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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緒 論 

第 1.1 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1.1 研究動機 

財政為庶政之母，政府財政體質之良窳攸關國家經濟發展，健全的財政結

構是國家長期經濟發展的基礎，因此大多數國際性知名評等機構，如瑞士

洛桑管理學院 (IMD) 、世界經濟論壇 (WEF) 、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

(BERI) 及英國經濟學人 (EIU) 等機構在評比世界各主要國家之競爭

力、企業或投資環境評比時，均將政府財政赤字及債務等列為重要評比項

目，如何降低政府財政赤字及減少政府債務餘額似已成為近代世界各國財

政政策的趨勢。 

1970年代以後，世界各主要國家之財政赤字嚴重，政府累積未償債務

餘額遽增，多數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以下簡稱 OECD) 會員國家亦無法倖免於

難，在面臨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失業率增加、政府稅收成長幅度有限、

財政迅速惡化及預算刪減不易的同時，各國為有效解決經濟問題及控制政

府債務的攀升，預算改革、財政紀律及財政透明化即為提升政府財政效能

及效率，所必然採取的改革措施，因此部分 OECD 會員國家自 1980年代開

始，即試圖進行財政重整工作。 

財政赤字雖是近三、四十年來先進工業國家經濟發展所伴隨而來的夢

魘，然在 OECD 國家中財政改革最具成效者首推紐西蘭1。紐西蘭在 1980年

代進行財政改革之前，因政府介入工商經濟及民眾生活程度甚深，加上該

國擁有西方福利國家最完善的社會保障制度;而經濟上係以農產畜牧品之

                                                 
1 本文作者於 2004年 7 月赴紐西蘭國會考察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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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為主，且主要輸出國為英國，故當英國於 1973 年加入歐洲經濟共同

體後，其對英國出口即遭受到嚴格限制，在 1980年代以前經濟有近 20年

的時間係處於疲弱不振的狀態中。以 1983年的四個重要經濟指標為例:紐

西蘭的實質經濟成長率只有 1.7％，消費者物價指數為 7.4％，失業率為

5.6％，國際貿易經常帳赤字占國內生產毛額的 3.3％。而 1983/1984 之財

政赤字更占了國內生產毛額的 9％，創戰後的最高紀錄。(魏穗雅，1999，

P.41)。 

紐西蘭政府為矯正持續性的財政赤字及疲弱不振的經濟困境，遂於

1980 年代中期進行財政改革，且為落實財改績效，在 1989 年通過財政法

(Public Finance Act) ，要求各級政府放棄原編製財務報導的現金基礎，

於 1991 年開始依商業會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規範的應計基礎來編製政

府財務報導。1993 年通過財務報告法 (Financial Reporting Act) ，規

範各級政府均應遵守財務透明及資訊公開等原則。1994年制定財政責任法 

(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 希藉由財政透明度及預算可信度之加強，

達到全民監督之目的及效果。該法規定政府每年三月底前提出預算政策報

告，說明當年度財政管理計畫，並對經濟發展進行未來三年的預測，報告

所揭露相關資訊應比照民間企業，完全採用商業會計的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處理，同時要求各級政府之營運費用在一段合理期間內不得超過營運收入

2，以避免增加政府債務。 

紐西蘭的財政改革使得該國中央政府債務餘額占 GDP 的比率，由 1992

年的 65.1％一路下降至 2003 年時僅剩 27.1％3，成為 OECD 會員國家中政

府財政改革的典範。雖然紐西蘭財政改革亦本著開源節流原則，即一方面

藉著提高消費稅稅率、規費及調整所得稅稅率來增加政府財源，另一方面

                                                 
2 紐西蘭的長期預算平衡觀念係以權責發生制為其衡量標準，而非現金制。 
3 
http://cs4hq.oecd.org/oecd/eng/TableViewer/Wdsview/dispviewp.asp?ReportId=2658&bReportOnly=T
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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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逐年裁減公務機關冗員，減輕人事成本負擔等措施，來提高公部門行政

效率及效能。但該國改革之初即多管齊下，在配合各項法令的制定、應計

基礎的採用及成本會計管理觀念的導入，將原先政府會計的執行重點，由

重視法令與預算的遵循，轉向施政責任與績效考核為目的，政府角色與觀

念的轉變，對該國財政改革功不可沒。故本研究之動機如下: 

A.主要預算剩餘已三年為負數，政府財政狀況如何?資產足以涵蓋債務?  

