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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名辭定義 

一、預算程序 

Wildavsky and Cardien (1997) 4直言預算程序係就各個不同團體對資

源分配的不同偏好與判斷，取得共識，以將各種不同的政策執行方案整合

於預算中。換言之，政府的預算程序決定某一特定期間公共資源的用途與

配置，是一個政治、民主的程序，其最終產物為以文字及數字來表達政府

在該特定期間內的施政計畫及其所需投入資源的預算文件，具體呈現政府

資源配置、所得分配及穩定經濟等三項基本經濟功能。 

Von Hagen and Harden (1995, 1996)二位學者認為政府預算形成的過

程，因受到財政幻覺 (fiscal illusion) 5與資源共享問題 (common pool 

resources problem) 的影響，易有超額的公共支出並快速累積債務，因此，

政府部門藉由預算程序來約束參與預算編製、審議及執行過程的所有官

僚、利益團體及政客對於公共資源分配的主張及行動。所以，預算程序乃

所有用以管理預算之擬編、審議及執行等決策作業的正式與非正式規則，

該等規則決定在特定時點應採取的步驟，以及每一過程參與者的任務、責

任及權力，並管理每個階段間與參與者間的資訊流動。 

預算擬編由行政部門進行，始於預算編製之規劃作業，終於將預算案

送立法部門審議；預算審議為立法部門職責，俟提出法定預算後，即再交

行政部門執行，行政部門執行預算的過程，須編造執行成果報告，作為考

核及擬編以後年度預算的參考。完整的預算擬編、審議及執行程序通常經

                                                 
4 詳參 Wildavsky and Cardien (1997)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Budgetary Process”第 1
章 ”Budgeting as Confliciting Promises”。 

5 財政幻覺為公共選擇學派探討現代民主國家產生超額赤字原因的中心理念，其基本假設為：

在選民不了解政府跨期間預算限制之前提下，當政府提出以赤字財政為基礎的支出計畫時，

選民通常會高估當前支出所獲得的效益，而低估未來的租稅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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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三個會計期間，且同一個會計期間將同時進行三種預算程序，如圖 2-1

所示。 
 

行政部門擬編第
t-1 年度預算。 
立法部門審議第
t-1 年度預算。 

行政部門執行
第 t-1年度預算。

考核第 t-1 年度
的預算執行成
效。 

  

 行政部門擬編
第 t 年度預算。
立法部門審議
第 t 年度預算。

行政部門執行第
t 年度預算。 

考核第 t年度
的預算執行
成效。 

 

  行政部門擬編第
t+1 年度預算。
立法部門審議第
t+1 年度預算。

行政部門執
行第 t+1 年
度預算。 

考核第 t+1
年 度 的 預
算 執 行 成
效。 

第 t-2 年度 第 t-1 年度 第 t 年度 第 t+1 年度 第 t+2 年度

資料來源：Von Hagen and Harden (1994)。 

圖 2-1  預算程序 

二、財政紀律 

文獻上對財政紀律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我國的「財政紀律法」（草

案）6第 2 條有如下定義：「對於政府支出成長之節制、預算短絀之降低、

債務之控制及相關財源籌措，不受政治、選舉因素影響，俾促使政府與政

黨重視財政責任與國家利益。」，姑不論此一定義是否適當，仍可得知財

政紀律的主要目的是在節制政府支出，降低預算短絀，控制債務規模。 

另外，本研究從眾多文獻中，歸納出制度上構成財政紀律的四大要

素，包括： 

(一)政治制度，即基本憲政體制（如內閣制、總統制或雙首長制等）、選舉

制度（如單一選區兩票制、大選區或小選區）以及內閣或行政團隊的

組成方式（如單一政黨執政或比例代表制）等。 

(二)程序規則，為政府政策或議案的決策程序，包括政策或議案審議時的

職權分工與決策權力配置，以及決定政策或議案採行與否的表決程

序。 
                                                 
6 「財政紀律法（草案）」係由國民黨立法院黨團提出，於 94 年 9 月 16 日經立法院第 6 屆第 2

期第 2 次院會決議交預算及決算、財政兩委員會聯席會審查，尚未完成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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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政限制，von Hagen (2002)指出絕大部分的財政限制為平衡預算7及

