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政治衝突與經濟成長之關係 

第五章、實証結果分析與檢驗 

本文利用 1990-2005 年行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所提供的

官方財政統計數據，並採取中央選舉委員會與國立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所統計自 1989 年底第一屆增額立法委員選舉至 2005 年 12 月縣市長選舉

資料，針對台灣各縣市長以上選舉資料計算各季 PCR 值，以 OLS 法進行

統計分析，主要研究目的在於驗證台灣地區政治衝突程度多寡，是否影響

了台灣的經濟成長。 

第一節、實證結果分析 

由前所述，本文針對影響我國經濟成長變數而採用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之成長率為依變數。自變數除了筆者自行設定之政治衝突變數外，根據現

有探討影響經濟成長的決定因素中，用以解釋影響經濟成長的變數尚包

括：實質政府支出之成長率、實質國內資本形成之成長率、實質貨品與服

務輸出之成長率、政治衝突變數、代表 2001 年之時間虛擬變數（T01）及

相對於每年度第一季（Qi）之相對季節虛擬變數；另因當季政治衝突變數

可能影響當季經濟成長的程度有限，其效果將於往後幾季出現影響而產生

遞延效果。故將本論文設定之政治衝突變數，分別遞延相當期數，經迴歸

分析後，選擇影響程度最高的模型。接下來，予以分析實證模型的估計結

果，並對模型的相關統計結果加以檢定正確度予以說明。 

如前所述，將本論文設定之政治衝突變數，分別遞延相當期數，經迴

歸分析後，以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值之判定來選擇影響

程度最高的模型。經回歸分析結果，以 4=i 之 AIC 值 3.699 為最小，應為

本研究之較適切之模型。茲將各模型經迴歸分析後所得之 AIC 值，整理列

於表 7。由表 7，可得知當本次選舉結果之衝突現象，在遞延 4 季效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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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政治衝突（PCR）遞延影響不同期數 i 之 AIC 值 

政治衝突變數遞延期數 i  AIC 

1=i  5.263 

2=i  5.286 

3=i  5.335 

4=i  3.699 

資料來源：經迴歸分析後列表。 

對於經濟成長出現較明顯影響，至於變化程度如何，應檢視本模型之相關

變數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8 所示。經分析表 8 後可知，本文的實証模型之

估計結果的R2為 0.99986，而調整後R2為 0.99983。經檢定虛無假設（H0）

為所有估計參數皆為零的聯合檢定F統計量為 33268.47，在α=0.01 的情況

下拒絕虛無假設。以下就各解釋變數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進行分析： 

一、政治衝突 

    由於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研究政黨衝突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因此

先行探討政黨衝突變數的係數估計結果。關於本文所設定政治衝突之變

數，由前所述，係自行假設政治衝突指數為兩大政治勢力－「泛藍」與「泛

綠」在各次選舉所獲得之得票數差數，並假設兩者相減後數值越接近，台

灣的政治衝突情況越嚴重。由表 8 的實証估計結果顯示，政治衝突變數在

遞延 4 季之情形下，估計係數在 1％顯著水準，具有正向關係且拒絕其為

零的虛無假設。此意味著台灣地區政治衝突情形之高低，將使台灣經濟成

長產生變化。當政治衝突指數每增加 1％時，也就是雙方支持差距每增加

1％，則經濟成長將隨之增加 0.16％。若雙方支持差距增加至 10％時，將

經濟成長將增加 1.6％。由以上分析得知，藍綠雙方的比例越接近，政治

衝突的情形將越嚴重，其效果將趨緩 1 年後的經濟成長。也就是說，隨著

台灣地區政治衝突的提升（PCR 下降），將對台灣地區經濟成長有不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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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迴歸模型估計結果 

變 數  定義 係數值 標準誤 

Constant   常數項 -2.889 ** 1.4633
LnGSt   實質政府消費之成長率 0.3445 *** 0.0513
LnIVt   實質國內資本形成之成

