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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效率工資談判的架構下，建立一個利益團體模型，用以比較

對污染減量予補貼以及對污染課稅之效果。在廠商數目不變的情況

下，若政策制定不受利益團體影響時，補貼與課稅會導致相同的污

染排放與社會福利水準。然而一旦考慮利益團體的影響，將環境政

策內生化後，補貼與課稅將對廠商獲利有不同的影響，此將改變利

益團體的遊說行為。在利益團體的遊說效率均不為零的情況下，在

補貼政策下，由於利益團體將追求更高的補貼率，因此政治均衡的

環境管制將較使社會福利最大的管制更為嚴格；而在課徵污染稅制

度下，利益團體將追求較低的稅率，致使均衡環境管制較最適管制

來得寬鬆。本文進一步指出，政治均衡下的環境政策與廠商跟工會

在勞動市場中的議價能力有關，在某些情況下，即使利益團體的影

響力存在，均衡管制仍將等於最適管制結果。雖然補貼有較佳的污

染防治效果，但此並不意謂著補貼必然較課稅更有效率，須視補貼

制度下的污染基準值與實際污染排放量的大小而定。當基準值愈

大，課稅愈有可能較補貼產生更高的社會福利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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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污染管制的政策工具中，除了直接管制及污染稅外，對污染的減少或污

染防治設備予以補貼亦是政策工具之一。例如我國在「促進產業升級條例」

中允許公司將投資於資源回收、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等支出之某一比例，用

於抵減當年度營利事業所得稅額。1 Kneese (1964) 即指出，對污染的減少予

以補貼，可增加排放污染的機會成本，使污染者的邊際成本曲線上移，進而

達到污染減量之目的。雖然有人主張對污染減少予以補貼有違「污染者付

費」原則  (polluter-pays principle)，但在政治上補貼一直受到利益團體的青

睞，短期間恐難廢除。事實上，有不少學者認為補貼仍有其可取之處，例如

Mestelman (1982) 即認為當課稅在政治上不可行時，補貼不失為另一個控制

外部性的方法。此外，近來將租稅與補貼合併使用亦愈來愈受重視，2是故對

補貼仍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不少文獻將污染稅與污染減量補貼相提並論，以比較其優劣。雖然在稍

後所介紹的文獻中，大都認為課稅較補貼更能減少污染。但在一個完全競爭

市場且廠商數目不變的情況下，兩者卻是等價的，亦即兩種政策工具會導致

相同的污染排放以及社會福利水準。然而大多數的文獻係在政府的目標為追

求社會福利極大的前提下推導出結論，當政府的目標不再只追求社會福利極

大，而會受利益團體影響時，政治均衡下的環境政策將如何制訂？其與使社

會福利極大之政策有何不同？當存在著利益團體的干擾時，補貼與課稅是否

還會產生相同的污染排放？若兩者所導致的污染數量不再相同，則何者具有

較佳的污染控制效果？又何者可產生較高的社會福利水準呢？

本文的目的即試圖回答上述問題。本文考慮污染廠商與工會分別組成遊

說團體影響環境政策，一旦環境政策決定，污染廠商與工會便經由談判，共

                                                     
1 亦可參見 Opschoor and Vos (1989)對 OECD 會員國各種環境補貼之介紹。
2 例如，Kohn (1991), Fullerton (1997), Palmer and Walls (1997), Fullerton and

Wolverton (1999), Fullerton and Moh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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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議定工資率與就業量。由於環境政策會影響最終議價的結果，進而影響工

會與廠商的福利水準，故雙方皆有誘因介入政策之決定。

大部分現有文獻在探討利益團體對環境政策的影響時，並未考慮工會，

僅考慮廠商。廠商在環境政策的決策過程中的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工

會的力量亦不容輕忽。3因此本文將加入工會的設定，並考慮工會亦組成利益

團體，向政府遊說。我們希望藉由工會團體的加入，可對環境政策的制定有

更深入的了解。

本文將利益團體與政府（或執政者）間的關係視為一種「股東與代理人」

(principal and agent) 之關係。利益團體（在此為股東）藉由提供政治捐獻給

執政者，以交換對其更有利之政策。執政者（在此為代理人）之目標為繼續

執政，為達此目的，執政者除了選擇有效率的政策以獲取選民的支持外，亦

可由利益團體獲得政治捐獻，以利於選舉的勝利。在選民支持與利益團體的

支持之間存在著抵換關係，執政者須在追求更高的社會福利（即代表更多選

民的支持）與更多利益團體的捐獻中獲得平衡，政治均衡的政策亦隨之決定。

在相關文獻方面，可分兩類探討，一類係比較污染減量補貼與課稅兩種

政策工具，但不涉及利益團體。Lerner (1972) 與 Baumol and Oates (1975)即

指出，在一完全競爭產業，當廠商的數目為固定時（亦即在短期的情況下），

不論是補貼或是課稅，均對廠商決策產生相同的效果。其道理實不難理解，

因為如果排放更多的污染，廠商所獲得的補貼將減少，因此補貼與課稅一

樣，均會增加廠商增加污染排放的機會成本，故可達到使廠商污染減少之目

的。差別在於在補貼制度下，廠商形同得到一筆定額收入，但定額收入卻不

致影響廠商的邊際決策，故在兩種制度下，廠商的決策將會相同。利用部分

均衡分析，Baumol and Oates (1975) 證明，在長期下，若廠商可自由進出某

一競爭產業，則補貼會吸引更多廠商進入該產業，製造出比課稅制度下更多

的污染。Mestelman (1981, 1982) 與 Kohn (1992) 則利用一般均衡模型的架

構，亦發現在長期競爭市場均衡下，補貼將增加產業總污染量。上述文獻係

在市場為完全競爭的情況下進行分析，Conrad and Wang (1993) 在不完全競

                                                     
3 參見 Yandle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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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市場下比較兩種政策，也得到與 Baumol and Oates (1975) 類似的結論，亦即

當廠商可自由進出某一產業時，補貼政策將比課稅政策產生更多的污染。

另一類相關的文獻則考慮利益團體對環境政策的影響。例如 Aidt (1998)