我國公共債務法於 85年 1 月 17 日制定實施後，因中央及各級地方政

府公共債務仍逐年增加，考量代際負擔公平原則，乃於 91年 1 月 16 日修

法，規定政府每年預算應以稅課收入特定百分比作為償還債務本金，希藉

此強制還本方式有效控制政府債務的成長。然中央政府之債務餘額扣除 89

年度因精省緣故所承接省府累計債務 8,508 億元外，自 89年底至 93年底

中央政府債務餘額增加近 9,218 億元，且自 91 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首度

出現主要預算剩餘4 (primary budget balance) 由正轉負，至今仍未改

善，顯示過去中央政府財務狀況不僅僅是「以債養債」，自 91年度起也正

式進入「以債養息」寅吃卯糧階段，政府財政惡化程度遠比外界所評估的

結果來得嚴重，政府財政狀況為何?國家資產是否足以涵蓋政府債務?此為

研究動機一。 

B.政府整體債務表達未有一致性及完整性，外界難以窺視整體債務狀況 

公共債務法第4條第3項及第4項5將中央及地方政府所舉借之自償性

公共債務，排除於未償債務餘額之計算內，導致每屆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查

                                                 
4 主要預算剩餘為政府歲入減不含債務利息支出之歲出 (即政府歲入歲出餘絀數加債務利息支

出之餘額，此數值代表政府債務還本付息能力) 的餘額。 
5 公共債務法第 4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前二項所稱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數，不包括中央

及各地方政府所舉借之自償性公共債務。但具自償性財源喪失時，所舉借之債務應計入。 

前項所稱之自償性公共債務，係指以未來營運所得資金或經指撥特定財源作為償債財源之債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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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特別預算案提出或公共債務法擬修法時，外界對於政府未償債務餘

額究竟有多少，不僅立法委員估計數額不一，財經學者亦無法完整窺視政

府整體債務餘額。 

由於目前中央政府有高達 96 個非營業特種基金，其最為外界所詬病

之缺失為設置浮濫、規避公共債務舉債上限之限制、無效率、破壞財政體

制、影響國庫統籌收支、轉投資虧損嚴重及功能與普通基金有疊床架屋等

情形。雖主計及財政部門將大部分非營業特種基金之債務均視為自償性債

務，而排除於公共債務法未償債務餘額計算額度內，惟未來該等債務若無

法清償時，仍需中央政府由普通基金編列預算支應，故政府為最終債務承

擔者。因非營業特種基金之債務並未列入中央政府未償債務餘額內，導致

每年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編列，為縮減預算規模或規避舉債上限規定，主

計機關常將部分經常業務或債務舉借列於非營業特種基金內，顯示我國政

府整體債務表達並未具有一致性及完整性，致外界難以窺視國家整體債務

狀況，此為研究動機二。 

C.以特別預算排除舉債限制，致債務上限形同虛設且未考量跨代公平性 

我國政府會計由於具有不以營利為目的、不計算損益、沒有業主權益

帳戶、長期性資產及負債不列入平衡表6、固定資產不計提折舊及須設立預

算科目等特質7，導致無從衡量國家資源配置是否妥適，運用及管理有無浪

費及無效率之情事。在強調跨代公平及施政責任的民主政治下，民眾知的

權利有需要被滿足;且近年來中央政府每年幾乎都提出特別預算案，其所

帶來之爭議，除是否符合預算法第 83 條適用問題外，債務問題及國家財

政狀況亦一再被提及，國家財政狀況是否容許一再排除公共債務法之舉債

                                                 
6 會計法第 29條規定:「政府之財物及固定負債，除列入歲入之財物及彌補預算虧絀之固定負債

外，應分別列表或編目錄，不得列入平衡表。但營業基金、事業基金及其他特種基金之財物及

固定負債為其基金本身之一部分時，應列入其平衡表。」 
7 姚秋旺編著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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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規範，有無債留子孫之隱憂?此為研究動機三。 

 1.1.2  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如下: 

A.藉由應計基礎規範所有資產負債項目皆應表達，呈現政府債務狀況 

過去鄭如孜 (2000)、許崇源等四人 (1999)、朱晶瑩 (2002)等研究

雖有改編中央政府、基隆市政府或臺北縣政府應計基礎下之財務報導，惟

均未探討潛在負債 (hidden liabilities)8，另非營業特種基金或國營事

業政府持股部分均以長期投資列帳，且未探討內部交易等問題，本研究以

應計基礎編製資產負債表期能呈現中央政府完整之債務狀況。 

B.呈現整體政府債務狀況，有利國際間各國債務之比較 

2001年 7 月國際貨幣基金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 IMF) 

