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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近年來，台灣地區的空氣品質日趨惡化，加上國人的環保意識逐漸增加，空
氣品質的防治與維護已成為大眾關切的課題，空氣污染物主要可以分為粒狀污染
物與氣狀污染物，前者主要有總懸浮微粒（TSP）、懸浮微粒（PM10）、落塵和煤
塵；後者主要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氮、臭氧、及碳氫化合物，根據行
政院環保署統計，民國 86 年台灣地區空氣品質不良之天數約有 19.4 天，遠高於
一般先進國家的平均數，至於溫室氣體方面，主要包括 CO2，CH4，CFC11，CFC12，
N2O，其中以 CO2 對溫室效應的貢獻居首，高達 66％，預計台灣地區在不管制
CO2排放的情況下，公元 2000 年的 CO2排放量將較 1990 年成長 109％，無法達
到「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要求。由此可知，我國實應及早採取適當策略，抑制
國內各空氣污染物及 CO2排放總量之成長，民之生活品質並減輕未來「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實施後對我國經濟的衝擊。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是探討比較分析現今國內評估空氣污染防制與溫室氣
體減量之總體經濟影響模型，藉以整合規劃適用於評估台灣地區實施空氣污染減
量措施對總體經濟影響之模型，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與研究範圍可以歸納如
下：1.蒐集整理國內用以評估空氣污染防制及溫室氣體減量之主要總體經濟模型
及相關資料；2.比較分析國內用以評估空氣污染防制及溫室氣體減量之經濟模型
的內涵、理論架構及資料性質；3.比較各經濟模型之優缺點及適用性；4.提出各
種模型針對空氣污染防制政策進行衝擊影響評估的可行性，以及應用上的差別，
最後並提出改進的方向。

為達成上述目的，本研究以下列方法進行研究：首先，收集國內對評估空氣
污染防制及溫室氣體減量採行的規範及時程及所採用之總體經濟影響評估之經
濟模型，同時透過 Internet 收集資訊，以及經由期刊、專論或親自諮詢國內專家
學者等方式獲取所需資訊。其次，本研究探討台灣在各空氣污染防範及溫室氣體
減量規範下對能源供需結構、總體經濟以及污染排放量的影響下，就所蒐集之各
經濟模型，按其理論架構、所需資料、優缺點及適用性各方面加以分析比較各種
模型之政策分析功能與限制，再根據分析比較之研究結果，建議各種模型的適用
時機情境，並對模型架構進行檢討提出改進方向，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供政
府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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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言

（一）研究動機

過去 40 餘年來，台灣地區經濟成長迅速，國民所得大幅提高；但是，在經
濟發展的過程中，台灣的生態體系及環境品質卻也受到嚴重的破壞。在各項污染
型態中，如果就影響層面的廣泛及個人自行防治的困難度而言，空氣污染實居首
位，因此空氣品質的惡化自然有必要給予更多的關注。台灣已於 84 年 7 月開徵
第一階段的空污費，而第二階段空污費，已於 87 年 7 月開徵 NOX 及 SOX 的空
污費，88 年 7 月將開徵 VOC 的空污費，最後於 90 年 7 月也將開徵 PM10 的空
污費。惟截至目前為止，對引起全球溫室效應的 CO2 等氣體，仍未將其歸入空
污費的徵收範圍，然而有關之碳稅及 CO2 排放權交易等措施在國際間卻已呼之
欲出，我國有關單位實應及早規劃 CO2 有關之污染從量稅及其他空氣污染防制
政策對污染減量、產業結構、要素市場、消費者福利等總體經濟之影響，進行深
入探究。

本世紀以來，為維持高度經濟成長所仰賴之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使得溫室
氣體在大氣中的濃度大幅提高，造成地球溫暖化現象，引起全球氣候變遷。當各
國普遍警覺到溫室效應所帶來的危害及嚴重性時，跨國性的合作以抑制 CO2 排
放的共識亦逐漸形成。地球高峰會議所達成的協議中，「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要求各國家對本身狀況制訂政策及
法規來防止人為破壞以保護氣候變化；1997 年 12 月舉辦的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三次締約國大會中所簽訂的「京都議定書」，則在原先的 CO2、CH4、N2O 外，
再增加了 HFCx、PFCx 及 SF6 三種溫室效應氣體，制定減量目標，並協議工業
國家間可進行排放權的交易。雖然我國不是締約國，但為與其他工業國家維持良
好貿易關係，極有可能被要求實踐「視同工業國家」減量責任。為因應此一情勢，
1998 年 5 月行政院邀集政府相關部會、產業界、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召開「全
國能源會議」，就 CO2 之議題達成以下之結論（陳雄文，1998）：

1. 聯合國已簽訂「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並制定「京都議定書」，我國雖非聯合
國會員國，但身為地球村成員，為善盡環境保護責任追求永續發展，應積
極回應並推動各項「無悔措施」，進一步提升國家競爭力。

2. 我國應爭取定位為新興工業國，依據公約四項原則承擔合理且與各國溫室
氣體減量成本相當之責任。

3. 溫室氣體排放基線資料及推估情景，應完整考量經濟、環境及能源之關係，
並建立經濟成長與減量成本分析模型。

4. 我國應以精確可靠的估算建立未來對外談判之底線目標。在此之前，暫以
公元 202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 2000 年水準（或人均排放量 10 公噸）為
參考值，保留排放值增減 10%及減量時程前後五年之彈性，作為政策設計
之參考，並視國際發展趨勢及各項減量策略成效，每四年（必要時每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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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
5. 依「全國能源會議」所定之排放量參考值，應就排放特性及減量成本等原

則，分配於各部門；而各部門主管機關應依其配額，擬定明確具體之減量
時程及立即可行措施，據以推動。

6. 對於重大開發案，應將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納入環境影響評估。但應配合建
立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制度。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四次締約國大會 COP4，於 1998 年 11 月 2 日至 13 日在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我國亦派出代表團參加，本次大會計有 170 個國家
代表、22 個聯合國相關組織、15 個跨國組織及 197 個非政府組織，總計約二千
人參加。大會中，美國、泰國、秘魯及土瓦魯宣佈已簽署，使簽署國增至 63 國。
本次會議基本上係京都會議之延續，於京都會議未達共識之議題，諸如開發中國
家之自願承諾，遵行機制或已納入京都議定書但定義模糊之排放交易及清潔發展
機制，甚至於公約中明訂財務及技術援助事項，均成為大會中爭辯之焦點，會議
最後通過以下結論：

1. 通過「布宜諾斯艾利斯行動方案」

(1)財務機制：協助開發中國家。

(2)政策及策略：歐盟建議應加強研定。

(3)技術發展及轉讓。

(4)京都機制之相關規定，尤以清潔發展機制為優先考量。

(5)開始討論附件、最高限制、長程目標及平等。

2. 前項行動計畫應於公元二千年底前完成，並送 COP6 討論。

3. 在技術轉讓方面，締約方打破四年來的僵持，同意制定一個程序以突破
技術轉讓之障礙。

4. 在遵行體系方面，締約方同意應立一合理及強而有力之機構以確保議定
書之有效執行。

5. 氣候變遷衝擊較大的國家，將可由 GEF（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得
到更多的財務支持以調適。

台灣地區溫室氣體之產生，90％以上來自燃燒化石燃料，其中由工業部門排
放之 CO2 居首位，次為電力部門，再次為運輸部門佔 18％左右。此外，1971 年
台灣地區與能源使用相關的 CO2 排放量為 32.1 百萬公噸。1981 年則成長了 109
％，為 67.7 百萬公噸。1991 年又較 1981 年增加 89％，達 128 百萬公噸，至 1997
年增為 184 百萬公噸，年平均成長率近 7.2%。當各工業國家均企圖回歸至 1990
年排放水準時，我國的 CO2 排放量若任其成長，不加抑制，不僅難逃國際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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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將不利於我國在國際間的經貿發展。為因應此一國際情勢，我國實應及早採取
適當策略，抑制國內 CO2 排放總量之成長，而如何整合國內現存本土化之經濟
模式以合理評估各空氣污染防制策略對總體經濟之影響，實為迫切急需完成之研
究工作。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旨在透過國家整體資源運用的角度，在經濟成長率、產業結構、
能源價格等前題下，探討能評估空氣污染防制與溫室氣體排放減量對台灣總體經
濟影響的經濟模型。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與內容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 蒐集整理國內用以評估空氣污染防制及溫室氣體減量之總體經濟模型及
相關資料。

2. 比較分析國內用以評估空氣污染防制及溫室氣體減量之經濟模型的內
涵、理論架構及數據特性。

3. 比較各經濟模型之優缺點及適用性。

4. 探討各經濟模型之建構方式與各種空污防制政策分析的能力。

5. 提出各種情境下適用之國內總體經濟影響評估模型，分析所需之資料內
容，並提出具體可行改進之作法。

（三）預期目標
1. 對建構本土化之 CO2 總體經濟影響評估模型方法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

2. 對本土化之模型空污防制政策分析能力與應用上之差別進行比較分析。

3. 瞭解國內各 CO2 經濟影響評估模型之理論架構、模型內涵、優缺點及適
用性，並檢討潛在缺失與改進方向。

（四）研究限制
1. 本研究限於時間及資源，僅對最適規劃模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及系

統動力學模型進行詳細之理論探討，並對代表性實證模型資料之蒐集與
分析，並無對此三類模型以外之本土化模型進行探討，此有待後續研究
補強之。

2. 礙於國內目前分析空氣污染與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之模型數量有限，因此
僅限於對現存較完整之 Markal-Macro 模型、TAIGEM 模型及陶在樸之系
統動力學模型進行分析比較，然而本研究之目的並非僅在於蒐集整理資
料，而係在於分析比較各模型的理論架構及內涵，以及其優缺點和適用
性。因此此項限制並非真正研究限制，當然研究的結果多少亦受以上三
個模型案例的現行架構所影響。

3. 目前國內之經濟影響評估模型多偏重於 CO2 排放減量之分析，對其他空
氣污染防制之探討尚屬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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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各類模型尚未針對相似之空污防制政策，在同一基線資料上進行評
估，因此無法進行各模型間政策衝擊分析數量化之比較。

5. 本研究之範圍僅限於比較國內現有之模型，至於與國外各種模型的資料
比較分析有待後續研究進行之。

6. 本研究所分析之模型均未能對不確定性及風險問題加以考慮，此亦為國
內各模型未來需要加以突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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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

有關抑制空氣污染及二氧化碳氣體排放對能源供需規劃及總體經濟體系影
響之經濟模型研究，國內外都有不少相關研究報告，以下我們就發展現況加以擇
要說明。

I.最適化模型

我國現階段對於空氣污染防制及溫室氣體減量經濟評估模型所作的研究方
向和成果大致可分為最適化模型、系統動態模擬模型和計量經濟模型三類，最適
化模型以工研院能資所（黃肇英等，1994）修改美國 MARKAL 所完成之
MARKAL-MACRO 模型最具代表性，且亦是國內對空氣污染防制及 CO2 減量能
源策略進行最為詳盡的一系列研究之一。MARKAL 為一系統工程分析(system 
engineering analysis)方法，以整個能源系統規劃期間內之成本最小現值為目標，
藉由對現有及替代能源技術與能源自來源至最終使用過程的詳細描述，與外生之
固定能源服務需求，利用動態線性規劃方式求出最適解，可獨立使用。MACRO
是著眼於長期之經濟成長，其基本之生產投入因素包括：資本、勞動及各種能源。
經濟體系之產出則用於投資、消費及支付能源成本，其中投資為資本累積之來
源。和 MARKAL 不同，MACRO 為非線性之最適問題，藉由規劃期間內能源成
本、消費及投資之時間路徑(time path) ，達到最大消費效用現值之目標。

Nordhaus（1979）之模型為一對整體經濟作多區域動態數學規劃的大模型。
其中結合四個最終部門，納入大量不同燃料及潛在生產技術，並計算各個內生變
數的最適軌跡。此模型考慮到資源的耗竭性，但此模型因假設政策及經濟活動均
是有效率的，故可能會低估控制空氣污染排放量的成本。

Daly, et al（1984）之模型植基於 Nordhaus 早期之模型，其基本架構並未改
變，但它包括了較實際的核能成本估計，此外並假設資本累積具有 “putty-clay” 
的技術性質，其結果與早期模型之結果類似。

European Community (1990) 的一群能源專家，利用歐洲五個國家的資料，
估計為減少能源部門二氧化碳排放量之有效成本，該模型介紹了許多可用的能源
使用技術，並加以比較那一種技術是最佳的，同時探討在市埸競爭與允許能源使
用部門未能有效運作時的兩種情況下之成本。

蕭再安、吳再益、黃俊琅、王國雄、張耀仁等人 (1993) 以多目標決策法，
兼顧負載管理為基礎，探討我國未來最適電力供應結構之規劃。文中分別從電源
開發的投資成本、燃料成本、未來產業結構之變動、各種燃料供應之穩定性二氧
化碳排放、以及電力需求等方面進行探討，並提出多種替代方案供電力部門參考。

Kanudia and  Loulou(1998)將機率納入 MARKAL 模型，以加拿大魁北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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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探討在二氧化碳減量目標不確定(uncertainty)下決策者應採取之避險策略。
以往對二氧化碳減量政策之研究通常是以確定性方式，改變參數，個別分析各種
不同減量情境，稱為「完全預知情境」。但事實上，決策者在作決策時並無法準
確預知未來的狀況，因此作者提出機率規劃(stochastic programming )，可在不確
定性因素塵埃落定前，提供單一之行動方案，而於不確定因素確定之後，視情況
而有不同對應之策略，較符合實際需要。

機率 MARKAL 模型中包含了數個可能的情境，每個情境有特定之發生機
率，其特性如下：(1)每期每種情境都有一組內生變數集合，可視為條件變數；(2)
每個情境所對應之變數集合皆必須滿足 MARKAL 所有的單期與跨期限制式，換
言之，需為可行解；(3)目標函數值(預期成本)等於個別情境之目標函數(成本)之
加權平均，其權數為各情境發生之機率。

機率 MARKAL 模型可以下列式子表示：

s.t.  A(t,s)X(t,s)≧b(t,s) ∀ t∈T, ∀ s∈S(t)

D(s)X(t,s)≧e(t,s) ∀ s∈S
式中:
t=時間(期)
T=時期之集合
s=情境指標
S(t)=第 t 期之情境集合
X(t,s)=第 t 期 s 情境下之決策變數向量
C(t,s)=成本向量
p(t,s)=事件機率
A(t,s)=第 t 期 s 情境下單期限制式之係數矩陣
b (t,s)= 第 t 期 s 情境下單期限制式之右手邊值
D(s)= s 情境下之跨期限制式之係數矩陣
e(s)= s 情境下跨期限制式之右手邊值
S=最後一期之情境指標集合

值得一提的是，此機率模型只需執行一次，產生單一策略，但該策略包含了
初期不確定狀況下的策略與不確定因素獲得不同決議後之不同權宜措施，故稱為
避險策略。相反的，傳統情境模擬分析方法(完全預知模式)則隱含決策者事前即
「相信」某情境應會發生，但若未來情況與預期相異，則須再重新解一次最佳解，
調整策略及行動。

比較機率性模型與完全預知模型求出之成本，可發現機率性模型較完全預知
模型為高，此高出部分之成本即為「完全資訊之預期價值」(Expected Value of 
Perfect Information, EVPI)，即為若於目前可確知未來情況所能節省之成本。此
外，對每一完全預知模式中之情境策略，因為決策者只能預測某一情境將會發
生，而採行因應該情境之策略，假設共有四種情境，則其他三種情境發生時都會
產生較預期為高之成本，可求算此策略較避險策略高出之成本，即為「預期損失

s)s)p(t,s)X(t,C(t,  = ZMIN
t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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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在決策理論中，機率性規劃通常用來解決風險下之決策問題，所謂的風險是
指各結果之機率可以估算之情況；至於無法估計機率之不確定(uncertainty)性問
題，則可利用 minimax 方式解決，利用 MARKAL 模型，在眾多策略中，選擇出
「最大後悔（regret）值1」最小之策略。以魁北克 1993 至 2037 年之能源系統為
例，假設減量目標將於 2010 年宣佈，減量策略及減量目標為維持在 1990 年二氧
化碳排放水準或較 1990 年減量 10%、20%、30%、或 40%。先假設於規劃期初
已知 2010 年之減量目標，求出各對應策略之最小成本。對於減量目標與預期不
符之情況，則固定 2010 前各期之參數與變數值，再做 2010 年後新減量目標之最
適化成本。依據 minimax 分析結果，在未來減量目標未知之情況下，加拿大魁北
克應採用減量 30%之策略。

本文並比較 minimax 及 Laplace(假設此五種情況發生機率相等，選擇成本期
望值最小之策略)兩種方式，可發現在此例中兩者之結果十分相近，且與完全預
知情境之最小成本相近。此外，敏感度測試顯示 Laplace 之平均預期成本較低，
而 minimax 之後悔值較低，但兩者所選擇之策略相同。

林素貞(1997)以數學規劃法探討二氧化碳減量方案與策略對我國鋼鐵業的影
饗。在文中作者假定我國於公元 2000 年時中鋼第四期擴建工程與燁隆一貫作業
煉鋼廠投資計劃均順利完成並投入生產，之後維持產量水準不變至 2010 年為
止。在 2000 年時，估計鋼鐵業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將增加為 1990 年的 2.65 倍。
於 2010 年時由於電力排放係數降低，排放量略有減少，但估計其幅度仍為 1990
年之 2.59 倍。作者以這兩種情況作為研究的基本方案(base case)來探討能源價格
變動、課徵碳稅，以及產能規模變動等政策組合下對二氧化碳排放的減量效果。
在能源價格變動方面，分別對煤和電力價格調漲 10%及 4%。在課徵碳稅方面，
則擬定了歐體的能源/碳稅提案(高)、瑞典的碳稅稅率(中)、以及芬蘭的碳稅稅率
(低)三種情況。在產能規模變動方面，則提出暫停鋼鐵重大投資計畫以及降低國
內鋼鐵產出率兩種減量機制。分析結果顯示，當能源價格上漲幅度愈高，對鋼鐵
產量的負面衝擊亦愈大，而二氧化碳的減量效果亦愈好。 同樣地，課徵碳稅額
度愈高，二氧化碳的減量效果愈佳。而產能規模縮減的比例亦與二氧化碳的減量
效果成正相關。除了以上這些可以完全預期到的結果之外，文中重要的發現是，
如果採取上述任何單一的二氧化碳減量策略，實際上並無法使鋼鐵業回歸至 1990 
年的排放水準。

張靜貞(1997)以非線性規劃法探討碳稅課徵對我國農業部門的影饗。作者所
採用之模型主要是根據 Samuelson,Takayma and Judge(1971)等人發展之空間均衡
(spatial equilibrium)概念理論加以開發的農業部門模型加以修改而成的。模型的目
標函數為生產者剩餘和消費者剩餘總和之部門總福祉。限制式包括代表各類農產
品供需均衡的產品市場均衡方程式，亦即代表台灣各農業生產區域之土地及勞動
力供需均衡的產品市場均衡方程式，以及反映生產者在因應外部衝擊時可能變動
之作物生產組合的農畜產品組合限制式。本模型最大的特色在於其非常詳細的農
畜產品分類。共有七十八種商品 ，包括六十六種初級的農畜產品(農產品有五十

                                                
1 “regret”是指實際發生之成本與若能事先預知結果所會發生之成本差異。



11

九種，畜產品有七種)，以及十二種次級的農產品，其涵蓋的農產品產值佔我國
農業生產總值的 90%。對於溫室氣體減量的議題，作者以碳稅課徵的原理模擬能
源價格上升 10 % ，20%，30%，40% ，和 50% 五種情境對農業部門所造成的
衝擊。其研究結果顯示，能源價格上升造成農業生產成本增加，因而農產品價格
上升，且產量及消費量均下降。研究並發現消費者剩餘下降而生產者剩餘卻上
升，使得部門總福祉上升。而且農業部門所有經濟變數受到衝擊的程度與開徵碳
稅造成能源價格上漲的幅度成正相關。在二氧化碳的減量成效方面，因為能源價
格上升造成能源投入有明顯下降的趨勢，自然地農業部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隨之
減少。但由於投入替代的效果，卻同時使得肥料使用增加，因而另外一種溫室氣
體氧化亞氮自農業部門排放出的總量亦增加。

林裕文 (1994) 以多目標規劃結合投入產出分析，尋求在二氧化碳受限制
下，臺灣產業及能源政策的最適方案。模擬情景包括能源價格變動與耗能產業能
源節約之可能策略組合下，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符合 IPCC 標準，以及放寬
20%-50% 、及 80%之情況。結果顯示：我國欲符合 IPCC 之二氧化碳限量排放
時，僅以限制產業成長、能源價格變動、或是耗能產業能源節約之單一策略，將
不易符合 IPCC 之二氧化碳排放標準。較適宜的做法應是採取三種策略之策略組
合。

施勵行、吳榮華、林裕文 (1995) 利用多目標線性規劃模式，探討二氧化碳
排放量在受限制下，臺灣地區未來之能源價格策略、耗能產業節約能源與產業發
展間的互動關係。該文模擬在能源價格變動、能源節約幅度、二氧化碳限量排放、
以及限制產業生產下限下可能情況。該模型所求得之各組非劣解經篩選後，可代
表我國因應二氧化碳排放限制所可採行的能源策略及產業發展。