與 Fredriksson (1997a) 均探討利益團體如何影響污染稅之形成，但兩者均未

考慮污染補貼。Fredriksson (1997b) 考慮利益團體的存在對污染稅與污染投

入補貼之影響。但該文所考慮之污染投入補貼與本文之設定不同，4且其並未

比較兩者政策工具之優劣。Finkelshtain and Kislev (1997) 與 Lai (2003)則比較

污染數量管制與污染稅的污染控制與福利效果，與本文的重點  ──污染稅與

污染減量補貼的比較  ──有所不同。此外，上述文獻均設定勞動市場為完全

競爭。如前所述，工會在環境政策的制定過程有其不容忽視的影響力，是以

本文加入工會的考量。勞動市場的不同是本文與前述文獻的差異所在。本文

的模型設定與 Fredriksson and Gaston (1999) 最為接近，均結合效率工資談判

模型與利益團體模型。Fredriksson and Gaston (1999) 亦考慮一個有工會存在

的勞動市場，且工會、污染廠商各自組成遊說團體試圖影響政府污染稅的決

定。其發現當工會會員有失業的可能時，工會與廠商均會試圖降低污染稅。

本文亦得到類似的結論。然而該文與本文最大的差別在於，該文並未考慮污

染減量補貼的情況，當然也沒有進行政策效果的比較。綜言之，本文的貢獻

即在一個加入工會的利益團體模型中，比較污染減量補貼與污染稅之污染控

制效果與福利效果。

如前所述，補貼與課稅均能增加廠商排放污染的成本，只要補貼率與稅

率相同，則兩者的邊際條件將相同，故而有相同的污染控制效果。兩者不同

之處在於其所得分配。課稅時，所得由污染廠商移轉至一般大眾，故課稅對

廠商產生負的所得分配效果；相反地，在補貼制度下，所得則由一般大眾移

轉至廠商，故補貼對廠商具有正的所得分配效果。當政策不受利益團體左

右，且廠商數目不變的情況下，所得分配效果將不會改變廠商污染防治決策

之邊際條件，因此雖然兩政策工具所得分配效果不同，其污染防治效果仍相

                                                     
4 在 Fredriksson (1997b) 中，所有的污染減量均可獲得補貼，然而在本文中只有低

於某一基準值的污染減量方可獲得補貼。Fredriksson (1997b) 的設定並不利於補

貼與課稅的比較，因此本文不擬採用該文的設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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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但上述結論得以成立，乃立基於兩個前提條件，第一為廠商的數目不

變，第二則是政策不受利益團體影響。當廠商的數目可以改變，如同 Baumol

and Oates (1988) 所指出，正的所得分配效果將吸引新廠商加入市場，而負的

所得分配效果將迫使部分廠商退出市場，因此不同的所得分配效果將導致兩

政策工具不同的污染防治效果。本文的重點則置於第二個前提條件。本文將

證明當利益團體可左右政策的制定時，即使廠商數目不變，補貼與課稅不同

的所得分配效果，將改變利益團體的態度，導致不同的均衡政策，進而破壞

兩政策工具原本相等的邊際條件。

上述分析之精神與 Stigler (1971) 所主張的「掠奪理論」(capture theory)

相近。掠奪理論認為管制措施並非用來增進社會福利，相反地，管制措施往

往被利益團體用來做為所得或財富移轉的工具。在本文中，利益團體可藉著

補貼由一般大眾手中取得所得，因此環境管制將過分嚴格。5而課稅正好相

反，因此利益團體將會極力避免所得被移轉，故而導致過度寬鬆的環境管

制。6

本文推導出在沒有利益團體的干擾的情況下，補貼與課稅將為等價，亦

即兩者產生相同的污染排放以及社會福利水準。然而一旦考慮利益團體的影

響，將環境政策予以內生化後，補貼與課稅的等價性將只有在特殊條件下方

才成立，一般情況下，兩政策工具的污染控制效果將有所不同。本文發現，

若廠商與工會的遊說效率均不等於零，當政府採行補貼政策時，政治均衡下

的環境管制將較最適水準更為嚴格；相反地，在課稅制度下，政治均衡之環

境管制將較最適水準來得寬鬆。雖然補貼與課稅產生的邊際效果相同，但補

貼的所得分配效果為正，而課徵污染稅的所得分配效果為負，因此利益團體

將會要求較最適水準為高的補貼率，或是較最適水準為低的污染稅稅率。然

                                                     
5 此處及下文所指的「寬鬆」或是「嚴格」均是相較於可使社會福利極大之政策水

準。
6 若市場上有數家相互競爭，且污染防治成本各不相同的廠商時，則低成本的廠商

有可能遊說管制者制定較高的污染稅，以打擊對手。此可參見 Oster (1982) 及

Michaelis (1994)。然而本文假設所有廠商均為同質，故不致發生此一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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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亦發現，當利益團體的影響存在時，政治均衡之政策仍可能等於最適

政策。

此外，本文進一步指出，除了遊說效率外，利益團體的政治影響力與其

在工資談判過程中的相對議價能力有著密切的關係。例如，在其他情況不變

下，一個極具遊說效率的廠商，若須面對獨佔工會（亦即廠商完全不具議價

能力），則廠商的政治影響力亦屬有限，不致對政策造成太大的扭曲；相反

地，若該廠商所面對為一弱勢的工會（亦即廠商具相對高的議價能力），則

該廠商將具有可觀的政治影響力，對政策的扭曲也將較為顯著。

本文亦發現，在政治均衡下，補貼比課稅有較佳的污染控制效果，亦即

補貼比課稅產生更多的污染減量以及更少的污染排放。然而有較佳的污染控

制效果，並不意謂著補貼比課稅帶來更高的社會福利水準。本文即指出，在

政治均衡下，沒有那一種政策工具所產生的社會福利水準一定比較高，須視

補貼制度下所給定的污染的基準值與實際污染排放間之大小來決定。當在補

貼制度下所給予的基準值愈大，補貼制度下的福利水準反而較課稅制度下為

低，這是因為當基準值愈大，利益團體愈能由提高單位補貼獲利，也因此對

政策造成較大的扭曲。

本文共分六節。除本節的前言外，第二節將建立工會與廠商的議價模

型，以決定工資與就業量；第三節則建構一個兩階段賽局以分析利益團體與

政府間的互動；第四節探討政治均衡之污染減量補貼的性質；補貼與污染稅

則在第五節進行比較；第六節則為結論。

2. 

我們考慮一個國家僅生產兩種財貨：消費財與污染產品。消費財在生產

與消費過程中均不會造成任何污染，而污染產品則會在製造過程中排放廢水

或廢氣，破壞環境品質。為簡化分析，假設該污染財並無國內消費，產出全

數出口至國外市場，以交換消費財。若考慮污染財的國內消費並不會對結論

有太大的影響。



賴育邦94

該國居民可分為三類：資本家、加入工會之勞動者與非工會之勞動者，

三類居民的人數皆為外生固定。同一類的居民皆為同質。所有居民皆可由消

費財獲得效用，但不同類型的居民有不同的所得來源。非工會成員只允許在

消費財部門工作，工會會員則可在污染財部門就業。所有勞動者均有一單位

時間的勞動原賦，且勞動供給完全缺乏彈性；資本家則擁有資本，其所得來

源為利潤。

勞動為生產消費財的唯一投入。消費財的產品市場與勞動市場均為完全

競爭，且消費財的價格標準化為一，競爭工資率則為 b，此競爭工資率假設

為外生決定。

污染財貨部門包含數家完全相同的廠商，其在國際市場均為價格接受

者。為便於分析，將污染財貨部門的廠商家數標準化為一，且假設資本家擁

有污染廠商全部的股份。勞動投入為生產污染財貨的唯一變動投入，資本家

所擁有的資本則為生產污染財所需之固定投入。生產污染財貨所需的勞動供

給由工會掌控，污染財部門只允許僱用工會會員，非工會會員不得在該部門

工作。假設工會會員人數為外生決定，且會員人數眾多，以致於污染廠商無

法吸納所有的工會成員。那些無法在污染部門覓得工作的會員將受僱於消費

財部門，賺取競爭工資。

本文進一步假設每使用一單位的勞動投入會排放一單位的污染物。為減

少環境破壞，政府將對污染的減少予以補貼。補貼的方式不只一種，本文將

參考 Baumol and Oates (1988) 的設定。之所以利用他們的設定，一方面是因

為有不少文獻亦採用此一方式（例如，Mestelamn (1982)以及 Kohn (1992)），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此一設定可便於與課徵污染稅相互比較。Baumol and Oates