長率 0.0827 ** 0.0329

LnEXPt   實質貨品與服務輸出之
成長率 0.4059 *** 0.0535

PCRt-1   政治衝突遞延效果 1 季 0.0008  0.0027

PCRt-2
 政治衝突遞延效果 2 季 0.0008  0.0027

PCRt-3
 政治衝突遞延效果 3 季 0.0004  0.0027

PCRt-4
 政治衝突遞延效果 4 季 0.16 *** 0.046

T01  2001 年時間虛擬變數 3.93 ** 1.97

Q2
 
第 2 季季節虛擬變數 -0.3255

 
0.654

Q3  第 3 季季節虛擬變數 -0.58  0.7567

Q4  第 4 季季節虛擬變數 -0.52 
 

0.6715
觀察值個數 64  
R2值 0.99986  
調整後R2值 0.99983  
F 統計量 33268.47 *** 
同質變異檢定 14.423  
自我相關檢定 0.257
註：符號***、**、*分別表示在 1％、5％、10％的統計顯著水準下，拒絕估計值為零

的虛無假設。 

影響。此研究結果，顯示與本研究設定本政治衝突變數之假設相符。 

二、實質政府消費之成長率（政府支出） 

 另有關於實質政府消費之成長率變數方面，依據估計數據之結果顯

示，在 1％的統計顯著水準下，拒絕估計值為零的虛無假設。其係數估計

值顯示為正值，表示政府消費支出之金額與經濟成長之間具有正向之顯著

影響關係。換言之，政府消費支出因素是台灣地區經濟成長趨緩或增強的

主要因素之一。研究結果與陳智華（2005）、許義忠與李建強（2005）及

李青蓉、李堯賢與林怡芯（2002）研究關於政府消費支出與經濟成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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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短期顯著之影響效果相符。 

三、實質國內資本形成之成長率（投資） 

    關於實質國內資本形成之成長率，經研究分析得知，在 5％的統計顯

著水準下，拒絕估計值為零的虛無假設。其係數估計值顯示為正值，表示

國內投資金額與經濟成長之間具有正向之顯著影響關係。也就是說，若投

資金額越高，將會刺激並活絡經濟活動，刺激台灣地區之經濟發展。研究

結果，此一結論與總體經濟學學理相當吻合。 

四、實質貨品與服務輸出之成長率（出口） 

    關於實質貨品與服務輸出之成長率（出口）變數部分，經研究分析得

知，其在 1％的統計顯著水準下，拒絕估計值為零的虛無假設。結果顯示

台灣地區實質出口數額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方面，依據表 8 之數據，實

質貨品與服務輸出之成長率的係數估計值與投資變數相同，均為正值，這

表示台灣地區出口與經濟成長之間具有正向的關係。也就是說，若出口金

額越高，相對將可獲得外匯貿易收入，確實能促進台灣地區之經濟繁榮與

發展。范芝萍（2000）探討政府規模、外貿、投資與經濟成長間的因果關

係與其對經濟成長的研究中，由其研究結果可知，我國政府總支出、外貿、

投資均對經濟成長有貢獻，與本估計式之研究結果相符。 

五、時間之虛擬變數 

關於 2001 年時間虛擬變數（T01）方面，依據估計數據之結果顯示，

在 5％的統計顯著水準下，拒絕估計值為零的虛無假設，估計係數已達顯

著水準。這樣的結果說明，2001 年台灣出現首次負的經濟成長率，在本估

計式控制其他解釋變數之後，該年的經濟成長確實較它年為低。可見一般

認為，2001 年可能因結構性變動（例如，政黨輪替）之關係，而造成經濟

成長率的下降。在本估計式中，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支持這樣的假說，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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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 2001 年確實有其它因素導致當年度經濟成長相對低於其他各年度

之情形。 

五、季節虛擬變數Qi

最後，關於季節虛擬變數（Qi，i=1, 2, 3），係設定在每年四季中，以

第 1 季為基礎，相對於每年第 1 季之其他各季關於影響經濟成長之表現。

此虛擬變數依據估計數據之結果顯示，並無法拒絕其為零的虛無假設，其

估計係數亦未達顯著水準。因此，相對於每年第 1 季，其他各季的經濟成

長並無顯著地高於第一季，換言之，各季之間相對的經濟成長率，互相並

沒有顯著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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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實證模型正確度之檢驗 