楊浩彥 (1995) 整合「妥協規劃法」、「互動限制集合法」與「擴大式投入產
出架構」之觀念，對臺灣 1989 年現況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顯示：所得目標
和能源目標，以及所得目標和污染目標之間存在彼此間的抵換關係；其次，在極
大化所得目標、極小化能源目標，以及極小化污染目標等三種策略下，各種策略
對於產業產值的影響並不一致，因此納入環境與能源的因素，將導致生產部門之
間相對生產優勢的變動，並產生選擇性成長的產業策略問題。

張四立等人 (1995) 利用 3E（經濟、能源、環境）多目標模型探討以下問題：
1. 能源使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間之互動關係；2. 評估能源使用的外部成本；
3. 評析能源、環境與經濟發展之政策協調問題與對策；4. 研擬兼顧能源供需穩
定、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政策與措施。結果發現在總量管制、課徵能源稅與課
徵碳稅三組方案中，以課徵能源稅所達成的二氧化碳減量效果為最佳。並且以課
50%能源稅為最佳政策方案進行產業結構變動分析與產業發展優先順位之排序
時，發現能源部門中，以 LNG、LPG 之優先順位為最高，其次為煤炭、燃油與
汽油；就非能源部門而言，以 TOPSIS 方法排序發現產業發展順位中，以商品買
賣與其他服務等服務業為最優先，而造紙、鋼鐵、非金屬礦物製品與化工原料等
產業之發展順位，則落後其他產業。

至於國外運用多目標規劃模型在二氧化碳減量措施上的應用， Manne 與
Richels（1990）建立一跨國模型，評估因二氧化碳減量措施，致各國能源價格上



12

升，因而對世界各國的經濟造成的衝擊。Fells 與 Woolhouse（1994）則以英國為
對象，建立一最適化模型，來模擬二氧化碳減量時對總體經濟的衝擊影響，並指
稱課征碳稅為一有效的管制政策。Morrison 與 Brink（1993）則建立一電力的經
濟模型，來模擬英德兩國課征碳稅對電力需求與價格的影響。Rose 與 Stevens
（1993）則建立線性規劃模型，探究模擬可交易排放權證及課征碳稅在全球性的
政策效果。

II. .計量經濟模型

在計量經濟模型方面國內文獻甚多：梁啟源(民 82)以修正的 Jorgenson-Liang
模型建立一個台灣的動態三部門能源經濟模型，分析課徵能源污染稅（petroleum 
pollution tax）對 1990-1995 年間的污染管制、石油消費、台灣工業部門的產出價
格及成本結構的影響。該文的結論指出：課徵能源污染稅將會使得油品消費及空
氣污染銳減，但是對各部門產出價格及成本結構的影響較為和緩，故而實行能源
污染稅不僅在減少油品使用對空氣污染的程度上極具成效，同時也是一種經濟上
可行的方案。江奇晉（民 85）以 15 個產業部門 CGE 模型評估「管末處理」防
制三種空污，各是 SOX、NOX 及固態微粒懸浮污染物，對台灣產業及總體經濟
之影響。結論得到：因應「管末處理」所增加之環保操作維護費用對產業及總體
經濟有較大影響，使得 GDP 下降，產出減少及物價上揚。高污染產業傾向多使
用原油及天然氣之乾淨能源投入。溫麗琪等(民 86)建構 16 產業部門之 CGE 模
型，利用固定污染係數將模型延伸為環境 CGE 模型，模擬分析開徵污染源
PM10、NOX、SOX 及 VOC 從量稅對產業結構、污染減量、要素市場、總體經
濟及消費者福利之影響。

台經院(1994)係利用凱因斯總體經濟模型探討課徵碳稅對我國總體經濟之影
響，包括實質 GNP 成長率、躉售物價、消費者物價、消費支出、投資支出及失
業率的影響，並藉由投入產出模型來分析碳稅課徵對產業產出的影響。模擬結果
顯示，我國若要課徵碳稅來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成長，就單位減量成本而言，採
從價稅方式要比從量稅好。而若根據各化石能源的含碳量，煤炭從價課徵
200%、石油 160%、天然氣 120%，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年平均成長率僅由
5.74%降為 4.57%，因此 2000 年時若要使我國 二氧化碳排放量維持在 1990 年
的水準，只靠碳稅是不可能的。此外，課徵碳稅後，除了礦業、石油煉製品業和
電力事業直接受到衝擊外，其他還是以能源使用相關程度較高的產業受到的影響
最大。

羅紀瓊 (1995) 將能源需求模型與二氧化碳排放聯結，探討產業之能源需求
與二氧化碳之排放數量，並估計課徵能源稅與提昇能源使用效率對二氧化碳減量
之效果。文中並作三種模擬，包括模擬一：煤價格上漲 20%；模擬二：煤、天然
氣及石油價格皆上漲 20%；模擬三：實質 GDP 成長率下跌一個百分點。結果顯
示：在模擬一的情形下，二氧化碳至公元 2000 年減量達 3.7%；在模擬二的情形
下，減量效果為 4.5%；在模擬三的情形下，減少幅度將達 8%。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係以包含產業關聯表的社會會計矩陣為基本架構，結合
國民所得帳與國際收支帳的一般均衡模型，可用來討論公共財政、國際貿易政
策、環保議題（如全球溫室效應）、與能源政策等各方面經濟課題。以下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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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探討溫室氣體減量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文獻簡要說明：
許志義等 (1995) 利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擬評估各種碳稅方案對我國經

濟可能產生之影響。結果顯示：碳稅課徵有利國內生產總值之增加，惟將提高物
價水準，增加進口而不利出口，且碳稅與關稅收入將大幅增加。政府稅收大幅增
加的結果，將改變最終需求結構，造成政府之消費排擠民間之消費與投資。此外，
勞動力結構的主要改變將由能源礦業的下游部門（如煤製品業及石油煉製業），
流向能源礦業。二氧化探排放總量會因碳稅的課徵而減少，且減少幅度會隨碳稅
稅率的提高而增加。該文並認為課徵碳稅是一項有效抑制二氧化碳排放之誘因機
制。

林素貞和張翊峰 (1995) 利用投入產出分析 1991 年臺灣地區整體產業的能
源消耗與污染排放量的關聯性，藉以探討產業發展時能源及環境所帶來的衝擊，
並建議優先改善嚴重影響能源及環境效益之產業。研究結果顯示，產業乘數分析
比一般的能源密集度或污染排放量更適合作為評估產業的能源效益及污染強度
的工具。而產業關聯感應效果可進一步定量評價優先改善能源及環境效益的產
業。研究結果亦顯示：鋼鐵業、油氣煉製業、石化原料業、造紙業應列為所有產
業最優先的改善對象；其次，其他化工原料業、陸上運輸、水泥業、人造纖維及
非金屬礦物製品等，由於對其他產業的乘數間接效果有顯著的影響，故亦應列為
主要改善對象；而其他服務業、商品買賣及電力供應業為低污染、低耗能的產業，
且具支持其他產業發展的能力，故宜列為優先輔助發展，提高其產值結構配比的
策略性產業。

李秉正(1997)運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來探討開徵碳稅以防制全球溫暖化時
對台灣的經濟及各產業所造成的衝擊。李秉正所發展的台灣 CGE 模型為一個長
期、靜態的單國模型，模型的基本架構主要包括生產面、貿易面、需求面和所得
面之行為方程式及均衡等式。在生產面，廠商的生產技術是以 Diewert(1971)發
展之一般化的李昂提夫(Generalized Leontief, GL)成本函數來表示。在貿易面，假
設台灣為一個小國，對世界市場的商品價格不具有影饗力。而進口品與國產品之
間採用 Armigton 假設，視為不完全替代品 ，需求面則包含各產業中問需求以
及個人、政府和投資的最終需求、，所得面有家計所得及政府稅收(包括碳稅收
入)等。假設勞動與資本在各產業中具有完全的移動性，並以古典封閉法則來封
閉模型，進行實際之資料庫為作者所獨立編製之 1991 年台灣社會會計矩陣及相
關的勞動和資本等資料。依照 FCCC 及國外學術研究所提出的二氧化碳減量目
標，該研究共進行了三項模擬：開徵 8.55 美元的碳稅來穩定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公元 2000 年的水準、開徵 16.96 美元的碳稅來維持排放量在 1990 年的水準以及
開徵 38.35 美元的碳稅來減少公元 1990 年排放量的 20%。研究的結果顯示，三
項模擬將分別造成台灣的國民所得減少 0.20%，0.39%及 0.78%，物價各上揚了
0.19，0.34%以及 0.63%，並對多數的能源採取業及能源密集產業造成較顯著的衝
擊。

林師模(1997)運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來探討課徵燃料稅對台灣所得階層及
城鄉福利的影響。研究的基準年資料庫是民國七十八年社會會計矩陣，將家計部
門分成七個所得階層的所得分配矩陣，將家計部門分成都市，城鄉及鄉村三類的
所得分配矩陣以及其它的資料和勞動資料等。研究的結果顯示，單方面地課徵燃
料稅將對經濟體的實質所得產生負面的影響。而且 BTU 稅的效果較碳稅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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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低所得階層而言，如果燃料稅作為政府支出則對其所得及福利產生較顯著的負
面影響。若將部份稅收作為家計移轉支付，則情況恰怡相反。在對城鄉家計單位
的影響方面，如果將燃料稅作為政府支出則會導致所得及福利降低，若將稅收的
一部份作為政府支出而另一部份用作家計移轉，則各區域的所得及福利均會提
高，而且提高的幅度與家計移轉的比例成正相關。

黃宗煌等 (1997)所建構之 TAIGEM 模型 (TAIwan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為一單國比較靜態模型，模型中假設市場為完全競爭型態，且生產技術
有固定規模報酬，其主要組成包括下列各部分： (1)社會會計矩陣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SAM)：用來表示各產業間之關連，共分為 160 個產業、170
個貨品(commodities)；(2)經濟函數：採用 CES、Leontief、CRETH、CET 等經濟
涵數；(3)投入產出資料；(4)彈性參數：替代彈性、移轉彈性、支出彈性等；(5)
求解程序：利用 GEMPACK 以微分(derivative approach)及線性化(linearization)方
式求解；(6)結果解讀。該模型之功能除了預測基線之二氧化碳排放量，分析溫室
氣體減量政策對總體經濟之影響外，亦可評估能源政策、產業政策、環保政策經
濟影響；另外，因為社會矩陣除了產業關連外，也考慮了政府收支與產業、家計
部門的關係，故也常被用於貿易政策之研究。其優點為較能反映市場機制，並可
由數個角度評估多種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如碳稅、提高能源效率、增加核能及天
然氣發電等)之衝擊，且具有彈性，將來可擴充為全球模型或作動態預測。

國外研究空氣污染防制及 CO2 排放與整體經濟關係之計量經濟文獻很多，
不勝枚舉，茲擇要如下：

Edmunds-Reilly（1983）發展出一系列詳細的世界能源體系模型。該模型建
立了能源需求與供給的行為方程式對能源生產作了技術上之假設。此法之優點在
於其包含了各個部門及區域的資訊，且可運用在個人電腦上。

Nordhaus and Yohe (1983) 為美國國家學會 (National Academy) 進行未來二
氧化碳排放量之研究時，發展出一套為估計未來二氧化碳排放量之不確定性的整
體計量模型，也提供了對二氧化碳課徵碳稅影響之估計方法。此模型假設有兩種
燃料 (碳與非碳燃料)，總合生產函數只有兩種投入要素 (能源與非能源) 及不同
型式的技術改變。其生產函數為一連串的多層級固定替代彈性之生產函數，此外
也考慮引進可利用資源的限制條件。但此模型因僅考慮兩種生產要素而過度簡化
了供給部門，且忽略不同能源資源在長期下的可獲性，故其研究結果仍有爭議。

Jorgenson-Wilcoxen（1990）採多部門模型，並詳細討論了產業間的結構與
不同污染稅稅對美國的長期影響效果。此模型不同於以往的是假設技術改變為內
生變數，且受因素價格之影響，此舉反而使「成本」的概念較易混淆；同樣地，
此模型與 Nordhaus-Yohe（1983）一樣地忽略了能源資源在長期下的可獲性。

Robinson, Subramanian and Geoghegan（1993）（簡稱 RSG 模型）以 16 產業
部門區域 CGE 模型，評估總量管制及排放污染權防制三種空污，各是 SOX、NOX
及 VOC(reactive organic gases)，對美國 LOS ANGELES BASIN 地區產業之影響。
結論得到：污染量的大小受產業結構影響，而且排放污染權是有效達成管制總量
之工具。SOX、NOX 兩種污染物具有互補性（complementarity），因此對其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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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染物課稅對減少污染總量之效果大，而 VOC 就難以市場機能來降低其污染
量。

Kaufmann(1991)認為課徵碳稅，可經由影響能源價格，而促使化石燃料的使
用者減少其使用量。此可分為兩個途徑：1.能源要素與非能源要素間的替代：碳
稅使得各種化石燃料的價格上升，使用者因而致力於技術更新，以資本、勞動或
非能源物料等生產因素替代化石燃料。2.能源要素間的替代：由於碳稅以各種化
石燃料的平均含碳量為其稅基，煤的含量大於石油，石油又大於天然氣，課徵碳
稅勢必引起能源價格結構的變動。一般認為，使用者將以天然氣替代石油及煤的
使用。該文則指出上述的推論未必放諸四海而皆準，在某些國家及部門，消費者
會以石油反替代天然氣，而抵銷了前述的替代效果。該文並建議，碳稅的課徵以
天然氣作為稅率基準，石油及煤則以此基準訂定其碳稅稅率，將可避免上述的反
替代，使得碳稅課徵更具成效。

Whalley and Wigle (1990) 建立一個多區域，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期間由
1990 至 2030 年並結合了六個不同區域，同時假設每一區域均課徵相同的碳稅
稅率，由此估計出來為減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所須投入之成本相當昂貴。

澳洲早期 1980 年代即已發展完成可計算一般均衡的總體經濟模型-ORANI
Model（Dixon et al, 1982），為該國政府及研究機構所採用，該模型專長於分析各
種政策工具對總體經濟的衝擊效果，而具有國際之公信力，後又隨經濟理論發展
及產業結構調整，經多次修正，目前已有 ORANI-G 之版本。此外，以分析政策
衝擊效果見長之澳洲 Monash University 更發展出 GEMPACK 電腦軟體（Monash 
University, 1993），專為模擬分析可計算一般均衡的總體經濟模型之用。

III. 系統動力學模型

至於以系統動力學模擬模型研究空氣污染減量策略對總體經濟之影響，國內
目前除中華經濟研究院前客座教授陶在樸博士（民國 84 年）曾開發的系統動力
模型外，尚乏人問津。

陶在樸 (1996) 利用系統動力學探討臺灣有害氣體二氧化碳、NOx 和 SO2
排放量與臺灣整體經濟發展。文中並模擬提高環境設備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
與降低能源消費收入彈性二種情景。結果顯示：如果 1996 年追加環境投資，則
二氧化碳的排放指數將下降 46%，污染負荷下降 23%，污染係數上升 21.5%，污
染強度則上升 34.6%。如果降低整體經濟能源消耗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則所
有有害氣體的污染指標均得到改善；2010 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僅略高於 1981 
年，污染負荷接近 1981 年情況，而污染係數和污染強度均低於 1981 年情況。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進行步驟如圖 1 所示。首先，為了蒐集國內對評估空氣污染防制
及溫室氣體減量採行的規範及時程，以及用來評估其對總體經濟影響之模型，本
研究將透過 Internet 收集資訊，以及經由期刊、專論及諮詢國內專家學者等方式
獲取國內之相關研究現況資料。其次，就所蒐集之模型資料，分類探討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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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總體經濟影響模型大致可分為最適化模式分析、系統動態模擬分析及一般均
衡分析三類，本研究將按各類模型之優缺點、適用性、可行性及資料可獲性加以
比較分析，並探討在各種情境下，最適於台灣地區使用之總體經濟評估模型理論
架構，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供政府相關單位參考。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將探討之總體經濟影響評估模型分為最適化模型、系
統動態模擬模型和一般均衡經濟模型三類，其中最適化模型以 MARKAL-MACR
模型為代表，系統動力學模型則以唯一存在之陶在樸（1996）模型為分析對象，
一般均衡模型則以 TAIGEM 模型為代表，以下即針對此三類模型進行分析，以
探討比較此三類模型作為評估空氣污染防制(含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對總體經濟影
響的分析工具之優缺點及適用性。

I.最適化模型

最適化模型若以目標函數之多寡來分，可分為單目標和多目標規劃模型，
CO2 單目標規劃模型國內以 MARKAL 模型為代表。MARKAL 是一個基於線性
規劃的能源系統分析模型，受到第一次能源危機的衝擊，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在 1976 年成立了一個由多國合作的研究計畫 ETSAP（Energy 
TechnologySystems Analysis Programme），建立了能源系統分析的 MARKAL 模
型。MARKAL 的目標函數是求出在滿足各項能源服務需求的條件下，各期成本
現值最低的能源供給系統，決策變數包括能源消費量，技術容量及使用量等。模
型包含兩部分，即能源資料庫和線性規劃軟體。資料庫包括（1）各部門能源服
務需求（2）初級能源供應（3）能源技術和（4）與環境有關的資料如規劃期內
污染物總排放量的上限及污染稅等。

MARKAL 即根據前述資料以線性規劃方式選擇最佳能源技術組合，來滿足
未來各期能源服務需求。

工研院能資所修正的台灣 MARKAL 模型對於如何因應全球環保趨勢，提供
如何抑制空氣污染及二氧化碳排放量之相關資訊，建立了一個基礎，值得肯定。
但因最適規劃模型的先天限制使其具有下列缺點：

1.MARKAL 模型無法充分探討我國如何抑制二氧化碳排放之能源策略，蓋此模
型只考慮到經濟體系中的能源系統而為一局部模型，涵蓋層面不夠週全。該模
型係以能源系統最小成本為目標，而不是以產業成本或總體經濟體系成本最小
為目標，故所得之結論不能代表整體經濟之成本。

2.該模型只有台灣能源供給面規劃，並未考量能源需求面之分析，亦未考慮產業
關聯之投入產出的互動關係，以致未能有效提供抑制二氧化碳排放之能源策
略對各產業的衝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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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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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於該模型為線性規劃模型，因此不能避免所有線性規劃的缺點。包括：

(1) 無法忠實呈現非線性之經濟、社會現象。

(2) 有所謂「一文扭轉」（penny switching）的現象。兩個彼此競爭的能源技
術，只要一種技術比另一種技術便宜一毛錢，MARKAL 就會棄較貴的技術
不顧，而完全使用較便宜的技術，此顯然與事實不符。

(3) 只能求出一組最佳解，而放棄了其他次佳解。但是最佳解有時基於現實
中各種因素而無法達成，成為不切實際的目標。

4. 沒有考慮能源系統和整體經濟的彼此回饋。MARKAL 的能源服務需求是外
生變數，亦即是經濟對能源系統所提出的既定要求，因此，必須在對未來的
成長率、價格等各因素都十分確定的情況下，該模型才有使用價值。

5. 無法有效評估未來的不確定性及風險。

6. 無法對經濟及能源環境體系，在不同的 CO2 減量策略下做客觀的動態模擬，
只能告訴決策者應達到最適化，因此，此法較適合於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
系，並不適用於開放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

基於以上缺點，國內外的經濟學家或政府研究組織多不贊成以 MARKAL 作
為唯一的能源規劃工具，而建議應同時使用另一套不同建構原理之模型來互相檢
驗。台灣之 MARKAL 模型已由經濟部能委會委託工研院能資所發展了六年，礙
於該模型本身之缺陷，工研院能資所復將另一數理規劃總體經濟模型 MACRO 與
MARKAL 結合，盼能消除 MARKAL 之缺點，MACRO 模型的加入的確消除了
部份缺點，（如考慮了需求面因素及其他生產因素與能源的替代關係），但兩模型
的勉強結合，仍未能充份抓住能源與經濟彼此間動態回饋的互動關連，也無法有
效描述現實的經濟體系和能源系統在各種空氣污染減量策略下的客觀動態演進
情形，這是任何最適化模型與生俱來的缺陷，最適化模型只能探討在既定假設下
系統最適之途徑，而無法分析：如果系統參數改變或外加政策工具改變，系統會
如何演進。作為一個決策者有時關心的不是系統應該如何演進，而是希望瞭解系
統在不同政策下將會如何演進，畢竟經濟體系不是一個能完全由人為控制的系
統，有鑑於此，實有必要以另一方法（如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或系統動態模型），
透過相同的政策工具以不同的架構來研究台灣空氣污染減量的能源規劃問題，以
便能和已完成之台灣 MARKAL-MACRO 模型相輔相成。

(I) MARKAL - MACRO 模型的探討

為因應重大之環境變化(如全球氣候變遷)，能源系統必須有長期及根本之改
變，而能源系統之改變又會導致各類能源相對價格之變動；若能源價格上漲，則
會有價格導致之節能情況發生，進而使經濟體系中之資源重新分配，影響了資本
形成與經濟成長，最後再影響到整體的經濟活動及能源需求配比。為分析此空氣
污染或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所帶來的間接效應，便需藉助整合能源需求、經濟成長
及環境影響模型之建立，其中最主要的分類可分為由上至下總體經濟模型