(1988) 的補貼方式為：政府選定一個污染基準值， x ，若廠商實際污染排放

量，e，少於基準值，則廠商每單位污染排放的減少將獲得 s 元的補助；換言

之，廠商由污染減量可獲得的補貼總數等於 sex )( − 。若 ex ≤ ，則廠商將無

法獲得補貼。本文以下將只考慮 0>− ex 之情況。基準值通常決定於廠商過

去的污染排放量，在此假設基準值為外生決定，不受利益團體左右。7污染減

                                                     
7 之所以假設基準值不受利益團體影響，乃是為了便於課稅與補貼兩種政策。基準

量 x 僅出現在污染補貼的例子中，在課徵污染稅的情況下 x 是不存在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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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補貼的財源則來自於對全體居民課徵定額稅。我們假設所有居民將該定額

稅視為外生決定。如前所述，此種污染補貼設定的優點乃係便於比較補貼與

課徵污染稅，當基準值 x 設定為零時，則模型即變為課徵污染稅，其廠商每

排放一單位污染須繳納 s 元的污染稅。

此外，本文亦考慮廠商可自行從事污染減量。廠商污染減量之成本函數

為 A(a)，其為污染減量 a 之嚴格凸函數，具 A' (a)>0 與 A''(a)>0 之性質。考

慮污染減量後，廠商實際的污染排放量等於勞動僱用量扣除污染減量，亦即

e = x-a，此處 x 代表勞動僱用量。

綜合以上所言，污染廠商的目標函數可表示為：

　　　　　　 max [ ]saxxaAxxR )()()( −−+−−=Π ω ,

此處 R(x)為總收益函數，具有 Rx>0 與 Rxx<0 之性質；w 為廠商與工會議定之

工資率，該工資率的決定將於稍後討論。雖然污染廠商在國際市場為價格接

受者，但由於有固定投入，故廠商仍可享有經濟利潤。8

為極大化利潤，廠商將選擇一個 a 滿足下列條件：

　　　　　　　A'(a) = s. (1)

上式係指廠商可自行減量至邊際污染減量成本（以下將簡稱為邊際減量成

本）等於單位補貼之處。由上式可解得廠商的污染減量函數為 a = a(s)，且由

比較靜態結果可知： 0/1/ >′′=∂∂ Asa ；表示廠商的污染減量將隨 s 而遞增。

關於工會與廠商的談判模型，本文採用效率談判模型(efficient bargaining

model)，9亦即除了議定工資外，工會亦與廠商共同決定就業量。在此我們假

                                                                          
若將 x 作為政策選擇變數，則無法在相同的基準下比較課徵污染稅與給予污染補

貼的效果，因為在補貼的情況有兩個政策選擇變數（s 與 x ），而課稅的情況下

僅有一個(t)。
8 為了函數表達上的簡潔，本文省略了污染廠商目標函數中的固定投入，亦即資

本。若欲較完整的表達，則可將總收益函數改寫為：R=pF(x; K)，其中 p 為污染

財的國際價格，而 K 為資本使用量。由於資本數量為固定，故邊際報酬遞減法

則將隱含 Rxx = pFxx< 0 之性質。
9 關於效率談判模型可參見 McDonald and Solow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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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工會的目標函數為：
10

             .)( xbwU −= (2)

工會與廠商的談判則採納許議價過程  (Nash bargaining process)，藉由極大化

納許乘積  (Nash product)，工會與廠商共同決定工資率與就業量。假若談判破

裂，工會會員僅能賺取競爭工資率，廠商的生產亦將停擺。11因此雙方議價

的納許乘積可表示為：

　　 [ ] [ ] σσσσ −− −−+−−−=Π=Ω 11 )()()()( saxsxaAwxxRxbwU ,

此處 ]1,0[∈σ 代表工會的相對議價能力，b 值愈大，則工會的議價能力愈高。

工會與污染廠商將極大化Ω以決定工資率與就業量。將Ω分別對 w 與 x

偏微分，整理後可得下列一階條件：

0
)(

)1(
=⎥

⎦

⎤
⎢
⎣

⎡
−−+−−

−
−

−
Ω=Ω

saxsxAwxR
x

bww
σσ

． , (3)

0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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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Ω=Ω

saxsxAwxR
swR

x
x

x
σσ

． . (4)

由(3)與(4)式可解得工會與廠商間的契約曲線  (contract curve) 如下：

　　　　    ).( swRbw x −−−=− (5)

此契約曲線為工會的無異曲線與廠商的等利潤曲線在工資率--就業量的空間

中，相切之切點所形成的軌跡。由契約曲線可知議定之工資率不會影響就業

                                                     
10 我們可將代表性工會會員之期望效用函數表示如下：

Tbbw
M
xTb

M
xMw

M
xu −+−=−⎟

⎠
⎞

⎜
⎝
⎛ −

+⎟
⎠
⎞

⎜
⎝
⎛= )(

此處 M 為外生決定的工會會員人數，而 x/M 與(M-x)/M 則分別代表該會員在污染

產業與消費財部門就業之機率。而 T 則是為融通補貼所課徵的定額稅，工會會

員將此一定額稅視為既定。因此工會會員之總效用可表為 Mu=(w-b)x+Mb-MT。
由於 Mb 為外生決定，故工會會員之總效用可改寫為(2)式。

11 在此對工會的談判利得做補充說明。由註 10 可知，工會的總效用為 Mu=(w-b)
x+Mb-MT。當談判破裂，工會會員僅得賺取競爭工資率 b，因此工會的威脅點為

Mb-MT。故可得知工會的談判利得為  (w-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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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就業量僅受競爭工資率 b 與 單位補貼 s 之影響。單位補貼對就業量之

比較靜態效果為：

             .0/1/ <=∂∂= xxs Rsxx (6)

上式表示政府提高單位補貼將減少就業水準，其原因為，在其他條件不變

下，單位補貼的提高將使廠商有更大的誘因減少勞動僱用量，以取得更多的

補貼。

此外，由(4)式可解得納許議價曲線 (Nash bargaining curve)，

         [ ] .)1(/)( bxsexARw σσ −+−+−= (7)