舉債限制，此外，限制支出的擴大及提高通過減稅法案審議門檻等，

亦可視為財政限制之一，其主要目的均在抑制政府規模及債務餘額的

成長，為最直接的財政紀律。 

(四)透明度，即為政府預算程序資訊公開的程度。現代政府預算程序設計

十分複雜，再加上財政幻覺的存在，使得政策制定者即使在面對理性

的選民，仍會刻意地創造出預算政策的混沌情境，俾得以透過種種規

避財政紀律的手段，作成符合其利益的決策，損及財政紀律抑制赤字

成長的效果，因此在探討財政紀律、財政或預算制改革的文獻中，均

特別強調透明度的重要性。 

綜上，財政紀律可說是根基於一國的政治制度，使國家財政或預算政

策，須在某些限制下，經由特定且透明的程序而形成，其目的在穩定國家

財政，避免因持續性的財政赤字，影響國家經濟發展。預算程序既為形成

國家預算的制度與規則，上述 4 個因素必然會影響程序中的決策行為，使

預算程序必然存在一定的財政紀律效果，以約束政府收入、支出及舉債的

財政規劃。 

第二節 預算程序與財政紀律的整體性研究 

現有文獻中，探討預算程序或預算制度與財政紀律整體性研究，多係透過

跨國或跨部門研究，進而指出具有財政紀律效果的預算制度設計，概述如下： 

一、已開發國家之比較研究 

Von Hagen (1992)、von Hagen and Harden (1994, 1995, 1996) 認為在預

算程序普遍存在財政幻覺及資源共享的現象，導致各支出主管（spending 

ministers）較偏好赤字財政，要降低財政幻覺及資源共享問題在預算程序

                                                 
7 平衡預算原則，係指政府預算的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但不包括資本收支（Alensina and perotti,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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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影響，必須使支出主管們在一個完整的受益／負擔的財政觀點下，進

行預算資源分配的協商程序，為達此一目的，財政部長或政務委員在預算

決策過程中，必須擁有其他內閣官員所沒有的特殊決策權力，如否決權

（veto power），主導預算程序中的政府內部的協商、監控預算執行的彈性

及管理預算決策過程的資訊公開與流通，且針對立法部門的預算修正與表

決有嚴格的限制，將可有效降低因財政幻覺或資源共享問題所造成的支出

偏好。 

Von Hagen 等人根據前述的觀點，建立了一套預算程序的評估指標為

虛擬變數，運用相關分析，探討各國預算程序與赤字比率、債務餘額占

GDP 比率等財政表現的關係，以了解各會員國的制度設計，是否可滿足

Maastricht Treaty 有關預算制度必須防杜過高赤字的要求，結果發現制度

指標值愈高（代表財政紀律愈嚴格）的國家，其赤字規模及債務比率較小，

且制度指標值與財政表現呈顯著相關，證明預算程序確為影響政府財政赤

字及債務餘額的重要因素，並獲致預算決策權力集中於單一部門或首相

（或財政部長），財政紀律較強的結論。 

二、開發中國家及新興國家之比較研究 

Alesina, Hausmann, Hommes and Stein (1996, 1999) 採用與 von Hagen 

and Harden 相近的方法，但另以「階層／透明度」（hierarchical-transprent）

作為制度特性分析的重點，假設預算程序中若有限制赤字的法律規定、採

由上而下的預算程序及具有透明公開的特性，即具有財政紀律。Alensina

等人係以拉丁美洲及加勒比海 20 個國家為對象，探討其 1980 至 1992 年

的中央政府的財政表現與制度、天災及戰爭、各種經社指標，如實質經濟

成長率、實質民間消費成長率、貿易開放度、人口率等變數之關係，其結

論為：在中央政府即使無嚴格的預算平衡法，但在國家總體經濟計畫中若

明確敍明財政目標或預算舉債上限，作為控制預算規模成長的工具，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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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財政紀律；在表決程序上，先行表決確定赤字或支出規模，較與先逐