19

(top-down macroeconomic)與由下至上工程模型(bottom-up engineering) 兩類。
MARKAL-MACRO 即屬於後者，因其為工程模型，可處理能源系統中複雜之供
需關係與既有技術之改進或新技術之引進；其主要功能為政策評估工具，估計各
種空氣污染或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及技術所需之成本。具體而言，
MARKAL-MACRO 模型之功能可歸納如下：

1.模擬技術進步(如：節約能源、新技術)對整體能源系統與整體經濟之影響

2.可模擬 CO2 減量策略(如：碳稅、能源稅、污染排放標準、排放配額)對能源成本、
經濟成長及環境之影響

3.探討延後二氧化碳減量限制對經濟的影響

4.探討累積二氧化碳減量限制對經濟的影響

5.可作為各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評估、比較之標準

6.求算二氧化碳每公噸減量成本

7.探討二氧化碳減量對勞動、消費、資本、產出等的影響

8.亦可分析其他環境污染物(如:SOX、Nox)之減量問題

MARKAL 為一系統工程分析(system engineering analysis)方法，以整個能源
系統規劃期間內之成本最小現值為目標，藉由對現有及替代能源技術與能源自來
源至最終使用過程的詳細描述，與外生之固定能源服務需求，利用動態線性規劃
方式求出最適解，可獨立使用。MACRO 是著眼於長期之經濟成長，其基本之生
產投入因素包括：資本、勞動及各種能源。經濟體系之產出則用於投資、消費及
支付能源成本，其中投資為資本累積之來源。和 MARKAL 不同，MACRO 為非
線性之最適問題，藉由規劃期間內能源成本、消費及投資之時間路徑(time 
path) ，達到最大消費效用現值之目標 (參見圖 2)。以下即分別探討 MARKAL、
MACRO 及 MARKAL-MACRO 模型之架構2：

A. MARKAL 子模型

MARKAL(MARKet Allocation 之簡稱 )模型為 1976 至 1981 年間由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發展出來的。基本上，MARKAL 為一以技術為
導向之能源部門線性規劃模型，被用於 IEA 國家之能源系統研究，亦曾用來協助
發展中國家(如：巴西、中國大陸、印尼)之能源規劃。除此之外，加拿大之區域
能源系統及瑞典之社區能源規劃亦曾利用過 MARKAL 模型。

                                                
2 參見 L.D. Hamilto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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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L.D. Hamilton(1992)’ MARKAL-MACRO: An Overview’

MARKAL 模型之建立主要基於參考能源系統(Reference Energy System, RES)
的概念，所謂之參考能源系統是指由初級能源的各項來源開始，經過能源轉換步
驟而到達最終需求部門的整套流程(見圖 2)；此流程亦可納入各能源運輸或轉換
過程中產生的污染排放。MARKAL 模型即將此流程，包括：能源生產、轉換、
處理、最終消費及污染防制活動以線性規劃方式表達，並找出能源-環境系統之
最適解。MARKAL 將能源技術分為三大類：

1. 處理技術:石油煉製、LNG 氣化、煉焦

2. 轉換技術:汽電共生、水力、核能發電、火力發電、地熱發電、夜間儲能發電(抽
蓄發電) 

3. 需求技術:鋼鐵、水泥、鍋爐、馬達、其他工業用熱、石化原料、其他非能源
使用、烹調、熱水、服務業用燃料、住宅冷氣、商業冷氣、冰箱、照明、其他
家電、服務業用電、機車、小客車、大客車、小卡車、大卡車、飛機、客運船
舶、貨運船舶、火車、夜間儲能使用技術

MARKAL 模型主要由各種技術之技術變數(如：效率、污染或溫室氣體排放
係數)與經濟變數(如：運維成本與投資成本)組成。MARKAL 之邏輯基礎並不複

能源需求

能源成本

圖二   MARKAL-MACRO 模型流程

消費

• 能源來源
• 技術水準
• 環境限制

MARKAL MACRO

勞動

資本

投資

• 技術配比
• 燃料
• 排放來源
• 減量政策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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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但其資料需求非常龐大，其結果深受輸入資料之影響。其輸入資料可分為以
下四類:

1. 技術資料：包括各技術之期初容量、經濟壽年、折舊方式、年固定及變動成本、
效率、能源投入、產出、投資成本、成長率限制… 等；價格導致(price-induced)
及非價格導致(non-price induced)之能源需求變動機制亦可納入技術之描述中。

2. 初級能源來源資料：初級能源包括：原油、天然氣、煤炭、核能、生質能、水
力等。所需資料包括：供應量、進出口價格、開採成本等。對於可耗竭之能源(如：
煤炭)，可加入累積供應量限制。

3. 能源服務需求：在獨立之 MARKAL 模型中，各期之能源服務需求(如：噸水泥
或百萬延人公里)，MARKAL 模型之架構可處理能源間之替代與能源需求技術
間之替代。

4. 環境限制：可依政策模擬需要，直接對各類與燃料相關之污染物質(如：SO2)或
溫室氣體(CO2)制定上限，則該限制式之對偶變數(dual variable)可當成污染費/
稅。

MARKAL 之目標函數為最小化之規劃期間能源成本現值，此處之能源成本
包含了：1.能源供給成本；2.處理、轉換及需求技術固定運維成本；3.處理技術變
動成本；4.轉換(發電)技術變動成本；5.需求技術變動成本；6.投資成本，再減去
期末技術殘值。其中，有下列幾項假設:：

1. 規劃期間以每五年為一期

2. 各項技術之能源投入與產出為線性關係

3. 技術設備投資於期初發生

4. 同一期內各年之年成本相同

5. 未來新技術之推出、市場滲透率與成本為已知

MARKAL 大部分之限制式都是為了滿足年、季及日夜的能源供需平衡，且
必須有足夠的技術容量滿足能源服務之需求。大致上可分為以下各式：

1. 能源平衡式：每期除電與熱能外每種能源之能源供給量須大於能源消費量

2. 電平衡式：每期、每季、每時段之發電量需大於用電量

3. 技術容量跨期移轉式：每期每項技術之當期容量減去規劃期前既有之容量於當
期之存量 需小於或等於當期前之投資容量

4. 需求關係式：每期滿足能源服務需求之需求技術作業量需大於能源服務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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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關係式:每期、每季、每時段各每發電技術之可用容量需大於各時段發電量

6. 處理技術容量使用關係式：每期處理技術可用容量需大於處理技術作業量

7. 基載發電限制式：每期、每季夜間基載發電所占夜間負載比例應小於特定之上
限

8. 電力尖峰關係式：尖峰時段之發電量應大於尖峰電力需求

9. 轉換技術檢修排程關係式：每期各季檢修總和應大於預定停機容量

10. 能源累積限制式：對特定能源規劃期間能源累積供給量應小於能源供給累積上
限

11. 總投資成本限制式: 次期之總投資成本較前期之成長率應小於設定之成長率上
限

12. 技術成長限制式：次期之技術容量較前期之成長率應小於設定之成長率上限

由於 MARKAL 是線性規劃模型，因此有必要在每期的技術容量及兩期間之
成長率設定上限。但新版本的 MARKAL 則放鬆了此項限制，加入二次的懲罰函
數，容許技術容量超過上限，但對超過課徵二次函數之罰金，如此便可使得新技
術的市場滲透率較平緩。

B. MACRO 子模型

不同於 MARKAL 模型，MACRO 因為是非線性模型，其特色為較平滑之替
代效果，價值的改變不會引起投入或產出的劇烈變動，因此也不會有如同
MARKAL 線性模型之’penny switching’現象。其目標函數為最大化之效用現值，
以數學式表示則為：

UTILITY= ∑
= −−

+
8

1t
5

T

TT
tt

)udr(11
))(logC(udf

))(logC(udf    (4.1)

其中，
t ：期間
C：消費

udr：效用的年折算率(discount rate)  ud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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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 模型生產函數之投入包括：資本、勞動與能源需求，且此三種投入
間彼此可以替代，但替代過程會有報酬遞減之現象。能源價格導致之能源需求變
動效果於 MACRO 中即是以此替代方式處理。此外，非價格因素引起之能源需求
變動效果則可由自發性的能源效率提升反映，亦即每單位產出所需之能源需求之
降低。為避免過多總體經濟參數之推估，MACRO 模型採用 CES 形式之生產函
數。一方面，模型包含資本-勞動組合項，可與能源需求相互替代，另一方面，
資本與勞動彼此間亦可互相替代。此外，能源服務需求彼此間亦可相互替代。其
函數式如下：

Yt=[akl(Kt)ρα(Lt)ρ(1-α)+Σbdm(Ddm,t)ρ]1/ρ (4.2)

  其中   K 為資本，L 為勞動，D 為能源服務需求

    dm：能源服務需求項目指標

Ddm：能源服務需求項目 dm 之需求量

bdm：能源服務需求項前的係數

            akl：資本-勞動組合項前的係數

      α：資本所得佔比(capital’s value share)

     
ESUB

1
1−=ρ   ESUB 為資本-勞動組合項與能源服務需求項間的替代彈性

此函數為資本、勞動與能源的函數，並未考慮到中間原材、物料(material)，且
替代彈性在模型的規劃期間內固定不變，無法隨著時間改變作調整，為此此生產
函數之限制。除了生產函數外，MACRO 模型另包括以下之限制式：

1. 產出支出平衡式:     Yt=Ct+It+ECt (4.3)

2. 資本累積方程式:     Kt+1=srv Kt+ 2.5[srv It+ It+1] (4.4)

其中 I0=(grow+depr)K0

3. 終極條件:          KT(grow+depr)≤ IT (4.5)

式中,

I：投資

EC：能源成本

kpvs   資本所得佔比(capital’s value share) , kpvs=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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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dp   第一期的資本與 GDP 的比值

srv     5 年後資本的存餘率  srv=(1-depr)5

經濟體系長期的成長通常靠勞動力之成長率及其生產力來決定，亦為模型中
所謂之潛在經濟成長率。此潛在經濟成長率是影響 MACRO 目標函數中之效用折
現率之重要因素，若能源價格上升，則消費及投資將會減少，因而導致資本形成
降低，則使得最後實現之經濟成長率低於潛在成長率。

C. MAKAL-MACRO 之連接整合

MARKAL 與 MACRO 間的連接為 hardlink，在 MARKAL 模型中，每期之
能源服務需求為外生，但於 MARKAL-MACRO 中則變為決策變數 D(dm,t)。
MARKAL 子模型中能滿足能源服務需求之活動利用(4.6)式與 MACRO 之能源
服務需求(D)連接；(4.6)式中之 ddf 為需求分離因子，代表各種非價格機能所引
起的需求改變，包括技術效率的改進﹑需求飽和﹑產業結構調整﹑消費型態改
變等現象。MARKAL 其餘之限制示則直接納入 MARKAL-MACRO 模型之中。

∑
j

supplydm,txj=ddfdm,t×Ddm,t (4.6)

式中，

xj：MARKAL 模型內生變數；

supplydm,t：能源服務供給係數，若 xj 能滿足第 t 期之 dm，則此係數為正值；

ddf：需求分離因子

對於每項 xj，模型會求出其對經濟體系能源成本影響之係數 costjt，該參數內
含了 MARKAL 模型之各種年成本以及新增容量與既有容量之年均化投資成本。
此外，為避免新技術容量的迅速擴張，MARKAL-MACRO 並未設定嚴格的市場滲
透率上限(CAPtch,t)，而仍容許新增容量超過此限度，但超過此正常成長率之容量
(XCAPtch,t)其邊際成本將會上昇。亦即：

CAPtch,t+1≦expf�CAPtch,t+XCAPtch,t+1   (4.7)

ECt= ∑∑ ⋅
+

tch
ttch

tch

tch

j
jjt XCAP

capfyf
ecstqfacXt 2

, )(
exp

5.0cos (4.8)

其中，

tch：技術指標

costjt 為 MARKAL 模型內的目標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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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fytch 為可用技術 tch 第一年的最大容量

expf 為正常情況下五年的擴充因子

XCAP 為超過正常情況的容量

ecsttch 為超出最大容量的處罰成本

綜合言之，能源成本在 MARKAL 與 MARKAL-MACRO 處理方式之不同可歸
納為以下數點：

1. 投資成本：MARKAL 模型之投資成本在投資當期即一次付清；M-M Model 則
將投資成本以年均化成本方式分攤至技術使用年限內；

2. 最終能源使用技術投資成本：MARKAL 中能源系統的總成本不但包括能源部門
的供應成本，也包括最終能 源使用技術(如馬達﹑汽車等)的投資成本；M-M 
Model 只包含能源部門的成本，以及新的最終能源使用技術與既有技術的差額成
本；

3. 超過正常市場穿透率之技術成本：MARKAL 以市場滲透率受限於各技術容量的
成長率來模擬；M-M Model 則容許技術總容量超出正常成長率的上限，並對超
出的部分外加二次式的處罰性成本，使之具有平緩限制的作用，較符合實際狀
況。

MAKAL 模型中之能源服務需求為外生給定，但在 MAKAL-MACRO 模型中，
能源服務需求為模型內生決定。藉由上述兩式之連接，能源服務需求變為由總體
經濟成長、自發性及價格導致之能源需求變動決定，資本累積及經濟成長則受能
源成本變動影響；至於能源間之替代與技術引發之能源需求變動則在 MARKAL 子
模型中處理。

MARKAL 及 MACRO 兩者皆為動態模型，換言之，此二模型皆假設規劃期間
內的技術及經濟情況是可預見的。此外，MARKAL-MACRO 受限於新古典成長模
型，將全國產業視為單一總合部門，沒有細分個別產業，故無法直接計算政策對
單一產業之衝擊。

美國的 MARKAL-MACRO 中，規劃期間為 1990 年(基期)至 2030 年，共有 60
種能源供給來源及 48 種能源轉換技術；模型中考慮了季節與日夜對電力與暖氣之
需求變化；在能源服務需求方面，則有 120 種能源需求技術來滿足 23 類之能源服
務需求。

多目標規劃理論根源於 Von Neumann 與 Morgenstern 所提出的「數個衝突
的最大化問題之困境」之概念，隨後，Koopman 以及 Kuhn & Tucker 提出之非
線性規劃最適解之條件，更奠定了多目標規劃理論發展的基礎。經過多年來學
者專家們的努力，多目標規劃已成為當前作業研究與管理科學領域中，發展甚
為迅速的一門學科，同時也成為有用的政策分析工具之一。至於多目標規劃與
計量經濟模型相比較，則有以下三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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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經濟計量模型中，求得最佳線性不偏估計值，可能發生異質性、自我相關與
線性重合等問題；而多目標規劃法則可以避免上述等問題之發生。

2.規劃模型強調資源之分配，具有「在某種環境下該採何種策略」之涵義，適用
於各種策略之擬定與供給面之分析。

3.多目標規劃模型為一管理決策分析之工具，此模型通常利用既有之資料分析整
個系統（或經濟體制）應為如何（what the economy should be），以規劃系統長
期發展之方向；而計量經濟模型（包括時間序列與橫剖面分析）則多以歷史性
資料分析整個系統是如何（what the economy actually is），以瞭解過去系統之發
展，並預測未來之發展趨勢。

多目標規劃與一般單目標規劃之差異則可說明如下：

1.在單目標規劃問題中，所得之結果為一最適解，且此解為唯一。但一個能極大
化某一目標之解，不一定能同時極大化其他所有的目標。而多目標規劃模型可
同時考慮並解決多個具衝突性目標的最適化問題。

2.多目標規劃分析可強調決策的選擇性，而在分析中由決策者擔負對目標間相對
價值判斷的責任，並從分析結果中選擇一最佳妥協方案。而單目標規劃中決策
者僅能對模型所求得之解加以接受或棄卻，並無任何作「決策」的空間。

3.多目標規劃模型可處理目標間優先次序不同的問題，亦即在多目標最適化問題
中，決策者若能夠排定個別目標之相對重要性，分析者便能依此不同之重要
性，求得最滿意之解。

總之，多目標規劃模型是一個可兼顧經濟成長、環境污染和能源使用的多
面向規劃架構，可分析經濟、環境和能源之間整合互動的抵換（trade-off）關係
及其影響效果。但若研究的目的並非追求經濟、環境和能源三方面的妥協解，
而是評析空氣污染減量策略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及其對總體經濟與能源體
系的衝擊影響，則其他類型之模型可以彌補最適化模型此方面之缺點。

(二)、系統動力學模擬模型

I. 系統動力學模型的探討

雖然國內有關能源、環境及經濟問題的研究與日俱增，但對空氣污染環境
問題與能源供需規劃及整體經濟發展關係的模型研究仍屬有限，尤其是用「世
界模型，World Model」類型的系統動力學方法建構的模擬模型更如鳳毛麟角。
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是 J.W.Forrester 於 1956 年首度提出，是一種以
數量方法分析社會、經濟、環境、生態或其他科學系統的動態行為及分析其對
各種外加政策的反應效果。分析方法係利用反饋環路（feedback loops）的概念
建立系統架構，並將架構內各元素間的互動關係以數學式透過微分或差分方程
串連，最後以電腦程式模擬各種情景下系統的反應及變化。此法強調系統的動
態反饋，亦即系統每期的結果會受到前期結果及各種政策的影響，也會藉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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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作用影響到下期的結果和政策，因此整體系統一直保持於動態演進狀態之
下，各期的成長率、政策限制、空氣污染排放量等都會隨著該期情況不同而自
動調整。

系統動力學的模擬模型，最初多是利用 Forrester 教授創作的 DYNAMO 程
式語言來進行構建，1970、80 年代，此法被廣泛應用於許多國家的長期發展模
型。90 年代起，由於電腦科技進步，視窗化的電腦程式語言廣為發展，由於這
些語言具有隨學隨用的親和性，因此快速縮短了研究者們電腦程式語言的學習
過程和時間，如今 DYNAMO 已被 STELLA 及 ITHINK 等視窗化系統動態模擬
軟體取代，使用更為簡易且計算速度增快。基本上，動態模擬都是基於微分或
差分方程的概念如下：

(4.11)              constant  /
(4.10)                    

.9)(4                                  

functiontableAUX
AUXQratenormalR

RdtQQ

t

ttt

dttdttt

=
××=

×+= −−

t：時間
Q：存量（stock）
dt：時間間隔
R：改變率（flow or change rate），即為流量。
AUX：輔助函數／常數（converter），轉換因子。
Normal rate：正常改變率（外生決定）

動態模擬的過程可分為下列步驟：

步驟一：t=0，首先程式會依據已知的變數值計算期初存量變數Q0、及流

量R0（flows）及轉換因子（converters）之起始值，然後估計 dt 時間後 Q 的變

化量∆Q dt R= × 0，並依此計算新的存量Q Q Q= +0 ∆ 。

步驟二：根據新的存量透過系統的反饋環路計算新的流量Rdt 及轉換因子之
值。

步驟三：更新模擬時間 t=t+dt，再重覆步驟一、二，直到 t 大於預定的模擬
時間為止。

以上的步驟即為一階微分方程的矩形積分方法（rectangular method or Euler 
method），此方法適用於小時間尺度間隔的動態模型，當測量時間尺度較大時，
較精確的數值模擬方法係梯形積分法（trapezoid integration）：

式中模型的狀態變數更新步驟如同矩形積分法，先以 Rt-dt 估計 Qt 的預測
值，再以此項測值推估 Rt 的預測值，當計算出 Rt 後，則放入上式中再計算一

(4.12)                           )(
2
1

dtRRQQ dtttdtt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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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Qt 作為模型更新的狀態變數之值。

在標準運行（不改變模型參數）時，模擬所得到的未來變數值可視為在既
定的過去狀態下對未來所作的一種「慣性模擬」結果。將各變數值作迴歸分析，
便可得到未來各因素間相互的影響（如：能源消費成長與 GNP 及產業結構之關
係）。

當我們要分析能源政策的效果時，（例如提高污染防治設備佔投資比重、徵
收碳稅等… ），須為各不同政策設定不同情景（scenario），改變相關參數，使模
擬產生不同結果，分析各情景的能源消費、空氣污染物排放量、CO2 排放量、
防治成本等因素，便可作為研擬二氧化碳減量能源策略之依據。情景分析的另
一功能為敏感度試驗，用以解決未來的不確定性或資料之不足，檢驗參數在發
生不同變化時，對其他變數的影響，例如：未來國際個別能源價格上漲或下跌
時，所造成能源消費及 CO2 排放的改變。

系統動態模型中一般包含三種元素：存量、流量及控制因子或投入變數。
存量（stock）為任何可累積的物質，如資本，及人口。流量則為物質流入、流
出存量的管道，流量可由各種轉換因子控制。轉換因子（converter）之功能較
為複雜，可代替存量或流量（如 GNP 之各子項目），亦可表示另一種衡量指標
（如：CO2 排放指標、人口成長率）或是表示影響、控制流量的因素（如 GNP
對能源消費之影響）。模型的內外生變數決定後，各變數間的關係須以數學式表
達，數學式的建立，可依其定義（如 GNP 為個人消費、政府支、淨出口… 等項
目之和），或參考相關數據資料（空氣污染、CO2 排放係數），或是利用歷史資
料作迴歸分析而得。在做正式模擬前，還必須將外生變數之歷史資料放入模型
中作驗証（validation），檢驗模型執行結果是否與過去之現實資料相符。若是差
異大於容許範圍，則模型便須加以修改（calibration），直到模型運算結果之誤
差在容許範圍內，模型才可正式開始模擬工作。系統動態模擬模型具有高度的
可塑性且又以模擬情景分析和模擬系統動態回饋見長，為其他模型所無法比
擬。因此系統動態模型被歐系國家所偏愛使用，本研究亦將此類模型列為比較
研究的範圍，作為構建我國評估空氣污染防制對總體經濟影響模型參考之一。