由納許議價曲線即可決定工資率。 wxsexAR +Π=−+− )( 可視為廠商與工會

可共享之經濟租，因此工資率即為平均經濟租與競爭工資率的加權平均。工

資率與工會的議價能力成正比，當工會議價能力為零時，工資率將等於競爭

工資率 b；若工會議價能力大於零時，w 將大於 b。由納許議價曲線可解得

單位補貼變動對工資率之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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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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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s
ww x

s
s σ . (8)

由於 0<xxR 及 0)( >′′ aA ，因此 RxRx − 與 saA − 均小於零。再加上 0>− ex ，

故可得知當工會具有議價能力時（亦即 0>σ ），工資率隨單位補貼而遞增。

但若工會不具議價能力時，ws 將等於零。

污染減量補貼對就業量與工資率之影響亦可由圖 1 加以說明。圖 1 的橫

軸與縱軸分別衡量勞動僱用量與工資率。CC 線代表契約曲線，NBC 線則為

納許議價曲線。因就業量不受 w 之影響，故契約曲線為一垂直線。在 0>σ 的

情況下，將  (7) 式對 x 偏微分可得 0<xw ，表示納許議價曲線為負斜率。工

會與廠商議定之均衡工資與就業量則決定於 CC 線與 NBC 線之交點 E 點。由

0<sx 可知，當政府提高 s 時，契約曲線將由 CC 線左移至 CC ′線。另一方面，

在就業量給定且 0>σ 的情況下，較高的 s 將提高工資率，12導致納許議價曲

                                                     
12 在任一給定的就業水準下（亦即 0=sx ），由(8)式可知 0/)( >−= xexws 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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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由 NBC 線上移至 CNB ′線，最後議價之結果也由 E 點變成 E′點。兩者相較

即可知，政府提高污染減量補貼將使就業量減少，但工資率卻因此而增加。

若工會毫無議價能力，契約曲線仍為一垂直線，但納許議價曲線則為一水平

線，其與縱軸之交點為競爭工資率。因此較高的 s 只會降低就業水準，卻不

會改變工資率。

3. 

上一節係在廠商與工會將環境管制措施視為既定的情況下進行分析。由

前述分析可知，環境管制對工資率與就業具有不容忽視的影響，並對污染廠

商及工會的福利產生衝擊，因此廠商（或資本家）與工會將有誘因介入政策

的制定過程，冀望能影響政府制定出對其有利之政策。以下我們將假設工會

與污染廠商均能克服免費享用者  (free riders) 的問題，各自組成遊說團體向政

府施壓，試圖左右政策之形成。13至於未加入工會之勞動者則假設由於人數

眾多，無法克服免費享用者的問題，以致於無法組成遊說團體。

工會與污染廠商（或是資本家）之總福利函數分別為 )(sU 與 )(sΠ 。14兩

者將藉由提供執政者政治捐獻影響 s，以極大化該團體的福利。觀察兩利益

團體的福利函數可知，兩者均未將其遊說行動對環境損害的影響納入考慮，

此一設定係為了使利益團體的遊說行為純粹係基於競租  (rent seeking)，而非

基於對環境的偏好。

工會與污染廠商將根據政府所採行之政策，決定其政治捐獻函數，

},{),( fwjsm j ∈ ；上標 wj = 代表工會，而 fj = 則代表廠商。本文假設政治

捐獻函數為連續可微分之函數，其係指在不同的 s 下，各遊說團體所願意提

供的政治捐獻數額。

                                                     
13 污染廠商與工會向來在環境政策的決定上扮演不容忽視的角色。此可參見

Dijkstra (1999)。
14 嚴格來講，資本家團體的總福利函數應為 nT−Π ，其中 n 代表資本家的人數，

其為外生決定。由於 nT 對資本家團體而言是外生決定，故當利潤極大時，資本

家團體的總福利函數亦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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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或執政者之目標乃是要繼續執政，為達此一目的，執政者可藉由選

擇使社會福利極大化之政策，以獲取更多選票。此外，執政者亦可利用遊說

團體所提供的政治捐獻作為競選經費，以贏得選戰。但在極大化社會福利與

取得更多政治捐獻之間存有抵換關係，政府的目標函數即在描述此一抵換關

係。根據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我們將政府的目標函數 G 界定為社

會福利函數W 與利益團體所提供之政治捐獻 jm 之合：

           WmmsG wwff ++= θθ)( , (9)

政府的目標係選擇 s 以極大化上式。此處 ]1,0[∈jθ 代表執政者給予遊說團體

的權數，亦可視為該團體之遊說效率。此一權數或是遊說效率假設係由政治

技巧或是先前建立的官商關係等外生因素所決定。W 為社會福利函數，其等

於15

           esexsUssW δ−−−+Π= )()()()( , (10)

此處 0>δ 為每單位污染排放所造成的環境傷害。

本文將執政者與遊說團體間之關係視為「股東與代理人」之關係，遊

說團體（股東）藉由提供政治捐獻誘使執政者（代理人）制定對其有利之

政策。由於只有一個代理人，因此本模型被稱為「共同代理人模型」

(common-agency model)。以下將參考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建立一個

兩階段的賽局，在第一階段，兩利益團體同時選定其政治捐獻函數， jm ，

然後在第二階段，政府根據兩利益團體的捐獻函數，選定一個可極大化其目

標函數的污染減量補貼。在此設定下，兩利益團體之捐獻函數， },{ wf mm ，

與污染減量補貼，s，構成上述兩階段賽局之子賽局完全均衡 (subgame perfect

                                                     
15 關於社會福利函數之設定，在此做更進一步的說明。假設一個代表性非工會會員

之效用函數為 Tb −=υ ，其中 T 為融通補貼所課徵的定額稅。令非工會會員人數

為 N ， 因 此 非 工 會 會 員 之 總 效 用 即 為 )( TbN − 。 故 社 會 福 利 將 等 於

esexbNMUesexNbxMbwx δδ −−−+++Π=−−−+−++Π )()()()( 。在上式中

我們利用了所有定額稅之和等於 sex )( − 之關係。由於競爭工資率(b)，工會會員

人數(M)與非工會勞動者人數(N)均為外生變數，可將社會福利函數改寫為(10)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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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librium)。16

令 ( )ooo smm wf },,{ 為上述賽局之子賽局完全均衡。則根據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 )ooo smm wf },,{ 須滿足下列條件：

(C1)： os 極大化

)()()( sWsmsm wwff ++ oo θθ

以及

(C2)： os 極大化

)()()()()([ sWsmsmsms wwffff +++−Π ooo θθθ

與

)()()()()([ sWsmsmsmsU wwffww +++− ooo θθθ

條件(C1)係指政府將選擇 s 以極大化其自身的目標函數。而條件(C2)則

說明，對每一個遊說團體而言，均衡的補貼應極大化政府與該遊說團體的聯

合福利  ( joint welfare)。如果(C2)不成立的話，則該遊說團體可另行選取一個

政治捐獻函數，以誘使政府制訂可令其聯合福利最大的污染補貼。17

由條件(C2)可知，就廠商而言下列一階條件應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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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條件(C1)可知，政府最適化的一階條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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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第(12)式代入第(11)式中可得，