項審議預算構成項目後，再決定預算規模，有較強的財政紀律；雖然從許

多個案均指出透明度的重要性，但顯然難以建立透明度的衡量指標，致實

證結果不足以支持透明度對財政紀律的重要性。 

三、轉型中國家之比較研究 

Gleich (2003) 沿用 von Hagen 所建立的制度評估指標及研究方法，

針對二十世紀末由共產主義國家轉型為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中歐及東歐

10 國為研究對象，探討其預算制度的設計，可否促使各國政府在財政調

整的過程中，是否具財政紀律。 

Gleich 利用 von Hagen 的制度評估指標，發展出 13 個衡量指標，以

中歐及東歐 10 國 1994 年至 1998 年的財政資料，研究制度與財政表現的

相關性，雖然所研究的對象是屬於轉型中國家（transfering countries），但

與前述以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結果相近，即在預算

程序中權力愈集中的國家，有較低水準的政府債務及赤字，具有較強的財

政紀律。 

四、不同類型國家之比較研究 

Campos and Pradha (1996) 選擇紐西蘭、澳洲、印尼、泰國、迦納共

和國、馬拉威及烏干達等大洋洲、亞洲及非洲國家為研究對象，檢視預算

制度設計影響政府規模、預算資源配置及使用的情況。在其研究中，係就

預算制度中的「整體財政紀律」、「設定優先順序」及「投入產出效率」等

三個面向，以「責任」及「透明度」為衡量基準，依循新制度經濟學派理

論，建立 13 項制度評估變數，並運用廻歸分析法，探討制度與實際政府

支出間的關聯。其結論為：紐西蘭因建立了課責及透明的制度，而澳洲將

明顯地要求各機關須負節約之責，故其預算制度均具有相當的財政紀律；

其他國家在預算制度上，雖缺乏正式的預算限制，但因其政治制度，如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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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為採集權制度，或因嚴苛的財政條件，必須將財政資源優先用於滿足基

本社會需求，如印尼，或因屬貧窮國家，國際捐助的款項成為其主要財政

來源，受限於捐助者動用捐款的條件限制，如三個非洲國家，因此均具有

一定的財政紀律。 

五、地方政府之比較研究 

Jones et al. (2000) 等人認為在各級政府彼此之間經濟依賴度極高的

情形下，資源共享問題會在省內及跨省之間發生。在省內發生的原因，係

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在共享資源賽局下，會極大化其選區的福利，俾於未

來再次贏得選舉，所以會有過度使用地方共有資源的趨勢。當國家的稅收

大部分繳入中央政府，再透過特定的租稅移轉制度分配予地方政府，各省

為爭取國家有限的稅收資源，將膨脹其支出需求，致有過度使用國家共有

資源的傾向，中央將因地方政府財政紀律的欠缺，不利財政或預算制度的

改革。 

Jones 等人以阿根廷各省政治及預算制度為研究對象，分析制度對財

政紀律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同屬一政黨執政時，

且為多數政府時，可透過政黨紀律要求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政策，此時，每

人政府支出較低，「政黨紀律」在預算程序中，對抑制各省擴張支出有極

為正面及明顯的效果，即但若地方政府為分裂式政府、聯合政府或少數政

府，政黨紀律將無法有效發揮作用。此外，Jones et al. 也發現在省長選舉

年，各省的支出水準較非選舉時明顯升高，若地方政府將中央分配稅款正

常化為其財源時，當所分配的稅款愈高，支出水準明顯隨之增高；各省的

財政制度愈佳，該省的每人政府支出水準較低，顯示選舉週期、中央分配

稅款及各省財政制度，亦為影響各省的財政紀律的重要因素。不同於其他

研究，Jones et al. 發現阿根廷各省屬分裂式政府者，與財政紀律並未出現

明顯的關聯，因而有省內部的預算賽局會被跨省之間某些重要政治因素所

抵消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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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預算程序中構成財政紀律要素的個別性研究 