系統動力學之方法過去長久以來即被應用於各科學領域。如生態、環境、農
業、生物、工程、氣象、物理、醫學等。至於進入經濟學以及管理學領域的應用
則是較晚近的發展，本章節的目的即在介紹系統動力學方法，盼能將此法之概念
以及模型建構模擬的過程推廣於國內經濟學及管理學之領域，以作為傳統動態經
濟類模型外，另一種廣被其他學科所接受的模式語言，如此不僅可增加和原有經
濟類模型模擬結果的驗証比較，亦可增強和其他學科領域專家們的溝通管道，因
為系統動力學幾乎已成為其他學科系統動態模擬的共同語言，而經濟學類型的模
擬模型語言似乎目前尚難為其他學科所接受。

一般而言，任何模型的構建不外乎為了下列兩種目的，一是為了瞭解系統內
的因果關係以便提供較好的包括屬質與屬量的系統行為之解釋。如此模型的本身
即可用來作為研究的工具以增進我們對系統內知識的發掘與瞭解，以及各種理論
或假設之驗証。另外一個目的則是為了改進系統的管理及控制，因此模型的建構
主要為了期望能增進系統行為預測的準度，以便在實証或應用上能解決問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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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如此模型之建構係以功能性考量為主，以解決問題為目的，而非僅著重於
知識之發現，目的不同便會影響模型建構與模擬過程，因此最後便會發展出不同
類型之模型，但模型構建的語言與過程卻是一致的，以下即介紹系統動力學模型
中所常用之術語：

模型（Model）

模型可定義為一個知識體系的邏輯或數學方式之展現，而模型建構（modeling）
則是完成該邏輯或數學方式之展現的發展過程。

模擬（Simulation）

模擬係指操作或求解模型的必要過程，以便能仿效真實系統之行為，此必要
過程通常包括了邏輯概念之發展，流程圖的製作，電腦程式語言之撰寫、編輯、
執行，以及結果之驗証與應用。

系統（System）

系統可定義為各種成分要素（components）以及它們相互間關係之組合，而組
合之目的係為了研究真實世界的行為。按照目的之不同，任何系統內成分要素的
選取都會因人而異，但共同的作法都是希望能以科學的方式簡化真實的情況，而
複雜的整合系統有時會包括諸多個別單一系統之綜合，整合的方式有可能是位階
式（hierarchical level），亦有可能是棋盤均衡式（cross board），抑或是自我象形般
的瀑布式（self-image cascading）等，此完全依該系統內含的知識而異。

系統之邊界

系統之邊界為系統內成分要素之極限（limits），亦即系統的範圍界限，透過此
範圍界限的界定以便和外在之環境有所區分，就模型建構的藝術而言，系統內成
分要素係受外在環境的影響，但環境卻不受系統內成分要素的影響，當然在真實
的世界裏，環境也許或多或少也受系統內成分要素的影響，但為模型的簡化與應
用，微小的影響通常是可忽略的，例如自然氣候條件會影響農業系統的生產或經
濟系統的榮枯，但反之卻未必如是，當然些微的反向影響總是存在的。

投入（Inputs）

系統的投入變數係指環境中會影響系統的行為的因子，但卻不受系統本身行
為之影響，例如各種氣候條件等一般都可視為投入變數，投入變數亦稱之為驅動
變數（driving variable）。如果一個系統內並無投入變數，那麼此系統可稱之為封閉
系統，反之則為開放系統，在系統模擬的過程中，投入變數的數值必須事先給定，
但也可是時間的函數，至於投入變數或成分要素之判定完全依模型建構者主觀決
定，通常決定的準則係以模型建構的目的以及資料可獲性及可測性而定。

產出（outputs）

系統的產出變數代表系統的特徵行為，即系統模型模擬操作後能代表系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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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結果之呈現。

參數（parameters）

參數可定義為模型內成分要素的特性，通常這些特性不隨時間而改變，參數
和投入變數的區分並不是絕對的，通常投入變數係會隨時間的演進而改變其數
值，但參數通常係為一常數或者只隨系統內狀態變數之變動而改變，當然廣義來
說參數亦為投入變數之一，就模型的建構而言，系統參數通常指系統內函數的反
應關係。

狀態變數（State Var iable）

狀態變數係指系統內能代表系統狀態之變數，動態之系統中通常狀態變數會
隨時間的演進而更新其數值，以呈現系統狀態之演變，簡單的模型通常只有一個
狀態變數，複雜之模型則會包含多個狀態變數才能共同聯合說明系統之狀況，至
於數目多寡之選取則視模型建構者之目的以及所要解決之問題而定。

動態過程（Dynamic Process）

動態過程為界定系統狀態演變之機制與程序。通常為一系列量化的數學關係
式（如微分方程或差分方程），以說明系統內狀態變數演變的過程，例如農作物之
成長乃為光合作用與呼吸作用之結果，同樣地，經濟資本的累積亦是投資與折舊
過程交互作用之結果。

模型之建構

模型建構的過程中，圖形符號的運用可協助模型之建構，以 Forrester 圖示法
而言，圖三中的各種符號可用來表示系統中各組成元素和元素間互動過程的關
係，透過這些符號再經由電腦程式語言之協助轉換成數學模型，在模型建構的過
程中可收工作簡化之效，同時模型以圖示法的方式呈現亦易於和外界溝通交流。
一般而言，模型建構中最重要的是系統中存量和流量變數，存量變數係以方塊表
示，代表狀態的累積、儲存或類似輸送帶上的過程（如人口的年齡結構、生物的
生命週期、成長的階段更新等），流量變數則以像徵水龍頭的開關方式表示，代表
存量變數流入及流出的速率，通常這些變數係受存量變數本身以及各種輔助變數
的影響，至於像一朵雲（cloud）的符號代表系統中的環境，係作為存量變數中物
質與非物質流的初始來源（source），亦是物質與非物質流最後的最終歸宿（sink）。
換言之它代表模型體系的邊界，模型建構者對系統狀態的模擬追蹤將到此為止，
對於此邊界之外的情況，已非研究的對象，故將其以存而不論的方式處理，通常
它反應在模型的簡化假設之上。輔助變數亦稱轉換因子（converter），有時代表模
型中的投入變數，有時可代表模型中的參數，係驅動模型演變的外在變數。至於
箭頭符號，雙線箭頭代表物質或非物質流向，它會直接影響存量變數的多寡，而
單線箭頭則指資訊信息流動的方向，它不會直接影響存量變數的變動，但透過轉
換因子可間接對存量變數進行影響。

當模型以圖示法完成後，即可開始進行數學模型的轉換，對每一狀態（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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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而言，動態模擬即代表該變數之動態演進過程，可以連續之微分方程或不連
續之差分方程表示，一系列之狀態變數所組合而成的系統動力學模型便可以一系
列的一階微分方程或差分方程按圖形展現，然而在數學轉換之過程中，要注意各
種關係的維度及測量單位的一致性，否則若各參數、投入變數、狀態變數以及過
程的轉換若因維度及單位的不一致，那麼模擬結果便失去意義。

除了一階微分方程體系外，有時為了模擬一系列相關連的過程會使用到分配
系統模型，分配系統模型係指系統中狀態變數和流量過程隨時間和空間而連續改
變，此類模型以數學模型表示時會形成偏微方程體系，分配系統的典型範例為狀
態變數的系列塊狀組合形式，通常可被用來模擬一系列相互關連的狀態變數，例
如人口動力學模型中的年齡結構層、多層土壤中的含水量，以及輸送帶上的貨品、
動植物的生命週期等，以 Forrester 圖示法可表示如圖四。
此模型以偏微方程可表示成：

當模擬的狀態層級愈來愈多時，則可考慮使用分配系統模型簡化動態的過
程，分配系統的狀態變數猶如輸送帶的功能，係將一系列狀態變數以一組合狀態
變數表示（conveyor），而用來描述組合狀態變數的動態過程所需的參數只有三項：
1.流入量的上限 2.狀態過程停留的時間 3.流出量的特性。當這三項參數對組合狀態
變數中每一階層的狀態變數而言都非常相似時，則組合狀態變數便是一非常好的
簡化過程，亦即以一組一階微分方程體系近似且簡化原來之偏微方程體系；反之，
若以上三項參數因各年齡層而異，無法簡化時，則必須針對各個年齡層的人口個
別模擬其動態演進之過程，而形成偏微方程體系，例如圖四可以組合狀態變數的
方式簡化如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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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層 a 在時間 t 的人口數之淨流量率，亦即代表移民
和出生、死亡之相互變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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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Forrester 圖示法的模型建構符號

圖四  Forrester 圖示法

a. 存量變數 b. 流量變數 c. 環境

d. 輔助變數 e. 物質流之路徑 f. 資訊流之路徑

年齡層 1 年齡層 2 年齡層 3

存活率 1 存活率 2 存活率 3

死亡率 1 死亡率 2

新生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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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Forrester 圖示法

模擬程序

一個模型的研究、發展、建構以致於完成後用來分析或管理系統，通常都有
一定的共同程序。典型的系統模擬研究包含的程序如圖六所示，茲摘要解釋如下：

1.界定目的

研究目的的界定對模型建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所有模擬分析的程序都與這
個基本的假設有關，因此必須首先確認要探討的問題為何？以及從模型中所能推
導出的資訊是否能滿足所需？若事先不能將研究目的確認清礎，那麼通常可預期
往後將不會有好的模型產生，因為模型的構建者若不清礎研究目的將很難判斷模
型的取捨及界限、變數的多寡以及模型的應用領域，研究目的中必須清礎陳述最
終預期成效、產品以及模型的使用者範圍。

2.系統的界定

此步驟必須界定系統所應包含的各種變數，以及系統的邊界範圍，投入變數、
產出變數、參數以及狀態變數等都必須描述清礎，當然隨著資訊的可獲性，系統
在研究的過程中可不斷地重新界定。

3.文獻回顧與資料分析

在模型建構之前，對資料及文獻的回顧以及對資料可獲性的判斷是重要的，
透過這個過程可協助評估研究目的能否被達成，在此過程中系統的特性逐漸建立

年齡層帶 成年年齡層

存活率

死亡率

新生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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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先導型的概念性模型（Conceptual  Model）也建構完成，當然這個概念性
模型必會隨著往後資料的獲得與否以及系統變動過程能否量化而修改。

4.模型發展

在此步驟中，開始將概念性的模型以 Forrester 圖示法呈現，並轉換成數學語
言，模型中各組成要素的相互關係，透過各種數學的函數及關係式表示，此時概
念性模型己發展成完整的數學模型。



35

圖六   系統分析模擬過程之流程

界定研究目的

界定系統

文獻回顧
資料分析

發展模型

模型電腦程式語言化

模型鑑定、測定與驗証

敏感度分析

模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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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電腦執行

數學模型再翻譯成電腦程式語言以便模擬真實系統之行為，通常電腦程式之
流程圖可幫助此階段之完成，重要的工作包括了電腦程式語言的撰寫以及有關模
型與電腦程式語言的建檔整理紀錄工作。

6.鑑定（Varification）、測定校準（Calibration）與驗証（Validation）

鑑定過程係判斷電腦程式語言，及模型的正確性。程式的邏輯是否符合預期？
程式語言是否準確地反應了系統之模型？測定過程則涉及模型中參數值之量化，
參數的測定標準係以實際測量或蒐集到的資料與模型模擬的結果互相比較，不斷
地對有疑問的參數校準調整直到模型行為達到滿意的精準度後為止。換言之，參
數的測定過程通常係為了模型中某些或部分的參數值無法確定時，而必須透過不
斷地模擬比較真實值與模擬值的差異，以調整校正原有之參數值直到滿足精準度
之預期要求。至於模型的驗証則係將未被模型使用過的真實值與模型的模擬值相
互比較，以確定模型進行分析問題時之可靠度，驗証的過程通常涉及主觀的判斷，
如要驗証的系統狀態變數為何？驗証的測量標準是平均數、趨勢或配適度等
（Goodness of fit）？這些都必須依模型建構時的目的而定，經由驗証的過程，模
型建構者將可建立起對模型應用能力的信心，同時也獲知模型的限制，當模型的
建構者對模型呈現出的行為感到滿意時，驗証的過程即可停止，在驗証的過程中，
兩項主觀判斷的標準必須符合：一是模型呈現的行為不能離真實的系統太遠，二
是模型作為協助決策的工具比不用模型時來得正確，統計的各項檢定可用來協助
判斷模型的行為是否符合真實系統的行為，但通常並無一套標準的程序或標準的
檢定值，最後還是需要靠模型建構者主觀的判斷。

7.敏感度分析

敏感度分析涉及模型面對不同參數值時所呈現出的行為之探討，亦即當參數
值變動時模型的重要產出變數相對變動程度，若相對變動程度很大時，模型就很
敏感，反之則不敏感，敏感度分析亦可被用來探討模型內之次系統、模型的關係
以及投入變數，當然敏感度分析的設計還是依研究的目的而定。

敏感度分析亦常被用來測定模型的極值行為，亦即將參數設定為有效範圍內
的極值後，再測試模型的邏輯以及穩定性，絕對敏感度測量的係單位投入變數或
參數值的變動所導致模型產出變數的變動，相對敏感度則用來量測模型產出變數
因應投入變數變動的相對變動程度，亦即一般所謂之彈性值的概念，當彈性值等
於一時，投入產出變數程度相等，若彈性值小於一時，產出變數的相對變動程度
則小於投入變數的變動程度。除了絕對敏感度及相對敏感度測量外，亦可用圖形
的方法，比較投入和產出的相對變動，有時將產出變數值對模型參數進行迴歸分
析亦可用來對模型的敏感度進行測試。

8.模型的應用

模型的應用與系統的管理有關，通常模型完成後，它的使用者並非是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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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此模型的建檔及電腦程式的維護非常重要。如果當初模型建構的目的係為
了研究以及瞭解系統的運作，那麼敏感度分析通常可被用來導引應用研究之方向。

以上系統分析之模擬過程並非是絕對的僵固的程序步驟，在大多數的情況
下，當獲得之資訊愈來愈多時，這些步驟不但是交互影響且也是可不斷地重複，
直到模型完成為止，如圖六所示。

II. 台灣有害氣體 CO2、NOx、SO2 排放量與整體經濟發展的系統動力學模型

陶在樸（1996）以系統動力學模型的方式仿效「世界模型」建構了「台灣有
害氣體 CO2、NOx、SO2 排放量與整體經濟發展的系統動力學模型」探討污染在不
管制的情況下如何指數成長以及環境投資對污染減量的作用。模型中以統計資料
迴歸分析建構各污染物與經濟發展變數的關係，如 CO2 排放量與人均 GNP 成正反
饋，與能源消費中電力消費的比重成負反饋；NOx 排放量與國民經濟中的人均個
人消費呈正反饋而與電力消費的比重成負反饋；SO2 排放量與它的前期量和 NOx

有複雜的指數關係，且隨電力消費比重的增加而減少。

模型分成三個子模型（sub model）：GNP 子模型、能源消費與有害氣體排放
量（含總投資及環境設備投資的作用）子模型及各項空氣污染物指標子模型。

在 GNP 子模型中作者將 GNP 按國民經濟會計結構，分解成以下主要部份組
成：消費（個人消費和政府消費）＋淨出口（出口與進口的差額）＋國內固定資
本形成＋存貨增加＋境外收入。無論政府消費或居民消費均與進出口物價指數，
GNP 的平減指數相關，後者在模型中被視作外生的變數，各個經濟變數間的反饋
關係均根據總體經濟理論依統計的迴歸結果而設定，各種物價指數及 GNP 平減指
數則根據 ARIMA 模型設定。

在此子模型中 GNP 的累積量為狀態變數，每年之 GNP 則為流量變數，模型
將 GNP 分成兩階段處理，1995 年以前 GNP 是內生變數由模型按以上之總體經濟
理論模型決定，1995 年以後為簡化模型的預測需要轉為外生變數，並根據統計軟
體 STATGRPHICS 所提供的趨勢預測和週期分解兩套方法合成而推估 1995-2010
年間的 GNP 實質成長率。

在能源消費及有害氣體排放量子模型中，狀態變數為人口數（POP），CO2 歷
年的排放累積量，NOx歷年的排放累積量，SO2 歷年的排放累積量，能源消費歷年
的累積量，及固定資本存量；流量變數為歷年人口成長率（係按統計資料由外生
給定），各污染之年排放量、各種能源消費量及投資與折舊，這些流量變數係內生
給定由模型模擬如下：

CO2=（電力消費／能源總消費）-2.7338（人均消費）1.5086

NOx=（電力消費／能源總消費）-3.09（人均消費）1.658

SO2=〔SO2 (t-1)0.87〕NOx
 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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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總消費＝0.3697GNP0.747

電力消費量＝16.8609〔GNP／POP〕1.1084

煤消費量＝〔GNP／POP〕1.4879（電力消費／能源總消費）-0.4337

油消費量＝〔GNP／POP〕1.1722（進口物價指數）0.7726

氣消費量＝〔GNP／POP〕-1.123（民間消費）3.714（油消費量）-4.158

for t≧1995

＝能源總消費-煤消費量-油消費量-電消費量

for t＜1995
因此 CO2 及 NOx之排放量為人均消費支出與電力佔總能源消費份額之函數，

SO2 則由前一期之 SO2 排放量和當期之 NOx 共同決定，各種函數之關係式都是經
過統計資料回歸而得，能源總消費為 GNP 之函數，電力消費為人均所得之函數，
煤消費量為人均所得及電力消費份額之函數，油消費量為人均所得及進口物價指
數之函數，氣消費量在 1995 年前模型回測時則定義為總能源消費量扣除油、煤、
電消費量之剩餘，1995 年後預測時則為人均所得、民間消費及油消費量的函數，
至於投資與折舊則分別為 GNP 消費物價指數及進口物價指數之函數。

在各項空氣污染物指標子模型中，則根據前面兩個子模型中的狀態變數，流
量變數及各種輔助外生變數，求算與各種空氣污染物有關之污染指標，包括有能
源消費量成長率、SO2、CO2 及 NOx排放量成長率、排放量指數、污染係數指數，
污染物強度指數及污染負荷指數（基期皆為 1981）。其中污染係數指數定義為每單
位能源消費所產生之各種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污染強度指數代表空氣污染物排放
量與人均 GDP 之比值，污染負荷指數則是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與人口之比值。

模型建構完畢後，即對模型展開回測（1981 至 1995 年），以驗證並校準模型
之參數，最後的回測結果顯示模型配適度良好，各主要變數之回測誤差皆在 3％左
右，顯示模型的精度已夠，之後作者便針對四種情景進行模擬分析：1.標準運行
2.如果 1996 年後追加環境投資 3.如果降低能源消費的所得彈性 4.如果提高能源使
用效率。

(I) 模型的標準運行

所謂標準運行是指模型參數不改變時，模型起跑後的結果。由於標準運行下
模型的結構並不變化，因此是一種「慣性」的未來模擬，用既定的過去說明未來
的「既定」。作者把能源消費的成長歸結到兩個因素：收入增加及整體經濟結構改
變，並且前者以 GNP 度量，後者以時間的變化度量，那麼通過對數回歸便可確定
該兩項因素對能源消費量成長的數量貢獻。因此作者將模擬之結果整理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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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995 年間模擬結果，得到如下回歸公式
ln eng=-0.15ln(time)+0.76lnGNP

故能源消費=(time)-0.15×(GNP)0.76

亦即 GNP 每增加 1％，能源消費成長 0.76％；而時間增加 1 年，能源消費減少 0.15
％。
1996-2010 年間由模擬結果整理後則可得到下列方程式：

ln 能源消費=-0.11ln(time)+0.74lnGNP

故能源消費=(time)-0.11×(GNP)0.74

即 GNP 每增加 1％，能源消費成長 0.74％；而時間每增加 1 年，能源消費減少 0.11
％。由此可見，1995 年以後就能源消費而言，時間的減量因素不及過去強，或者
說整體經濟結構與環境與過去的 14 年相比，能源消費惡化 1.36 倍，而 1995 年以
後的能源消費所得彈性卻減少為原先的 97％。

總之，無論過去與未來，台灣的能源消費隨時間的進展始終為正指數成長的，
1981-1993 年間成長指數為 0.061，1993-2010 年指數為 0.044。正指數成長為一種
無限擴張的正反饋過程，成長指數越大，成長 1 倍所需的時間（所謂倍增時間）
越短。以 1981-1993 年能源成長指數 0.061 而言，能源消費所需的倍增時間為 12.5
年，1993-2010 年成長指數降為 0.044，倍增時間為 16.5 年。

在有害氣體排放量的指數成長方面，各種有害氣體排放量均呈指數成長，但
成長指數已開始分接階段下降。以 CO2 排放量而論，1981-1992 年間的指數成長公
式為：

CO2＝exp(121.993+0.067t)

在這段期間成長指數為 0.067 略大於同期的能源消費成長指數，CO2 排放量的倍增
時間是 12 年。

1993-2010 年間，CO2 指數成長公式為：
CO2＝exp(-43.519+0.028t)

