，且均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治
投資則呈現負向關係的現象，且均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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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2a 橡膠業生產函數估計結果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ag2 (4) Lag1 (5) Exogeneity (6) Exogeneity (7)

Log K 0.037 0.014 0.033 0.019 -0.000 0.008 0.016

(0.004) (0.006) (0.004) (0.053) (0.038) (0.009) (0.004)

(7364) (2.15) (7.00) (0.35) (-0.026) (0.95) (3.30)

Log L 0.334 0.310 0.345 0.368 0.379 0.256 0.275

(0.008) (0.012) (0.008) (0.072) (0.061) (0.024) (0.014)

(39.18) (25.02) (40.71) (5.08) (6.16) (10.39) (18.85)

Log E 0.034 0.053 0.049 0.126 0.101 0.043 0.045

(0.004) (0.006) (0.004) (0.048) (0.040) (0.008) (0.006)

(6.87) (8.12) (10.26) (2.60) (2.48) (5.39) (7.53)

Log M 0.592 0.508 0.556 0.503 0.525 0.580 0.554

(0.006) (0.009) (0.006) (0.069) (0.061) (0.028) (0.016)

(92.02) (55.98) (85.31) (7.23) (8.49) (20.20) (34.48)

Std. Err. 0.24 0.20 0.23

χ2 33.79 39.16 65.71 100.76

P-value (0.06) (0.14) (0.01) (0.00)

F test 2.41



90

P-value (0.00)

Hausman test 90.46 5.37 26.54 35.04

P-value (0.00) (0.71) (0.00) (0.06)

1. 樣本數計 2180。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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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2b 橡膠製品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TFP2 (4) LTFP1 (5) LTFP0 (6) LTFPS (7)

PACE -0.532 -0.571 -0.538 -0.454 -0.372 -0.537 -0.568

(-1.81) (-1.58) (-1.81) (-1.39) (-1.18) (-1.54) (-1.63)

POA -0.318 -0.234 -0.296 -0.301 -0.332 -0.271 -0.254

(-4.27) (-2.55) (-3.93) (-3.65) (-4.18) (-3.06) (-2.88)

POP -0.149 -0.108 -0.141 -0.157 -0.172 -0.122 -0.114

(-3.94) (-2.31) (-3.68) (-3.74) (-4.25) (-2.71) (-2.55)

POC -0.427 -0.692 -0.453 -0.287 -0.243 -0.678 -0.692

(-1.35) (-1.78) (-1.41) (-0.82) (-0.72) (-1.81) (-1.85)

1. 樣本數計 2180。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 估計係數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係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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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塑膠製品業

表 4-3-13a 為塑膠製品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下
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均
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
仍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
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
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生
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四
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均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弱外生性與強外生性的工具變
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除資本參數外具統計顯著性，但在落後一期與
落後二期中，估計係數則部份呈正負向關係，統計顯著性亦降低，惟根據過度認
定檢定，估計結果不接受 GMM 下的估計結果。

表4-3-13b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月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均呈現正
負向關係，且均不具統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
的係數值為 0.043，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增加生產力 0.043 元，此一數
值較一般動差法強外生性估計的結果為低，該結果係數值為 0.06，意謂著增加生
產力數值 0.06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証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呈負向關係，且均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治
投資則呈現負向關係的現象，且均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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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3a 塑膠製品業生產函數估計結果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ag2 (4) Lag1 (5) Exogeneity (6) Exogeneity (7)

Log K 0.030 0.021 0.033 -0.223 -0.132 0.012 0.016

(0.002) (0.003) (0.002) (0.051) (0.038) (0.005) (0.003)

(13.32) (6.84) (14.790 (-4.33) (-3.42) (2.46) (4.84)

Log L 0.339 0.314 0.349 0.275 0.226 0.247 0.276

(0.003) (0.005) (0.003) (0.078) (0.065) (0.013) (0.008)

(92.85) (57.82) (93.55) (3.52) (3.46) (18.31) (32.03)

Log E 0.045 0.055 0.054 0.014 -0.006 0.040 0.049

(0.002) (0.003) (0.002) (0.078) (0.058) (0.005) (0.003)

(20.77) (18.39) (24.32) (0.18) (-0.10) (8.14) (14.65)

Log M 0.587 0.496 0.548 0.478 0.492 0.491 0.555

(0.002) (0.003) (0.002) (0.052) (0.043) (0.013) (0.009)

(211.11) (124.880 (193.40) (9.09) (11.33) (37.03) (57.92)

Std. Err. 0.27 0.23 0.26

χ2 73.27 108.54 215.35 302.06

P-value (0.00) (0.00) (0.00) (0.00)

F test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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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558.39 35.26 106.80 86.71

P-value (0.00) (0.00) (0.00) (0.00)

1. 樣本數計 13072。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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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3b 塑膠製品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TFP2 (4) LTFP1 (5) LTFP0 (6) LTFPS (7)

PACE 0.069 0.043 0.059 -0.005 -0.013 0.043 0.060

(1.42) (0.74) (1.21) (-0.42) (-0.110 (0.60) (1.09)

POA -0.105 -0.107 -0.104 -0.163 -0.144 -0.111 -0.109

(-8.01) (-6.82) (-7.82) (-4.84) (-4.74) (-5374) (-7.38)

POP -0.045 -0.047 -0.045 -0.073 -0.065 -0.050 -0.048

(-8.60) (-7.48) (-8.44) (-5.35) (-5.29) (-6.37) (-8.05)

POC -1.149 6.578 0.054 33.534 29.201 12.540 5.575

(-0.67) (3.21) (0.03) (7.68) (7.40) (4.98) (2.89)

1. 樣本數計 13072。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 估計係數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係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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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4  非金屬礦製品業

表 4-3-14a 為非金屬礦製品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
果下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
且均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
符號仍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
估計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
為隨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
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生
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四
類模型的估計結果除落後一期與落後二期間外均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弱
外生性與強外生性的工具變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除資本參數外具統
計顯著性，但在落後一期與落後二期中，估計係數則部份呈正負向關係，統計顯
著性亦降低，惟根據過度認定檢定，估計結果傾向於接受落後一期下的估計結果。

表4-3-14b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月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呈現正負
向關係，且除隨機效果之外均不具統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
防治污染變數的係數值為-0.114，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114 元，此一數值較一般動差法落後一期估計的結果為低，該結果係數值為
0.168，意謂著增加生產力數值 0.168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証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呈正向關係，且總效果、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
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治投資則呈現正負向關係的現象，且僅總效果具統計顯
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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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4a 非金屬礦製品業生產函數估計結果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ag2 (4) Lag1 (5) Exogeneity (6)

Log K 0.046 0.008 0.042 -0.087 -0.116 -0.020

(0.002) (0.004) (0.002) (0.038) (0.031) (0.007)

(16.00) (1.94) (14.51) (-2.25) (-3.73) (-2.80)

Log L 0.350 0.338 0.370 0.416 0.423 0.313

(0.004) (0.007) (0.005) (0.058) (0.051) (0.017)

(72.12) (45.99) (72.82) (7.14) (8.15) (18.11)

Log E 0.053 0.049 0.061 0.013 0.043 0.028

(0.002) (0.003) (0.002) (0.043) (0.028) (0.006)

(19.66) (12.79) (22.25) (0.31) (1.55) (4.48)

Log M 0.564 0.457 0.516 0.417 0.427 0.428

(0.003) (0.005) (0.003) (0.032) (0.030) (0.016)

(147.13) (85.90) (133.31) (12.87) (14.03) (25.25)

Std. Err. 0.26 0.22 0.25

χ2 25.24 29.52 75.06

P-value (0.33) (0.54) (0.00)

F test 2.71

P-value (0.00)

Hausman test 518.27 4.27 45.54

P-value (0.00) (0.83) (0.00)

1. 樣本數計 6288。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

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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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4b 非金屬礦製品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TFP2 (4) LTFP1 (5) LTFP0 (6)

PACE -0.133 -0.114 -0.177 0.178 0.168 -0.016

(-1.45) (-0.87) (-1.88) (0.960) (0.940) (-0.090

POA 0.014 0.022 0.017 0.014 0.004 0.025

(1.71) (1.790 (1.94) (0.82) (0.260) (1.55)

POP 0.012 0.014 0.014 -0.001 -0.013 0.014

(1.67) (1.33) (1.84) (-0.09) (-0.87) (0.97)

POC -0.127 -0.007 -0.151 0.258 0.213 0.145

(-1.02) (-0.04) (-1.18) (1.03) (0.87) (0.61)

1. 樣本數計 6288。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

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
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
比。

4. 估計係數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係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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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基本金屬業

表 4-3-15a 為基本金屬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下
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具
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仍
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的
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機
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生
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四
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均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弱外生性與強外生性的工具變
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但在落後二期與一期模型中，
估計係數則部份呈負向關係，統計顯著性亦降低，惟根據過度認定檢定，估計結
果傾向於接受落後一期工具變數下的估計結果。

表4-3-15b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月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均呈現負
向關係，並具統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係數
值為-0.517,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517 元，此一數值較一般
動差法落後一期估計的結果為低，該結果係數值為-0.463，意謂著降低生產力數值
0.463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証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均呈正向關係，且不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
治投資則呈現正負向關係均具的現象，惟均不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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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5a 金屬基本業生產函數的估計值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ag2 (4) Lag1 (5) Exogeneity (6) Exogeneity (7)

Log K 0.050 0.022 0.055 0.142 0.064 0.019 0.016

(0.004) (0.006) (0.0040 (0.0620 (0.042) (0.009) (0.005)

(10.62) (3.45) (12.16) (2.27) (1.50) (2.060 (3.06)

Log L 0.219 0.243 0.254 -0.101 -0.026 0.164 0.183

(0.007) (0.010) (0.007) (0.082) (0.066) (0.020) (0.013)

(30.01) (23.13) (34.31) (-1.23) (-0.40) (7.84) (13.90)

Log E 0.035 0.036 0.043 0.107 0.047 0.035 0.031

(0.003) (0.005) (0.003) (0.043) (0.022) (0.0060 (0.004)

(8.95) (7.15) (11.53) (2.47) (2.13) (5.42) (6.58)

Log M 0.700 0.536 0.630 0.605 0.683 0.601 0.638

(0.004) (0.007) (0.005) (0.060) (0.044) (0.028) (0.017)

(149.36) (71.13) (124.07) (10.06) (15.21) (21.24) (36.74)

Std. Err. 0.33 0.27 0.31

χ2 21.46 41.15 62.81 108.22

P-Value (0.55) (0.10) (0.02) (0.00)

F test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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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369.66 19.68 21.66 45.41

P-Value (0.00) (0.01) (0.04) (0.00)

5. 樣本數計 4256。
6.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7.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8.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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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5b 金屬基本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的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TFP2 (4) LTFP1 (5) LTFP0 (6) LTFPS (7)

PACE -0.338 -0.517 -0.404 -0.590 -0.463 -0.473 -0.422

(-3.66) (-3.92) (-4.25) (-4.12) (-3.49) (-3.73) (-3.76)

POA 0.009 0.021 0.009 0.049 0.043 0.025 0.020

(0.45) (0.69) (0.43) (1.50) (1.43) (0.86) (0.77)

POP 0.004 -0.028 -0.002 -0.008 -0.012 -0.024 -0.017

(0.37) (-1.46) (-0.15) (-0.41) (-0.66) (-1.32) (-1.08)

POC 0.114 1.253 0.154 1.367 1.787 1.450 1.141

(0.26) (2.01) (0.34) (2.00) (2.83) (2.40) (2.14)

1. 樣本數計 4256。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
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 估計係數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係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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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  金屬製品業

表 4-3-16a 為金屬製品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下
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具
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仍
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的
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機
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生
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四
類模型的估計結果落後二期與一期模型不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弱外生性
與強外生性的工具變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但在落後
二期與一期模型中，估計係數則部份呈負向關係，統計顯著性亦降低，惟根據過
度認定檢定，估計結果傾向於接受落後一期工具變數下的估計結果。