                                                     
16 若將前述廠商與工會的談判亦列入考量，則形成一個三階段賽局。在前兩個階段

決定政治均衡的污染補貼，而第三個階段則是工會與廠商依據該污染補貼進行談

判。
17 更詳細的說明，請參見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此外，關於解的存在性可

參見 Bernheim and Whinston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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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樣的方式可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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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式與第(14)式指出兩個遊說團體的政治捐獻函數在 os 附近具「區

域真實」(locally truthful) 之性質；換言之，遊說團體的邊際捐獻意願將等於

因政策變動對其福利函數之影響。以廠商為例，若 1/)( =∂Π∂ sso ，則廠商將

願意為此政策變動支付$ 1。因此我們將 sΠ 與 sU 分別界定為廠商與工會對 s

變動的「邊際支付意願」。

由上述結果可知，共同代理人模型與強調政黨競爭的利益團體模型的不

同。18在政黨競爭的利益團體模型中，利益團體決定捐獻金額的數量，並試

圖利用政治捐獻增加其所支持之政黨勝選的機率。然而共同代理人模型則不

強調政黨間的競爭，而是著重在利益團體與執政者之間的互動。利益團體先

決定捐獻函數，然後再根據政府所決定的污染補貼以決定捐獻金額。然而捐

獻金額的總數並非本文的重點，本文重點在於政策變動對利益團體捐獻金額

的效果，因為此效果將對政策決定產生影響。

接著將第(13)式與第(14)式代入政府最適化的一階條件（第(12)式）中可

得：

          0)()()(
=

∂
∂

+
∂

∂
+

∂
Π∂

s
sW

s
sU

s
s wf

ooo

θθ (15)

由上式經整理可得：

          s
fw eexA /)]()1([ −−+=′− θσσθδ . (16)

上式即隱含政治均衡之污染減量補貼。下一節將對污染減量補貼之性質做更

                                                     
18 所謂強調政黨競爭的利益團體模型係指利益團體提供政治捐獻給與其理念相近

之政黨，政黨則利用政治捐獻以極大化其勝選的機率。而本文的共同代理人模

型，則不強調政黨間的競爭。關於政黨競爭的利益團體模型可參見 Hillman and
Ursprung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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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探討，並將與最適補貼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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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比較均衡與最適之環境政策，須先求出最適污染減量補貼。為使社會

福利極大化，單位污染減量補貼應等於污染排放所造成的邊際損害 δ 。19本

文所關心的是，由  (16) 式所決定的均衡環境政策與最適政策間有何差異？兩

者是否可能相同？如果實際的政策導致邊際環境損害大於邊際減量成本，表

示環境政策過於寬鬆。相反地，若政策使得邊際環境損害小於邊際減量成

本，則表示環境管制過分嚴格。由  (16) 式可知，因為 ex > 且 0<se ，故只要

兩利益團體的權數均大於零，均衡污染減量補貼將使得δ 小於 )(aA′ ，因此可

以得到下列命題：

命題 1. 政府採行污染減量補貼時，若工會與污染廠商的遊說效率均大於

零，政治均衡之環境管制將較最適管制更為嚴格。

在解釋命題 1 之前，先改寫(16)式。由(1)式可知，廠商會將污染減量至 s

= A'(a)之水準，且由附錄得知最適污染減量補貼  ( ∗s ) 等於邊際環境損害

(δ )。因此(16)式可改寫成：

s
fw eexss /)]()1([ −−+−= ∗ θσσθo . (17)

上式即可決定均衡補貼， os ，之水準。當兩利益團體之遊說效率均大於

零時，第(17)式右邊第二項為負值，故可得知均衡補貼大於最適補貼。此一

結果可由政府最適化之條件來解釋。假設初始時，政府選擇最適補貼 ∗s 。當
∗= ss , )()()()( ∗∗∗∗ ++Π= sWsUssG ss

w
s

f
s θθ 。 由 最 適 補 貼 之 定 義 可 知

0)( =∗sWs ，故 )( ∗sGs 之值端視 )( ∗Π ss 與 )( ∗sU s ，亦即兩利益團體的邊際支付

意願而定。將U 與Π 對 s 偏微分可得 0)( ≥−= exU s σ 與 0))(1( ≥−−=Π exs σ 。

20此代表兩利益團體對 s 變動的邊際支付意願均為非負。值得一提的是，雖

然污染補貼提高對工會會員的就業有不利的影響，卻可提高 w，且 w 增加的

                                                     
19 關於最適污染補貼的推導，請參見附錄。
20 關於 sU 與 sΠ 的推導請參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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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大於 x 減少的效果。因此，當工會的目標函數為 xbw )( − ，且 0>σ 時，

工會將提供政府政治捐獻以換取更高的污染補貼。

由上述分析可知，當兩利益團體的遊說效率均大於零時，至少有一個利

益團體願意提供更多的政治捐獻以交換更高的 s；若 )1,0(∈σ ，則工會與廠商

均願意以更多的捐獻換取較優惠的單位補貼。所以，當兩利益團的遊說效率

均大於零時， 0)( >∗sGs ，是故政府將會提高 s，此即可說明何以均衡補貼將

大於最適補貼。此外，當 ∗= ss 時，邊際環境損害等於邊際減量成本，亦即

)]([ ∗′= saAδ 。由於廠商的污染減量隨 s 的增加而遞增，故可得知

)()( ∗> sasa o ，也因而有以下的關係： )]([)]([ osaAsaA ′<′= ∗δ ，表示均衡補

貼將導致過度嚴格的環境管制，此即可解釋命題 1。

然而由(16)亦可知，利益團體的存在不必然導致實際的政策背離最適的

政策。以下命題即指出在某些狀況下，即使有利益團體的介入，均衡管制與

最適管制仍將相同。

命題 2. 當(1) 0=σ , 0>wθ , 0=fθ 或 (2) 1=σ , 0=wθ , 0>fθ 時，均衡

之環境管制將等於最適的環境管制；換言之，均衡污染減量補貼將

等於最適補貼。

我們先討論第一種狀況。此一情況係指僅工會具有遊說效率，但其議價

能力為零。由於工會議價能力為零，因此污染部門的工資率將等於競爭工資

率。競爭工資率不受政府政策影響，因此工會將無誘因提供政府政治捐獻。

換言之，當 0=σ 時，工會的邊際捐獻意願等於零，21因此均衡補貼將等於最

適補貼。

在第二種情況下，僅廠商有遊說效率，但卻須面對獨佔工會。此一情況

下，廠商只能獲得正常利潤，而無超額利潤。職是之故，廠商雖有能力影響

政策制定，但其邊際捐獻意願為零，22因此均衡管制亦將等同於最適管制。

綜言之，在政府採行污染減量補貼的情況下，利益團體的存在通常會

使環境管制過份嚴格。但在某些情形下，實際的政策將與最適政策相同。

                                                     
21 此可見於 0)( =−= exU s σ 。
22 此可由 0))(1( =−−=Π exs σ 得證。



利益團體、工資談判與環境政策 105

此外，利益團體在工資談判過程中的議價能力與政策的決定有著密切的關

係。利益團體能發揮的政治影響力，可視為其遊說效率與在勞動市場的相

對議價能力的乘積，此即可更清楚說明勞動市場（或產品市場）與政治市

場的密切關聯。其他條件不變下，若工會有著顯著的議價能力，即使廠商

在政治市場極有效率時（即 fθ 很大），廠商所能發揮的政治影響力亦將有

限，對政策所造成的扭曲也不致於太大。相反地，一個遊說效率很高的廠

商，遇上頗為弱勢的工會，在其他條件不變下，廠商將能發揮顯著的政治

影響力，對政策造成較大的扭曲。

5. 