成長指數下降為 0.028，倍增時間大約是 28 年。NOx在 1981-1992 年間的指數成長
公式

NOx＝exp(-131.14+0.072t)

在此期間 NOx的成長指數為 0.072，倍增時間為 10 年。1993-2010 年

NOx＝exp(-45.86+0.003t)

在此期間成長指數降至 0.03，倍增時間延長為 24 年。SO2在 1981-1992 年間基本
上呈指數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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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2＝exp(84.98-0.036t)

在 1993-2010 年間 SO2 為正指數成長的

SO2＝exp(-55.35+0.034t)

其成長指數為 0.034，倍增時間為 21 年。

總之在標準運行的基本參考情景下，無論 CO2、NOx或 SO2 在 1993 年後的
15 年內其排放量指數和污染的負荷指數，均為單調的指數成長；而污染係數及污
染強度均呈現非單調的下降趨勢。

(II) 提高環境設備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情景

環境設備投資比重（表示為佔總投資的比重）與能源消費成長的比值對有害氣
體的排放減量有決定性影響，如果從 1996 年開始使此投資比重增加 2％，模擬結
果顯示到 2010 年 CO2排放將減量 9.18％，SO2 將減量 27.34％，NOx 將減量 18.26
％。

1995 年以前實際的環境投資佔總投資比重不足 2％（佔 GNP 比重則不足 1
％），如果投資比重每年提高 2％，則 2002 年環境投資佔 GNP 總量可上升到 2％
左右。如果環境投資佔 GNP 的比重從 1996 年起逐年提高（2010 年為 GNP 的 2.1
％），模擬結果顯示污染指標的變化好壞參半：CO2 的排放指數在 2010 時由標準運
行的 4 下降至 2.16（下降 46％），污染負荷由標準運行時的 2.89 下降到 2.10（下
降 23％）。然而污染係數和污染強度由標準運行時的 0.93、0.81 分別上升到 11.3
和 1.09。NOx的排放指數在 2010 年時，由標準運行的 4.45 下降到 2.10，污染負荷
由 3.22 下降到 0.79，然而污染係數和污染強度卻上升，SO2 的情況也大抵如此。

(III)降低能源消費所得彈性的情景

降低整體經濟能源消費量，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對於減少空氣污染具有治
本的作用。如果從 1996 年開始，能源消費的 GNP 所得彈性，由平均的 0.747 逐年
減少 1％，未來 CO2 排放指數則由 1995 年的 1.65（1981＝1）下降到 2010 年的 1.33，
CO2 污染係數指數在 2010 年則可下降到 0.83，CO2 污染強度指數則下降到 0.67。
NOx排放指數則下降到 0.60。

(IV) 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情景

在此情景下，所有有害氣體的污染指標均得到改善，2010 年 CO2 的排放量僅
略高於 1981 年（指數為 1.33），污染負荷更接近 1981 年的情況（指數為 1.27），
而污染係數和污染強度均低於 1981 年的情況（指數各為 83％和 67％）。NOx和 SO2

的情況也大抵如此。

(三)、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 ium Model，簡稱 CGE）
I. 發展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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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於 1960 年由 Johansen 首先提出，為一多部門的量化模
型，利用挪威的投入產出資料、家計單位價格與所得彈性來分析挪威的經濟成長；
其模型中包括了 20 個追求成本最小化之產業與效用最大化之家計單位。對於這些
產業或家計單位而言，價格扮演了左右生產或消費決策的重要角色，而價格則是
由市場的均衡狀態來決定，且可透過計算過程求得，故稱為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自此之後的數年間，研究一般均衡的經濟學者不斷發展改進一般均衡理論解的探
討，但多以代數方式表示，而非可計算的數量模型。直到 Scarf(1967a, 1967b, 1973)
將這些理論與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連貫起來，設計出數量化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
型的求解演算方法。

到了 1970 年代，有兩項因素引起大眾對 CGE 模型的注意，一是全球經濟的
重大衝擊，如：能源價格的急遽上昇、國際金融體系的變化、實質工資率提高，
而計量模型並無法有效模擬此種偏離趨勢的經濟變化。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行
為假設(如效用最大與成本最小)雖然常被批評為缺乏實際的驗證程序，但可計算一
般均衡模型可依據這些假設，分析以往歷史上未曾發生過事件所可能造成的衝
擊。第二項促使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於 70 年代快速發展的因素為其處理細節的能
力；由於資料庫資料的齊全與電腦程式(如 GAMS、GEMPACK、CASGEN 等)的進
步，使得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所能處理的細部資料，如：產業、區域、商品之數
目，遠超過其他種類的分析模式，因而使得政府部門與私人企業皆對此模型產生
興趣。發展至今日，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已成為應用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領域。

II. 模型特性與功能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與其他經濟模型的不同在於其包含了對經濟體系中不同
角色的行為描述；一般而言，家計單位的目標為效用之最大化，而廠商的目標則
是利潤最大或是成本的最小化，然後透過此種最佳化的假設來強調商品與投入要
素價格對家計單位之消費與廠商與生產行為的影響。此外，模型中亦可加入對政
府部門、貿易、進出口行政之假設。模型主要描述經濟體系中不同個體的供給與
需求決策如何決定商品與投入要素的價格，對於每項商品與投入要素，都有數條
方程式來確保透過價格的調整，各個經濟個體之需求總和不會超過供給，此即為
市場均衡之假設。

除此之外，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產出為數量化的結果，亦即為可計算的模
型，其方程式係數與參數則是以量化的資料庫作參照來校準估算。此資料庫通常
為投入產出表，說明每年商品與投入要素在產業、家計單位、政府、進口、出口
間的流動。而投入產出的資料通常需要許多彈性值的估計，包括各生產過程要素
間的替代彈性、家計單位對不同商品的價格與所得彈性，以及國外對出口貨物之
需求彈性。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之用途相當廣泛，一般而言，不論是稅賦、政府支出、
社會福利支出、關稅、環境政策、技術、國際貨物價格、利率、工資等條件的改
變對總體經濟、產業、區域、勞動市場、財富分配、環境等變數的影響，都可以
用 CGE 模型來分析。其中，與環境經濟較有關的有下列各項：

1.全球溫室氣體減量經濟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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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線資料估算

3.環境政策經濟評估

4.能源政策、產業政策、勞動政策及貿易政策之評估

5.公共投資之環境及經濟影響衝擊評估

III. 模型架構

本節即以澳洲發展的 ORANI 為代表，說明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架構。
ORANI 最初由 Dixon et. al(1982)所發展出來，用來分析單邊貿易政策，但目前已
經被沿用至許多其他政策之評估。此模型為一比較靜態模型，基於傳統的新古典
學派對生產者與消費者行為的假設，並藉由市場的結清機制模擬 Walrasian 均衡，
其中價格的改變是模型的重要特色。模型裏的生產與消費函數皆容許有大範圍的
調整彈性，且有詳細的函數表示可交易以及國內自產的商品與服務間的替代效
果。透過模型中對資本及投資的假設，可模擬長期與短期的均衡3。

在 ORANI 模型中，總體經濟以線性聯立方程式表示，主要包括五組方程式：

1. 家計單位及其他對商品之最終需求方程式

2. 產業對初級生產要素與中間投入之需求方程式

3. 將所有活動之淨利潤設定為零之價格方程式

4. 初級生產要素與各類商品之市場均衡方程式

5. 其他定義式

ORANI 模型可以數學式表示如下：
Fi(Xt, Kt+1, Kt)=0;  i=[1,m]

其中，Kt 為第 t 期產業資本存量向量，由第 t 期之前各期的投資所決定，而第
t 期的投資則會影響 Kt+1。Xt 是其他所有變數的向量。Fi(i=1,… .m)為 m 個可微分方
程式，表示 ORANI 模型變數間之 m 種均衡關係，例如：供給與需求之平衡、成
本與收入平衡、本期資本加投資等於次期資本等。由於模型中的變數數目(n)較方
程式(m)為多，因此在求解時，必須將 n-m 個變數設為外生變數，至於是那些變數
值要由外生給定，則可由使用者按其需要決定，此內、外生變數的劃分即為使用
者用來設定經濟環境 B 之機制。在經濟環境與參數值設定完成後，則可以開始求
解。於 ORANI 模型中，方程式是以變動百分比的形式表示(Johansen,1960)如下：

y-e1x1-e2x2-… .enxn=0

                                                
3 在短期模擬中，資本為一固定常數，而長期模擬中之資本則可隨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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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 為被解釋變數的變動百分比，而 xI是第 i 個獨立變數的變動百分比，ei

則是 y 對於 xi 的彈性。 典型的 ORANI 模型的結果的表示方式為：當政策改變 A
時，在總體經濟 B 的環境下，變數 C 將會相較於政策未改變的情況，在短期有 x%
的變動，長期則有 y%之變動。由於在不同的經濟體系下，相同的政策改變可能會
有不同的效果，因此 ORANI 要求使用者要指定一特定的經濟環境 B。短期效果乃
是將產業的資本固定，由變數均衡值的變化來衡量，而在長期的分析中，資本則
會受政策改變的影響。以下則分別介紹 ORANI 模型中各組之方程式：

(I) 生產者決策方程式

A. 生產函數

產業的生產技術於 ORANI 模型中可以分兩部分來探討，一為投入與作業量
(activity level)的關係，二為作業量與商品產出的關係。在模型中，投入要素以三個
層次描述：(1)產業投入：以 Leontief 方式表式，初級投入與中間投入間的替代彈
性為 0；(2)投入來源：分為進口及自產，有不完全之替代關係，以 CES(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或 CRESH(Constant Ratios of Elasticities of Substitution, 
Homothetic)表示，對進口的處理則依據 Armington approach4；(3)三種初級生產要
素之投入：土地、勞動與固定資本，以 CES 或 CRESH 函數表示(參見圖 7)。這些
假設表示中間物料與服務的的投入為固定比率，而進口與自產商品間容許相互替
代，初級生產要素間亦可有替代關係。至於第二部分作業量與商品產出的關係，
是以傳統的多產品生產者理論為基礎，假設每個產業在投入成本的限制下，選擇
生產收入最大的產品組合。模型中假

                                                
4 假設不同國家進口的商品為不完全替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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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在生產均衡時，不會有超額利潤存在。至於生產技術的進步造成的產出變化，
則可藉由模型中投入-產出係數來模擬。

B. 直接投入之需求

ORANI 模型假設生產者將所有的生產要素都視為變數，追求成本之最小。每
個產業都有其專有之資本及土地市場存在，在這些市場中，個別之生產者為價格
之接受者；每個產業投入要素價格則由產業中所有生產者的需求與要素供給之均
衡來決定。直接投入之需求即由滿足生產函數限制下，追求生產成本最小的最佳
化均衡條件求出。

C. 商品供給

在商品供給部分，ORANI 是假設廠商會在其產出限制5下，選擇其產出商品組
合，以追求最大化收入。

D. 生產固定資本之投入需求

ORANI 模型中固定資本的生產是利用 Leontief 生產函數來表示，每單位的資
本是由經濟體系內生產部門的一組產出所形成。固定資本形成有以下相關的假
設：1.特定產業的固定資本單位是由非初級投入的有效單位(effective units)按
Leontief 生產函數組合而成；2.在固定資本形成中，任何商品的有效投入為各國內
與進口投入之 CES 組合；3.每個產業的資本組成不同，由個別之生產函數加以定
義(見圖 8)。固定資本的投入需求則經由以下幾個階段來決定：1.資本扣除折舊後
的報酬率由每個產業單位資本的成本及租值(rental value)決定；2.每個產業資本的
設置皆於一期內發生；3.預期報酬率會隨著新投資佔資本存量比例上升而減少；4.
總私人投資將分配至各產業，以使得各產業之預期報酬率相等；5.期末資本存量取
決於期初的資本存量、新投資及折舊；6.資本存量依據報酬率理論分配，但對於報
酬率非決定因素之產業，可用其他方式處理。

                                                
5 以 CET 函數(Constant Elasticity of Transformation)表示，CET 函數與 CES 函數形式相同，但其轉
變參數之符號與 CES 之替代參數相反。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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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投資需求
(II) 最終需求決策方程式

在 ORANI 模型中有許多不同類別的最終需求，每種需求皆按其特性加以模
擬。家計單位的需求是按新古典模型的消費者理論構建，假設家計單位在預算限
制下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所有消費者都被歸入同一族群中，有一總合預算限制。
效用函數則是以 Klein-Rubin 形式表示，再配合受限制之最佳化程序，可導出線性
的支出方程式，其式中之彈性值可由其他外來的估計值代入。消費的邊際效用則
假設有可加性且與商品消費量無關。進口與自產商品間消費的替代效果乃以 CES
總合函數表示，同一種商品不論是自產或進口，彈性值皆相同(見圖 9)。至於政府
部門的支出列為其他最終需求的一部分，且與家計部門之需求相關，其變動百分
比為家計部門實質總合支出之函數。國外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是以需求函數表
示，其價格在本國無法影響國際價格時可設為常數，或按國外之需求彈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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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消費者需求結構

(III)運銷差距(margin) 服務需求

前面所描述之需求為生產者、家計單位、政府及國外對商品及服務之直接需
求，此處討論的則是因為此直接需求而衍生出對商品運輸、批發及零售服務之間
接引申需求。在方程式中，對於運送投入以供生產商品或資本之運輸需求量係與
商品的流動量成正比，且所有的運送服務皆為自產。

(IV) 價格

ORANI 模型中的價格包括：購買者價格、基本價值6(basic value)、單位資本價
格、f.o.b 出口價格、c.i.f.進口價格。關於價格的兩項假設為(1)所有的經濟活動都
沒有超額利潤；(2)一種自產商品對於所有產業及使用者而言，有相同之基本價值；
同理，一種外國商品對所有的進口者而言，基本價值亦相同。就自產商品來看，
假設(2)表示所有生產相同商品的生產者都得到相同的賣價，其間若有運輸成本則
列入生產成本，但商品由市場售予消費者時，因計入運銷費用，故不同的消費者
可能有不同的購買者價格。基於以上兩個假設之價格方程式即可由產業產出基本

                                                
6 對自產商品而言，基本價值指生產者所收入的價格，不包括銷售稅及運銷費用。但對進口商品而
言，則不包括銷售稅及運銷費用，但包含進口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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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等於消費者支付總額的方程式求出。資本價格則由產業之資本成本與生產資
本之各種投入價格總和之等式求出。其他價格之設定如下：進口商品價格設為進
口價與關稅之和；國外買主所支付之出口商品價格為商品之基本價格加上稅賦及
運銷成本之和；購買者商品價格為商品之基本價格加上稅賦與運銷費用。

(V) 產業間投資之分配

固定資本的投入需求則經由以下幾個階段來決定：1.資本扣除折舊後的報酬率
由每個產業單位資本的成本及租值(rental value)決定；2.每個產業資本的設置皆於
一期內發生；3.預期報酬率會隨著新投資佔資本存量比例上升而減少；4.總私人投
資將分配至各產業，以使得各產業之預期報酬率相等；5.期末資本存量取決於期初
的資本存量、新投資及折舊；6.資本存量依據前述報酬率理論分配後，對於報酬率
非決定因素之產業，則用其他方式處理。

(VI) 市場結清方程式

市場結清方程式的功能是使商品及初級生產要素之供給與需求相等。

1.自產商品供需平衡式：所有產業總產出等於生產之中間投入需求、生產資本設備
之投入需求、消費需求、出口需求、其他(如：政府)需求、產業之運銷服務需求、
消費者與政府之運銷服務需求、出口運輸需求之總和。

2.初級生產要素供需平衡式：有勞動之供需平衡式、各產業間資本之供需平衡式與
土地供需平衡式；模型中假設同一技術的勞動力是同質的，可以在產業間流動，
但各產業的資本及土地是有獨特性，無法於不同產業間流動。

(VII) 貿易方程式

用來定義總合進口、出口與貿易餘額的方程式

IV. 資料庫

ORANI 模型有兩大資料庫：代表社會會計矩陣的投入產出資料庫與彈性值資
料庫。投入產出資料庫中的資料是計算成本、收入與銷貨之依據，共分為 112 個
產業，其形式如圖 10 所示。第一列中，矩陣 A 為自產之商品流入本國產業作為生
產投入之用的部分；矩陣 B 為自產之商品流入本國產業作為資本形成之用的部分；
C、D、E 則分別表示自產之商品流入家計單位、出口與其他需求的流動；各矩陣
中的數字皆以基本價值表示，不含銷售稅與運輸費用；第一行加總之和則為自產
商品之總直接使用量。

第二行的矩陣亦是由基本價值表示，F 與 G 依序為進口商品流入本國產業作
為生產投入與資本形成之流量，H、J 則為進口商品作為家計單位消費與其他最終
需求之流量。至於 Z 則為對進口商品所課徵之稅捐；本行加總即為進口總值。

第三行之運銷服務矩陣 K1、L1、M1、N1、O 則分別表示自產商品 1 為了達成
A、B、C、D、E 中之流動而提供作為運銷服務之部分。第四行之運銷服務流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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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 P1、Q1、R1、T1 則為商品 1 作為運銷服務，用來將進口銷售及運送至使用者(包
括產業、家計單位及其他)手中之部分；因商品共分為 g 類，故連此二行在內，共
有 g 組類似之 K、L、N、O、P、Q、R、T 矩陣。除此之外，將自產或進口商品運
送至產業、家計單位及其他使用者過程中牽涉到之稅金則置於第 g+1 組運銷服務
矩陣中。接下來之初級投入矩陣 U、V、W、X 分別表示產業所使用之勞動成本、
資本成本、土地成本與其他成本。最後，Y表各產業產出之基本價格。

第二個彈性值資料庫中則是儲存了模型所需之各種彈性值、價格指數、參數
與期初值，包括

1. 各種商品與投入之國內與國外供給來源的替代彈性

2. 初級生產投入之 CRESH 替代參數

3. 勞動力職業類別間之 CRESH 替代參數

4. CRESH 函數之商品-商品轉換參數

5. 家計單位需求之價格彈性

6. 出口需求彈性之倒數

7. 投資參數及係數：預期投資報酬率、毛報酬率與淨報酬率之比率、成長率與適
用於投資報酬率理論之產業集合

8. 基期勞動力中各職業比例

9. 基期各產業之資本比例

10.使用者指定之指數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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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CGE 模型之限制

CGE 模型對實際政策之決定有其限制，最常被提出的為缺乏實證上的驗證程
序(validation)，無法以統計方法驗證其可考性；大部分的 CGE 模型參數是藉由校
準(calibration)，而非由計量經濟所估計出來，而校準過程通常會引用其他研究之
各種彈性值，但其他研究對變數之定義或對經濟體系的整合程度往往不同，所提
出之數值亦有差異，直接引用往往會造成模型參數或彈性估計之誤差。

另一項限制來自於一般均衡的假設與強調相對價格之性質，致使 CGE 模型無
法分析傳統的失衡議題，如失業率與通貨膨脹。其完全競爭市場之假設亦是一項
分析上的限制，無法描述現實中市場失靈之現象。

CGE 對福利經濟學所重視的社會福利改變的評估，由於其模型以貨幣單位表
示所有投入產出，無法測量非量化的社會福利。且 CGE 模型常假設政策的改變不
會影響資本與勞動的總就業量，因此社會福利的改變會表現於稀有的生產因素因
經濟效率改變而產生的重分配效果上。一般以消費者所得變動來度量之消費者效
用變動，不易於 CGE 模型中反映出來。

除此之外，比較靜態的 CGE 模型因著重於分析市場由一均衡狀態調整達到另
一個均衡狀態，而忽略了調整過程中較短期之成本與影響，因此常有低估政策成
本的情況。而要發展動態 CGE 模型並不容易，對成本帳的調整與存量完全流動的
不合理假設皆需重新加以考量。尤其是要特別注意實質工資的成長，產業結構變
動、各產業就業成長、資本與勞動相對成本的改變等細節。

VI. 本土化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I)TAIGEM 模型

為說明 CGE 模型於我國用來評估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進展，以下即介紹黃宗
煌、李秉正、徐世勳、林師模、劉錦龍等(1998)所發展之TAIGEM模型(Taiwan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於評估徵收碳稅之運用成果。

A. 模型架構

TAIGEM模型為以澳洲ORANI模型為基本架構所修正發展的台灣本土比較靜
態單一地區多部門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在 TAIGEM 模型中，生產是以一個與
前述 ORAN1 模型相似之樹狀結構（見圖 1）來代表廠商所採用的技術是具有可分
性和固定規模報酬。在這個樹狀結構的底層是廠商進行生產所需的投入，包括土
地、勞動和資本三種初級投入，以及自產和進口的各種中間投入。模型假設原始
投入和中間投入之間為可分的，使用 CRESH 函數對三種初級投入進行加總得到總
合初級投入，以 CES 函數對區域內生產的和進口的中間投入進行加總得到總合中
間投入。然後採用 Leontief 函數的無替代性假設將總合初級投入和總合中間投入進
行合併得到產業的生產量。

在最終需求方面，TAIGEM 區分為家計消費、政府支出、及儲蓄三大項。
TAIGEM 對最終需求的處理首先是使用 Klein-Rubin 效用函數，將區域內家計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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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政府總支出和總儲蓄進行加總成為總效用。在家計消費方面，TAIGEM 採用
CES 函數型式做為消費函數，將區域內商品別家計消費加總為區域內家計總消費。