表4-3-16b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月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均呈現負
向關係，並具統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係數
值為-0.175,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175 元，此一數值較一般
動差法落後一期估計的結果為低，該結果係數值為 0.125，意謂著提高生產力數值
0.125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証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均呈正向關係，且不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
治投資則呈現正負向關係均具的現象，惟均不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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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7a 金屬製品業生產函數的估計值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ag2 (4) Lag1 (5) Exogeneity (6) Exogeneity (7)

Log K 0.035 0.021 0.035 -0.074 -0.061 0.016 0.017

(0.002) (0.002) (0.001) (0.045) (0.037) (0.004) (0.002)

(17.78) (8.28) (18.55) (-1.65) (-1.66) (3.93) (6.70)

Log L 0.345 0.313 0.356 0.234 0.225 0.285 0.287

(0.003) (0.004) (0.003) (0.081) (0.067) (0.011) (0.007)

(102.95) (63.48) (104.31) (2.86) (3.33) (24.07) (38.42)

Log E 0.043 0.040 0.047 -0.032 -0.045 0.040 0.038

(0.001) (0.002) (0.001) 0.051 (0.040) (0.004) (0.002)

(22.07) (15.56) (24.77) (-0.62) (-1.13) (9.26) (13.09)

Log M 0.585 0.484 0.542 0.265 0.283 0.465 0.529

(0.002) (0.003) (0.002) (0.046) (0.042) (0.011) (0.008)

(239.36) (138.22) (216.57) (5.70) (6.68) (38.91) (63.40)

Std. Err. 0.27 0.23 0.26

χ2 29.74 39.73 156.03 234.10

P-Value (0.15) (0.13) (0.00) (0.00)

F test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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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931.97 9.98 116.30 78.07

P-Value (0.00) (0.26) (0.00) (0.00)

1. 樣本數計 16732。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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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7b 金屬製品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的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TFP2 (4) LTFP1 (5) LTFP0 (6) LTFPS (7)

PACE -0.123 -0.175 -0.189 0.069 0.125 -0.176 -0.103

(-1.260 (-1.43) (-1.90) (0.22) (0.41) (-1.28) (-0.88)

POA 0.086 0.246 0.106 0.779 0.800 0.307 0.245

(1.62) (3.67) (1.95) (4.65) (4.87) (4.07) (3.85)

POP 0.007 -0.001 0.004 -0.026 -0.022 -0.004 -0.000

(1.66) (-0.32) (1.01) (-1.97) (-1.74) (-0.72) (-0.02)

POC 0.099 0.991 0.044 5.200 5.352 1.388 1.205

(0.18) (1.46) (0.08) (3.04) (3.18) (1.79) (1.85)

1.樣本數計 16732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
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估計係數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係 21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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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7  機械設備製造業

表 4-3-17a 為機械設備製造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
果下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
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
號仍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
計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
隨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
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生
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四
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在落後二期與一期不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弱外生性與
強外生性的工具變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但在落後二
期與一期模型中，估計係數則部份呈負向關係，統計顯著性亦降低，惟根據過度
認定檢定，估計結果傾向於接受落後一期工具變數下的估計結果。

表 6-18-2 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月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均呈現負
向關係，並不具統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係
數值為-0.187，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187 元，此一數值較
一般動差法落後一期估計的結果為低，該結果係數值為-0.635，意謂著降低生產力
數值 0.635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証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均呈正向關係，且不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
治投資則呈現正向關係的現象，惟均不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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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7a 機械設備製造業生產函數的估計值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ag2 (4) Lag1 (5) Exogeneity (6) Exogeneity (7)

Log K 0.029 0.017 0.029 -0.090 -0.076 0.011 0.013

(0.002) (0.002) (0.002) (0.045) (0.036) (0.004) (0.002)

(14.16) (6.43) (14.11) (-1.98) (-2.09) (2.68) (4.60)

Log L 0.347 0.324 0.361 0.258 0.224 0.287 0.308

(0.003) (0.005) (0.003) (0.076) (0.067) (0.013) (0.009)

(95.19) (61.66) (99.13) (3.39) (3.32) (20.65) (33.60)

Log E 0.037 0.040 0.042 0.122 0.132 0.035 0.035

(0.002) (0.002) (0.002) (0.042) (0.038) (0.003) (0.003)

(17.36) (15.20) (20.67) (2.90) (3.43) (9.05) (11.56)

Log M 0.583 0.493 0.543 0.394 0.413 0.538 0.555

(0.002) (0.003) (0.002) (0.049) (0.040) (0.010) (0.008)

(222.14) (135.77) (206.49) (7.93) (10.18) (50.02) (64.44)

Std. Err. 0.28 0.25 0.27

χ2 24.91 33.57 126.38 173.73

P-Value (0.35) (0.34) (0.00) (0.00)

F test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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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641.48 8.66 92.80 47.35

P-Value (0.00) (0.37) (0.00) (0.00)

1. 樣本數計 14844。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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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7b 機械設備製造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的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TFP2 (4) LTFP1 (5) LTFP0 (6) LTFPS (7)

PACE -0.158 -0.187 -0.192 -0.502 -0.635 -0.145 -0.130

(-0.34) (-0.34) (-0.40) (-0.55) (-0.72) (-0.27) (-0.26)

POA 0.001 0.004 0.002 -0.002 -0.000 0.003 0.002

(0.39) (0.75) (0.54) (-0.23) (-0.04) (0.61) (0.45)

POP 0.004 0.000 0.000 -0.003 -0.000 0.000 0.000

(0.47) (0.85) (0.62) (-0.17) (0.01) (0.70) (0.54)

POC -0.210 5.951 1.024 16.378 15.628 5.879 3.958

(-0.09) (2.25) (0.45) (3.80) (3.69) (2.28) (1.65)

1. 樣本數計 14844。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
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 估計係數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係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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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8  電力及電子業

表 4-3-18a 為電力及電子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果
下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且
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
仍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
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
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生
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四
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均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弱外生性與強外生性的工具變
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但在落後二期與一期模型中，
估計係數則部份呈負向關係，統計顯著性亦降低，惟根據過度認定檢定，估計結
果傾向於不接受任何工具變數下的估計結果。

表4-3-18b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月佔總產出觀察，除固定效果的估計係數
呈正向關係且具統計顯著性外,其他估計係數均呈現負向關係，且不具統計顯著
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係數值為 1.024,意謂每增加一
元防治污染費用約提高生產力 1.024 元，此一數值較一般動差法落後二期估計的結
果為低，該結果係數值為 5.761，意謂著提高生產力數值 5.761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証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均呈正向關係，且不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
治投資則呈現正向關係的現象，惟均不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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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8a 電力及電子業生產函數的估計值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ag2 (4) Lag1 (5) Exogeneity (6) Exogeneity (7)

Log K 0.037 0.023 0.040 -0.199 -0.117 0.012 0.014

(0.002) (0.003) (0.002) (0.064) (0.038) (0.006) (0.003)

(13.81) (6.44) (15.20) (-3.09) (-3.09) (2.01) (4.02)

Log L 0.318 0.284 0.334 0.343 0.279 0.224 0.250

(0.004) (0.006) (0.004) (0.101) (0.075) (0.014) (0.009)

(71.44) (42.75) (73.92) (3.39) (3.69) (15.33) (27.61)

Log E 0.042 0.040 0.049 -0.097 -0.060 0.024 0.033

(0.002) (0.003) (0.002) (0.088) (0.057) (0.005) (0.003)

(17.00) (11.60) (19.61) (-1.09) (-1.05) (4.69) (9.62)

Log M 0.611 0.503 0.568 0.552 0.522 0.500 0.582

(0.003) (0.004) (0.003) (0.065) (0.052) (0.018) (0.011)

(186.12) (104.16) (167.42) (8.36) (10.03) (27.19) (50.23)

Std. Err. 0.28 0.24 0.27

χ2 40.03 59.15 107.29 183.64

P-Value (0.01) (0.00) (0.00) (0.00)

F test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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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621.86 19.12 48.13 76.35

P-Value (0.00) (0.01) (0.00) (0.00)

1. 樣本數計 9468。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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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8b 電力及電子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的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TFP2 (4) LTFP1 (5) LTFP0 (6) LTFPS (7)

PACE -0.053 1.024 -0.115 5.761 4.680 1.959 1.131

(-0.16) (2.28) (-0.35) (6.59) (5.82) (3.44) (2.86)

POA 0.021 0.038 0.023 0.034 0.045 0.048 0.034

(1.37) (1.68) (1.45) (0.78) (1.12) (1.69) (1.70)

POP 0.009 0.013 0.009 -0.005 0.005 0.016 0.012

(1.66) (1.64) (1.67) (-0.34) (0.34) (1.62) (1.72)

POC -1.163 0.718 -1.323 10.636 8.164 2.426 0.997

(-1.25) (0.54) (-1.40) (4.15) (3.46) (1.45) (0.86)

1. 樣本數計 9468。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
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 估計係數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係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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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9  運輸工具製造業

表 4-3-19a 為運輸工具製造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
果下一般遷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
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
號仍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
計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
隨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
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生
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四
類模型的估計結果均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弱外生性與強外生性的工具變
數假設下，除了在弱外生性工具變數假設下 LogK 的估計係數外,估計參數均符合
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但在落後二期與一期模型中，估計係數則部份呈負向關係，
統計顯著性亦降低，惟根據過度認定檢定，估計結果傾向於接受落後二期工具變
數下的估計結果。

表4-3-19b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均呈現負向
關係，並具統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係數值
為-0.776,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776 元，此一數值較一般動
差法落後二期估計的結果為高，該結果係數值為-0.740，意謂著降低生產力數值
0.740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証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呈正負向關係均具，且不具統計顯著性，而污
染防治投資則呈現正向關係的現象，除固定效果外其他不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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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9-1 運輸工具製造業生產函數的估計值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ag2 (4) Lag1 (5) Exogeneity (6) Exogeneity (7)

Log K 0.038 0.021 0.036 -0.157 -0.104 0.002 0.013

(0.003) (0.004) (0.003) (0.053) (0.039) (0.006) (0.003)

(12.22) (5.20) (11.99) (-2.95) (-2.66) (0.43) (3.78)

Log L 0.348 0.359 0.379 0.314 0.324 0.326 0.324

(0.005) (0.007) (0.005) (0.089) (0.073) (0.016) (0.011)

(65.49) (47.24) (71.24) (3.52) (4.39) (19.93) (28.01)

Log E 0.039 0.032 0.040 0.146 0.098 0.021 0.030

(0.003) (0.003) (0.002) (0.051) (0.035) (0.006) (0.004)

(12.85) (8.19) (13.63) (2.82) (2.76) (3.34) (7.20)

Log M 0.584 0.491 0.541 0.451 0.462 0.501 0.535

(0.003) (0.005) (0.003) (0.062) (0.050) (0.017) (0.012)

(153.27) (90.53) (139.31) (7.21) (9.20) (28.77) (42.37)

Std. Err. 0.26 0.22 0.24

χ2 28.14 53.10 95.18 139.44

P-Value (0.21) (0.00) (0.00) (0.00)

F test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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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287.34 24.95 42.08 44.26

P-Value (0.00) (0.00) (0.00) (0.00)

1. 樣本數計 6156。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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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9b 運輸工具製造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的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TFP2 (4) LTFP1 (5) LTFP0 (6) LTFPS (7)

PACE -0.523 -0.776 -0.657 -0.740 -0.719 -0.676 -0.610

(-1.87) (-2.20) (-2.31) (-1.22) (-1.33) (-1.67) (-1.79)

POA -0.037 0.027 -0.028 -0.266 -0.154 0.041 0.011

(-0.45) (0.26) (-0.33) (-1.47) (-0.96) (0.34) (0.11)

POP 0.022 0.124 0.031 -0.033 0.045 0.169 0.118

(0.48) (2.11) (0.66) (-0.33) (0.50) (2.51) (2.09)

POC -1.414 -0.607 -1.403 1.903 1.448 0.176 -0.360

(-0.99) (-0.33) (-0.96) (0.61) (0.52) (0.08) (-0.20)

1. 樣本數計 6156。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
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 估計係數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係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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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0  精密機械製造業

