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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一、研究背景 

西方國家在戰後及二次石油危機後，因景氣衰退所產生的赤字，並未隨

景氣回復有所改善，反而呈現持續性的財政赤字，公共債務餘額在 1970 至

1980 年代以驚人的速度不斷累積，財政狀況急遽惡化，拖累經濟成長，因

此，當前世界各國莫不著手進行制度改革，來強化財政紀律，避免稅基流失，

同時約束政府支出規模及債務餘額的成長。 

我國中央政府在 1980 年代以前，財政政策向採取穩健保守的策略，財

政收支結果大體能維持均衡，但從圖 1-1 及圖 1-2 可知，80 會計年度以後，

由於經濟發展、政治開放及社會型態的轉變，為推動重大國家基礎建設及各

種社會福利措施，使政府實質收支1多為短絀，債務比率2並略呈上升的趨勢，

為因應償債高峰期及達成財政平衡目標，政府開始進行一連串的精簡措施，

並研議改革租稅及預算制度，終由絀轉餘，債務比率也隨之下降。 

但從 88 年下半年及 89 年度3開始，政府實質財政收支又開始呈現差短，

且以後年度亦未如 80 至 88 年度呈逐漸收歛的狀態，債務比率亦未見下降，

而從圖 1-2 及圖 1-3 發現，中央政府實質支出占 GDP 比率自 89 年度起雖較

88 年度遽增，之後即呈現一穩定並略為下降的狀態，相較於債務比率持續

向上增加，顯示中央政府支出財源的籌措，除有愈來愈仰賴舉債的現象外，

亦有透過以債養債的方式，將清償債務的責任遞延至後代，財政幻覺在政府

的財政政策中似有愈來愈嚴重的傾向。 
 

                                                 
1 中央政府實質收入係指政府收入扣除債務舉借部分，支出則扣除債務還本部分，即現行預算法

所稱之歲入及歲出。 
2 債務比率係指政府債務餘額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率。 
3 我國政府會計年度在 1998 年預算法修正前，係採 7 月制，預算法修正通過後改採曆年制，為利

會計年度之銜接，中央政府依該法第 98 條之規定，一次編製 18 個月之預算，以為調整，期間

自 1999 年 7 月 1 日至 2000 年 12 月 31 日，稱為「88 年下半年及 89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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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75至93年度，財政部統計處(2005)；94至95年度，行政院(2004~2005a)。
說　　明：89年度係88年下半年及89年度，期間為18個月。

 

圖 1-1  75-95 年度中央政府實質財政收支概況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年度

億元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

債務餘額

占GDP比率

資料來源：同圖1；本研究整理。

說　　明：89年係88年下半年及89年度，期間18個月。

 

圖 1-2 75-95 年度中央政府債務餘額及占 GDP 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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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同圖1；本研究整理。

說　　明：89年係88年下半年及89年度，期間18個月。

 

圖 1-3 75-95 年度中央政府實質支出總額及占 GDP 比率 

二、研究動機 

預算制度乃形成政府年度財政收支計畫的基礎，是以，有大量的文獻

針對預算制度內含的財政紀律，及其對財政表現的影響進行理論或實證研

究，而從既有的研究文獻中，可歸納出一個共同的結果：預算程序若設計得

當，且採用適切的管理規則，將可有效發揮財政紀律，抑減政府赤字的擴大

及債務餘額的累增。 

我國早期的財政及預算政策向採取穩健保守原則，儘量不舉債支應政

府支出，但因在經濟衰退時期，多次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再加上為滿足社

會及經濟發展需求，開辦多項福利措施及興建基礎公共建設，致財政狀況逐

漸惡化。為了因應償債需求及有效地約束政府支出規模的成長，行政院除著

手研修「預算法」外，於 84 年度推行由上而下的歲出預算額度制，並於 91

年度正式實施中程計畫預算制度。 

歲出預算額度制及中程計畫預算制度的施行，為我國最近十年重大的

預算制度改革，但是否發揮財政紀律的效果，有效約束政府赤字規模？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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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的研究多僅止於制度的介紹，尚無任何實證研究來驗證制度改革的

成效，遂引發本研究之動機。 

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目的 

一、研究範圍 

政府預算涵蓋的層面，包括了收入、支出及赤字，存在預算程序中的財

政紀律，最終目的係在控制政府的赤字規模，所採取的主要手段則為避免稅

基流失及節制政府支出，因此，欲探討預算程序在控制赤字方面的財政紀律

效果，確宜同時兼顧收入面及支出面。惟因受限於研究時間及所採用的實證

研究方法，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將以支出面為主，故以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不

含附屬單位預算）歲出面的形成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現行預算制度的財政

紀律特性，可否發揮約束政府支出及債務成長的效果，並以涵蓋實施歲出額

度制及中程計畫預算制度前後期間之 76 至 95 年度計 20 個會計年度，行政

部門籌劃及擬編預算階段所產生的預算資料為資料來源，進行實證研究，以

驗證預算程序的紀律效果及制度改革的成效。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蒐集相關研究文獻，了解預算程序與政府財政表現之關連，以及在預算