貿易條件的設定是運用 Armington 假設，認為來自不同國家的進口品為差異
性商品，在一個部門內的國內消費者實際上是消費國產品和進口品的組合。在對
於國際貿易的處理是將中間投入及最終需求之各種貿易性商品與區域內自產品詳
細加以區分，並將 Armington 假設運用在各種商品的進口需求面。用 CES 函數來
對進口品和區域內自產品這兩種不完全替代品進行加總，使之成為一個組合商品
(composite goods)。

B.TAIGEM 資料庫

TAIGEM 模型所需之資料以行政院主計處所編製之 1994 年台灣地區 150 部門
產業關聯表為基礎。資料庫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吸收矩陣（absorption matrix）、生
產矩陣(make matrix)及進口關稅向量(import duty vector)。在吸收矩陣中，其資料庫
依照不同的產品使用對象分成生產者、投資者、家計單位、出口、其他最終需求
者及存貨變動等六欄。其中，生產者進一步區分成 160 個產業，投資者也是分成
160 個產業。為了將生產者價格與購買者價格在模型中加以區別，因此將資料庫再
細分成基本流量運銷差距及貨物稅等三個矩陣，每一種產品(共 170 種產品)又依其
不同來源分成自產品及進口兩種。TAIGEM 模型中允許每一產業有多種產出，因
此，在生產矩陣中所表示的即為各產業所生產的各種產品之產出價值。進口關稅
向量則為從各進口品所徵得的進口關稅稅收。

C.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碳稅的模擬

TAIGEM模型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處理是利用 IPCC公布之能源消費產生二氧
化碳的計算方法，對每一地區自產和進口之煤、石油和天然氣分別計算二氧化碳
排放量，再進行加總來估算基年的排放量。當課徵碳稅之後每一個國家地區化石
能源的自產量及進口量就會發生改變，因而二氧化碳排放便會降低，降低的排放
量亦可以用同樣的 IPCC 計算法去估算。

因為 TAIGEM 模型為一靜態模型，無法產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長預測，所
以必須藉用其他的研究所產生二氧化碳排放量預測值，因此該研究即利用工研院
之預測值作為基線資料，以作為長期政策模擬情境比較之基準。

TAIGEM 模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方程式與碳稅皆內建於模型當中，碳稅在模
型中式設定成內生變數，經由轉換之後變為煤及天然氣兩種初級化石燃料與 12 種
次級燃料(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燃料油、煤油、潤滑油、石油腦、煤油氣、瀝
青、非金屬礦物、其他石油煉製品、煤製品、燃氣)的從價稅，並對自產及進口化
石燃料課徵，然後將二氧化碳排放量設定為外生變數；依照二氧化碳減量目標調
整二氧化碳排放量時，各種化石燃料的使用量都會減少以達到設定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目標，當模型重新達到新的一般均衡時，就可以決定各種化石燃料的從價稅
以及碳稅。

D. 模擬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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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AnnexB 國家依照京都議定書中的減量配額與時程進行二氧化碳減量，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間將 AnnexB 國家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減至 1990 年排放水準的
94.8％（低於 1990 年排放水準的 5.2％），並於 2013 年至 2020 年間進一步將其二
氧化碳總排放量減至 1990 年排放水準的 90％，台灣則假設於 2010 年至 2020 年間
以課徵碳稅的方式進行二氧化碳減量，並於 2020 年時將排放量減回台灣 2000 年
的排放水準。該研究模擬結果顯示，AnnexB 國家的二氧化碳減量措施將造成台灣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於 2008 年至 2012 年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比基線的排
放量年增率增加 0.32％，於 2013 年至 2020 年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比基線的排
放標準年增率增加 0.07％。我國如果不採行其他的減量措施，僅依賴碳稅進行二
氧化碳減量的話，將必須課徵相當高額度的碳稅，經我們的模型估算發現，於 2010
年至 2012 年間，我國需課徵的碳稅為每公噸的碳 130 美元，於 2013 年至 2020 年
間每公噸的碳則需課徵 126 美元。如此一來將以 2020 年為例，將會造成貿易影響
度達到-0.13％，而且國民生產毛額也下降了 0.41％，每人之效用則減少 0.13%。對
個別產業之產出影響較大者為：石油煉製及煤產品(-8.65%)、非金屬礦產(-3.47%)、
化學製品、橡膠及塑膠(-3.28%)。

(II) 台灣 GTAP 模型(黃宗煌等,1997)

A. 模型理論

GTAP 模型為一靜態的多地區多部門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其前身為澳洲
SALTER 貿易模型。在 GTAP 模型中，生產是以巢狀結構來代表廠商所採用的技
術，並假設具有可分性和固定規模報酬。廠商進行生產所需的投入包括土地、勞
動和資本，以及各種中間投入係可分的。模型使用 CES 函數對三種原始投入進行
加總得到總合原始投入，以同一種 CES 函數對區域內生產的和進口的中間投入進
行加總得到總合中間投入。然後採用 Leontief 函數的無替代性假設將總合原始投入
和總合中間投入進行合併得到產業的生產量。

在最終需求方面，GTAP 區分為家計消費、政府支出、及儲蓄三大項。GTAP
對最終需求的處理首先是使用一個簡化的 Stone-Geary 效用函數，將區域內家計總
消費總支出和總儲蓄進行加總成為總效用。在家計消費方面，GTAP 採用 Constant 
Difference of Elasticity (CDE)函數型式做為消費函數，將區域內商品別家計消費加
總為區域內家計總消費。而政府消費則是假設 Cobb-Douglas 效用函數，據此推導
得到固定預算份額消費函數，並且它將區域內商品別政府支出加總為區域內政府
總支出。至於區域內儲蓄，僅由 Stone-Geary 效用函數推導出區域內總所得及價格
的函數。

在 CGE 分析當中，有兩種方法可以用來設定經濟體中的貿易條件。第一種方
法假設不同的國家兼生產同一均質產品。假設一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面臨在固定
的世界市場價格下的完全彈性的進口供給，同時也面對外生給定的出口價格下的
完全彈性的出口需求。另外的作法運用 Armington 假設，認為來自不同國家的進
口品為差異性商品。所以，在一個部門內的國內消費者實際上是消費國產品和進
口品的組合。在 GTAP 模型中對於國際貿易的處理是將中間投入及最終需求之各
種貿易性商品與區域內自產品詳細加以區分，並將 Armington 假設運用在各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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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口需求面。GTAP 模型另一個特色是假設了一個全球運輸部門來處理區域間因
進行貿易所延伸的運輸費用問題，亦即處理商品的離岸價值(f.o.b.)與到岸價值(c.i.f.)
的差距。運輸服務的提供是將所有區域的出口服務當作投入，透過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進行生產。當全球達到一般均衡時，運輸服務的總供給等於每一區域對
於每一商品運輸服務需求的總和。

B.資料庫

GTAP 資料庫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一為基本資料部分，包括以部門價格或以市
場價格衡量之價值；二為集合部分，說明加總的商品集合和區域集合；最後為參
數部分，在其研究模擬的資料處理上，是利用 GTAP 資料庫（版本 3），將 30 個國
家地區按其經濟特性及地理位置再加總成十個地區；包括美國、墨西哥、及加拿
大地區、歐盟 12 國、日本、紐西蘭及澳洲地區、大陸及香港、南韓、台灣、馬來
西亞與新加坡地區、東南亞國協以及其他國家地區。至於在產業（商品）的加總
上，以化石能源燃料及其相關產業為主，將原本的 37 種產業（商品）部門，歸類
加總為 16 種產業（商品）部門。

C.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資料理

該研究利用 IPCC 公布之能源消費產生二氧化碳的計算方法，對每一地區自產
和進口之煤、石油和天然氣分別計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再進行加總來估算每一地
區在基期年的排放量。當課徵碳稅之後每一個國家地區化石能源的自產量及進口
量發生改變，因而地區的二氧化碳排放可以降低，降低的排放量亦可以用同樣的
IPCC 計算法去估算。

D. 開徵碳稅的模擬設計

因為 GTAP 模型為一靜態模型，無法產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長預測，所以
必須藉用其他的研究所產生二氧化碳排放量預測值。MEGABARE 模型與 GTAP
模型有類似之關係，而且提供了最詳細的地區別預測資料，因此該研究即利用
MEGABARE 之預測值作為基線資料。GTAP 模型中碳稅稅率與 TAIGEM 相同，
可設定成內生變數，對二氧化碳化碳排放加以限制之後，模型會達到新的一般均
衡時，各種燃料的碳稅水準就可以決定出來。

E.情境分析

研究所進行的第一個情境是模擬 Annex1 國家自行開徵相同的國際碳稅，逾
1996年至 2000年之間逐年進行二氧化碳減量以回復至 1990年時Annex1國家之二
氧化碳排放水準，並進一步於 2001 年至 2005 年再度逐年進行二氧化碳減量以回
復至 1990 年時 Annex1 國家之二氧化碳排放水準的 80％。第二個情境則是模擬全
球所有國家（包括台灣）開徵相同的國際碳稅，於 1996 年至 2000 年之間逐年進
行二氧化碳減量以回復至 1990 年時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水準，並進步於 2001 年
至 2005 年再度逐年進行二氧化碳減量以回復至 1990 年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水準
的 80％。

情境一中，在第一階段 1996 年至 2000 年的二氧化碳減量目標下，Annex1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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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必須每年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65％；在第二階段 2001 年至 2005 年的二氧化
碳減量目標下，Annex1 國家必須每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5.17％。情境二中在第
一階段 1996 年至 2000 年的二氧化碳減量目標下，全世界必須每年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 4.32％：在第二階段 2001 年至 2005 年二氧化碳減量目標下，全世界必須
每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6.67％。

模擬一：Annex1 國家開徵碳稅

模擬結果顯示必須逐年課徵 2.70 美元的碳稅來造成每年 1.65％的二氧化碳減
量效果。模擬的結果台灣的貿易減少，其影響度有-0.02％，台灣的貿易餘額減少
了 8.24 百萬美元。並造成我國的每人福祉下降 0.01％，總福祉減少了 22.32 百萬
美元。然而，由於 Annex1 國家課徵的碳稅額度甚低，而且台灣自己並未開徵碳稅，
因此雖然造成了台灣的國民生產毛額的減少，但其影響並不顯著，僅有不及 0.01
％的影響度。如果 Annex 1 國家要進一步於 2001 年至 2005 年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已達到 1990 年排放水準的 80％的話，那麼必須於期間內逐年課徵 8.33 美元的碳
稅，會造成貿易影響度達到-0.05％，而台灣的貿易餘額則減少了 24.44 百萬美元。
課徵 8.33 美元的碳稅對我國每人的福祉的影響為-0.03％，總福祉減少 65.12 百萬
美元，而且國民生產毛額也下降了 0.01％。

模擬二：全球共同開徵碳稅

模擬結果顯示，欲造成全球每年 4.32％的二氧化碳減量效果，每年必須課徵
12.65 美元的碳稅。由於我國自己亦課徵碳稅，因此對總經濟的衝擊遠比 Annex1
國家開徵碳稅時對台灣的影響為大。此時除了國民生產毛額降低 0.05％之外，台
灣的貿易條件也變差了 0.15％，並造成貿易餘額損失 49.40 百萬美元。而全民總福
祉共減少 232.60 百萬美元。如果想造成全球每年 6.67％的二氧化碳減量效果，則
全球每個國家必須每年課徵 19.99 美元。我國生產毛額將下降 0.07％，貿易條件億
變差了 0.22％，並使得貿易餘額損失 72.34百萬美元，而全民總福祉則減少了 341.68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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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本研究已完成各項研究工作，研究方法係以最適化模型、系統動力學模型
及可計算一般均衡經濟模型為範圍進行探討，而最適化模型中則以我國工研院能
資所現有之 MARKAL-MACRO 模型作為分析之架構樣本，探討該類模型之理論
架構、資料處理、程式軟體、及政策工具變數等，系統動力學模型則以陶在樸教
授「台灣有害氣體 CO2、NOX和 SO2 排放量與整體經濟發展的系統動力學模型」
作為分析樣本進行模型探討，至於一般均衡經濟模型則以國內黃宗煌教授等之
TAIGEM 模型作為分析比較樣本。

以下即將上述 MARKAL-MACRO 模型、CGE 模型與系統動力學三類模
型，以摘要表格的型式依模型理論構建、模型內涵、模型資料、經濟、能源與環
境間互動形式、部門別內互動形式、個別系統行為模擬之詳細程度、動態機制、
模型軟體需求、模型的評估、預測與規劃能力進行各方面的綜合比較與討論。 (見
表一)

五、結論與討論

(一) 結論

依據前述結論再進而對此三類模型之優缺點、模型適用性、資料可獲性及
對空污防制政策可行性評估運用進行比較，則可得到如表二之結論。
Markal-Macro 為跨期動態模型，著重於能源部門詳細描述能源服務需求及能源供
給之技術細節。其優點在於對生產技術改變性高的產業可提供新技術的模擬分
析，提高對未來能源使用狀況的了解，並且對經濟衝擊所可能帶來的能源需求大
幅波動，能有效地反應出來，求出最適的政策工具及其對經濟及環境的衝擊影
響。適用於分析利用各種技術對降低能源消費之可能性，或是藉由減少能源消費
以達二氧化碳減量目的之政策，亦可用來評估發電燃料配比改變、能源效率提
昇、碳稅等政策對經濟及環境之影響。但由於為部分均衡，全國只有一個部門，
故無法進行部門間可交易排放權政策之評估。

CGE 模型為一般均衡實證模型，能同時兼顧外部衝擊對總體經齊及經濟體
內各部門的影響，較部份均衡分析能掌握整體經濟脈動，易於模擬開放經濟體系
及市場機能得以發揮的經濟體系，因此，適用於貿易為主的開放型市場經濟體
系。由於是比較靜態模型，故較適於探討各種空污政策對經濟均衡狀態之衝擊影
響，不僅適用於多部門多產業之長期市場一般均衡分析，亦可做可做多國或多區
域之分析，更適用於經濟體系內細部之分析。對空氣污染防制政策除一般總體經
濟衝擊影響評估外，亦可分析不同碳稅回收方案，如將碳稅收入直接支付給家計
單位、投資抵減、抵稅或社會福利等的效果。此外，CGE 模型可透過數量與價
格間的互動調整決定各部門間最適資源配置，政策工具很容易納入模型中進行模
擬政策改變後對經濟社會之衝擊。其缺點則為不適用於動態調整過程之模擬，且
模型參數缺乏實證上的驗證，容易產生偏誤。CGE 模型亦無法分析傳統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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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如失業率與通貨膨脹。在現實社會中市場失靈的狀況如獨佔、寡佔及不完
全競爭之現象，也無法由 CGE 模型處理。可用於評估碳稅、能源配比改變、產
業結構調整、能源效率提昇等政策對經濟及環境之影響，亦可進行可交易排放權
政策之評估。

系統動力學模型利用反饋環路的概念建立系統架構，可充分地模擬能源、
經濟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模型中系統動態調節的過程透過存量及流量等變數的
動態演進方式，可充份詳盡作彈性處理，極適合進行探討動態過程調整之分析。
模型具有高度的可塑性，適用於以情景分析方式變更模型參數或外生變數，對各
種空污防制政策進行 what-if 形式之評估。此外，由於系統動力學模型可處理高
度複雜及不規則的任何函數形式，因此不會受制於數學上之簡易函數形式假設之
限制。就技術面而言，模型的軟體已發展成熟使用方便，且不涉及求解過程，故
能對各種政策進行模擬分析。模擬結果易於以圖式或表式的方式呈現，不需額外
撰寫程式。由於軟體支援參數的敏感度分析，因此可用於探討模型中重要參數對
經濟體系的影響程度。但由於為非最適化模型，故無法有效地求出最適的政策工
具，僅能對不同的政策工具間進行模擬分析比較。模型的缺點為當模式涵括多部
門多產業時，部門間的反饋環路益形複雜，子系統間及系統內各模組之構建所需
的時間與人力亦倍增，導致分析困難。而受限於資料的獲得，模型中因果關係往
往簡化以統計迴歸的方式處理。

（二）對空污防制之重要成效

本計畫對建構本土化之總體經濟影響評估模型方法、所需之資料建構方式
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並提出可適用於我國國情之總體經濟影響評估模型架構及
所需之輔助性相關研究及資料，故可提供政府有關單位對台灣現況有關之各分析
模型其限制、適用性、優缺點及政策分析能力等面向，進行客觀評估各種空氣污
染防制方案之減量效果，且估計各種有關空污及 CO2 減量之不同能源政策工具對
我國能源供需規劃、產業結構調整及總體經濟之影響。

1.蒐集及整理有關之空污防制政策與總體經濟影響評估模型文獻。

2.分析比較現今國內評估空氣污染防制與溫室氣體減量之總體經濟影響模型。

3.促進學者專家們瞭解國內現有之主要空污防制與溫室氣體減量之總體經濟影響
模型之理論架構、模型內涵、優缺點及適用性。

4.本研究之結果有助於不同模型建構者間之溝通對話，亦有助於決策者瞭解各模型
之限制及所分析政策結果差異的引申意涵。

5.有助於模型間未來分工合作及相互檢驗研究成果的參考依據。



表一  MARKAL-MACRO、CGE 與系統動態模型模型架構有關內涵之比較
比較項目 Markal-Macro 模型 CGE 模型 系統動力學模型(陶在樸模型)
理論構建 1. 以 Markal 模型詳細描繪能源系統之

供給，以 Macro 總合描繪能源服務
需求

2. 結合 Markal 與 Macro 兩模型，以社
會效用最大為目標，將能源成本納
入總體經濟成長模型中，模擬求解
各種能源活動及污染防制政策之影
響衝擊

1. Walrasian 一般均衡理論
2. 各市場的構建皆以個體經濟理論

為基礎，以個體追求最適化目標，
滿足個體經濟理論下相對應的限
制式，導出各市場的行為方程，聯
立均衡求解。

1. 運用總體及個體經濟理論，描述經
濟行為及現象

2. 運用時間數列資料構建模式以模
擬經濟、環境、能源間之互動關係

模型內涵 1. Markal 子模型以追求能源成本最小
之最佳化，滿足能源生產、轉換與
能源需求限制。

2. Macro 子模型以追求社會效用最大
下，滿足消費、投資與能源之產出
支出平衡式、資本累積方程式，及
期末終端條件之限制，亦即要滿足
經濟體系的最適成長。

3. Markal-Macro 模型仍以效用最大為
目標，將能源成本納入總體經濟模
型中

1. 包括生產、消費的經濟行為及各市
場的均衡條件

2. 架構分為五大類方程：
(1) 家計單位及其他對商品之最終需

求方程式
(2) 產業對初級生產要素與中間投入

之需求方程式
(3) 將所有活動之淨利潤設定為零之

價格方程式
(4) 初級生產要素與各類商品之市場

均衡方程式
(5) 其他定義式

1. 分為 GNP、能源消費與有害氣體排
放量、及各空氣污染物污染指標三
個子模型

2. 以反饋環路描述模擬空氣污染物
排放量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3. 在回測期間 GNP 為內生，由 GNP
子模型決定，在模擬未來情景時，
為簡化起見，GNP 成長率由外生給
定。

輸入資料 1. 能源技術設備資料：期初容量、經
濟壽年、折舊方式、年固定及變動
成本、效率、能源投入、產出、投
資成本、成長率限制… 等；

1. 外幣進口價格、匯率、進口關稅、
出口稅、銷售稅

2. 技術變動係數
3. 家計單位偏好變動係數、實質消費

1. 時間
2. 人口成長率
3. 經濟成長率
4. 進出口物價指數
5. GNP 平減指數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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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項目 Markal-Macro 模型 CGE 模型 系統動力學模型(陶在樸模型)
輸入資料 2. 初級能源來源資料：進出口價格、

自產成本、存貨成本及能源運輸成
本

3. 能源服務需求環境限制常數：折現
率、每期年數、能源輸送效率、基
準年。

4. 總體經濟資料：資本所得佔比、折
舊率、經濟潛在年成長率、效用的
年折算率。

5. 資本-勞動組合項與能源服務需求項
間的替代彈性

4. 現有資本存量
5. 總合私人實質投資
6. 各產業之土地使用量
7. 工資
8. 外來投資
9. 國外出口需求變動
10. 家計單位數目

6. 存量變數期初值
7. 能源使用效率
8. 環境設備投資
9. 消費、躉售物價指數

輸出資料 1. 能源之最適進口、自產、再生能
源、出口、存貨量、劃期間最後一
期之能源期末存貨

2. 能源處理技術之使用量
3. 各種能源技術設備之最適容量
4. 能源轉換技術之最適發電量
5. 各種能源技術之最適新增容量
6. 各期最適消費、投資、能源成本
7. 各期生產、資本、勞動

1. 產業作業量
2. 生產與資本形成之投入需求量
3. 土地、資本、勞動需求量
4. 產業組合商品供給量
5. 家計單位商品需求量
6. 運銷服務需求量
7. 自產商品供給量
8. 產業資本形成與未來各期之資本存
量

9. 生產投入與商品基本價格
10. 資本成本與預期報酬率
11. 商品進出口量

1. GNP
2. 個人及政府消費
3. 進、出口
4. 投資、折舊及國內資本固定形成
5. 存貨
6. 人口
7. CO2、NOX、SO2 排放量
8. 各種能源消費量
9. 各種空氣污染物的污染指標：污染係
數指數、污染強度指數、污染負荷指
數、污染排放量指數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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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項目 Markal-Macro 模型 CGE 模型 系統動力學模型(陶在樸模型)
經濟、能源、環
境間互動形式

1. 透過能源系統與總體經濟最適成長
模型間之連結，評估能源系統與總
體經濟間之互動關係。

2. 能源消費決定二氧化碳排放量，尚
未考慮其他污染物。

3. 環境與經濟間的反饋被忽略。

1. 透過生產部門的能源投入與家計部
門對能源的需求，以及市場的均衡
條件，評估能源與經濟的互動關係。

2. 能源消費決定二氧化碳排放量，尚
未考慮其他污染物。

3. 環境與經濟間的反饋被忽略。

1. 透過經濟成長及其他經濟結構的參
數來模擬各種能源的消費。

2. 空氣污染及二氧化碳排放量透過能
源消費、污染防制環境設備投資與
經濟行為連結。

3. 環境與經濟間的反饋被忽略，但可
模擬。

部門別內互動
形式

為動態部分均衡最適化模型，將經濟體
系視為一總體，並未劃分部門別。僅對
能源部門內之行為做詳盡之描述。

部門間及部門內劃分詳細，透過個體及
總體經濟最佳化及市場均衡理論，模擬
部門間及部門內之互動與回饋關係。

將經濟體系視為一總體，並未劃分部門
別。但若研究需要時，亦可以存量變數
及子模型的方式納入各個部門。

個別系統行為
模擬之詳細程
度

1. 對能源部門及各種能源生產、轉換
及使用技術之描述相當詳盡，但對
其他部門之行為則忽略之，而以總
體經濟體代表。

2. 總體經濟的行為則以新古典最適成
長模型模擬。.