表 4-3-20a 為精密機械製造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
果下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
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除 Log K 的估計係
數為負,且不顯著外,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仍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
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計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
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隨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
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
計值與固定效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生
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四
類模型的估計結果,落後一期與弱外生性模型假設不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
弱外生性與強外生性的工具變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
但在落後二期與一期模型中，估計係數則部份呈負向關係，統計顯著性亦降低，
惟根據過度認定檢定，估計結果傾向於接受落後二期工具變數下的估計結果。

表4-3-20b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均呈現負向
關係，並具統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的係數值
為-0.594,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594 元，此一數值較一般動
差法落後二期估計的結果為低，該結果係數值為 0.419，意謂著提高生產力數值
0.419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証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除固定效果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外,其餘均呈負
向關係，且不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治投資則呈現正向關係的現象，而且具統
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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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0a 精密機械製造業生產函數的估計值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GMM Strong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ag2 (4) Lag1 (5) Exogeneity (6) Exogeneity (7)

Log K 0.029 -0.000 0.023 -0.096 -0.051 -0.018 -0.003

(0.004) (0.007) (0.004) (0.050) (0.037) (0.008) (0.005)

(6.20) (-0.05) (4.66) (-1.89) (-1.35) (-2.08) (-0.66)

Log L 0.327 0.306 0.339 0.282 0.238 0.246 0.295

(0.008) (0.012) (0.008) (0.108) (0.083) (0.025) (0.015)

(40.28) (25.13) (40.93) (2.59) (2.83) (9.83) (19.19)

Log E 0.040 0.038 0.044 0.132 0.099 0.029 0.034

(0.004) (0.006) (0.004) (0.050) (0.039) (0.008) (0.004)

(8.67) (6.05) (9.61) (2.63) (2.50) (3.59) (6.89)

Log M 0.598 0.525 0.572 0.417 0.454 0.536 0.551

(0.006) (0.008) (0.006) (0.074) (0.063) (0.024) (0.014)

(99.36) (59.00) (91.58) (5.57) (7.19) (22.10) (38.41)

Std. Err. 0.24 0.21 0.24

χ2 27.71 46.06 61.43 106.53

P-Value (0.22) (0.04) (0.03) (0.00)

F test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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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0)

Hausman test 111.33 18.34 15.37 45.09

P-Value (0.00) (0.01) (0.22) (0.00)

1. 樣本數計 2164。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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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0b 精密機械製造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的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GMM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TFP2 (4) LTFP1 (5) LTFP0 (6) LTFPS (7)

PACE -0.594 -0.145 -0.592 0.419 0.357 0.339 -0.061

(-1.07) (-0.20) (-1.06) (0.37) (0.33) (0.39) (-0.09)

POA -0.437 1.916 -0.220 3.025 3.812 3.45 1.750

(-0.54) (1.89) (-0.27) (1.85) (2.48) (2.82) (1.80)

POP 0.302 0.268 0.266 -0.043 0.123 0.324 0.291

(3.10) (2.16) (2.70) (-0.21) (0.65) (2.15) (2.43)

POC -0.084 1.553 -0.159 0.666 1.660 3.307 1.814

(-0.02) (0.41) (-0.05) (0.10) (0.29) (0.72) (0.50)

1. 樣本數計 2164。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
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C 指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

4. 估計係數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係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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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雜項工業製品業

表 4-3-21a 為雜項工業製品業的估計結果，表中第一欄為不考慮固定或隨機效
果下一般迴歸的估計值。在生產函數估計，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均符合預期，並
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第二欄為考慮固定效果下的估計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
號仍符合預期，且具統計檢定顯著性。然而，根據 F 檢定，以固定效果假設所估
計的結果與一般迴歸估計結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表中第三欄為考量估計模式為
隨機效果假設之結果，所有估計係數值符號亦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惟根
據 Hausman 的檢定，發現隨機效果模式估計值與固定效果具統計顯著差異性。

表中第四至七欄為利用一般動差法估計並利用落後 2 期、1 期、0 期（弱外生
性）與全部資料（強外生性）做工具變數所得之結果。依據 Hausman 檢定，這四
類模型的估計結果, 落後二期與一期模型不具統計顯著差異性，其中，在弱外生性
與強外生性的工具變數假設下，估計參數均符合預期且具統計顯著性，但在落後
二期與一期模型中，估計係數則部份呈負向關係，統計顯著性亦降低，惟根據過
度認定檢定，估計結果傾向於接受落後一期工具變數下的估計結果。

表4-3-21b則利用前述不同模型計算的總要素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費用與投資所
做的迴歸分析結果。就污染防治操作費月佔總產出觀察，所有估計係數雖均呈現
負向關係，但並不具統計顯著性，以固定效果模型所得的生產力與防治污染變數
的係數值為-0.723,意謂每增加一元防治污染費用約降低生產力 0.723 元，此一數值
較一般動差法落後一期估計的結果為低，該結果係數值為 0.92，意謂著提高生產
力數值 0.92 元。

表中，第二列與第三列則分別列出利用生產力指數與歷年累積廢氣污染防治
設備的投資額與污染防治投資設備累積額佔當年度實際運用資產總額間的估計
值。實証結果顯示，空氣污染防治均呈正向關係，且不具統計顯著性，而污染防
治投資則呈現正負向關係均具的現象，惟均不具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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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1a 雜項工業製品業生產函數的估計值
估計模型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Weak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ag2 (4) Lag1 (5) Exogeneity (6)

Log K 0.036 0.027 0.038 -0.204 -0.181 0.016

(0.003) (0.004) (0.003) (0.058) (0.050) (0.007)

(9.09) (5.50) (10.15) (-3.50) (-3.61) (2.10)

Log L 0.384 0.369 0.402 0.399 0.385 0.315

(0.006) (0.008) (0.006) (0.086) (0.078) (0.020)

(62.53) (43.09) (66.41) (4.63) (4.91) (15.69)

Log E 0.078 0.061 0.068 0.044 0.051 0.050

(0.003) (0.004) (0.003) (0.074) (0.050) (0.006)

(23.49) (14.00) (21.14) (0.60) (1.00) (7.16)

Log M 0.502 0.413 0.459 0.309 0.326 0.413

(0.004) (0.005) (0.004) (0.042) (0.040) (0.017)

(120.36) (71.06) (109.62) (7.24) (7.98) (23.09)

Std. Err. 0.35 0.28 0.31

χ2 31.91 42.08 96.01

P-Value (0.10) (0.08) (0.00)

F test 3.07

P-Value (0.00)

Hausman test 226.00 10.17 53.93

P-Value (0.00) (0.25) (0.00)

1. 樣本數計 6408。
2. 被解釋變數為 Log(Y)。
3. 各變數估計係數值列於第一列，標準差列於第二列，第三列為近似 t 值。
4. GMM 估計模式中 Hausman 檢定，係指相鄰兩模型間的差異檢定，此一數值服
從卡方分配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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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1b 雜項工業製品業生產力與污染防治的估計值

Total Fixed Random GMM GMM GMM

Effects (1) Effects (2) Effects (3) LTFP2 (4) LTFP1 (5) LTFP0 (6)

PACE -0.723 -0.558 -0.656 0.544 0.92 -0.442

(-1.76) (-1.18) (-1.57) (0.63) (0.48) (-0.83)

POA 0.002 0.016 0.008 -0.156 -0.139 0.029

(0.02) (0.17) (0.10) (-0.91) (-0.86) (0.27)

POP -0.031 -0.023 -0.024 -0.148 -0.148 -0.023

(-1.06) (-0.68) (-0.81) (-2.58) (-2.58) (-0.62)

POC -1.748 -1.017 -1.455 1.617 1.266 -0.757

(-1.51) (-0.76) (-1.24) (0.67) (0.56) (-0.51)

1. 樣本數計 6408。
2. 被解釋變數為 LTFP（總要素生產力）。
3. 解釋變數中，PACE 指污染防治操作費與總產出之比。POA 指當年累積空氣污
染防治設備金額與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POP 指當年累積污染防治設備金額與
可運用資產總額之比。

4. 估計係數係指單一迴歸估計值，亦即表中數值係 28 條迴歸估計結果。



136

五、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空氣污染防治對臺灣地區製造業生產力的衝擊效果，
俾作為政府決策當局評估環境污染管制對總體經濟之影響。本研究利用經濟部工
廠營運校正資料民國 76 年至 79 年與 80 年至 84 年共八年計 21 個製造業 29,088 家
廠商的個別與時間合併的 Panel 資料進行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則區分為兩部份分
析，包括(一)利用污染防治設備投資資料來檢視污染防治設備投資是否排擠非污染
防治設備投資的假說；與(二)利用總要素生產力分析模式，探討污染防治與生產力
間之關係，檢視 Porter 的假說，以瞭解嚴格的環境保護規定是否會降低廠商的生
產力與競爭優勢。在計量分析方法上，除了採用傳統總效果、固定效果與隨機效
果模型外，尚考量迴歸解釋變數外生性問題，採用一般動差法模式來估計 21 個不
同產業的生產函數並計算出各廠商總要素生產力。最後再根據各廠商的總要素生
產力與污染防治，探討兩者間的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
(一) 不論分成前後兩期四年或合併八年，除了菸草與成衣產業外，並無證據顯示

污染防治投資或空氣污染防治投資具有投資排他性效果存在。

(二) 經由生產力與空氣污染防治設備迴歸結果得出空氣污染防治設備投資對橡膠
與塑膠兩種行業的生產力有顯著負向影響。

(三) 當利用空氣污染防治操作與維護費用做為迴歸解釋變數，迴歸結果發現空氣
污染防治僅對食品、化學材料與製品業呈現顯著負面影響。

(四) 當利用總污染防治操作與維護費用做為迴歸變數，迴歸結果則發現包括食
品、成衣等 11 個行業呈現負向關係，惟其影響數值大多小於一，意謂著每增
加一元防治費用對生產力的降低小於一元，顯現其影響未如預期嚴重。

    本研究業已充分利用經濟部現有工廠營運校正資料進行分析，未來研究方向
應可朝向下列幾方面進行：

(一) 合併新的工廠營運資料。
經濟部最新調查資料為民國 86 年度資料，業於今年五月份供應使用，結

合新的資料延伸樣本期間當能更掌握生產力之變化。

(二) 合併環保署監檢測與工廠營運調查資料。
本研究最大限制在於無法瞭解各工廠空氣防治成效，對各工廠監檢測資

料與工廠營運資料並無法充分整合，未來研究若能取得環保署與經濟部兩單
位間充分合作，對資料進行整合或進行一致性調查則將有助於瞭解其間之影
響與內涵。

(三) 整合與調查各廠商對污染採行之防治行為。
本研究另一限制在於無法對各廠商防治行為包括政府部門相關檢查與廠

商配合措施獲得完整性資料，未來研究應進行此等資料的調查與收集，藉以
瞭解管制政策對各廠商之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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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嘗試總資源生產力之評估方式。
總資源生產力評估係考量到對外部尤其環境資源之關係與影響，目前業

由學者提出，惟仍在概念探討，若能進行實證分析，對於學術研究與應用將
具有一定之貢獻。

    以上研究方向均屬於耗費人力、物力甚巨之工作，該項工作之進行若能從重
要個別產業進行，將能獲得較為令人滿意之結果，盼相關單位對此類之計劃能充
分支持。



138

六、對空污防治之具體貢獻與應用可行性分析

    本研究原規劃兩年時間完成所有臺灣產業研究，惟國科會/環保署今年規劃重
點業已改變，本研究為得到政策內涵，乃竭盡所能完成所有產業依相同模式之研
究，俾進行比較分析並得政策含義。

本研究計劃之目的在於瞭解空氣污染管制政策對廠商之影響，特別著重於廠
商生產力之分析，透過此一研究將可釐清政府與民間部門對污染防治政策之疑
慮，並對政策形成的衝擊進行數量化評估。本研究具體成果包括：