政治制度、程序規則、財政限制及透明度等政府制度均會影響預算程序的

紀律性，除了前一節透過跨部門比較外，針對預算程序中影響財政紀律特性的

個別因素研究，亦十分豐沛，擇要摘述如下： 

一、政治制度 

Roubini and Sachs (1989a, 1989b) 利用 Barro 的財政政策均衡模型，

以 15 個 OECD 國家 1961 至 1985 年的政府收支、淨債務變動、淨債務占

GDP 比率及各國赤字與失業率、經濟成長率、實質利率扣除經濟成長率

與赤字占 GDP 的乘積，結合公共選擇學派的政黨理論，設定政治變數，8

探討赤字的政治經濟問題，透過時間數列廻歸分析結果，發現稅率並非平

滑，預算赤字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與經濟因素同樣重要，而縮減預算規模

至少需要政府成員間達成政治的合意，通常在多黨聯合政府較難達成縮減

預算的政治合意，也解釋了何以多黨聯合政府的國家有極高的政府債務比

率。 

De Haan and Sturm (1994) 結合了 Roubini and Sachs(1989a, 1989b)的

政治權數及 von Hagen (1992) 的預算制度指標，加入了政府更迭的次數及

社會民主黨或極左派政黨在國會所占席次比率等變數，以歐盟國家為研究

對象，其結果發現，不穩定的政府恐怕難以滿足 Maastricht Treaty 的財政

政策準則，另一方面， Maastricht Treaty 的穩定成長條款可能是消除內部

政治不穩定的外部助力，而預算程序的改革有助於財政政策的穩定，而左

派政黨治理的政府，通常有較高的政府支出。 

                                                 
8 Roubini and Sachs (1989a, 1989b)利用公共選擇學派的「政黨理論」，按：(1)單一政黨的內閣

制國家，或立法及行政部門均為同一政黨總統制國家；(2)由 2 個政黨組成聯合政府的內閣制

國家，或行政及立法分由不同政黨控制的總統制國家；(3)由 3 個或 3 個以上政黨組成聯合政

府的內閣制國家及(4)少數政府的內閣制國家 4 種不同政治型態，分別設定為 0-3 的虛擬變數

作為政治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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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erberg and von Hagen (1999) 認為選舉制度限制了國家可以採用

的預算程序，遂以選舉制度的特性，發展出預算程序的理論模型，按單一

政黨與多黨政體的不同，藉由賦予財政部長權力或透過協商制定預算目標

等二種不同方式，探討降低政府支出規模的效果，其結論為：上述措施的

確明顯地影響政府赤字的成長。至於預算措施的選擇，須考量政府的型

態，通常，單一政黨多數決的政府較適合有一強勢的財政部長來主導預算

程序的進行，至於多黨聯合政府成員會質疑財政部長保護集體利益的立

場，所以，財政紀律的維持須依賴共同協商的預算目標來約束。Swank 

(2002) 運用簡單的非合作賽局模型，以內閣制國家支出主管、財政部長及

行政官僚在量化目標的限制及財政部長擔任否定者角色等二種預算制度

設計下，對支出傾向的抑制效果，認為在內閣制國家，賦予財政部長否決

權較制定預算目標有更佳的紀律效果。而 Hallerberg and Marier (2004) 另

外從選舉制度所產生的 personal vote 效果切入，進一步指出，強化行政部

門在整個預算程序的地位，及給予財政部長在行政階段的預算決策過程中

有最大的權限，確可以維持財政紀律。 

Field and Kirchgässner (2000, 2001) 以瑞士人口 3 千至 40 萬人的自治

區為對象，利用  Rounbini and Sachs (1989a,1989b) 、de Hann and 

Sturm(1994)及 von Hagen (1992) 所使用的變數及實證模型，運用一般加權

最小平方廻歸分析法，探討直接民主可否降低政府債務，結果發現，直接

民主程序擴大了人民的權力，提供了公民與公民之間，甚至公民與民意代

表之間不同於代議制的溝通方式，當公民有機會去決定本身的政策議題

時，將會促使其蒐集資訊，一旦公民擁有充分的資訊，則政客們從政府支

出謀取個人利益的空間自然減少，因此當公民享有直接民主的權利時，政

府支出及債務較低，較在預算程序中運用特殊的程序規則，似更能確保降

低公共債務的效果。  

Cheibub(2006) 從 98 個民主國家 1970 年及 2002 年的資料發現，總統

制國家中央政府的預算數額占 GDP 比率高於內閣制國家，係因在總統制

的國家，不論總統所面對的國會環境如何，制度賦予選民可以利用極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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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選舉權來認可或懲罰總統，因此，所有的政策責任將由總統承擔。至