1. 對各部門之行為皆有詳細之模擬，
但受限於完全競爭市場之假設，無
法描述現實中市場失靈(如寡占、獨
占)之現象。

2. 對市場中各部門非均衡部分(如失
業、存貨等、通貨膨脹等)則忽略之。

3. 無動態調整機制，僅描述均衡狀態
之變動

1. 只分各種能源，不分部門，但對各
種污染物排放量有量化評估。

2. 以總合 GNP 代表經濟體系的成長。
3. 以各污染物排放量指標及污染係數

模擬經濟行為對環境之影響。

動態機制 為動態模型，以疊代方式由能源存貨與
資本跨期累積式處理，其限制式亦可有
跨期之限制。

基本上為比較靜態模型 (ORANI 、
TAIGAM、 GTAP)，亦可以資本累積
式及各期間資本在各部門之分配轉化
為動態模型(MEGABARE、GTEM 模
型)

所有存量變數皆可透過流量及輔助變
數以微分或差分方程疊代更新處理。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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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項目 Markal-Macro 模型 CGE 模型 系統動力學模型(陶在樸模型)
模型軟體需求 GAMS GEMPACK、GAMS、CASGEN Dynamo、Ithink、Stella
模型的評估、預
測與規劃能力

1. 利用初、次級資料及文獻研究結
果，構建模型參數。

2. 最適化模型，無法透過模型的鑑
定、校準與驗證程序來評估模型的
可靠性。

3. 在最適化行為假設之下，進行對未
來之預測。

4. 適合作為決策規劃之用，尋找最適
政策工具及其衝擊影響。

1. 利用初、次級資料及文獻研究結
果，構建模型參數。

2. 模型的評估透過校準程序，更改參
數，以符合過去的系統行為資料。

3. 在追求所有經濟個體最適化行為假
設之下，進行對未來長期均衡狀態
之預測。

4. 適合作為決策規劃之用，進行各種
政策的比較。

1. 利用初、次級資料透過統計迴歸及
計量方式構建模型參數。

2. 模型的評估透過回測程序，以符合
過去的系統行為資料，進行校準與
驗證。

3. 以情景分析方式變更模型參數或外
生變數，對未來進行預測。

4. 適合作為 what-if 的分析方式。無法
有效尋求最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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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模型之優缺點、適用性及政策評估之應用比較與建議

Markal-Macro 模型 CGE 模型 系統動力學(陶在樸模型)

優點
1.著重於能源部門詳細描述能源服務需
求及能源供給之技術細節，模型中包
含了各種能源與技術的經濟、技術與
環境資料。

2.模型為跨期動態模型，容許各期間之
互動，因此常被用來評估新技術的引
進對經濟及環境的動態影響。

3.由於模型由大量之技術細節組成，故
可分析利用各種技術對降低能源消費
之可能性，或是評估藉由減少能源消
費以達二氧化碳減量目的之政策。

4.結合由上而下之總體經濟模型與由下
而上之工程模型，因此其優點在於對
生產技術改變性高的產業可提供新技
術的模擬分析，提高對未來能源使用
狀況的了解，並且對經濟衝擊所可能
帶來的能源需求大幅波動，能有效地
反應出來。

5.能有效地求出最適的政策工具及其對
經濟及環境的衝擊影響。

1. 為一般均篌實證模型，能同時兼顧外
部衝擊對總體經齊及經濟體內各部
門的影響，較部份均衡分析能掌握整
體經濟脈動

2. 易於模擬開放經濟體系及市場機能
得以發揮的經濟體系，因此，適用於
貿易為主的開放型市場經濟體系

3. 可透過數量與價格間的互動調整決
定各部門間最適資源配置

4. 政策工具很容易納入模型中進行模
擬政策改變後對經濟社會之衝擊

5. 當面臨外部衝擊時，CGE 模型容許
經濟體內的生產者及消費者能立即
且充份地調整，要素投入可互相替
代，消費者可調整其支出組合重新達
成一般均衡。

1.利用反饋環路的概念建立系統架構可
充分地模擬能源、經濟與環境間的互
動關係。

2.系統動態調節的過程透過存量及流量
等變數的動態演進方式，可充份詳盡
作彈性處理。

3.模型具有高度的可塑性，適合進行模
擬情景分析。

4.模型的軟體發展成熟使用方便，且不
涉及求解過程，故能對各種政策進行
模擬分析。

5.模型結果的整理易以圖式或表式的方
式呈現，不需額外撰寫程式。

6.易於進行參數的敏感度分析，可用於
探討模型中重要參數對經濟體系的影
響程度。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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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1.因 MARKAL 子模型為線性規劃之架
構，往往有「一文扭轉」的缺點，成
本稍高的技術容易被完全捨棄不用，
而被其他低成本之技術取代，與現實
狀況不符。

2.而模型忽略了技術轉換時的交易成
本，容易造成評估出來的新技術之市
場滲透率過高。

3.模型的能源系統太過詳盡，其所需的
構建及維護成本（包括時間、人力、
金錢等）均屬偏高，造成模型更新的
困難。

4.由於模型過於龐大，當有錯誤發生時
偵錯困難。

5.由於係屬最適規劃形式，不適用於開
放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

6.無法評估未來的不確定性及風險。
7.未能考慮產業關聯之投入產出的互動
關係，因此不能有效地分析空污防制
政策對各產業的衝擊。

8.無法探討經濟與環境的反饋作用。

1. 不適用於經濟、能源、環境動態過程
之模擬

2. 模型缺乏實證上的驗證，大部分的
CGE 模型是藉由校準，而非由計量
經濟所估計出來，而校準過程通常會
引用其他研究之各種彈性值，而其他
研究對變數之定義或對經濟體系的
整合程度往往不同。

3. 一般均衡的假設與強調相對價格之
性質，致使 CGE 模型無法分析傳統
的失衡議題，如失業率與通貨膨脹。

4. 完全競爭市場之假設亦是一項分析
上的限制，無法描述現實中市場失靈
如獨佔、寡佔及不完全競爭之現象。

5. CGE 模型因無法測量非量化的社會
福利，常不足以顯示福利經濟學的效
果。

6. CGE 模型常假設政策的改變不會影
響資本與勞動的總就業量，因此一般
以消費者所得變動來度量之消費者
效用變動，不易於 CGE 模型中反映
出來。

7. CGE 模型採用固定替代彈性函數，
有時與實際狀況不符。

8. 無法評估未來的不確定性及風險。

1. 無法有效地求出最適的政策工具，僅
能對不同的政策工具間進行模擬分
析比較。

2. 當模式涵括多部門多產業時，部門間
的反饋環路益形複雜，子系統間及系
統內各模組之構建所需的時間與人
力亦倍增，導致分析困難。

3. 受限於資料的獲得，因果關係往往簡
化以統計迴歸的方式處理。

4. 模式的程式語言及構建方式多用於
自然科學，經濟學家不熟悉，因此，
尚未被廣泛使用，作為政策工具分析
使用時會有表達溝通上的困難。

5. 如果要追求最適的政策需透過多次
繁複的模擬，且不能保證能獲得最適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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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之目的 1. 規 範 性 (prescriptive) 、 規 劃 性
(planning)之事前(ex ante)評估

1. 敘 述 性 (descriptive) 、 評 估 性
(evaluative)之事前預測及事後 (ex 
post)評估

1. 敘述性之事前模擬(simulation)或事
後評估

適用性及所能
回答政策之問
題

1. 較適於規劃型問題，尋求最適政策
2. 適合能源系統流程的詳細分析。
3. 可分析各種能源技術及其市場滲透

率對空氣污染及總體經濟之影響。
4. 適合動態過程調整之分析。

1. 較適於探討各種空污政策對經濟均
衡狀態之衝擊影響，但無法提供技術
性資訊之解析

2. 適用於多部門多產業之長期市場一
般均衡分析

3. 可做多國或多區域之分析
4. 適用於經濟體系內細部之分析，適合

用於事前之預測與事後敘述之評估
5. 可分析不同碳稅回收方案(如：直接

支付給家計單位、投資抵減、抵稅或
社會福利等)的效果。

1. 適合動態過程調整之分析。
2. 適用於以情景分析方式變更模型參

數或外生變數，對各種空污防制政
策進行評估。

3. 適合作為 what-if 的分析方式，故適
用於事前之規範性質問題之研究。

4. 適用於高度複雜及不規則的各種函
數形式。

資料可獲性 能源系統的資料庫高度精細複雜，構建
困難維護不易。

資料庫含投入產出係數及彈性值，雖然
數目龐大但易於蒐集且有系統地維護
與更新。

資料隨著模型複雜度而倍增，通常模型
的建構者已於設計模型時考慮資料之
可獲性，對無法獲取之資料，通常透過
模型簡化的方式處理。

空污防制政策
可行性評估運
用

1. 可分析利用各種技術對降低能源消
費之可能性，或是藉由減少能源消費
以達二氧化碳減量目的之政策。

2. 可用於評估發電燃料配比改變、能源
效率提昇、碳稅等政策對經濟及環境
之影響。

3. 無法進行可交易排放權政策之評估。
4. 可評估其他能源消費與製程相關空

氣污染物的減量政策

1. 可用於評估碳稅、能源配比改變、產
業結構調整、能源效率提昇等政策對
經濟及環境之影響。

2. 可進行可交易排放權政策之評估。
3. 可評估其他空氣污染物的減量政策。

1. 可評估利用能源使用效率提昇或環
境設備投資增加，以達空氣污染減
量目的之政策

2. 可進行可交易排放權政策之評估。
3. 可評估其他空氣污染物的減量政

策。

建議模型改進
方向

1. 應擴充Macro子模型使其能包括各
經濟部門及產業之互動關聯

1. 應進一步發展出完整的動態 CGE 模
型，其中應注意實質工資成長、資本
與勞動相對成本、產業結構變動、各
產業的就業成長、區域的經濟成長
等。

1. 應擴充模型使其能包括各經濟部門
及產業之互動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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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經濟部門及產業之互動關聯
2. 應對二氧化碳以外之空氣污染物進

行減量政策分析，以瞭解模型在處理
此類污染物時與二氧化碳排放之差
異。

3. 應考慮如何於模型中納入風險及不
確定性之因素，以便進行風險及不確
定性之政策分析的需要。

4. 待Macro子模型擴充為多部門多產
業模型後，可考慮處理可交易排放權
之相關問題。

5. 模型資料庫應定期更新，以反應經濟
結構變動及技術進步之情形。

型，其中應注意實質工資成長、資本
與勞動相對成本、產業結構變動、各
產業的就業成長、區域的經濟成長
等。

2. 應考慮如何於模型中納入風險及不
確定性之因素，以便進行風險及不確
定性之政策分析的需要。

3. 模型資料庫應定期更新，以反應經濟
結構變動及技術進步之情形，尤其要
掌握各生產、消費函數彈性值之變
動。

4. 應考慮納入社會福利之指標，以正確
衡量社會福祉之變化(如所得分配、
社會安全支付、環境改善投資等)

及產業之互動關聯
2. 應考慮如何於模型中納入風險及不

確定性之因素，以便進行風險及不確
定性之政策分析的需要。

3. 待模型擴充為多部門多產業模型
後，可考慮處理可交易排放權之相關
問題。

4. 模型資料庫應定期更新，以反應經濟
結構變動及技術進步之情形。

5. 應建立更嚴謹之模型變數間的因果
關係，以便充分瞭解空氣污染排放與
經濟體系間互動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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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一)期中審查意見

一、計畫書內預期進度之達成度

本研究預期於期中報告時，完成相關文獻回顧，並完成大部分的「最適化模
型分析」「及系統動態模擬模型分析」，至於 CGE 模型分析，則預定完成初步分析
工作。觀諸目前的報告內容，除 CGE 模型在期中報告中僅做原則性的分析外，其
他部分的文獻蒐集與分析堪稱完整，進度應符合預期。

回應：將繼續按預期進度進行研究

二、相關研究文獻蒐集與敘述之完整性及合理性

就最適化模型及系統動態模擬模型部分而言，文獻蒐集尚稱完整，但多集中
於有關溫室氣體減量之模型與文獻，至於經濟計量模型，特別是 CGE 模型之國內
外文獻，以及 CO2 以外之其他空氣污染防治之經濟模型的相關研究，則仍待補強。

回應：將按評審意見於期末報告中補強經濟計量模型，特別是 CGE 之國內外
文獻以及其他空污防制之經濟模型之研究。

三、研究方法與過程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本研究主採文獻評析與比較法，評比不同模型之優缺點。目前的分析內容仍
採分別敘述的方式，並進行模型間的相互比較。

回應：期末報告將進行綜合比較

四、初期研究結果之合理性及正確性

就目前內容觀之，報告中對於各模型之特色多能掌握重點，作原則性的分析。
回應：將繼續秉持此精神進行研究。

五、報告書撰寫之嚴謹性及完整性

（1） 本報告目前僅就蒐集之文獻進行彙整與分析，未來除需進行不同模型間之
比較外，亦需提出本土化模型建構方向之建議。建議未來本研究的進行方
向應提出一模型間比較之架構（ex.針對輸出入之數據特性、型式、單位、
部門別（經濟環境及能源）間及部門別內互動型式之掌握、個別系統行為
模擬之詳細程度、模型之動態、預測、評估與規劃能力．．．等），以此為
基礎進行不同模型優缺點之比較，可能較易突顯不同模型在政策分析的能
力與應用上之差別。

回應：將遵照評審意見於期末報告中提出模型間比較之完整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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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計畫的研究方法仍沿用舊有的模型，如何避免冷飯新炒，並力求創新，
應是主持人宜加努力之處。

回應：將努力研究創新，遵循評審之勉勵。

（3） 作者為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對現有各項子計畫的方法、資料、假設與整
體目標，仍須加強協調並提升整合性，現有各項子計畫之橫向關聯脆弱，
情況並不理想。

回應：將於期末報告中進行各項子計畫的方法、資料、假設與整體目標之
分項整理，並加強協調提升整合性，最後將於期末報告時提出完整
的整合性研究成果。

(二)期末報告初稿綜合評審意見

一、本研究以文獻回顧與評析為主，針對最適化模型（以 MARKAL-MACRO 模型
為代表），系統動力學模型及一般均衡之 TAIGEM 模型為三重點，此較其方法
應用及應用於空氣污染防制之政策分析能力。就本研究所彙整之資料及模型比
較之結論觀之，大體而言，堪稱深入且中肯。但因文獻侷限於國內的三模型，
因此尚不足反應各政策模型設計及應用之趨勢。

建議如下：

(1) 本報告之四、研究方法部分，其下各段落的序號未統一，例如（一）之
後有 I、亦有 1、與 1，而（二）、之後之 pp.37-42 乃以粗體字為首，未加
序號，（三）則大體以 1、，1；(1)，(a)為分類序號，由於本文屬資料的蒐
集與分析，若序號的系統不統一，將予人以架構欠缺系統性之印象。

(2) 本研究對三模型之優缺點及適用性之比較所選定的比較項目包括適用
性、資料可獲性、空污政策可行性評估運用性、及建議模型改進方向等部
分。比較的準則明確，但是由於不同的研究方法，其研究目的可能不同，（例
敘述性（descriptive）、規範性（prescriptive）、規劃性（planning）或評估
性（evaluative））其所能提供之研究資訊（research information）之特性亦
不同，例如線性規劃方面顯然較適用於 prescriptive 及事前的（ex ante）評
估性政策建議題之研究上，而系統規劃因其政策分析與模擬方向主在回答
what-if 的問題，因此亦適用於 ex ante 之 prescriptive 性質之研究，而 CGE
模型以其包涵細部經濟部門之行為方程式，因此適用於 ex ante 之預測，評
估及 ex post 之敘述與評估研究，但其資訊則偏向經濟性，對於技術性資
訊，則無法提供細緻的解析。上述的論點，乃在說明本研究在比較各模型
之優缺點及適用性時，如能將各模型所適用之目的，及所能回答之政策問
題型式予以區分，可能對於模型的的功能與適用性，可以展現較多元化的
思考與比較的空間。

回應：(1)已照評審意見將所有序號系統重新修正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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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按評審意見於五、結論與討論之表格中(表二)增加模型之目的、適用性
及所能回答政策之問題等項目，並將評審所建議之論點納入表中。

二、由於本子計畫主持人係為群體計畫之主持人，請整合本年度群體計畫之結果
於本計畫末，以呈現群體計畫成果。

回應：謹照評審意見，增列第八章，將群體計畫成果整合於本報告中，請參閱以
下八、空氣污染防制政策之總體經濟影響評估整體計畫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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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空氣污染防制政策之總體經濟影響評估整體計畫結
果

整合型計畫重點說明

國科會/環保署科技合作研究計劃整合型計畫<<空氣污染防制政策之總體經濟
影響評估>>，本整合型計畫係由四個相關的子計畫組合而成，子計畫一「空氣污
染防制政策之總體經濟影響評估評估模型的比較研究」、子計畫二「空氣污染防制
費與相關稅費之整合研究」、子計畫三「調整產業結構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經濟
成長的影響」和子計畫四「調整發電結構配比對溫室氣體排放之影響」。各子計畫
間的橫向整合之必要性及關聯性見說明於後，至於各子計畫的研究方法、資料、
研究目標以及研究結論等摘要亦分項評述於後。至於各子計畫的細項資料和研究
發現與結論，請參閱各子計畫的期末報告初稿，本「空氣污染防制政策之總體經
濟影響評估」整合型計畫至此初稿已全部完成，敬候評閱與指教。

(一)整合評述

過去 40 餘年來，台灣地區經濟成長迅速，國民所得大幅提高；但是，在經
濟發展的過程中，台灣的生態體系及環境品質卻也受到嚴重的破壞。在各項污染
型態中，如果就影響層面的廣泛及個人自行防治的困難度而言，空氣污染實居首
位，因此空氣品質的惡化自然有必要給予更多的關注。除了一般的空污染物質之
外，最受國際重視的環保議題當屬溫室氣體之減量，在「京都議定書」簽署之後，
世界各國皆以經濟自由化與環境保護為產業發展的主要考量。台灣產業應如何調
整為一個適合台灣本土化的發展方式，必須從經濟層面及環境保護層面著手進行
整合性研究，此即「空氣污染防制政策之總體經濟影響評估」整合型計畫之總體
目標。在此總體目標下，有四項分工合作的子目標計畫。

具體言之，欲有效正確評估政府實施各空氣污染防制及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對
總體經濟之影響，必須考慮本整合型計畫所列之四項子計畫。首先，必須先評估
適用於台灣本土之空氣污染防制政策之總體經濟影響評估模型，作為提供評估各
項空污政策對總體經濟影響之理論與方法，以及作為其他三項子計畫之評估架構
基礎（子計畫一），其次分別針對當前引起廣泛討論的空污防制經濟政策工具-空氣
污染防制費與稅賦之關係，探討綠色租稅改革的可能作法（子計畫二），然後由溫
室氣體減量之觀點，研究如何藉由總體面產業結構之調整以降低溫室氣體之排
放，及評估其對總體經濟之衝擊（子計畫三），以及更具體地由個體面探討如何藉
由發電配比的調整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及其對經濟成長之影響（子計畫四），進
行整合性探討。

基本上，本研究子計畫一將針對台灣空氣污染防制政策與能源政策對產業及
總體經濟影響，在國內眾多現有之總體經濟模型中，選擇並分析合理評估模式之
理論架構的適用性及其政策分析能力，再利用各模型架構，進行子計畫二、三、
四之情況下對總體經濟面之衝擊探討；因此，子計畫一將涉及子計畫二、三、四
之各計畫方法理論研究相關重點之整合。至於子計畫二將針對污染稅徵收作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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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此部分研究將一併討論綠色租稅改革與子計畫三之產業結構調整間之關
係，共同作為將來徵收碳稅或租稅整合的參考依據。至於子計畫三與子計畫四皆
為溫室氣體減量對經濟成長之影響，子計畫三之分析對象為全體產業，子計畫四
則選擇產業中排放溫室氣體佔大部份之發電業作更進一步之詳細討論。因此，本
計畫之四個子計畫有其整合之必要性，其整合目標及分工合作架構參見圖一。