(一) 空氣污染防治設備投資及其他污染防治設備投資並未對廠商新投資形成
排擠效果。

(二) 空氣污染防治行為僅對食品、化學材料及製品業的生產力具負面影響。而
包括空氣、廢水、噪音與廢棄物等總污染防治行為則造成包括食品、化學、
橡膠、鋼鐵等 11 個產業造成生產力下降的結果，惟其影響值均小於一，
其影響程度遠較美國的估算結果為低，顯現其影響並非如預期嚴重。

    此一研究結果對政府執行環保政策至少具有幾點意義：
(一) 釐清傳統污染防治投資會阻礙新投資進行之說法。

(二) 污染防治所形成對廠商的衝擊遠較美國為低，所謂降爭競爭力之說無法獲
得學術研究上的充份支持。

(三) 在現行命令與管制政策下，污染管制策略並非造成對所有產業均有不利之
影響，即使受到影響其程度亦非嚴重。惟政府部門若改採誘因管制措施，
相信對廠商之衝擊將可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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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錄

附錄一：期中審查意見暨回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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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期末審查意見暨回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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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初稿審查意見答覆

計劃名稱：空氣污染防制政策之總體經濟影響評估— 空氣污染防制對廠商生產力
之影響評估

計劃主持人：劉錦龍
服務機關：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一、有關空污防治設備之操作費資料問題

在經濟部的工廠營運調查資料中污染防治設備係區分成廢氣、廢水、噪音與
廢棄物四項，但污染防治的操作費用早期係依上述方式區分，但最近幾年資
料則未加以區分，因而經濟部統計處對外提供的各廠商不同年的合併資料
檔，僅有總污染防治操作費用資料。為解決這項問題，本研究乃分別由空氣
污染防治與總污染防治設備投資項分別進行分析。在空氣污染防治費用上則
利用歷年累積空氣污染防治投資金額佔歷年累積總污染防治投資金額比例為
權數計算出各年空氣污染防治費用並進而分析。詳請參閱第三章第四節有關
資料與變數處理。

二、有關研究限制部份

業已於前言的研究限制中做較為完整之說明。

三、有關重點歸納分類部份

業於第四章研究結果第二節製造業各業別生產力與污染防治之研究的第
二小節綜合結果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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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文獻探討
在本章節將就文獻中有關探討生產力的理論與演進提出綜合整理。重點包括生

產力的衡量、管制對生產力之影響、環境管制與生產力相關議題與最新發展的環境
資源與生產力關係等逐一說明。

3.1 生產力、產業管制、環境管制與環境資源
(一) 生產力理論演進與衡量
生產力的衡量

所謂生產力是指要素投入生產過程後轉換成產品的效率，一般的衡量方法是
單一要素生產力(single-factor productivity)，定義為：以每單位單一投入所能生產的
產出量。此單一要素，特別是指勞動的投入；長期以來，勞動生產力一向是慣用
的生產力指標，並且被應用於衡量整體經社會總合生產力，其最大的優點在於計
算簡單及適用性廣泛；但是，若運用於衡量生產力的成長時，這種以單一要素所
衡量生產力，很難明確的分析出促使成長的因素；例如，新技術引進促使廠商在
維持某一既定產量下，僱用較少員工，這種因資本投入增加所形成的勞動生產力
的提升，無法由單一要素生產力指標中分析出造成勞動生產力提高的真實原因。
其他如要素替代、規模經濟及人力素質提升等因素對生產力的影響，在分析造成
成長的因素時是不容被忽視的。

早期 Solow(1957)的研究即強調此一觀點。由於，古典經濟學學者李嘉圖
(Ricardo)認為生產力可透過平均每一單位勞動所使用之資本與產出間之關係予以
衡量，在假設生產函數為 Cobb-Douglas 型式之下，若勞動不變，則每增加 3%的資
本，可使產出增加 1%，因此，依據李嘉圖的說法，以當時農業部門為主的社會型
態而言，在勞動不變之下，資本累積的增加所成就產出的增加比率實屬有限。然
而在 1909-1949 年間，Solow 發現美國非農業部門的每人工時所使用的資本增加
31.5%，若依李嘉圖的算法，將使平均每人產出增加 10%左右，然而實際上同一時
期、同一部門的平均每人工時產出率高達 104.6%，產出的增加率明顯遠遠大於李
嘉圖時期所描述的現象，Solow 將這大幅的生產力提升歸功於技術上的變動
(technological change)，換言之，技術上的影響因素可使每一單位勞動的產出與資
本使用量間的關係向上移動，亦即每一單位勞動平均增加之產出扣除因資本使用
增加而增加之產出，這種衡量方法稱為單位投入產出法(output-per-unit-of-input 
method)或算術指數法(arithmetic index)，為部分因素生產力分析(partial factor 
productivity)，由於此種方法係假設該生產函數為固定規模報酬、投入價格固定與
要素投入邊際產量的比率不變，藉由國民會計帳中以求出產出的增加幅度。

單位投入產出法的問題在於當資本與勞動的比率發生變化時，其相對邊際產
量維持固定不變的假設將受到質疑。而維持固定投入價格不變亦產生扭曲生產決
策與生產效率之結果。為克服此等問題，Solow 提出幾何指數概念的衡量方式，認
為產出變動可由技術變動、勞動變動與資本變動三者組成，且納入技術變動而來
衡量生產力，要素投入在產出中的份額等於該要素之產出彈性。假設一具固定規
模報酬生產函數為

),()( LKftAY =
其中 A 為技術進步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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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社會為完全競爭、技術變動為中性的假設下，則

(1-1)   
L
Lw

K
Kw

A
A

Y
Y

LK
∆+∆+∆=∆

Solow 指數與算術指數最大的不同在於生產因素的變動是以各生產因素的產出彈
性為權數(幾何性的結合)，算術指數是以價格為指數(算術式的結合)，但 Solow 指
數的衡量基本上是由算術指數的概念衍生出來。另外 Solow 指數的問題在於其中
性技術變動的假設過於強烈且有資本加總的問題。因此，從經濟分析的角度而言，
總合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是一個較為基本而完備的生產力指
標，可改善單一要素生產力只針對一種要素的不足。

最初，TFP 是由 Hendrick (1961)及 Denison (1962)所提出，而後 Jorgenson , 
Griliches (1967)及 Hulten (1973,1978)再作進一步的修正。在他們的理論中，TFP 指
數定義為：總合產出指數(aggregate output index ,Q)對總合要素投入指數(Aggregate 
Input Index ,X)的比值， XQTFP = 。但是值得留意的是，在加總產出及投入時，
隨著產出及要素的特性不同而有不同方法，最一般性的指數是以要素成本佔有率
加權平均的總和指數。然而就適用性而言，以總合指數所表示的要素投入量雖然
已將所有要素的數量，甚至品質都加以納入考慮，但是仍然無法解決技術改變與
規模經濟或要素替代之間的問題；譬如，技術改變及規模變動都可能產生要素替
代致使總和要素指數改變的情形，TFP 值變化的原因依然無法單由總和要素指數
變動來解
釋。

    一種可以解決上述缺點的理論是以生產函數為基礎，藉由統計的方法，將生
產函數中的關鍵特性(或參數)與生產力的成長之間的關係估算，同時也可估計出生
產函數。這個理論最早是由 Solow (1957)所提出，假設在固定規模報酬及完全競爭
市場下，生產力的成長率可經由 Hicks 中立性的技術變動率(Hicks-neutral technical 
change)獲得。因此，這個模型建立了新古典生產函數的特性與生產力成長之間存
在的某種可以解釋的關係。近來的發展最主要是以成本函數衡量 TFP，特別是就
個別廠商(firm-level)生產力的研究。這類型的理論主要是基於對稱性原理(duality 
theory)，以生產者追求成本極小化最適行為的成本函數，表現其背後所隱含的生產
技術。使用成本函數來衡量 TFP 的最大特色在於，成本函數中所含括的技術特性，
可用以直接衡量生產力成長，這些技術特性包含規模經濟、要素替代性及生產技
術；因此利用成本函數來衡量生產力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分析模型；但是，此模型
比較適合於廠商的分析，同時必須假設產出及要素價格是外生固定，生產者所面
對的是完全競爭市場，而且是滿足最適化的行為模式。

    在發展成本函數模型的同時，一些更具一般性及伸縮性(flexibility)的生產函數
或成本函數，如超越對數函數(Translog function)、二次式函數(Quadratic)及一般化
李昂鐵夫模型(Generalize Leontief model)等，亦被發展出來。這些模型相較於 C-D
及 CES 生產函數的限制更少。因此，目前在生產力的研究上，具有伸縮性的新古
典生產函數為運用最廣的理論模型。

    其他有關生產力的理論發展如：Diewert(1976,1978a)所提出的 Exact-index 
number 理論及修正 Solow 模型。Diewert(1978a)重新對產出及投入的加總問題加以
探討，他認為一種生產技術結構對應唯一的加總指數，因此在選擇適當的加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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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時，必須考慮其生產函數的形態；也就是說在選擇適當的生產函數及合適的加
總指數之間，形成了具有對稱性的關係。這個理論也是首次在 TFP 的衡量中結合
了總合指數理論及新古典生產及成本函數理論。其次，部份學者針對 Solow 模型
作了一些修正。例如，在接受管制的產業中，完全競爭市場均衡的假設已經不適
用，而且實證研究也指出 Hicks-neutral 的技術變動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再加上管制
也可能影響廠商資源分配的決策。因此，在探討被管制產業生產力的問題時，傳
統理論中的市場結構、需求狀況及規模經濟等假設，都必須重新加以考慮。這方
面的研究主要是拮取 Averch-Johnson (1962)所提出：在受到資本報酬率管制
(rate-of-return regulation)的廠商，生產上有配置的無效率(allocative inefficiency)，而
且生產成本高於未受管制的成本極小技術的廠商。之後，針對 A-J Model 所提出的
研究指出，所謂的 A-J Effect 確實造成顯著的經濟無效率(economic inefficiency)，
因此在衡量生產力成長時，有必要加以修正。另外，Fuss and Denny(1981)亦針對
受管制的聯合產品(joint-output)廠商若以非邊際成本法訂價所造成資源配置的扭
曲，衡量生產力成長時，訂價行為偏離所造成的要素重組，也是必須加以考慮的。

    綜合以上所述，近年來因對稱原理、加總原理及伸縮性的函數模型普遍被運
用在生產力及生產力成長的衡量，研究的範圍因此而擴及到管制效率、管制政策、
環境政策及競爭策略的分析上。下面幾個章節，本研究將匯整 TFP 衡量的模型及
近年來發展最快之相關研究的理論基礎。

Divisia 指數理論(Divisia-Index approach)
    總合要素生產力指數(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以下統稱 TFP)定義為:總合
產出指數對總合要素投入指數的比值，
(1-2)       XQTFP ≡
其中，Q為總合產出指數(aggregate output index)；X 為總合要素投入指數(aggregate 
input index)。一般解釋 TFP 成長(Growth of TFP,以下統稱 TFPG)為：(1)TFP 指數
的變動率(Jorgenson and Griliches,1967)，或(2)生產函數的變動率(Solow,1957)。其
中 Jorgenson and Griliches (1967)是以產出成長率與平均要素投入成長率的比值衡
量 TFPG：

(1-3)       0

0

,0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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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

    早期產出投入的加總方法是以基期的產出投入價格為權值，分別加總產出與
投入的拉氏加權指數；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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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i, 分別代表要素投入與產出，
        ∑=

i iiiii XPXP 0000ω 為基期的要素占總成本的比例；

        ∑=
j jjjjj QPQP 0000ω 為基期的產出占總收益的比例；

以拉氏指數衡量 TFPG 最主要的優點在於計算上的方便，而且一般在衡量 TFPG
時，必須將價格變化的影響予以排除在產出及要素投入的變動之外；因此，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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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價格為權值便可維持價格衡定，除去價格變動的因素。然而，Diewert(1976)
認為，除非要素或產出是具有完全的替代性，否則以拉氏指數衡量的 TFPG 並非
正確。