為使政府會計能更完整的表達政府的財政全貌、提高其營運績效、加強財

政責任、提高財政透明度、進而詳實評估政府活動對總體經濟影響程度，

以使各國間與學術界能有一致性的比較基礎，捨棄 1986 年版採用現金基

礎的政府財政統計手冊，重新公布改採權責發生基礎記錄經濟事項的政府

財政統計手冊。本研究以權責發生基礎編製之資產負債表，其所統計出來

之中央政府債務餘額，有利於與國際間各國債務之比較。 

C.以應計基礎增進施政成本的衡量及債務管理，為我國財政改革之借鏡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紐、澳、英、美、加拿大、瑞典等歐美先進國

家為進行財政改革，及避免不當財政支出，紛紛改採權責發生制編製政府

                                                 
8 許崇源、陳錦烽等 (1999，p.27) 潛在負債可區分為:未入帳之真實負債及未入帳或揭露之或

有負債等兩類，在完全權責發生基礎下，應將所有未入帳之真實負債，列入平衡表。而或有負

債之處理方式為:該事件如果屬極可能發生者，且其潛在負債金額能合理估計，應預計入帳，

否則應以附註揭露;該事件如果屬有可能發生者，其潛在負債僅須作附註揭露;該事件如果屬極

少可能發生者，除票據貼現與保證外，其潛在負債不必預計入帳，但得為附註揭露。依上述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處理潛在負債，方能完整表達政府之真實負債及其財務結構與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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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導，其成效有目共睹，實可為我國財政改革之借鏡。 

D.以應計基礎試編中央政府合併資產負債表，呈現政府現行財政狀況 

會計法第 17 條第 2 項雖規定政府會計基礎應採用權責發生制9，惟會

計法第 29 條卻未將政府財物、各項固定資產及長期債務列入平衡表內，

另預算法第 72 條10對於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契約責任部分，採契約責

任制以保留數準備列入平衡表內，致目前政府所呈現之平衡表既非現金基

礎，又不符商業會計的權責發生制，故本研究嘗試以商業會計下的應計基

礎來編製中央政府的合併資產負債表，以呈現政府整體財務狀況。 

第 1.2 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如下: 

A.文獻探討法 

本研究資料之蒐集擬採用文獻探討法，藉由蒐集國內外相關預算、決

算、財政、公共債務、公共財務管理及政府會計等領域探討各國財政改革、

預算赤字、平衡預算、應計基礎下的政府財務報導及債務資訊揭露等相關

書籍、預、決算法規、期刊文獻、博碩士論文、政府委託學者專案研究報

告、網站及以立法院預算中心傳真稿函查各公務機關或國營事業明細內容

等資料予以整理、歸納，再就各國目前相關資產負債表編製內容，試編我

                                                 
9 會計法第 17條第 2項規定:「凡性質相同或類似之機關或基金，其會計制度應為一致之規定。

政府會計基礎，除公庫出納會計外，應採用權責發生制。」本條文雖規定我國政府會計除公庫

出納會計外，應採用權責發生制。惟實務上，依會計法第 37 條規定應兼用收付實現事項及權

責發生事項;另會計法第 65 條第 1項規定各種分類帳簿對預收、預付、到期未收、到期未付及

其他權責已發生而帳簿尚未登記之各事項，均應於結帳前先為整理紀錄。綜上我國現行公務機

關所採用之會計基礎除權責發生制外，還兼採現金制，因此會計法第 17 條所稱之權責發生制

係屬偏向修正權責發生制，並非一般公認商業會計所稱的完全權責發生制。 
10 預算法第 72 條規定:「會計年度結束後，各機關已發生尚未收得之收入，應即轉入下年度列

為以前年度應收款；其經費未經使用者，應即停止使用。但已發生而尚未清償之債務或契約責

任部分，經核准者，得轉入下年度列為以前年度應付款或保留數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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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央政府合併資產負債表。 