於內閣制，須視選民可否在選舉時利用選舉權來認可政府政策選擇是有利

的，以控制政府的行動，因此，相較於內閣制的首相，總統制的總統更有

控制預算規模的誘因，同時指出制度賦予政黨在預算協商時的特權，以及

參與協商的政黨數量為影響預算規模的關鍵，因此，與其讓議會來支配整

個預算過程，不如在憲政上讓總統可以支配預算程序或有效地行使否決

權，應可更有效地扼止政府規模的成長。 

二、程序規則 

程序規則為政府政策或議案的決策程序，包括政策或議案審議時的職

能分工與決策權力配置，以及決定政策或議案採行與否的表決程序。Von 

Hagen(1992)、von Hagen and Harden (1994, 1995, 1996)的研究，特別強調

整個預算程序接近「由上而下」的程序，具有較強的財政紀律，且在兩院

制的議會政治下，預算審議的權限集中在下議院，則財政紀律較強。

Alensina and Perotti (1996b) 則提出「階層」的概念，其觀點與 von Hagen

等人的研究相近，而眾多跨國比較研究的結果，也多支持此一理念。 

Ferejohn and Kreibhel (1987) 假設政府支出為軍事支出及國內支出二

類，不同的議員對該二項支出有不同的偏好，因此，在每一位國會議員均

充分了解國會分配偏好的前提下，若先決定總額，一位理性的議員將會評

估在既定的預算規模下，後續表決程序所產生的預算構成項目，若先進行

逐項審議，則將核算個別項目預算審議結果，對最終預算數額的影響，並

建立二種程序的均衡模型加以推演，結果認為美國的「預算及截留控制法」

(Budget and Impoundment Control Act)所定的審議程序）於預算審議初始即

決定規模），與俟預算內容逐項審議完成後，再決定預算規模二種審議程

序比較結果，不一定會產生一個較小的政府支出規模，係因預算規模的決

定，尚須視立法部門對各個預算項目的分配偏好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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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nsina and Perotti (1996b) 引述 Baron 及 Ferejohn 等人對立法部門

的表決程序是採「封閉式規則」(closed rules) 或「開放式規則」(open rules)9 

的研究結果，認為開放及封閉式規則對政府預算而言，代表著以下的意

義：(1)在封閉式規則下，通常第一個提案都會通過，而在開放式規則下，

預算的通過至少要經過一輪以上的表決，因此，開放式規則容易造成預算

程序的延宕；(2)封閉式規則容易使預算利益的配置集中在國會議員的些微

多數(50%+1%)，開放式規則使利益分配給較大的多數，預算的利益分配

較為公平；(3)在多數決的情形下，開放式規則在預算利益的分配方式具有

較高的公平性。當行政部門在擬編預算程序已具財政紀律，則特定團體將

難以於該階段自政府特定的支出項目中獲得利益，於是將於立法審議階段

藉由遊說議員，提出其可從中獲利且不受財政限制約束的提案，此時，若

採用封閉式規則，讓議員只能投票決定通過或不通過行政部門所提的預算

案，但不賦予其修正預算的權限，將降低其為特定團體謀求特定利益的行

為對財政不利的影響。因此，封閉式規則可限制支出主管在擬編預算時的

特權及立法部門修正預算案的形式，較容易避免政府支出的擴大。 

三、財政限制 

即 Alensina and Perotti(1996b)所稱的量化目標（numerical targets），例

如，我國預算法規定，中央政府總預算經常門收支應保持平衡，公共債務

法規定的舉債限制，歐盟的 Masstricht Treaty 及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SGP)，要求歐盟會員國須有財政赤字縮減計畫，且債務餘額不可超過各

該國 GDP 的 60%，每年的預算赤字不可超過 GDP 的 3%，又如美國在 1985

年通過的「平衡預算與緊急赤字控制法」 （Balance Budget and Emergency 

Deficit Control Act；或稱 Gramm-Rudman-Holling Act, GRHA），明定 1992

年預算平衡的目標及未來各年度聯邦政府預算赤字上限等，均屬財政限制

範圍。 

                                                 
9 所謂封閉式規則係指議程設定者（通常為議會成員）所提出的議案只可以投票贊成或反對，

不能有任何的修正，若議案遭否決，則將從議會中隨機選擇另一個議程設定者，繼續進行表

決。開放的規則係指議程設定者的提案，議員可以透過在議會的發言權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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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schauer (1990) 分析聯邦政府施行 GRHA 前後的財政表現，發現