由 Baumal and Oates (1988) 可知當廠商數目為既定，且會繼續營運的情

況下，政府選擇對污染減量補貼或是課徵污染稅將不致於影響廠商的決策，

兩種政策均產生相同的污染量。然而上述結論係建立在環境政策為外生決定

的基礎上。本文所關心的是，一旦環境政策不再是外生決定，而是利益團體

與政府互動下的內生變數時，污染減量補貼與污染稅是否仍產生相同的污染

排放？以下我們將推導出政治均衡下的污染稅，然後與前一節所得到的均衡

污染減量補貼做比較。本文發現，在一般情況下，利益團體的存在將導致補

貼與課稅產生不同的污染量，因此本文將進一步比較何種政策工具有較佳的

污染控制效果，以及何者可產生較高的福利水準。

5.1

假設政府對廠商每單位污染排放課徵 t 的污染稅，所徵得的稅收全數以

定額方式平均發放給全體居民，此一退還稅收假設不受利益團體影響。廠商

的目標函數因此變成：

max taxaAwxxR )()()( −−−−=Π .

利潤極大化將促使廠商進行污染減量至 )(aAt ′= 條件滿足為止。由此可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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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Aat ，表示 a 為 t 之遞增函數。

工會之目標函數仍為(2)式，故納許乘積為

σσ −−−−−−=Ω 1])()()([])[( taxaAwxxRxbw .

將Ω分別對 w 與 x 偏微分，並經整理可得契約曲線：

                 )( twRbw x −−−=− ,

以及納許議價曲線：

               bxtaxARw )1(/])([ σσ −+−−−= .

利用契約曲線與納許議價曲線可解得下列比較靜態結果：

　　　　　 01
<=

∂
∂

=
xx

t Rt
xx , (18)

         ⎥
⎦

⎤
⎢
⎣

⎡
+−−+−⎟

⎠
⎞

⎜
⎝
⎛=

∂
∂

=
x
ataARxR

x
x

t
ww x

t
t 1)(2σ . (19)

由比較靜態結果可知， st xx = ，亦即不論是污染減量補貼或是污染稅均

對就業量有相同的邊際影響。但兩者對工資率的效果則有所不同；第(8)式顯

示污染減量補貼對工資率有正向的效果，然而(19)式卻指出污染稅對工資率

的效果無法確定。我們可用圖 2 來說明何以 tw 的符號無法確定。與圖 1 相同，

CC 線與 NBC 線分別代表契約曲線與納許議價曲線，兩條線的交點， E 點，

即為議價之結果。若政府提高污染稅，(18)式顯示契約線將由 CC 線向左移

至 CC ′線。另一方面，在任一給定的就業水準下，較高的污染稅使納許議價

曲線由 NBC 線往下移動至 CNB ′線，23新的議價均衡點為 E'點。提高污染稅

對工資率之影響須視契約曲線與納許議價曲線移動的幅度而定，也因此 tw 的

符號無法確定。

比較補貼與課稅下的工資率與環境政策變動對工資率之影響可發現，在

相同的就業水準下，補貼產生較高的工資率。此外，單位補貼的提高對工資

                                                     
23 當 x 不變且 0>σ 時， 0)/1(/ <+−=∂∂ xatw 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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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有正向的影響，而污染稅對工資率的效果無法確定，且就算污染稅提高對

工資率具正向作用，該作用也將小於補貼對工資率之效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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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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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益團體與政府的互動方面則與第 3 節相同。政府的目標為追求繼續執

政，因此執政者藉由選擇污染稅以極大化其目標函數：

          WmmtG wwff ++= θθ)( ,

此處，社會福利函數為 etaxUW δ−−++Π= )( 。

利用與第 3 節相同的方法可解得政府最適化的一階條件，經整理後可得：

      )/]()1([)( t
fw eeaA θσσθδ −+−=′− . (20)

第(20)式即隱含政治均衡下之污染稅。

由(20)式可知，只要兩利益團體的遊說效率均大於零，則(20)式右邊將大

於零，表示邊際環境損害超過污染減量的邊際成本，因此可得到下列命題：

命題 3. 若政府採行課徵污染稅的環境管制，當工會與廠商的遊說效率均大

於零，政治均衡之環境管制將較最適管制寬鬆。

此一結論與政府採行污染減量補貼之結果恰好相反，在補貼的情況下，

環境管制將過於嚴格，然而在課稅的情況下，環境政策將過於寬鬆。可將(20)

式改寫成：

      )/]()1([ t
fw eett θσσθ −++= ∗o .

由上式可知，當兩利益團體的遊說效率均大於零時，均衡污染稅 )( ot 將低於

最適污染稅 )( ∗t 。此係因為工會對 t 變動的邊際支付意願 0≤−= eUt σ 以及廠

商的邊際支付意願 0)1( ≤−−=Π et σ ，所以至少有一個利益團體會要求較低

的污染稅。

補貼與課稅之所以產生相反結果，可歸因於兩種政策不同的所得分配效

果。在補貼制度下，廠商可以得到的總補貼等於 sexs − ，因此補貼可視為政

府給予廠商定額補貼 )( xs ，同時課一污染稅。而在污染稅制度下，廠商只有

被課稅。根據「略奪理論」的觀點，管制措施並非用來增進社會福利，相反

地，管制措施往往被利益團體用來做為所得或財富移轉的工具。在本文中，

利益團體可藉著補貼由一般大眾手中取得所得，因此環境管制將過分嚴格。

而課稅正好相反，因此利益團體將會極力避免所得被移轉，故而導致過度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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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的環境管制。

5.2 

雖由前述分析得知在補貼的情況下，環境管制將較嚴格，而在課稅的情

形下，環境管制將較寬鬆，但兩者對污染排放的控制效果並未做直接比較。

為此，我們將兩政策工具之均衡條件再次列出：

　　 s
fw esexsaA /))(]()1([))(( oo −−+=′− θσσθδ , (21)

　　 t
fw etetaA /))(])1([))(( oo θσσθδ −+−=′− ． (22)