    另一個以產出及要素投入的成長率來衡量TFPG的理論是Divisia 指數。TFPG
是衡量無法由要素投入增加所解釋的產出增加的部份，這殘差(residual)的部份可以
解釋為：除了要素投入增加所造成的產出增加外，生產函數移動所造成的產出變
動。更明確的說，這部份的產出變動即是因技術變動所造成的；所以，TFPG 可表
示為技術變動所造成的產出增加率。假設生產者面對完全競爭的產品市場及要素
市場，所以長期而言總產值等於總成本， ∑=

i ii XPPQ ；生產技術以具有固定規

模報酬的生產函數來表示， ),( tXFQ = ；此生產函數為要素投入的線性、齊次、
凹性及非遞減函數，而且具有技術變動的 Hicks 中立性；其中， XQ, 分別表示產
出及要素投入的向量；t 為時間，一般用以表示技術變動因子。

    在此定義 TFPG 為：在要素投入不變下因時間所致的產出變動率，
          tQTFPG ∂∂≡ ln
               = dtXddtQd lnln −
(1-5)            = ( )( )dtXdXQdtQd i

i
i lnlnlnln ∑ ∂∂−

               = ( )( )( )dtXdXQQXdtQd ii
i

i lnln ∂∂− ∑
因為廠商固定規模報酬的生產技術及追求利潤極大，所以要素的邊際產值等於其
要素價格， ( ) ii PXQP =∂∂ ；同時也隱含了要素投入的產出彈性等於其占總成本的
比例， ( )( ) PQXPXQQX iiii =∂∂ 。由此可得：

(1-6)       TFPG = ( )∑−
i

ii dtXddtQd lnln ν   

  其中， ∑==
i iiiiiii XPXPPQXPν ； iP 為要素價格 ； P 為產出價格。

所以，TFPG 等於產出成長率減掉以要素成本占有率加權平均的要素投入成長率。
但是，因連續資料取得不易而且計算困難，所以一般都是以單位期間的間斷性資
料所獲得的 rnqvistoT && 指數來估計：
          ( ) XQTFPTFPG lnlnln ∆−∆=∆=
(1-7)                    ∑ ∆−∆=

i
ii XQ lnln ν

  其中， ( ) ( )[ ]1
2
1

−+= tt iii ννν

    以上是假設在固定規模報酬的生產技術下的 TFPG，也就是說在此一假設下，
生產力的成長只因技術效率變動所致；然而，若生產技術不是固定規模報酬時，
TFPG 就必須考慮規模效率的影響，
(1-8)       ( ) XTTFPG CQ ln11ln ∆−+∆= η
其中， XQT lnlnln ∆−∆=∆ 為技術效率對 TFPG 的貢獻；
        ( ) XCQ ln11 ∆−η 為規模效率對 TFPG 的貢獻；

CQη 為成本的產出彈性；若 1=CQη ，即表示固定規模報酬，則          
TTFPG ln∆= 。由此可清楚的了解，傳統理論所衡量的 TFPG 包括靜態規模效率

的影響、動態技術效率的影響及範疇經濟效率的影響。這三方面的影響可從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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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獲得其個別對 TFPG 的貢獻程度。

    先前的模型都以完全競爭市場下廠商最適化訂價為基本假設，所以產出指數
的加總可以用收益占有率(revenue shares)加權平均；然而，一旦生產者是獨占者或
市場是寡占時，非邊際成本訂價法對 TFP 的影響，就有必要加以考慮了。Denny and 
Fuss(1981)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以成本彈性衡量 TFPG 的理論‧其模型如下：
(1-9)       ( ) ( )CPC

CQCQ QQQTTFPG lnlnln1ln ∆−∆+∆−+∆= ηη

其中， CP QQ , 分別表示以收益占有率及成本彈性占有率加權平均的總合產出指數；
          ( ) j

j j
j jjjjjj

P QQPQPQQ ∑ ∑ ∑== ω

(1-10)       ( ) j
j j

j cqjcqjjj
C QQsQ ∑ ∑ ∑== ηη

    cqjη 為個別產出 j 對成本的彈性；

    js 為個別產出 j 對成本的彈性的占有率；
由(1-9)式可更進一步將 TFPG 分成三個部份:
﹝1﹞技術效率或成本函數的移動， TCQ ln∆η ；

﹝2﹞規模經濟‧ ( ) C
CQ Qln1 ∆−η ；

﹝3﹞非邊際成本訂價法的影響， CP QQ lnln ∆−∆ 。

生產及成本函數理論
    以上所述是以 Divisia 指數估算 TFPG。接下來將介紹一般運用於實證估計的
生產及成本函數理論。最早已生產函數估計 TFPG 的是 Solow (1957)，假設在固定
規模報酬及完全競爭市場下，當衡量技術變動時，若每期的產出及要素投入量的
資料可以直接獲得，則只須假設一個生產函數， ( )tXfQ tt ,= ，並估計生產函數中
的參數並分析特性參數對技術變動的影響程度， ( ) ttXf t ∂∂ ,ln 。生產函數的結構
式一般採用可連續微分的二階近似(second-order approximation)函數；例如，超越
對數(Translog)生產函數(Christensen,1971)。然而，單獨估計生產函數時有自由度不
足的問題，因此實證分析通常採用成本函數來估計 TFPG。

    首先，假設生產者面對完全競爭的要素市場，其要素價格向量為
( ) 0,...,, 21 >>≡ iPPPP ；投入產出間的技術關係以生產函數 ( )tXfQ ,= 表示；生產

者的成本函數 C 滿足成本極小化的限制，如下所示：
(1-10)      ( ) ( ){ }IX

XQtXfXPtQPCC 0,,:min,, ≥≥⋅≡=

接下來推導如何由成本函數估計 TFPG。式對時間做全微分並除以 C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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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Shephard’s lemma： ( ) iii PtQPCX ∂∂= ,, 。所以重新整理(1-11)式得：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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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CXPs iii = 為個別要素投入占總成本的比例；
(1-12)式中 tC ∂∂ ln 為成本函數隨時間而變動的比例，亦可視為技術變動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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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定義為：除要素價格及產出量的改變所引起的成本變動外，因技術變動所引起
的總成本的成長率。以數學模型表示如下：

(1-13)      ∑ −−=
∂

∂
=

i
CQ

i
i dt

Qd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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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dt
Cd

t
CT lnlnlnln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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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1-13)式代入(1-14)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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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先前的定義， dtXddtQdTFPG lnln −= 。所以，將(1-15)式代入重組後可獲
得 TFPG 和技術變動率的關係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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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生產技術屬於固定規模報酬（ 1=CQη ），則 TTFPG &−= ；也就是說生產力的成
長僅因技術效率的改變所引起，因此只須衡量出成本函數隨時間的變動率便可獲
得 TFPG。若生產處於規模不經濟， 1>CQη  (Diseconomies of scale)，則單以技術
變動率衡量 TFPG 會有高估的情形；反之則會低估。由上式的結果，可將生產力
的成長以三個原因所造成的成本改變加以解釋：

﹝1﹞因規模經濟及產出變化所造成的生產成本改變－沿成本函數上做點的移
動(Moving along cost function)；

﹝2﹞因技術改變所造成的生產成本改變－成本函數的移動(Shift of cost 
function)；

  ﹝3﹞其他的外在因素所造成的生產成本的改變；例如，報酬率管制或污染排放
管制－成本函數的移動。

成本函數是實證研究上運用最廣的模型。相同的，在運用統計估計時，成本
函數的結構式通常採用符合二階近似的超越對數成本函數(Translog cost 
function)；一方面具有伸縮性，沒有如先前 Divisia 指數需要齊序(Homotheticity)、
規模報酬或要素替代彈性的限制(Diewert [1976])。另一方面可依據 Shephard’s 
lemma 所導出的要素成本占有率方程式(Share equation)，與成本函數做聯立估計，
瀰補自由度之不足的問題，但其主要的缺點在於必須假設生產者是要素價格的接
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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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制與生產力
    有關管制對生產力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討論A-J Effect是否存在於被管制的
產業中；在 Denny and Fuss(1981)所提出的理論架構中，衡量接受資本報酬率管制
廠商的生產力，並運用在加拿大的電信產業的實證分析。Diewert(1981)提出四種管
制條件限制下生產力成長率衡量的理論模型，這些模型的理論基礎已經在上一節
中說明過，在此將不再贅述。以下直接以ㄧ個相關的研究報告說明管制與生產力
間的關係。

     Randy ,Nelson and Wohar(1983)研究 1957-78 年間 51 家民營電力公司的
TFPG，在他們的研究中將不完全競爭市場及存在政府的管制納入傳統的模型之中
加以修正。若生產者受限於報酬率的管制，則必須滿足以下兩個限制:（一）廠商
必須在管制當局所制訂的價格下生產足夠市場所需的產量；（二）生產成本必須
符合報酬率的限制，使其利潤不得超過被允許的水準。因此其成本函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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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 為資本被容許的合理報酬率， nPe > ； 2λ 為管制限制下的最適拉氏乘數
(Optimal Lagrange multiplier)；以 Shephard’s lemma 將(2-1)式分別對要素價格及 e
偏微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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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當管制存在時，要素的需求必須以管制效率加以修正。將(2-2)式代入(1-11)
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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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重新整理後 TFPG 方程式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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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將 TFPG 分解成以下三個部份：技術變動、規模經濟及管制所造成的成本
偏差(Regulator biases)。若為固定規模報酬( 1=CQη )而且管制不具效率( 02 =λ )，則

生產力的成長是因技術變動所致；至於管制是否有效 ( )010 22 =<< λλ 或 ，許多的
實證研究證實 Averch-Johnson Effect 確實存在於 1950-78 年間。所以將管制偏差列
入考慮是有其絕對的必要性。為了估計 2λ 及 CQη ，在此必須先建構一個成本函數的
特定結構式，一般都是以具伸縮性的超越對數成本函數為估計式；其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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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wing(1978b)曾經指出：若管制有效，則滿足一階齊次的限制條件將不成立，
因為受管制的成本函數將不再是要素價格的一階線性齊次函數。為了估計成本函
數中的參數，有必要與要素成本占有率方程式聯立估計。以(2-5)式對要素價格和
合理報酬率偏微分及代入修正的 Shephard’s lemma 後，可得成本占有率方程式為：

(2-6)     

( ) ( )

( )









++++−=

−=∂∂=

+++∂+∂=∂∂=

−







++++=

−∂∂=

∑

∑

∑

j
nnnjnjn

n

n
n

e

j
nnnjnjnnn

j
iiijij

ii

TeQP
P
e

S
P
eeCS

TeQPPCS

TeQP

PCS

1112

2

111

21111

2

lnlnln

lnln

lnlnlnlnln

1lnlnln

1lnln

θγβααλ

λ

θγβ

λθγβαα

λ

因為 2λ 是無法直接觀察的變數，依據 Cowing [1978b]的方法，將上列三式加以重
新組合可獲得單一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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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程式中的所有變數都是可以直接由資料中觀察到而加以利用，如此可以獲得
以下的估計式： nin SSSC 及,ln 。以 Iterative Zellner-efficient estimation (IZEF,1962)
對這些估計式做聯立估計，即可得到所需的參數估計值及完整的成本函數結構式。
    另外，為了估計 2λ 及 CQη ，可引用上面的相關方程式加以推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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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 2λ 及 CQη 所用的資料都是以每一個子期間(Subperiod)中各變數的平均值來估
計。有了以上的估計值後便可將(2-4)式中 TFPG 的各種要素成份加以整合，並評估
個別對 TFPG 的貢獻程度。在他們的研究報告中顯示：技術變動、規模經濟及管
制的偏差，平均而言對 TFPG 的貢獻分別為 90.56,13.84 及-4.40 百分比；由此可知
技術變動一向是促使生產力提高的主要因素，而管制確實存在不利的影響。但是
在 1974-78 年間管制的偏差卻是占有極大的影響，可以見得在這段期間，電力產業
處在一個很不穩定的狀態之下。另外實證結果也顯示在 1950-78 年間電力產業顯著
的具有規模經濟，而且在 1974-78 年間， 2λ 顯著的大於 0；也就是說在這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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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ch-Johnson effect 所造成的成本提高確實存在。正如 Averch-Johnson [1962]所
言：對廠商施行報酬率管制的結果，將導致生產者投入過多屬於無生產效益的資
本，產量因而減少，生產成本比未受管制者高，利潤也相對較低；因此管制的結
果反而造成社會的無謂損失。