GRHA 抑減赤字的效果，只在該法施行之初的短暫幾年有效，尤以 1987

年的財政赤字減幅最大。由於當時美國經濟持續成長、失業率為歷年最

低、通貨膨脹率受到控制、自由裁量支出占 GDP 比率不高，使 80 年代末

期支持降低赤字的人逐漸減少，且增稅或縮減優惠非執政黨所願意採取的

作為，GRHA 的預算平衡目標一再延後，導致該法執行成效不彰。而從

GRHA 施行成果可知，預算程序無法迫使政治人物採取等同於政治自殺的

減少支出、增加稅收措施，除非增稅及減少支出的政治成本大於持續性赤

字所付出的代價，否則，國家的財政赤字仍會大於真正的需求。 

Von Hagen (1991) 根據美國府際關係委員會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CIR) 對各州政府財政限制的判斷標準，

包括州政府及議會是否有提出及審議通過平衡預算的義務，以及財政赤字

可否結轉至以後各年度等基準，建立各州政府財政限制評估值，並與各州

政府債務成長率等財政表現數據，運用廻歸分析法實證結果，發現財政限

制愈嚴格，可能會有較低水準的債務／收入比及平均每人債務，即有較佳

的財政紀律。但同時也發現當財政紀律愈嚴格時，政府部門會設法規避財

政紀律的限制，所以財政限制實質上的紀律效果，未必如其統計結果所顯

示。 

Fatás and Mihov (2003) 指出因政府有濫用赤字、財政政策易變及採

用順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等問題，故歐盟為了建立一個可靠的貨幣政策，

必須避免會員國因錯誤的財政政策，對歐洲中央銀行（ECB）產生壓力，

所以訂定 Maastricht Treaty 及 SGP 限制各國財政政策，並且成功地減少了

濫用財政政策工具的不利影響，提高財政政策的均衡性。然而，採行單一

貨幣制度，使歐盟會員國失去了貨幣政策這項調節景氣的工具，僅餘財政

政策可用以平滑景氣循環，而限制各國運用財政政策的自主權，也將限制

財政政策的自動穩定功能，因此，SGP 也被認為限制過於嚴格、簡化且未

考量各國財政條件的不同。此外，集權的過程會自然地因目標的達成，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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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成效，由最近 3 年的情況顯示，部分歐盟國家在可預見的未來將會悖離

SGP 的財政限制，Fatás and Mihov 認為此一趨勢目前雖不致令人擔憂，但

絕對是一項警訊。Annett and Jaeger (2004)進一步指出，由於 SGP 仍允許

在蕭條時期廣泛地運用財政政策的自動穩定機制，導致如德國、法國等大

經濟體，在 2001 年以後，均違反了 3%赤字比率的限制。隨著人口老化所

帶來的鉅額義務，維持財政紀律將尤其重要，因此，Maastricht Treaty 及

SGP 所定的界限，不宜鬆懈，且須使其成為更有效的規章，並更具經濟上

的意義，因此，SGP 若要進行改革，應責成會員國調整國內易造成長期超

額赤字的財務管理制度，並須促使財政政策已符合 SGP 的國家，持續地

維持財政紀律，在繁榮時期，更應強調 SGP 的履行，同時考量財政永續

性，以強化 SGP 的作用。 

四、透明度 

現代國家在以政黨政治為基礎的民主制度下，使得政客們為求在選舉

中勝出，以取得國家機器及公共資源的控制及分配權時，通常會採用取悅

選民的政策，反應在財政政策上，即是減少租稅、增加支出，尤其是移轉

性支出，而建立一個複雜的預算程序，將可創造一個易於串謀的環境，更

有利政客們獲得所欲追求的政治利益，因此，Alensina and Perotti (1996a, 

1996b) 認為現代擁有大政府的經濟體，其預算程序十分複雜，再加上財

政幻覺的存在，政策制定者缺乏強烈的誘因採用最具透明度的預算程序，

反而將儘可能地創造公共財務曖昧不明的狀況，以謀求特定群體或個人的

利益。Von Hagen and Harden (1994, 1995, 1996) 亦認為，資訊的不對稱創

造了在預算程序中運用某些技術策略，以獲得較多財源的誘因，雖可藉由

將撥款命令統籌由首相或閣揆下達等方式消除誘因，但若資訊不對稱的狀

況過於嚴重，各支出主管必然會隱匿他們所握有的資訊，預留一些轉闤的

餘地，使政府暴露在政策資訊貧乏風險下，而有作成對支出主管有利，但

對政府整體財政未必有相同利益的決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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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nsina and Perotti (1996a, 1996b)及 von Hagen (2002)以其長期研究