(二)分項評述

I. 空氣污染防制政策之總體經濟影響評估模型的比較研究

1.方法

收集國內對評估空氣污染防制及溫室氣體減量採行的規範及時程及所採用之
總體經濟影響評估之經濟模型，探討台灣在各空氣污染防範及溫室氣體減量規範
下對能源供需結構、總體經濟以及污染排放量的影響下，就所蒐集之各經濟模型，
按其理論架構、所需資料、優缺點及適用性各方面加以評析比較各種模型之功能
與限制，再根據分析比較之研究結果，建議各種模型的適用時機情境，並對模型
架構進行檢討提出改進方向。

2.資料

子計劃二：空氣污染防制費與相關稅賦之整合研究

子計劃一：空氣污染防制之總體經濟影響

　　　　　評估模型之比較研究

子計劃三：調整產業結構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對經濟成長之影響

子計劃四：發電結構配比調整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對經濟成長之影響

總計劃：空氣污

染防制之總體經

濟影響評估

圖一：總研究計劃與各子研究計劃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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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適化模型、系統動力學模型及計量經濟模型為範圍進行探討，而最適化
模型中則以我國工研院能資所現有之 MARKAL-MACRO 模型作為分析之架構樣
本，探討該類模型之理論架構、資料處理、程式軟體、及政策工具變數等，系統
動力學模型則以陶在樸教授「台灣有害氣體 CO2、NOX 和 SO2 排放量與整體經濟
發展的系統動力學模型」作為分析樣本進行模型探討，至於計量經濟模型則計畫
以黃宗煌等之可計算一般均衡 TAIGEM 模型為代表進行同樣的探討。

3.目標

探討比較分析現今國內評估空氣污染防制與溫室氣體減量之總體經濟影響模
型，藉以整合規劃適用於評估台灣地區實施空氣污染減量措施對總體經濟影響之
模型，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與研究範圍可以歸納如下：1.蒐集整理國內用以評
估空氣污染防制及溫室氣體減量之總體經濟模型及相關資料；2.比較分析國內用以
評估空氣污染防制及溫室氣體減量之經濟模型的內涵、理論架構及資料需求；3.
比較各經濟模型之優缺點及適用性；4.提出各種模型的適用時機與情境

4.研究結論

Markal-Macro 為跨期動態模型，著重於能源部門詳細描述能源服務需求及能
源供給之技術細節。其優點在於對生產技術改變性高的產業可提供新技術的模擬
分析，提高對未來能源使用狀況的了解，並且對經濟衝擊所可能帶來的能源需求
大幅波動，能有效地反應出來，求出最適的政策工具及其對經濟及環境的衝擊影
響。適用於分析利用各種技術對降低能源消費之可能性，或是藉由減少能源消費
以達二氧化碳減量目的之政策，亦可用來評估發電燃料配比改變、能源效率提昇、
碳稅等政策對經濟及環境之影響。但由於為部分均衡，全國只有一個部門，故無
法進行部門間可交易排放權政策之評估。

CGE 模型為一般均衡實證模型，能同時兼顧外部衝擊對總體經齊及經濟體內
各部門的影響，較部份均衡分析能掌握整體經濟脈動，易於模擬開放經濟體系及
市場機能得以發揮的經濟體系，因此，適用於貿易為主的開放型市場經濟體系。
由於是比較靜態模型，故較適於探討各種空污政策對經濟均衡狀態之衝擊影響，
不僅適用於多部門多產業之長期市場一般均衡分析，亦可做多國或多區域之分
析，更適用於經濟體系內細部之分析。對空氣污染防制政策除一般總體經濟衝擊
影響評估外，亦可分析不同碳稅回收方案，如將碳稅收入直接支付給家計單位、
投資抵減、抵稅或社會福利等的效果。此外，CGE 模型可透過數量與價格間的互
動調整決定各部門間最適資源配置，政策工具很容易納入模型中進行模擬政策改
變後對經濟社會之衝擊。其缺點則為不適用於動態調整過程之模擬，且模型參數
缺乏實證上的驗證，容易產生偏誤。CGE 模型亦無法分析傳統的失衡議題，如失
業率與通貨膨脹。在現實社會中市場失靈的狀況如獨佔、寡佔及不完全競爭之現
象，也無法由 CGE 模型處理。可用於評估碳稅、能源配比改變、產業結構調整、
能源效率提昇等政策對經濟及環境之影響，亦可進行可交易排放權政策之評估。

系統動力學模型利用反饋環路的概念建立系統架構，可充分地模擬能源、經
濟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模型中系統動態調節的過程透過存量及流量等變數的動
態演進方式，可充份詳盡作彈性處理，極適合進行探討動態過程調整之分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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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具有高度的可塑性，適用於以情景分析方式變更模型參數或外生變數，對各種
空污防制政策進行 what-if 形式之評估。此外，由於系統動力學模型可處理高度複
雜及不規則的任何函數形式，因此不會受制於數學上之簡易函數形式假設之限
制。就技術面而言，模型的軟體已發展成熟使用方便，且不涉及求解過程，故能
對各種政策進行模擬分析。模擬結果易於以圖式或表式的方式呈現，不需額外撰
寫程式。由於軟體支援參數的敏感度分析，因此可用於探討模型中重要參數對經
濟體系的影響程度。但由於為非最適化模型，故無法有效地求出最適的政策工具，
僅能對不同的政策工具間進行模擬分析比較。模型的缺點為當模式涵括多部門多
產業時，部門間的反饋環路益形複雜，子系統間及系統內各模組之構建所需的時
間與人力亦倍增，導致分析困難。而受限於資料的獲得，模型中因果關係往往簡
化以統計迴歸的方式處理。

II.空氣污染防制費與相關稅費之整合研究

1.方法

此計畫的主要研究方法在於建立一個探討環境稅使用方式的福利影響以及可
能產生不效率情況之環境財政 CGE 架構。利用 CGE 模型之架構，評估政府課徵
空污費及利用空污費收入替代其他賦稅時對社會福利所造成的影響。

2.資料

此計畫使用台灣歷年來的賦稅資料及 CGE 模型中之基本均衡資料。CGE 模型
中之基本均衡資料如下：

(1) 首先由民國 85 年《國民所得帳》編制《社會會計總表》。總表中主要的
會計帳可歸類成活動帳、商品帳、要素帳、機構帳、資本帳、及國外帳等
六大子帳，且是採雙面簿計法。民國 85 年社會會計總表見本研究表十六。

(2) 其次，將民國 83 年《150 部門產業關聯表》合併為本文之《16 產業關聯
表》，產業分類見本研究表十七，再依 16 產業關聯表之結構，以民國 85 年
《社會會計總表》之中間投入帳為控制變數，經由 R.A.S 法編製《社會會
計矩陣分業表》中間投入部分。《社會會計矩陣分業表》見本研究表十八。

(3) 從民國 85 年《多因素生產力趨勢分析報告》整理出各業資本存量，及由
民國 85 年《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報告》整理出 16 產業勞動就業量。此兩
筆資料即是各業別的原始勞動及資本投入量的基年值。

(4) 將民國 80 年《39 產業資本組成矩陣》合併成《16 產業資本組成矩陣表》，
再以 85 年《社會會計總表》中資本帳為控制變數，依此結構編製 85 年《16
產業資本組成矩陣表》。《資本組成矩陣表》之用途為將各業別資本形成的
來源與到達作出類似投入產出的關係。

(5) 營所稅、營業稅、貨物稅稅負替代程度之資料由本研究表十三、十四、
十五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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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假設

此計畫假設污染廠商可自由選擇污染減量，因此，課徵空污費對廠商而言，
有誘因效果，較接近實際情況。

4.目標

此計畫的主要目標在於探討空污費與現行租稅及潛在租稅應有的關聯性，以
建立綠色租稅改革的基礎；特別是比較空污費收入用來取代其他賦稅時對社會造
成的福利影響。此計畫的目標為下列項目：

建立台灣環境賦稅相關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 model）。

就課徵空污費及空污費替代相關租稅之整合方案進行模擬分析，並提出建設
性之政策建議。

5.研究結論

此研究結果發現課徵三種不同空污費率，皆可帶來污染減量，表示空污費具
誘因效果，證實雙重紅利的第一種福利效果；而空污費收入取代其他各種賦稅上，
唯空污費取代貨物稅時，具雙重紅利效果，不但空污費減少污染，社會也因減少
貨物稅的扭曲效果而產生福利增加的情形。另外，空污費替代綜合所得稅、間接
稅、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時，皆不具雙重紅利效果，其中又以營利事業所得
稅所造成的福利扭曲情形最為嚴重。

此研究也納入長短期結果加以比較。而比較結果顯示，在福利指標上，均等
變量皆呈現相同的變動情形，只是長期福利效果更為顯著而已；例如，在短期中，
課徵空污費將造成相當於 8,860 萬元的福利損失，空污費替代貨物稅時，將減少約
4,062 萬元的福利扭曲效果，然而長期下，空污費收入可增加社會福利約 6,383 萬
元。

另外，以總體經濟指標而言，空污費本身對於國民所得的改變和課徵費率有
極大相關性，當空污費率低時（NT4,000 元），空污費的徵收顯示出社會資源的利
用更有效率，國民生產毛額將會增加；然而，空污費率高時，由於空污費增加廠
商的生產成本過高而使得產業遭受打擊、並導致產量減少，國民生產毛額因此而
下降。另外，空污費用來取代其他賦稅對國民生產毛額也有同樣的影響情形，而
程度上又以取代貨物稅時對國民生產毛額最具正面影響效果。和僅課徵空污費的
例子相較，空污費取代貨物稅增加近 0.5%的國民生產毛額。然而，空污費取代其
他賦稅的長期總體經濟效果則有所不同，結果顯示以空污費取代綜合所得稅對總
體影響層面為最佳，較空污費增加 0.3%的 GNP。

III.調整產業結構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1.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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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本方法有四個重點：一是彙整國內外有關環境與產業發展之重要
研究與相關政策；二是建立我國能源/二氧化碳產業關聯矩陣，並利用二氧化碳排
放係數估計我國各部門因使用能源而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狀況；三是建立我國能
源/二氧化碳一般均衡模型(CGE)理論與模型；四是模擬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管制及
其對經濟的影響。

2. 資料

本研究計畫的實證資料是以主計處所出版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 80 年產業關聯
表 (150 部門) 為主。本文所需要的關聯表包括生產者價格交易表（含進口稅淨
額）、國產品交易表、進口品交易表 (C.I.F.＋進口稅淨額) 等三張表。經整理合併
後，產業類別共分為：農業、能源礦業、紡織業、化工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
業、金屬基本工業、其化工業、煤製品業、石油煉製品業、煤氣業、電力、運輸
業和服務業等 13 類。另將石油煉製品業區分為汽油、柴油、燃料油和其化油品等
四類，總共 16 個商品類別進行分析。在細分類的油品方面，我們採用 80 年 569
部門的產業關聯表中，汽油、柴油、燃料油、及其他石油煉製品等四類，採用如
此細分的油品分類是為了分析上的需要。此外，由於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二氧
化碳總量管制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故除產業關聯表的資料外，尚需二氧化碳排放
量的資料。在本文中，各產業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以上述產業關聯表中
各個產業部門所消費的能源商品數量乘上二氧化碳排放係數(COEF (i,j))而得，即
消費能源產品（煤製品、四種石油煉製品、燃氣、電力）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各
商品的二氧化碳排放係數(COEF (i,j))值則是由本研究參考 IPCC 方法計算而得。

3. 目標

本研究所探討的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將以 CO2 減量影響為主。主要的研究目標
為：

(1) 蒐集並彙整國內外有關溫室氣體總量管制相關文獻。

(2) 建立我國能源/環境 CGE 模型。

(3) 瞭解我國經濟成長、產業結構、及二氧化碳總量管制。

(4) 計算總量管制下一般均衡分析的社會成本。

(5) 對產業經濟之調整方向提出具體可行之政策建議。

4. 研究結論
5.

本研究是著重在 CO2 減量對總體經濟及各產業的影響，然而，文中所選擇的
減量政策與減量幅度僅用來示範如何獲得總體經濟與產業所受的影響。而實際政
策的實行端視施行者依 CO2 減量標的的不同而加以調整。

如前所述，當然本模型也有其基本假設和限制，例如，本模型假設其餘世界
為一個「不知其然」的部門，故本研究的貿易模型是相當簡化的結果。另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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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以簡化的原則來處理投資模型，故各種分析是一種短期的效果。

從分析中可知，當從事二氧化碳總量管制的政策時，首當其衝的是能源生產
事業。不論是煤、油、氣、電各業的產值都大幅下降，勞動力也因此而釋出給其
他產業吸收。至於煤製品業方面，由於國產的煤製品幾近於零，故變動幅度不大。
管制煤、油、氣、電等能源產業的 CO2 排放量時，亦有類似的效果；而管制非能
源產業時，結果完全相反，即使是耗能產業亦然，顯示 CO2 減量對能源產業影響
甚鉅。故，就能源管制的效果應會大於末端管制的效果。

總結而言，任何有助於二氧化碳減量的政策對整體經濟皆有相當程度的傷
害，其短期效果十分明顯，無論是總量管制、能源產業別、或能源產品別的管制
皆然，然而產業別與產品別的管制雖然亦有效果，但會發生分配上的困難，造成
資源分配的扭曲，故只有總量管制政策，可藉產業間自由競爭而達成資源的最適
分配。

由於 CO2 總量管制的短期效果即十分顯著，因此，政府在產業政策上，應考
量逐步漸進管制的政策較佳。以免經濟體在短期內無法承受壓力而瓦解。舉例而
言，就 CO2 總量管制而言，對我國短期名目 GDP 的衝擊是-0.58%，如果扣除物價
因素則短期實質 GDP 的衝擊彈性約為-0.27%。按照京都會議的結論，假設我國要
從 1989 年的 CO2 排放量（約為 197 百萬公噸）下降到 1990 年 CO2 排放的水準（約
為 114 百萬公噸），則必須抑低 72.8%之多。據此推算對我國短期實質 GDP 的衝擊
約為-19.7%。同理，對我國短期實質 TDP 的衝擊則約為-21.8%。

III. 調整發電結構配比對溫室氣體排放之影響

1.方法

透過建立多目標規劃模式，考慮二目標函數：（1）發電的總成本最小。（2）
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小。模型限制式包括電力供需均衡條件、各型電廠裝置容量上
下限、電廠容量因素限制式、電力負載容量比例限制式、尖峰供電容量與非負條
件等。模式核心要旨在於以此得到最佳的發電能源的配比，並得出各項燃料能源
用於發電的消耗數量。以此來針對發電能源的最適配比規劃，進行一有系統的分
析與探討。並以台電公司與民營電廠為實證對象，加以研究分析，並參酌未來規
劃方案，以此為基礎，進而模擬政府各項電力政策包括：（1）積極鼓勵汽電共生、
（2）積極鼓勵天然氣發電、（3）積極鼓勵核能發電、（4）推動能源節約並提高發
電效率，以模擬對發電成本及 CO2 排放的影響，並對未來台灣地區政府對發電能
源配比做一適當的規劃，俾能在兼顧發電成本與溫室效應的雙重考量下，求得最
佳的電源配比，提出台灣電力產業因應京都議定書的策略性建議。

2.資料

以台電公司現有的電廠與興建中的民營電廠機組資料為主，包括：各型機組
容量因數上/下限、裝置容量固定年均化成本、變動年均化成本、.機組裝置容量上
/下限、八十六年度已設機組裝置容量、水力機組裝置容量/發電量、新能源裝置容
量/發電量、汽電共生裝置容量/發電量、廠內用電比例、負載比例、尖峰負載、備
用容量比例抽蓄用電量、傳輸損耗比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機組的故障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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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新增裝置容量的上限、各型機組的熱耗率、各型機組的燃料投入量等，加以研
究分析，並參酌未來台電公司新建電廠與民營電廠規劃方案。

3.假設

該研究所考慮的發電方式為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水力、及汽電共生等
六種機組。其中燃煤機組發電只負責基載；燃油機組發電則提供基載、中載、尖
載；燃氣機組發電則供應基載、中載、尖載；至於核能發電只負責基載；最後民
營電廠各型機組發電均只提供基載。水力發電均為公營經營，且屬於已規劃已存
在的機組，故在本研究中，將其視為外生變數。至於汽電共生，亦將其視為外生
變數。

4.目標

探究如何以現有電力系統（包括台電公司與民營電廠興建中的各類型發電機
組），配合未來預期之電力新增機組，進行一適當的發電能源配比規劃。使其既能
達到最低的發電成本，又能符合日本京都議定書之要求，且使發電能夠達到所需
要的用電量及合理的電力備用容量。具體目標有以下數項：1.可瞭解我國電力產業
的發電能源配比規劃方案與相關研究文獻。2.可瞭解產業發電配比與二氧化碳排放
量之抵換關係。3.可探究不同發電配比與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的效果差異。4.可模擬
政府不同電力政策對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的影響 。5.可提報有關電力產業發電能源
配比相關之政策建議。

5.研究結論

本研究探究現有之電力系統，（包括台電公司與民營電廠興建中的各類型發電
機組），配合 1998 年至 2010 年間，預期的電力新增機組，進行適當的發電能源配
比規劃，使其既能達到最低的發電成本，又能符合日本京都議定書之要求。本研
究係建立一多目標規劃模式，目標函數有二：(1)發電總成本最小。(2)二氧化碳排
放量最小。模型限制式包括電力供需均衡條件、各型電廠裝置容量上下限、電廠
容量因素限制式、電力負載容量比例限制式、尖峰供電容量與非負條件等。模式
係以台電公司現有的電廠與興建中的民營電廠為實證對象，加以研究分析，並參
酌未來台電公司新建電廠與民營電廠規劃方案，以此為基礎，進而模擬政府各項
電力政策包括：(1)積極鼓勵汽電共生、(2)積極鼓勵天然氣發電、(3)積極鼓勵核能
發電，以模擬對發電成本及 CO2 排放的影響，並對未來台灣地區政府對發電能源
配比做一適當的規劃，俾能在兼顧發電成本與溫室效應的雙重考慮下，求得最佳
的發電電源配比。

實證結果顯示，在基本解的狀況下，考量加上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在 1990 年水
平的條件(case 2)，核能發電的比例將需高達 48%的水平，而惟有將二氧化碳排放
水平放寬至 1990 年水平的 150%(case 3)，核能發電的比例方可能降低至 24%的水
平。此時的燃煤發電比例為 21%，燃氣發電為 42%。如不加上二氧化碳限制(case 
1)，則燃煤發電比例將高達 40%水平，燃氣發電亦高達 26%的水平(因為此時政府
已推動天燃氣發電)。但由於過高的核能發電比例，在事實上並不可行，而將二氧
化碳排放水平放寬至 1990 年水平的 150%，亦不易獲得國際社會所認同，因此吾



81

人首先代之以積極推動汽電共生發電方案。惟汽電共生發電容量需增至目前數量
的 300%水準，才能滿足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在 1990 年水平的要求。若同意推動汽
電共生發電與鼓勵天然氣發電，(即天然氣容量較原先增加 50%的水準，此舉在政
府已經擴大使用天然氣發電的情況下，欲再另行新增 50%的水準，應屬高難度的
舉動)的政策方案。則汽電共生發電容量亦需增至目前數量的 275%水準，方能滿足
二氧化碳排放限制的要求。足見要在發電配比上進行調整，於 2010 年時滿足二氧
化碳排放限制在 1990 年水平的要求，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在此一情況下，吾人若能輔以適度的國際協商，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放寬至
1990 年水平的 110%至 130%，則可明顯改善此一困局。此時若進行推動汽電共生
與天然氣發電的政策模擬，核能發電的比例可望維持在 26%至 28%的水平，燃煤
發電的比例則會降低到 13%~16%的水平。而燃氣發電則提高至 50%至 54%的水
平。至於燃油發電的配比，則維持在 6%至 7%左右的水平。此一結果意味著推動
汽電共生發電和推動天然氣發電，明顯會提高天然氣發電的比重。而減少燃煤發
電的比重，至於核能與燃油發電則未見明顯的變動。另外，若僅有積極推動汽電
共生。則燃氣發電比重可望較前者稍稍降低至 45%至 48%的水平。燃油發電比重
則提高至 9%至 11%。燃煤發電與核能發電的比重則無明顯變化。當然，若是積極
推動核能發電的方案，則意味著核能機組必須要擴增 3 到 4 個核能機組(此時核能
發電比重則提高為 40%至 48%)，在可預見的將來，民眾對核四的興建疑慮尚未完
全消除之下，政府亦已承諾不輕易興建核五的的情況下，積極推動核能發電有其
事實上的困難。

總之，為了有效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發展，吾人可選擇積極推動汽電共
生與鼓勵天然氣發電，並輔以適度的國際協商，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放寬至 1990
年水平的 110%至 130%，以力求達成日本京都議定書(COP4)的要求。此一努力方
向謹提供政府及能源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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