B.制度比較法 

商業會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應用，並未具有強制性及統一性，各項

會計原理原則之應用亦因各國國情不同或受限於數據之估計或取得困難

而有不同的處理方式。本研究欲編製我國中央政府應計基礎下的合併資產

負債表，相關會計科目定義及涵蓋內容、會計原理原則適用順序及財務報

導之表達內容，首先根據國際貨幣基金 (IMF) 於 2001年 7 月公布的《政

府財政統計手冊》(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Manual,GFSM) 對財

政收支之定義及規範。因實務上我國政府會計及統計資料之蒐集尚未依據

IMF 公布的《2001年政府財政統計手冊》之規範辦理，因此，仍有許多無

法適用之處或實務上數據取得有其困難度，故其次依 IMF 於 1988 年所訂

定《健全財政透明度施行守則》(Code of Good Practices on Fiscal 

Transparency , 2001 年 2 月 28 日修訂) 為依據，再其次依據國際會計師

聯盟公共部門委員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Public Sector Committee,IFAC) 於 2000年 5 月所發布之第 11 號《政府

之財務報導-會計議題與實務 (會計基礎部分)》(Study 11:Government 

Financial Reporting:Accounting Issues and Practices) 之研究報告，

再其次參照已全面依據商業會計的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應計基礎下政

府財務報導的紐西蘭、澳洲及在政府會計領域發展具有領導地位的美國等

先進國家之會計處理原理原則，再其次依據我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

究發展基金會所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規範，最後再參照目前我國會

計法、預算法及決算法等相關法規及行政命令所規範的會計處理原則，來

編製 93年度中央政府應計基礎下的合併資產負債表。   

 



 

 8

第 1.3 節   研究架構與範圍 

1.3.1  研究架構及流程 

本研究架構擬分為四章，說明如下: 

第 1章為緒論，主要在說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架構及

研究範圍。 

第 2章為文獻探討，說明編製公部門資產負債表的理論基礎、衡量焦

點及會計基礎，並回顧相關文獻。  

第 3 章為編製 93 年度中央政府在應計基礎下的合併資產負債表。中

央政府決算共包含普通基金公務機關決算、非營業特種基金決算、國營事

業決算及已結束營業尚未清理完畢之前省營或國營事業清理期間決算四

大部分11。故本研究首先將行政院主計處自編之 93年度普通基金公務機關

平衡表予以調整為應計基礎下的資產負債表;其次調整非營業特種基金應

計未計之財物、固定資產、長期債務及補提未提列累計折舊部分後，再將

內部交易分錄予以抵銷及調整，以編製 93 年度中央政府應計基礎下的合

併資產負債表。 

第 4章為結論，將呈現 93年度中央政府的財務狀況。 

本研究流程圖如下圖 1.1:  

                                                 
11 預算法第 4 條將基金分為普通基金及特種基金兩種，特種基金又分為營業基金、債務基金、

信託基金、作業基金、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等 6種。依美國政府會計準則委員會所發

布的第 34 號公報規定，信託基金包含退休金信託基金、投資信託基金、私有信託基金及代理

基金，其財務報表的主要目的在表達政府的信託基金資訊及信託性質的組成單位等資訊，該號

公報規定信託基金不列入合併財務報表內，以避免製表者有操縱空間。本研究編製我國中央政

府合併資產負債表時，採此觀念不納入信託基金。故本文所謂非營業特種基金僅包含作業基

金、債務基金、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等 4種。 



 

 9

 

圖 1.1: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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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範圍 

本研究所編製中央政府應計基礎下的合併資產負債表，以 93 年度為限，

所涵蓋基金別及機關別之範圍界定如下: 

A.普通基金公務機關單位決算:93 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計有 204 個 

(所屬分機關單位 1,678 個) 普通基金公務機關單位。 

B.非營業基金附屬單位決算:96個12 (分預算及作業單位641個) 非營

業基金附屬單位決算。 

C.國營事業附屬單位決算:26 家 (分支機關 801 個) 國營事業機關13。 

D.已結束營業尚未清理完畢之前省營或國營事業清理期間決算:計 10

家。   

將已結束營業而尚未清理完畢之前省營或國營事業清理期間決算納

入本研究範圍，係因截至 93 年底止尚未清理完畢之前省營或國營事業中

央政府持股比率 100％，對其債權債務仍負百分之百的責任。又因政府尚

需於各年度總預算案中編列預算代為清償債務，如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

公司經濟部於 94 及 95年度各編列 17 億元及 11 億元代為清償債務，而交

通部亦於 95年度預算案中編列 27.2 億元代臺灣汽車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解

決到期債務，故本研究將截至 93 年底止尚未清理完畢之前省營或國營事

業清理期間決算納入編製合併資產負債表之範圍。 

本研究範圍如圖 1.2 所示: 

 

 

 

 

                                                 
12參見附表 1。 
13參見附表 2。 



 

 11

           

 

圖 1.2: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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