    其他相關的研究如，Appelbaum, Berechman [1991]在客運運輸產業的生產力研
究中，強調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及管制效率對生產力的影響。同時以要素價格的變
動、技術改變、規模經濟、需求狀況及政府管制等解釋生產力的成長。另外，
Granderson [1997]在對天然氣產業的研究中引用 Farrell [1957]，認為受管制產業的
生產力成長率除了受技術效率變動的影響外，成本效率的變動也必須同時納入考
慮，並以實證結果解釋：若不加入成本無效率的因素，單以技術變動、規模經濟
或管制條件來解釋生產力的變動，將會高估這些因素對生產力成長的影響力。

    正確的分析影響生產力的因素，不僅可提供廠商在面對不利的生產條件時，
以不影響其利潤的前提下調整生產策略；也可以讓政府部門在設計管制方案時，
了解管制措施對其他造成生產力下降的因素的影響，藉以尋求提高生產力的有效
政策，避免因政策的失當反而加速惡化整體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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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境管制與生產力
    近年來研究生產力所引發廣泛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分析造成七 0 年代美
國生產力成長率減緩的原因，這之中包含能源危機、原物料價格提高、勞動素質
的改變、實質投資減少及 R&D 的支出減少等，是公認造成成長減緩的重要因素。
但是這些仍無法充分解釋生產力的快速下降，尚有部份待解釋原因是討論的重
點；例如，政府的管制，特別是環境管制對生產力的影響，一直都是研究討論的
重點。這方面研究最具影響力的當屬於 Denison [1978a]，他在解釋美國經濟成長
減緩的原因時認為：在 1975 年大約有 0.35%的生產力的成長，因環境管制及健保
工安管制而被犧牲掉；而後，Denison [1979a]中更進一步指出，1967 年後環境管
制對生產力成長的影響在 1967-69 為每年平均 0.05%；1969-73 為 0.01%；1973-75
為 0.22%；及 1975-78 為 0.08%。從這些數據來看，環境管制對生產力成長的影響
相當有限，然而他的推論卻引發其他不同觀點的學者的批評，於是有了以不同的
理論、不同的時間區間及不同的資料，針對相同的問題提出不同的實證結果。

    Denison [1978]以成長會計理論探討生產力的問題時，首先估計因環境管制所
增加的生產成本，由此生產成本的增加可將歸因於環境管制所造成的每單位投入
的產出變化分析出來；他認為環境管制對生產力的影響僅是透過資源的轉換，將
原本用於生產的要素部份轉到污染防治上，使生產的投入減少，致使生產力下降。
另外，Norsworthy, Harper, Kunze [1979]也以相同的的方法衡量環境管制的影響；
他們認為污染防治資本投入的增加將會使投入生產的資本減少，進而使生產力下
降。綜合而論，以上的研究僅考慮到污染防治投入增加對主要的生產要素所帶來
的影響；然而，由於污染防治投入占總成本的比例相當低，所以在他們的結論中，
環境管制對生產力成長的影響也就相對較小。

    針對 Denison [1979]的說法，Christainsen, Haveman [1981]提出批評，他們強調
環境管制對生產力成長的影響，不僅是透過將資源由生產部門移轉到不具生產力
的污染防治工作，而且包含許多間接及無法量化的因素；例如，資源配置的效率、
R&D 的分配及創新活動等。在其研究中將管制強度視為解釋變數，以計量方法分
析得環境管制對勞動生產力成長的影響為 0.27%。除此之外，Crandall [1981]也對
相同的問題提出不同的解釋，他以 36 個製造業的橫斷面資料，分析產業間生產力
成長的差異是否與污染控制成本占附加價值比的長期趨勢有關連。研究結果顯示
這種差異確實存在於 36 個產業之間，而且受環境管制的產業生產力成長率比一般
產業大約低 1.5%。其他以迴歸分析估計的研究如：Gollop, Roberts [1983], Gray 
[1986],及 Barbera, McConnell [1986]均ㄧ致的指出，環境管制對生產力成長確實存
在有顯著不利的影響。另外有一部份的學者則認為，環境管制對生產力除了有負
面的影響外，亦可能有正面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Gray, Shadbegian[1993])；
例如，採用封閉迴路(Close-loop)的生產流程及製後開發(Discovered after doing)，將
可用的原料加以回收，便可降低總成本。這種效果是否可以抵消生產力的下降的
不利因素，仍是實證上有待探討的問題。

    大部分有關生產力的研究都集中在總體(Aggregate)經濟或產業別
(Industry-level)的分析，以這種方式衡量生產力成長是一個重大的缺點(Nadiri 
[1970])，因為仍然沒有一個有效的加總技術能夠提供理想的指數。若改以分析廠
商(Firm-level)生產力，便能克服這項缺點。Jorgenson, Grilliches [1967]曾指出，在
研究管制對生產力成長影響的實證分析時，應以各別的廠商為主(Disaggregate 



156

level)，避免加總的問題。Gollop, Robert [1981]以成本函數理論分析電力產業中的
56 家廠商生產力受環境管制的影響；分析中將每家廠商承受不同的管制強度納入
其長期生產函數，以計量方法估計其生產技術，並分析管制變化對要素投入量的
影響，進而估計出約 0.59%的生產力成長下降可歸因於環境管制。另外 Smith, Sims 
[1985]也以廠商的資料分析加拿大的釀酒業廠商受環境管制的影響；其實證結果指
出，未受管制的廠商生產力成長率為每年 1.6%，而受管制的廠商生產力成長率為
每年-0.008%。

   以上所拮是環境管制對生產力成長影響的理論發展，接下來將以三個不同的實
證研究介紹不同的衡量方法；分別為 Barbera and McConnell (1990)、Gray and 
Shadbegian([1993]及 Conrad and Wastl (1995)。

Barbera and McConnell (1990)
    這篇論文的五個污染較重產業由於必須符合環境管制的要求，因此在 1960-80
間所投入的污染防治資本較多，適合分析環境管制對生產成長率的影響。這五個
產業分別為：造紙、化學、玻璃陶瓷、鋼鐵及不鏽鋼產業。這篇論文是針對 Denison 
[1979]的研究結果，重新以限制較少的 TFPG 模型加以討論，他認為 Denison [1979]
所提成長會計理論的分析，只是考慮到直接的影響(Direct impact)，但並未考慮到
因污染防治資本的存在所導致的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及生產程序的變化，這些因
素可能存在間接影響(Indirect impact)；因此在這篇論文中強調以間接及直接的影響
分析環境管制與生產成長率的關係。以下就概略敘述其理論模型：

    假設產業內的廠商生產齊質的產品 Q，生產要素投入為 X向量。當存在污染
設備 A 時，其生產函數為 ( )tXAQQ ,,= ；其中要素投入可用於生產或污染防治設
備。由對稱原理可得生產成本( ∑=

i ii XPC )最小的成本函數為： ( )tAPQCC i ,,,= ，

其意義表示：當存在既有的 A 時，生產 Q 產量所需的最小成本。除此之外，購買
污染防治設備所需的成本為 APC AA = ，因此生產 Q 的總成本為：

( ) Ai CtAPQCC += ,,,* ，對此式全微分並除以 *C 再加以整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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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ACCCSCCS CAAAC lnln,, ** ∂∂=== η 。若生產為固定規模報酬，則可
定義 TFPG 為：去除價格及產出的成長所增加的成本外，總成本的增加率(如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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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3-2)式可將 TFPG 分成四個部份：

（ㄧ）技術變動所造成生產函數 C 的移動，
t
CSC ∂

∂ ln
；

（二）防治設備所造成生產函數 C 的移動，也就是所謂的間接影響，

      
dt

AdS CAC
lnη ；

（三）防治設備成本成長所造成的總成本變動，可視為直接影響，

      
dt

Cd
S A

A
ln

；

（四）其他因價格及規模經濟對生產成本 C 的影響。

    在此可加以推論：當污染防治資本增加直接使 TFPG 下降，但也間接使生產
程序或要素組合發生改變，促使 TFPG 上升或下降；也就是說間接效果是正或負
必須經過估計才能夠確實得知。同理在此選擇以超越對數生產函數作為估計之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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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將 TFPG 中的間接效果分離出來，因此令：

(3-4) 





 −−−−=

+∂∂=

∑i
i

i
A

C

A

C

CA

dt
Pd

s
dt

Qd
dt

Cd
S
S

S
TFPG

dtAdtCZ
lnlnln

lnln η

其中的 TFPG 值可直接由(3-4)式計算得，其他如 iiACA PsQCSS ,,,,, 等，都可直接由
資料獲得。因此可計算出各期間的 Z 值；而 Z 的估計式可分別代入 tC ∂∂ ln 及 CAη ，
如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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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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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用的估計式為要素佔生產成本比例的方程式：

(3-6) ∑ +++=
i itiAjijii tAPs τττβ lnln

有了這些估計式後以重複的 SURE 將(3-3)、(3-5)、(3-6)式作聯立估計；其中包含 5
條方程式、19 個觀察值、20 個參數及 70 個自由度。詳細的實證結果在此不予以
討論，其最終結論為：這五個產業在 1970 年代其生產力因環境管制大約下降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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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y and Shadbegian (1993)
    這篇研究是針對三個製造業，以廠商生產力的資料分析包含 122 家造紙廠、
107 家煉油廠及 60 家煉鋼廠，在 1979-85 年間因環境管制造成其生產力成長的影
響。首先分別計算出各家廠商每年的生產力水準及生產力的成長率，然後再計算
出 1979-85 年間的平均生產力水準及平均成長率。由此可以建立廠商生產力水準與
污染防治支出及生產力成長率與污染防治支出變化的關係；同時以平均生產力的
資料分析以其他方法衡量的管制措施的關係。

    首先分別計算勞動生產力(LP)及總和要素生產力(TFP)：

(3-7)       
)log()log()log()log(

)log()log(
MsKsLsQTFP

LQLP

MKL −−−=
−=

(3-7) 式的要素投入都是用於生產。當有防治設備存在時，部份的要素投入
必須分配到污染工作上，所以會產生高估真實的生產投入而低估了生
產力，因此必須把偏差的部份加以修正。Gray [1987]提供一個便利的
近似值，以污染設備的操作成本佔總成本的比例( Ra )來修正環境管制
所造成的偏差，因此真實的生產力( *TFP )可表示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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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計算 TFP，必須先估計出各產業的生產函數：

(3-9) ( ) ( ) ( ) ( )KMLQ j loglogloglog 3210 αααα +++=

有了以上的資料後，直接以操作成本對生產力作迴歸，及以操作成本的變動對生
產力成長率作迴歸，便可以估計管制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存在環境管制時，
TFP 平均下降幅度在造紙業為 5.3%，在石油業為 3.1%，在鋼鐵業為 7.6%。

Conrad and Wastl (1995)
    這篇研究主要以環境管制對原料及資本投入的直接影響來衡量 TFP 的變化。
首先為了區分不具生產力的要素投入，必須先計算出高污染要素投入的成本價格
(Cost prices)。假設原料投入M 包含生產用途 1M 及應付環境管制之用者 2M ，

21 MMM += ；另外假設 2M 是 1M 所排放廢棄物的比例值， 12 MeM ⋅⋅= α ；其中 e
為廢物排放係數，所以 ( ) 11 MeM ⋅+= α 。而M 的支出為

( ) 11
00 1 MPMePMP MMM =⋅+= α ，此 MP 即為原料的成本價格， ( )ePP MM ⋅+= α10 ；

它包含了其原始價格及每單位投入生產的 1M 因環境管制所額外增加的成本。另
外，更進一步假設α 是污染減量度 a 的函數， ( )aac=α ；其中 ( )ac 為每單位污染減
量所需的污染防治成本，因此 ( ) eaacPPP MMM ⋅⋅⋅+= 00 。有了這些假設後進一步可
求得 TFPG。廠商的生產函數為 ( )tPPPQCC MLK ,,,,= ，同理經過全微分及整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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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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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管制成本( RC )為 ( ) 1
0 MeaacP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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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將(3-11)式代入(3-10)式即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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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環境管制不存在時，則 0
lnln