    模型設定後，必須進行相關計量統計檢定以確定模型之正確性，進一

步檢定確認此一實証結果之正確性與頑強性（robustmess），並依檢定加以

修正模型，以確認本計畫之研究結果的準確性，本研究針對所使用之 OLS

實証模型之結果進行殘差值是否呈現常態分配、自變數是否有線性重合

（multicollinearity）問題、殘差項是否存在異質變異（hetereskedasticity）

與自我相關（autocorrelation）等相關檢定。首先，先以最小平方法模型對

殘差值進行統計檢定。 

一、殘差值是否呈現常態分配 

    本研究採用最常用之傑古貝拉檢定（Jarque-Bera test for normality）來

檢定殘差項常態性。而殘差項常態分配檢定，主要皆以 JB 檢定為檢驗殘

差值是否呈現常態分配（normal distribution）之測試。主要檢定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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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式中，T為觀察值的個數，本研究之觀察值為64， S為偏態

（skewness）值，本式經計算出為-0.2121，k為峰態（kurtosis）值，表示

殘差值分配的“高狹低闊”之程度，本式經計算出為2.5392。主要檢定假設

為殘差項常態分配（Normal distribution），若JB ＜  則殘差項為

常態分配 （n包含截距項的係數個數），而JB ＞  則為拒絕殘差項為

常態分配。 

0H 2
,αnX

2
,αnX

依據上式所計算出 JB 統計量的數值為 1.046，小於卡方檢定值

19.675，顯示接受 ，本式中的殘差值呈常態分配之情形，檢定結果符合

OLS 模型假設殘差項為常態分配的基本條件。 

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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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變數是否有線性重合問題 

本研究先利用兩兩自變數間檢測相關係數（correlation coefficient）之

變數之間是否具有共線性的問題。由於經檢視所有的兩兩自變數之相關係

數，除 PCR 遞延各期數間本身具有共線性的問題，係屬於正常現象外，其

餘各變數間都不大於 0.85，因此本研究判定兩兩變數之間並不具有線性重

合的問題。再利用輔助迴歸（auxiliary regression）檢定其線性重合問題，

依估計式資料所計算出的 R-squared 值為 0.753，顯示 R-squared 值小於

0.85，代表本估計式各變數間並不具線性重合之特性。 

三、殘差項是否存在異質變異情形 

估計式中使用橫斷面資料時，若使用具有異質變異性之模型加以估

計，將與使用時間序列資料殘差項存在自我相關相同，將會導致研究估計

偏誤之結果。故本研究透過Breusch-Pagan（BP）統計值針對此問題予以檢

定。經本研究資料計算出的BP統計值為14.423，小於卡方檢定值19.675，

代表本估計式觀察值並不具異質變異之特性。 

四、殘差項是否存在自我相關之問題 

    最後，本文以時間序列資料為自變數，於處理資料時，應避免估計值

的高估或低估，進而影響區間估計及假設檢定的準確性，須考慮到自我相

關的可能性，而檢定迴歸模式之殘差項是否具有非序列相關性，常用之檢

定法是Durbin-Watson 殘差項檢定與LM檢定，它是依據普通最小平方迴歸

過程殘差值所計算出之檢定統計值。本文選擇採用LM檢定來檢驗估計式

的樣本是否具有自我相關的問題。 

經由LM檢定，本估計式之殘差值P-value為0.257，大於α值0.05。因此，

關於估計的樣本是否具有自我相關（autocorrelation）的問題，依據LM檢

定的結果判定，無法拒絕樣本間不具自我相關的虛無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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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本估計式可通過上述統計檢定並證實，本實證模型不會產

生殘差值為非常態分配、異質變異、自變數線性重合及殘差值自我相關的

問題。因此，由上述的各項檢定結果可知，本文的實証研究結果應具有相

當的正確性與頑強性，本論文研究驗證可使用 OLS 模型，對各解釋變數對

台灣地區經濟成長情形之影響進行估算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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