本文將先證明，沒有利益團體介入時，補貼與課稅具有相同的污染控制

效果。觀察 (21)與 (22)式可知，當兩利益團體都不具遊說效率時（亦即

0== fw θθ ）， ))(( osaA′ 與 ))(( otaA′ 均將等於邊際環境損害 δ ，由此可進一

步推知 oo ttss === ∗∗ 。由於任意給定之 s 或 t 均只有一個且僅有一個相對應

的 a 與 x， 24 故當 oo ts = 時， )()( oo tasa = 且 )()( oo txsx = 。 25 因此可得

)()()()()()( ∗∗∗∗∗∗ =−=−= tetatxsasxse ，表示在沒有政治扭曲的情況下，補

貼與課稅具有相同的污染控制效果。

然而在兩利益團體的遊說效率均大於零的情況下，上述結論即無法成

立。以下的命題將比較兩政策工具的污染控制效果。

命題 4. 當工會與污染廠商之遊說效率均大於零時，採用污染減量補貼比對

污染課稅導致更多的污染減量，以及更少的污染排放。

證明：如前所述， oo st < ，故由(21)與(22)式可得： ))(())(( oo saAtaA ′<<′ δ ，

又因 0)( >′′ aA ，故可知 )()( oo sata < ，表示補貼將導致較多的污染減

量。在污染排放方面，假設政府一開始係採取最適政策 ∗∗ = ts ，在最

                                                     
24 由(7)式可知 w 隨 x 遞減，因此在圖 1 及圖 2 中，契約曲線與納許議價曲線只相

交一次，因此可得知一個 s 或 t 只有一個相對應的 x。
25 值得注意的是，相同稅率（或補貼率）下，補貼由於有正的所得分配效果，因此

會有較高的工資率，但由契約曲線可知，就業量不受工資率的影響，故而相同的

稅率（或補貼率）會有相同的勞動僱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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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政策下， )()( ∗∗ = tasa 且 )()( ∗∗ = txsx ，也因此 )()( ∗∗ = tese 。考慮利

益團體的影響後， oo sstt <=< ∗∗ 。因為 sx 與 tx 均為負值，故

)()( oo txsx = ，再加上 )()( oo tasa = ，故可推知 <−= )()()( ooo sasxse

−)( otx )()( oo teta = 。                                      □

當政策內生化之後，補貼與課稅不再具有相同的污染控制效果。從稅率

（或補貼率）變動對總污染量(x)、污染減量(a)以及淨排放量(e)對影響來

看，兩者之邊際效果是一樣的，此可見於，在相同產量下， ts xx = 以及

ts aa = 。但兩種政策工具的所得分配效果不同，此可見於兩政策工具導致不

同的工資率，以及政策變動對工資率有不同的衝擊。環境政策的經濟影響雖

與邊際效果有關，但利益團體在遊說時卻注重所得分配效果。雖然提高單位

補貼與提高污染稅一樣，均可使污染減量增加且污染排放降低，但由於提高

單位補貼具有正的所得分配效果，因此利益團體會要求較高的補貼。而提高

污染稅則產生負的所得分配效果，不利於工會與廠商之福利，因此兩者將要

求降低稅率，進而導致不同的污染控制結果。

5.3 

本小節將比較補貼與課稅的福利效果，探討何者將產生較高的社會福利

水準。由於社會福利函數在兩種政策工具下分別為：

　　　 )())(()())(()( ooooo sesaAsbxsxRsW δ−−−= , (23)

　　　 )())(()())(()( ooooo tetaAtbxtxRtW δ−−−= . (24)

在沒有利益團體介入的情形下， oo ttss === ∗∗ ，因此 )()( oo txsx = 以及

)()( oo tasa = ，是故補貼與課稅將產生相同的社會福利水準，亦即兩者一樣有

效率。26

                                                     
26 當 oo ts = 時，就業量、污染減量及污染排放量均相同。但不同類型的居民，在不

同政策下其所得分配效果亦不同。例如，補貼可增加資本家及工會會員之所得，

但非工會勞動者之所得將降低。由於不同類型之居民，其社會福利權數均相同，

故不同的所得分配效果將不會影響社會福利水準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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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考慮利益團體的因素，將政策予以內生化時，由上一小節可知補

貼與課稅將導致不同的污染控制效果，因此我們可預期兩者的福利效果亦將

有所差異。

假設社會福利函數為 s（或 t）的對稱函數，在此假設下，補貼與課稅何

者可產生較高的社會福利水準，端視 os 與 ∗s 以及 ot 與 ∗t 間的距離大小而定。

若 ｜－｜｜｜ ∗∗ <− ttss oo 表示補貼較課稅有效率，反之，則表示課稅可產生較高的

社會福利水準。以下命題將推導出不同狀況下，補貼與課稅效率的比較。

命題 5. 若所有利益團體的遊說效率均大於零，且社會福利函數為補貼與污

染稅之對稱函數，當 )()( oo tesex +< 時，採行污染減量補貼較有效

率 ； 當 )()( oo tesex += 時 ， 補 貼 與 課 稅 一 樣 有 效 率 ； 當

)()( oo tesex +> 時，則課徵污染稅比較有效率。

證明：由前述分析可知 ∗∗ = ts 。根據定義， ∗s 與 ∗t 可極大化社會福利函數 W。

如果均衡之補貼（或稅率）距離 ∗s （或 ∗t ）愈近，所產生的福利水準

將愈高，代表該政策工具愈有效率。當社會福利函數為補貼與污染稅

之對稱函數時，若 )( osWs 之絕對值小於 )( otWt 之絕對值，則表示

｜｜｜｜ ∗∗ −<− ttss oo ，亦即補貼比課稅來得有效率；反之，若 )( osWs 之絕

對值大於 )( otWt 之絕對值，則表示課稅比補貼有效率。

將社會福利函數對 s 與 t 偏微分，可得

　　　　     0))(]()1([)( <−−+−= oo sexsW fw
s θσσθ ,

　　　　     0)(])1([)( >−+−= oo tetW fw
t θσσθ .

由上兩式可知，當 )()(( oo tesex +< 時， )()( oo tWsW ts <｜｜ ，因此補貼將

比課稅有效率。相反地，當 )()( oo tesex +> 時， )()( oo tWsW ts >｜｜ ，故課

稅將比補貼更有效率。若 )()( oo tesex += ，則兩者一樣有效率。 □

由命題 5 可知，當基準值 )(x 愈大時，課稅愈有可能比補貼更有效率。

這是因為當基準值愈大，利益團體可藉由提高單位補貼獲得更多的利益，因

此也願意提供更多的捐獻給政府，如此便導致均衡之污染減量補貼偏離最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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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甚遠，故其效率水準將低於課徵污染稅。

6. 