,0 =∂
∂

=
∂

∂
= at

C
t
Ca ；所以，可將(3-12)式區分成

兩部份，一部份是標準式，ㄧ部份是管制式；其形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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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3-13)式代入 TFPG 的公式可得：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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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aTFPG 可經由成本函數 ( )tPPPQCC MLK ,,,, 0= 估計得到，因此由(3-14)式
可知：（1）環境管制通常直接影響資本及原料的支出，而不直接影響其他要素；
（2）原料及資本投入通常用作生產投入及與環境有關的非生產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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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資源生產力分析法
    前述生產力的衡量並不考量對環境資源的使用與損害議題，Gollop and 
Swinand(1998)提出總資源生產力(Total Resource Productivity, TRP)的觀念，表示傳
統 TFP 的生產力衡量方式無法反應出非市場交易性財貨(如污染物)的存在，正確的
作法應在 TFP 的基礎之上加入非市場性財貨的概念。假設 TRP 是以一彈性來表示
並做為衡量管制政策對生產力成長的影響：

E H
t
q Y
M

d Y
dt

w X
M

d X
dt

S
M

d S
dt

TRP

j j j i i i

ij

=

= − −
−∑∑

∂
∂

η ρ

ln

ln ln ( ) ln

其中 H 為生產函數，S 為非市場交易性財貨，ρ為非市場交易性財貨的邊際防治
成本，η為非市場交易性財貨所產生的邊際負效用的絕對貨幣價值。最後一項表
示在資源配置上市場失靈的效果。在考量不同非市場交易
性財貨的影響下：
(1) 若ρ<η時，則當 S 增加時會使 E TRP 下降；當 S 下降時會使 E TRP 上升。
(2) 若ρ>η時，則當 S 增加時會使 E TRP 上升；當 S 下降時會使 E TRP 下降。
由於而 TFP 的衡量忽略了 S 所扮演的角色，因此，TRP 與 TFP 之間的差異在於
TRP 考慮非市場交易性財貨 S，而以 TRP 衡量較 TFP 多出等式右邊第三項，其間
的大小決定於 ρ 與η 之間的大小。當影子價格(shadow price)為正的情況下( ρ <η )，
TRP 的成長將大於 TFP 的成長；反之，為負的情況下( ρ >η )，TRP 的成長將小於
TFP 的成長。

    以上是就環境管制對生產力影響的基本理論模型及相關研究進行說明。由於
本單元強調實證的理論模型，至於其實證結果與完整的文獻討則將在下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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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環境管制與生產力文獻探討

傳統學說假設政府對廠商或產業進行環境管制行為，例如要求廠商購買或更
新其污染防治設備以符合法規標準，會迫使廠商將手中現有可利用資源挪用某一
比例以配合政府的管制行為，因此，當廠商未能將其所能使用的所有資源全面運
用在生產上，廠商的生產(以生產力的概念衡量)是否因此受到影響，成為文獻所要
探討的主題；近一、二十年來，許多經濟相關文獻在討論 70 年代美國製造業生產
力趨緩之原因，除了外在因素的衝擊(如石油危機)、實質投入減少、產品或製程創
新不足等焦點問題外，文獻的重點尚因美國政府為因應民眾環保意識抬頭而制定
一連串的環保法令，而將研究重心聚集在與環境管制相關的議題與影響層面上。

在討論環境管制對生產力的影響的實證文獻中，衡量生產力的方法如前面所
述包括成長會計分析法、多要素生產力分析法、總要素生產力分析法與總資源生
產力分析法。其中，總要素生產力分析法為過去學界主要採行的方式，在以下的
文獻回顧過程中將以總要素生產力分析法分析環境管制對生產力之影響為探討重
點。

Crandall (1981)基於環境管制對整體經濟發展是有害的假設上，探討如何以最
小可能之社會成本來達成清淨環境，並藉此檢視現有政策是否有效率。該文強調
環境管制在美國被視為技術導向，其基本理由包括：

(1) 對個別污染者的環境標準是依工程標準(engineering standard)，而非績效標
準(performance standard)。

(2) 新加入市場的個別廠商所面對的管制標準較舊有現存的廠商為嚴苛。
(3) 快速成長的產業所面對的是較成長緩慢的產業為嚴苛的標準。
(4) 資本密集產業所面對的是較勞動密集產業為嚴苛的標準。
(5) 廠商若受限於報酬率的管制，則較可能被迫接受適用較為嚴苛的標準。

由於監視技術侷限於初步發展階段，當現有的設備業已符合目前法規要求，而政
府部門對廠商的污染行為並不進行連續或間斷性的監視行動假設下，管制執行活
動會變得比較可行。另一方面，技術導向的環保規範係基於工程標準，將特定的
控制技術依最佳且可使用(best available)的原則訂定，而其修正方式則視新一代的
污染防治技術是否出現而定。依績效原則制定的標準，例如污染排放費或可交易
排放權，則可能會有政治性的偏袒或偏好行為出現；相較之下，工程標準較不存
在上述情形。然而此一標準因表現在資本密集的控制技術上，當直接對資本密集
產業設定一定的污染防治水準，則有關控制設備方面的投資將會對生產力成長產
生不利影響。此外，設立污染標準會造成下列兩項相關問題﹕

(1) 勞工失業，源於廠商無法負擔管制所造成的成本時，將做成關廠的決定。
(2) 資源不當使用，由於管制所引起的成本若被吸收至產品價格之中，當這些

廠商並未減少其產出水準時，則既存廠商將面臨競爭上的威脅；而成長快
速的產業，其在污染防治上的花費將相對比例的增加。

基於上述觀點，作者進一步利用 1973-76 年美國紙業、化學業、石油與煤業、金屬
業與銅業等五個基礎產業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在 1970 年代以前，受環境政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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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之產業的成長率遠大於當時製造業的平均成長率；但在 1970-76 年這些產業的生
產力卻反而遠較不受管制影響的產業為低，因此污染管制的效果對高生產力成長
的產業而言，並非一成不變或具有對稱性的負面效果。

Cowing, Small and Stevenson (1981)認為傳統上總生產力的衡量是假設廠商在
完全競爭的環境下運作，但在產業存在管制的情形下可能產生偏誤，特別是在受
報酬率管制的電力經營業，些微的產能利用及規模經濟的調整，均會造成估計出
的總要素生產力成長率呈現高估或低估的現象。然而實証上，作者以 1964-75 年美
國 81 個發電公用事業廠商為對象，結果發現管制對以 Divisia 指數衡量的總要素生
產力的影響並不嚴重。

Christainsen and Haveman (1981)認為公共管制會干涉市場之運作，使得個別參
與者效用與利潤極大化的決策過程受到干擾，而在沒有外部性的市場經濟體系
中，干涉導致私人部門的生產改變，進而導致生產力下降。在環境管制議題上，
由於管制是依據工程標準，故廠商會傾向於過度的使用資本，包括前往低污染區
域設廠。另一方面，污染防治設備需要額外人力操作，相關法令與訊息的收集與
管理亦需要額外的人力投入，這些投入並無助於產出的增加。作者以 1958-77 年美
國製造業部門為對象，採用該期間主要立法管制的累積數目、卅政府花費在管制
活動上之實質支出與卅政府為管制活動而需雇用之全職職員數等變數來衡量政府
的管制強度。實証結果顯示相對於 1958-65 年，在 1973-77 年期間美國製造業生產
力因卅政府環境管制下降了 12-21%，在資本與勞動比率方面下降了 15%。

Gollop and Robert (1983)研究在 1973-79 年景氣蕭條中，對美國 56 家發電產業
採 SO2 排放管制對生產力成長率之影響。作者認為自 1970 年通過設立國家空氣品
質標準以來，由於同一期間燃料之平均價格上揚，結果使得技術變動率下降；另
一方面，排放標準促使廠商由使用低價高污染之燃料轉而使用高價低污染性之燃
料。實証結果顯示環境管制對生產力成長率具有顯著之負效果，使得平均生產力
成長率每年下降 0.59%。

Smith and Sims (1985)則針對 1971-80 年加拿大 4 家釀酒產業就污染收費對生
產力影響上提供計量分析。作者認為在研究生產力成長的文獻中大多使用具加總
性質的產業別資料，此等資料忽略廠商特性為其主要缺點，而且問題不容易克服，
故應改採非加總性的個別廠商資料來衡量。作者強調一般環境管制會導致負的成
長效果，但嚴格的環境管制會促使資本財快速更新與污染防技術的研究發展活動
增加，其結果將使得生產力成長上升。但若污染防治技術係由主要生產活動的研
究發展轉移，則可能導致生產力下降。另一方面，經濟上的誘因管制將比直接管
制更具效率與影響力，例如實施污染收費制，對生產性資本轉移至污染防治設備
及研究發展的支出轉移至污染防治技術上，則產生不同效果。實証的結果顯示不
受管制規範的廠商其生產力成長率為每年 1.6%，而被管制廠商之生產力成長率為
每年-0.008%。

Barbera and McConnell (1986)則利用要素需求分析( factor demand approach)來
檢視環境管制對資本與勞動生產力的影響。作者認為資本需求對產出與價格具有
遲延的效果，包括：

(1) 調整至新的生產水準會讓廠商的生產成本增加，故不會立即回應市場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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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2) 廠商使用要素多寡的決定是恆常需求與相對價格的函數，與短暫性之變動

因素較不相關。

再者，資本與勞動需求所受景氣循環的影響不同，故使用總要素生產力衡量會產
生偏誤。作者利用 1960-80 年四種受環境管制嚴格之製造產業，包括造紙、化學、
石材泥土玻璃與基本原料業。實証結果發現在造紙、化學與基本原料三個產業中，
污染防治設備投資的增加會減緩平均資本生產力與平均勞動生產力。但環境管制
對總體經濟的影響不大，僅對某些特定產業造成影響。

Gray(1987)在 AER 的文章係以 1958-78 年之全美國製造業，並細分為 450 個
子產業，來檢視政府管制活動包括勞工健康安全管制(OSHA)與環境管制對生產力
之影響。文中特別強調這類研究所應面對的三項課題：

(1) 產業的生產力高低可能反而影響管制強度。
(2) 利用線性迴歸模型進行估計可能會對某些比較無關的產業給予過度的權

數，導致高管制與低生產力的結果。
(3) 導致生產力下降的因素繁多，忽略部份影響變數可能導致估計偏誤。

相對於之前許多文章討論相關議題，其中大部份認為管制對生產力之影響效果有
限；但這篇文章實証發現勞工健康安全管制與環境管制每年會降低製造業之平均
生產力達 0.44%且在整個 70 年代降低了 30%的生產力成長。此一結果顯然高於其
他相關研究，其主要原因在於勞工健康安全與環境兩項管制對製造業的影響較為
明顯，且管制的影響效果受勞工健康安全管制較明顯，而受環境管制部份則相對
比較不明顯。

Conrad and Morrison(1989)除了討論先前許多文章所討論環境管制的正、負效
果與其組成因素之外，並提出另一個新的觀點。作者認為在環境管制下國際競爭
的問題與美國生產力趨緩的問題息息相關。當模型中假設污染防治設備為”非生產
性投入”，而且污染防治設備與其他生產設備是可分性的，則污染防治設備支出的
利益可由影子價格求算。理論推導結果，本國進行環境管制所需使用非生產性之
投入，在他國視環境財為自由財時，本國會喪失國際競爭力。