程序中的財政紀律要素。 

(二)了解我國中央政府現行預算程序，並與既有文獻就預算程序的財政紀律

特性加以比較，作為我國中央政府現行預算程序的財政紀律特性之基本

論述。 

(三)以擬編預算程序為實證對象，分析我國中央政府歷次擬編預算程序的改

革重點，並以擬編程序中，各主管別所提報的原始預算需求及預算案金

額為資料來源，利用廻歸分析法，探討度改革對財政紀律的影響，以及

預算程序對各主管別支出傾向的約束效果。 

(四)針對我國預算程序的財政紀律機制，提出結論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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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架構 

一、研究方法 

目前探討預算程序或預算制度、財政紀律與財政表現的研究文獻，多以

跨部門的制度比較為主，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係從既有的政治經濟研究文

獻，建立評估預算制度與財政紀律強弱的指標值作為虛擬變數，利用廻歸分

析、相關分析或無母數統計等研究方法，與債務比率、支出比率等財政表現

指標進行實證分析，以進一步指出預算制度的財政紀律特性，並提出制度改

革的方向與建議。Von Hagen (1992) 為首位針對預算程序的財政紀律特性進

行整體性的研究，von Hagen and Harden (1995)延續 von Hagen 的研究結果，

進一步建立預算程序的政治經濟理論模型，本研究參考 von Hagen and 

Harden 的研究方法及理論模型，採用以下的研究方法： 

(一) 利用文獻探討法，彙整歸納預算程序的財政紀律特性，並將我國中央政

府現行預算程序與之比較，探討我國預算制度的基本財政紀律約束效果。 

(二) 利用 von Hagen and Harden 的預算程序政治經濟理論模型，推導本研究

的實證模型，再加入制度改革、追加（減）預算與特別預算提出的頻率

及特種基金設置數量等變數，進一步評估及解釋預算程序的財政紀律性。 

二、研究架構 

為達到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運用上述研究方法之研究流程如圖 1-4。

說明如下： 

(一)基於預算為政府財政收支及運用計畫的具體呈現，故預算形成過程中的

財政紀律特性，與政府的整體財政表現具有密切的關聯，但國內的研究

文獻，僅止於引述或介紹國外的研究成果，尚無針對國內的預算程序與

財政紀律有一整體性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擬蒐集國外有關預算程序與

財政紀律的研究，歸納整理出預算程序中有關財政紀律強弱的各種制度

設計，並將結果於第二章「文獻探討」陳述。 

(二)說明我國中央政府現行預算作業過程，就目前的制度設計與國外研究成

果作比較分析，探討我國中央政府現行預算作業程序的財政紀律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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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第三章「我國中央政府預算程序」中彙總說明我國在行政部門籌劃

及擬編預算階段曾進行的改革，並以擬編階段的改革作為，對預算程序

的財政紀律效果的影響，作為第四章實證分析的對象。 

(三)蒐集 76-95 年度中央政府籌劃及擬編預算階段所產生的預算需求及最後

送立法院審議之預算案數，利用廻歸分析實證模型，探討預算作業的改

革與財政紀律效果的變化。實證模型及實證結果分別於第四章「實證研

究方法」及第五章「實證結果及分析」中說明。 

(四)根據以上各項研究結果，於第六章「結論」就我國預算程序的財政紀律

特性作一總結，並試圖提出未來預算制度改革可參考採行之建議作法。 
 
 
 
 
 
 
 
 
 
 
 
 
 
 
 
 
 
 
 
 
 
 
 
 
 

圖 1-4 研究流程 

我國中央政府預算程序與財政紀律之研究 

回顧國外有關預算程序與財

政紀律整體性之研究 
回顧國外有關構成預算程序

財政紀律要素之個別性研究 

經由研究文獻，彙整預算程序中，具有財政紀律

特性的制度設計

說明我國中央政預算程序及曾進行之改革，並藉

由國外研究成果，分析財政紀律特性

利用 von Hagen and Harden 建立之預算程序政治

經濟理論模型，建立本研究之實證模型 

以 76-95 年度擬編預算階段資料進行實證分析，

探討我國擬編預算程序的財政紀律效果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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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利用文獻探討法及廻歸分析法探我國中央政府預算程序的財政紀律

特性，在資料蒐集、研究內容方面有如下限制： 

一、國、內外有關預算程序與財政紀律的研究十分豐沛，本研究實難以全部涵蓋，

僅能就與本研究主題密切相關的部分，儘可能地陳述。 

二、本研究係參考國外有關預算程序與財政紀律的研究成果，分析我國中央政府

預算程序的特性，其中，涉及許多主觀的判斷，其他研究者可能會有不同的

認知及判斷。 

三、本研究係參考 von Hagen and Harden (1995) 的理論模型，建立實證模型，但

我國中央政府實際的預算作業程序與 von Hagen and Harden 的架構理論模型

的基礎可能有差異，並且可能導致本研究實證結果與 von Hagen and Harden 

理論假設不一致，若存在此一情形，本研究將試圖找出原因，設法改善或說

明。 

四、本研究的實證資料來源，包括來自於行政院年度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的會議

資料、行政院核定各機關單位歲出概算額度之公函及行政院擬編之歷年度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與附屬單位預算案，如上開資料存有錯誤，將造成本研究的

誤差。 

五、為簡化分析，本研究係以中央政府總預算在籌劃擬編階段為實證重點，並僅

考量特種基金數量及辦理追加（減）預算與特別預算的頻率，雖然預算審議

及執行階段皆未納入實證模型中，但不能否認該等因素對中央政府預算程序

的整體財政紀律的可能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