本文藉由建構一個利益團體模型以比較污染減量補貼與污染稅之污染

控制以及福利效果。我們發現在政策不受利益團體影響，且廠商數目既定的

情況下，補貼與課稅將產生相同的污染排放與社會福利水準。然而在考慮利

益團體的影響，將政策予以內生化後，兩者不再等價。補貼將增加資本家的

所得，此將趨使資本家團體遊說一個較最適水準為高的單位補貼，導致均衡

環境管制較最適管制更為嚴格。反之，課徵污染稅將減少資本家的所得將造

成均衡管制較最適政策來得寬鬆。由此可更進一步比較兩者的污染控制效

果。我們發現在政治均衡下，補貼可產生較多的污染減量及較少的污染排

放。

雖然補貼可導致較少的污染排放，但此並不意謂著補貼會帶來較高的社

會福利水準，須視污染基準值與實際污染排放的多寡來決定。當基準值愈大

時，由於利益團體可由較高的單位補貼得到好處，因此願意提供較多的政治

捐獻，以換取更高額的單位補貼，此將致使均衡補貼大幅偏離其最適水準，

使得補貼較課徵污染來得無效率。

此外，本文亦指出利益團體的政治影響力與其遊說效率及在勞動市場的

相對議價能力有關。若廠商面對獨佔工會，即使該廠極具遊說效率，其政治

影響力亦屬有限，難以對政策造成太大的扭曲。但若該廠商所面對的是一個

弱勢的工會，則其政治影響力將頗為可觀，對政策的扭曲也將較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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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最適污染補貼的推導：

將社會福利函數，W，對 s 做偏微分，可得：

ssxs eAxAbRW )()( δ−′+′−−=

由(1)式可知 sA =′ ，且由第(5)式可知 0==+ xRbs ，因此 ss eAW )( δ−′= 。故

可知最適污染補貼 ∗s 等於δ 。

(二) 關於 sU 與 sΠ 的推導：

將 U 對 s 做偏微分，可得

)(]/)()/1()1(/)[(

]/)(/)(/)[()(

)(

exxxsaAxxsRxwxR

axxsaAxxxsxxxxRxRxbw

xwxbwU

sx

sxsxs

sss

−+−+−+−−+−=

+−+−−+−+−=

+−=

σσσσσ

σ

然後將第(7)式代入上式，可得：

　　　　　 
)(

)()])(1[(

ex

exxRbsU sxs

−=

−+−+−=

σ

σσ

在上式最後一個步驟中，我們利用了第(5)式之關係： 0=−+ xRbs 。

在污染補貼制度下，廠商的利潤可改寫為：

　　　　　 UexsaAbxxR −−+−−=Π )()()(

將上式對 s 做偏微分可得

　　　　　

))(1(

)(

)(

ex

exex

UexxsbR ssxs

−−=

−−−=

−−+−−=Π

σ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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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第(16)式的推導

由附錄 (一 )與 (二 )可知， ss eAW )( δ−′= ， )( exUs −= σ 與 )1( σ−=Π s

)( ex − 。將以上諸式代入第  (15) 式中即可得到第  (16) 式。



賴育邦116

Aidt, T.S. (1998),　“Political Iinternalization of Economic Externalitie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9, 1-16.

Baumal, W. and W. Oates (1975),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Baumal, W. and W. Oates (1988),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2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nheim, B and M. Whinston (1986), “Menu Auctions,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conomic Influ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1, 1-31.

Conrad, K. and  J. Wang (1993), “The Effect of Emission Taxes and Abatement

Subsidies on Market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1, 499-518.

Dijkstra, B. (199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 Public

Choice Approach to Market Instrument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Finkelshtain, I. and Y. Kislev (1997), “Prices versus Quantities: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 83-100.

Fredriksson, P.G. (1997a), “The Political Economy Pollution Taxes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33,

44-58.

Fredriksson, P.G. (1997b), “Environmental Policy Choice: Pollution Abatement

Subsidies,”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0, 51-63.

Fredriksson, P.G. and N. Gaston (1999), “The `Greening' of Trade Unions

 and the Demand for Eco-tax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5,

663-686.

Fullerton, D. (1997), “Environmental Levies and Distortionary Taxation: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 245-51.



利益團體、工資談判與環境政策 117

Fullerton, D. and R. Mohr (2003), “Suggested Subsidies Are Suboptimal Unless

Combined with an Output Tax,”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 1-20.

Fullerton, D. and A. Wolverton (1999), “The Case for a Two-part Instrument,” in

A. Panagariya, P.R. Portney and R.M. Schwab, (eds.),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Economics: Essays in Honor of Wallace E. Oat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Grossman, G.M. and E. Helpman (1994), “Protection for Sa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833-850.

Hillman, A. and H. Ursprung (1988),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78, 729-45.

Kneese, A.V. (1964), The Economics of Regional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for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Kohn, R.E. (1991), “Porter's combination tax and subsidy for controlling

pollu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ystems, 3, 179-88.

Kohn, R.E. (1992), “When Subsidies for Pollution Abatement Increase Total

Emission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9, 77-87.

Lai, Y.-B. (2003), “Interest Groups,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Endogenous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9,

342-361.

Lerner, A. (1972), “Polltuion Abatement Subsid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1009-1010.

McDonald, I.M. and R.M. Solow (1981), “Wage Bargaining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896-908.

Mestelman, S. (1981), “Corrective Production Subsidies in an Increasing Cost

Industry: A Note on a Baumol-Oates Proposi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4, 124-30.

Mestelman, S. (1982), “Production Externalities and Corrective Subsidies: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賴育邦118

Management, 9, 186-93.

Michaelis, P. (1994), “Regulate Us, Please! On Strategic Lobbying in Cournot-

Nash Oligopol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0,

693-709.

Opschoor, J.B. and H.B. Vos (1989), Economic Instrument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aris: OECD.

Oster, S. (1982),  “The Strategic Use of Regulatory Investment by Industry Sub-

groups,” Economic Inquiry, 20, 604-618.

Palmer, K. and M. Walls (1997),  “Optimal Policies for Solid Waste Disposal:

    Taxes, Subsidies, and Standard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5, 193-

205.

Stigler, G. (197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2, 3-21.

Yandle, B. (1985), “Union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4, 429-436.



利益團體、工資談判與環境政策 119

Interest Groups, Wage Bargain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Yu-Bong Lai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Keywords: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rest groups, wage bargaining

JEL classification: D72, Q38, J53



賴育邦120

Abstract

In a framework of efficient wage bargaining, we construct an interest-group
model to compare the pollution control and welfare effects of abatement
subsidies with that of emission taxes.  When the number of the firms is
fixed and there is no presence of interest groups, abatement subsidies and
emission taxes are shown to be equivalent. However, once the influence of
interest groups has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two instruments are no
longer equivalent.  The abatement subsidies and the emission taxes give
rise to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firm, leading to different
lobbying behaviors of interest groups.  Furthermore, we show that the
subsidy regime will generate less pollution emissions than the charge
regime.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interest groups will intend to increase
the subsidy rate, whereas they will intend to depress the emission tax rate.
Although the subsidy regime has a better pollution control effect, abatement
subsidies are not necessarily welfare superior to emission taxes.  The base
under the subsidies is crucial in determining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he two
instruments; the larger the base level, the more likely it is that charging a
pollution tax will give rise to a higher level of social welf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