Barbera and McConnell(1990)將環境管制的影響區分為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兩
部份，其中直接效果係指為了減少環境污染所需購買污染防治設備之花費。而間
接效果係指為因應減少污染防治設備的需求，在傳統的投入與製程而有所調整下
對產出的影響。一般認為，間接效果為負係因為管制並不會促使廠商有更大的創
新舉動，只會迫使廠商增加所有的要素投入以維持一固定水準的生產。間接效果
為正係因為管制會促使廠商去購買較具生產力的資本財藉以合併製程。作者利用
1973-80 年美國普查局的紙業、化學業、石材水泥玻璃業、鋼鐵業與非鐵金屬業的
資料，實証結果發現直接效果使總要素生產力下降，平均下降幅度在 1961-80 期間
為 0.08%-0.24%之間。間接效果則依產業別的不同而不同，在勞動的使用上，化學
與非鐵金屬產業會因環境管制而減少勞動使用，石材水泥玻璃業與鋼鐵業則會增
加勞動使用，主要是這兩個產業具有嚴重的空氣污染之故。研究中亦發現在 70 年
代生產力趨緩的原因，其中之一即是為因應環境管制而迫使廠商購買防制污染設
備，此一因素大約解釋 10-30%這段期間產業生產力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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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ly and Gray(1991)認為正處於衰退的產業而言，實施污染管制會使得某些廠
商寧可選擇關廠而不願遵循政府管制政策，且管制會對當地社區造成極大的成
本。作者利用兩階段迴歸模型來分析美國鋼鐵業在面對環境管制政策時的決策行
為，假設廠商會依據現在與預期環保署的政策而進行決策。由於環保署在進行環
境管制需考量兩項因素：

(1) 一般大眾的支持程度：倘若民眾偏好較少量的污染，政府會對廠商進行直
接制，但需面對兩類反對聲音，一是被管制的廠商；因為對廠商而言，會
造成額外的投資、營運成本的增加與生產力的減少。另一是廠商所雇用的
員工與當地的居民，因在廠商關廠之後會造成失業增加與當地的商業機會
喪失，故在某些例子中當地政府會降低管制規定以減少上述之情形。

(2) 來自管制者本身。

故廠商在面臨嚴苛的環境管制，導致本身無法獲得利潤時，會選擇關廠，且舊有
設廠年齡較悠久的廠商較新廠商更傾向關廠。作者以 1977-86 年美國 49 家鋼鐵業
為對象，實証結果發現廠商的關廠決策在這段蕭條時期受管制者的執行舉動所影
響。當廠商所面對的執行管制行動愈多，愈可能關廠。而廠商在高失業率的地區
亦面臨較低的執法行動。

    Gray and Shadbegian(1993,1995)4利用總要素生產力的分析方式來檢視在
1979-90 年美國紙業、石油業與鋼鐵業的生產力與污染防治設備的花費支出及其他
衡量環境管制方法間的關係。一般認為污染防治會降低生產力，係著眼於廠商在
追求利潤極大化的最佳投入組合選擇時，因環保法令迫使這些選擇受到限制，而
導致廠商遠離最適生產境界；另一方面，當廠商面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管制標準，
可能會延遲投資、延遲新產品發展或延遲新製程的研究而使得生產力下降；而現
有的污染防治措施傾向於依照現有的技術來訂定，在面對較為嚴苛的限制下，將
進一步阻礙新廠的設立，導致產業的生產力下降。但作者在文章中則引用 Porter 
(1990;1991)所提出的假設：環境管制會迫使廠商去追求低污染之技術、創新，以
至於提升競爭力，管制反而會提升生產力。另一方面，生產力的提升是因為廠商
在環境管制實施前，生產力上並未達到最適境界，例如 X-無效率(x-inefficiency)。
而外在因素的刺激，如管制可促使廠商更新高污染之設備使其達到提升生產力的
最適生產境界。再者，在未來對乾淨生產技術的需求與日俱增，當廠商帥先發展
該類技術者在往後幾年將保有競爭上的優勢，因而管制將有助於促進此類技術的
發展，尤其當管制政策採較具誘因基礎設計時，將更有助於創新與研發。在實証
分析上，作者認為廠商在設計新的製程時，甚難將其區分成為生產活動或為防治
污染，故防治成本較難以正確衡量，而在管理當局依紙上作業為查核前提下，將
低估真正防治成本。由於在衡量生產力上無法明確區分要素是使用在生產或配合
管制上，此將造成要素投入高估與生產力低估。作者在比較三個產業，發現紙業
每年生產力減少 2%，鋼鐵業減少 0.5%，石化業減少 2.4%。文中並且發現廠商的
配合程度愈高，則環保署的管制活動將會減少而且廠商的排放總量亦較少，反少

                                                
4 Gray and Shadbegian 於 1993 在 NBER 所發表的文章是以 1979-85 年的資料為對象，而兩人於 1995

在 NBER 所發表的文章是以 1979-90 年的資料為對象，其研究的產業均為紙業、石油業與鋼鐵業，

95 年的文章為 93 年文章的延續。



165

亦然。由於廠商在面對嚴格執法政策下，將呈現較高的配合成本，實証結果顯示
廠商污染防治成本與總要素生產力間具負向關係。但廠商在面臨嚴格政策執行、
低配合或高污染排放所呈現生產力水準降低的趨勢並不顯著而且在不同產業間亦
不一致。

Conrad and Wastl(1995)的研究則針對環境管制對原料與資本投入之直接效果
依傳統 TFP 衡量方式進行調整。作者主張環境管制所需的原料投入與降低污染所
需的資本投入均無法增加產出，但會造成成本的上升，使得 TFP 的成長率下降。
正確的做法，應將這些多餘的因素自產出成長率中剃除，而將環境管制當成非生
產性投入以連結生產性的原料投入，並利用 Solow 殘差項的雙重概念將原料投入
分成具生產性要素與不具生產性要素兩者。同時假設環境管制對資本與原料支出
具有直接影響，對其他要素則無，並利用下列三種衡量方式進行分析：

(1) 衡量減少污染所花費的支出包括累積污染減少所花費的資本支出與營運
成本。

(2) 衡量配合管制的情形。
(3) 衡量執行管制的強度。

作者將傳統的 TFP 衡量方式與加入環境管制的 TFP 衡量方式進行比較，以
1976-1991 年德國 19 個製造業產業的資料為樣本，結果發現加入環境管制的 TFP
較未加入環境管制的 TFP 成長率為低。當區分成三個不同的階段分別計算 TFP，
結果發現 1986-91 普遍較 1978-1985 期間的 TFP 成長率為低。環境管制似可以解釋
為何 80 年代的生產力趨緩的原因。當將環境視為一生產投入，而其他國家之相同
競爭產業將環境視為自由財時，則可能造成該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喪失競爭力。另
一方面，作者認為在不進行環境管制，則較差的生存環境可能導致疾病等不良結
果，因而生產力的衡量應改由衡量社會上每一經濟個體的效用著眼。

Dufour, Lanoie and Patry(1998)以1985-88年加拿大魁北克省之製造業為研究對
象，檢視勞工安全與健康管制及環境管制對 TFP 成長率的影響。這篇文章係以
Gray(1986,1987)為基礎，但與 Gray 不同之處為：

(1) Gray 主張管制對生產力必須是負效果，但本文則同意存在正效果。
(2) 所使用之解釋變數較 Gray 一文為廣泛。
(3) 利用兩個獨立變數來控制規模經濟、景氣循環對生產力之影響。
(4) 運用非異質變異(heteroskedastic)與自我相關(Kmenta 1986)進行估計。

Gray 之所以主張勞工安全與健康管制及環境管制對生產力為負係因管制可能導致
廠商投資在”非生產之投入”上，因而使得生產力下降。然而環境管制有可能驅使廠
商強化其 R&D，抵銷因管制而帶來的成本增加，甚至因而使總成本下降，並形成
技術上之突破和技術外溢與擴散效果。而在勞工安全與健康管制部份，雇主透過
改善工作場所的安全性，將能因工作場所意外的減少而減低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工
資補償、醫藥成本)與間接成本(機器毀壞、訓練替代員工)。因此環境管制與勞工
安全與健康管制對生產力的影響不一定是負面效果。實証結果顯示環境管制與勞
工安全與健康管制會使 TFP 成長率下降，但強制性的預防計畫與對違反勞工安全
與健康管制規定罰鍰時，則使 TFP 成長率增加。

在關於生產力的研究上，除了上述的 TFP 衡量的方法論之外，最新的發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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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資源生產力的概念( total resource productivity, TRP)。Gollop and Swinand (1998)
首先在 AJAE 期刊發表，認為生產力的衡量傳統上是使用 TFP 指數，但其僅考慮
具市場交易性的投入與產出，並未考量改善環境品質的產出，導致 TFP 的衡量產
生偏誤。由於須考量社會對稀少資源的使用，故應將生產力的衡量加以延伸。文
中的論點是以福利經濟的概念來修正傳統生產力的衡量，當邊際污染負效用
(marginal disutility pollution)大於邊際減少污染成本時，污染的減少將有助於提昇生
產力。若邊際污染負效用小於邊際減少污染成本，則污染的減少會降低生產力。
當邊際污染負效用等於邊際減少污染成本，則可忽視非市場交易部門。基本上，
TRP 模型具有下列性質：

(1) 延伸 TFP 成長的概念，包含了非市場交易財貨，亦即在 TFP 的方法基礎
上加入非市場交易性商品。而非市場交易財貨則利用影子價格供模型估
算。

(2) TRP 的彈性則提供了衡量管制政策對生產力成長影響的一項指標。
(3) 當邊際社會價值等於邊際減少污染成本，隱含生產導致的外部性效果業已

內生至傳統產出的市場價格之中。

作者強調將外部性內生化的過程中，必須確認污染排放與各種來源間的關係。當
控制每一單位的污染排放對周圍環境具有不同的影響效果時，邊際負效用的效果
亦必須作相對的反應。

    Fare and Grosskopf (1998)則認為生產過程的排放與周遭的環境品質無關，因
此，即使污染(視為私人財貨)可以與個人效用相聯結，但具範圍(distance)性質的產
出函數並無法正確的衡量邊際替代率。作者以 1972-93 年美國農業部門的資料為研
究對象，實証結果發現在 1972-79 年因農藥或殺蟲劑所造成的地下水污染，使得
TRP 年成長率為 0.06%，遠低於 TFP 的 0.82%的年成長率；而在 1979-93 年減少污
染所造成之 TRP 成長率為 1.97%高過傳統 TFP 年成長率為 1.92%。

Smith(1998)認為在過去 50 年裏，生產力的變動一直被用來衡量經濟社會的績
效，而 TFP 是其中應用最廣泛的方法，但在 1970 至 1980 年代美國生產力下降卻
造成一些衡量上的問題，主要問題在於一般 TFP 是以市場交易性的產出與投入做
為衡量因子，但若影響廠商之活動的因素不能以產出、投入或以價格衡量時，則
將無法以 TFP 方式予以有效衡量。由於生產力的衡量與生活水準關聯性強，故市
場交易性產出的淨增加，可視為生活水準的增加。惟利用 TRP 應考量下列三項﹕

(1) TRP 的偏好函數假設是包含所有產出的總合指數，係將消費與生產的污染
效果內生化，亦即考量污染效果為邊際損害等於邊際控制成本。惟這僅適
用於農業的污染，對其他的公共財貨並不適用，主要原因在於個人體驗污
染的效果並不儘相同。

(2) 模型中所衡量有關民眾對污染的因應行為與與實質生產活動中所排放之
污染物之指數間的差異非常明顯，即污染排放與環境品質並不一致，包括
環境資源與排放物間的空間分布必須明確。

(3) 模型中必須假設特定之污染排放數量受外部性因素所影響。

3.3 小結
    在本章文獻探討依生產力理論、管制與生產力及環境管制與生產力等層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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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比較。過去大部份的文獻著重於採用總體資料進行分析，並利用間斷時間
衡量方式求算生產力指標，由於採用總體資料業已隱函加總性問題，由於目前對
於如何解決加總性質尚未獲得一理論與實證上多數可接受之方式，因此，當利用
個體資料分析時，採用所謂計量上的生產力計算方式乃成為許多研究者的選擇。
其中，利用總要素生產力進行衡量，為一目前通用方式。然而，計量上總要素生
產力的衡量係借助於生產函數設定與估計方式進行，其間可能產生的問題最近受
到 Griliches and Mairesse (1995)詳盡的說明並建議解決的方式，本研究將參照該建
議於計量模型估計中做適當的處理，詳參第四章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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