預算制度與財政紀律的結果，認為預算程序中的協商機制，雖可以有效地

解決財務資源配置的衝突，但由於資訊不對稱現象的存在，使預算程序將

存在下列偏差，而損及預算在資源配置上功能： 

(一)用樂觀的總體經濟指標（如經濟成長率、通貨膨脹、失業率及利率），

高估收入及低估支出或樂觀地預估政策的產出，而在年度結束時將赤

字歸因於無法預測的外部衝擊。 

(二)運用預算外基金規避預算限制，避免預算資源分配的競爭。 

(三)運用扼阻性決策(non-decisions)的技巧，保障資源的分配，避免於預算

協商會議中競逐資源。 

(四)透過制定強制性支出法案（非財務法律規定特定的政府支出義務），使

得政府預算僅為彙總強制性支出的工具。 

(五)對公共或非公共個體的承諾或保證債務。類此或有債務並不計入政府

債務餘額之中，因此成為規避舉債限制的工具，但一旦被保證的公共

或非公共個體發生財務困難，無法清償負債時，政府即須負起保證責

任，清償該等保證或承諾債務。 

Von Hagen and Harden (1994,1995) 指出預算協商會議在公開透明的

預算程序中，即有揭露政策目標的設定與使用管理技術分析資訊的額外功

能，係因各支出主管將在會中提出儘量足以讓參與協商會議人士認同的說

明及分析，以獲得預算資源，使公開的預算協商會議除了具有協調各部門

間利益衝突的效用外，也額外地提供了解決資訊不對稱的功能。除了公開

的協商程序外，von Hagen and Harden 並以預算文件是否包含特種基金的

資訊，作為衡量預算程序財政紀律的指標之一，其結果亦證實透明度愈

高，財政紀律愈強，並認為透明度愈高，資訊揭露愈充分，其實不需要過

於複雜嚴苛的制度設計，財政紀律即可有效的發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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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d (2003) 引述 Kopits and Craig (1998) 的研究10指出，一個具有高

度透明度的政府，可從制度透明、會計透明、指標與推估透明等三個層面

的資訊揭露程度來判斷，在制度透明部分，政府所須提供的資訊包括整體

政府組織架構與功能（包括公、私部門功能明確的劃分）、預算程序（包

括公開揭露預算執行績效及財務審計結果）、租稅待遇（包括明確的課稅

法規基礎）、財務操作（包括利率區間及政府到期債務）及管理資訊（包

括管理成本的估算）。在會計透明部分，會計資訊須涵蓋政府整體，使用

的會計基礎為應計基礎，須為政府資產的評價與認列，及按經濟及功能別

為政府支出之分類等。在指標與推估方面，須說明政府債務毛額及總額等

直接指標，結構性與循環調整的分析性指標，短、中期的經濟預測（包括

清楚、真實的總體經濟預測參數）及基準情境 (baseline scenario)、調整情

境 (adjustment scenario)等長期情境的說明。換言之，政府預算文件除了要

以單一文件，簡單、明確地表達整體政府的預算內容，以及充分揭露政府

或有負債（如保證及承諾）及稅式支出之外，政府的制度架構、過去執行

績效、擬編預算所使用的預測參數等，均須在預算文件中說明，才能符合

透明度的要求。 

第四節 綜整預算程序中的財政紀律機制 

Von Hagen (1992, 2002)、von Hagen and Harden (1994, 1995, 1996)及

Alensina and Perotti (1996a, 1996b)認為，一個可以強勢地整合個別支出主管意

見的集權的、由上而下的預算程序，可迫使所有的支出主管在完整成本的預算

觀點下提出需求，具有較強的財政紀律。Von Hagen and Harden (1995, 1996) 進

一步指出在預算程序中可採取目標導向及程序導向二種方法，即可建構一個集

權的、由上而下的預算程序。許多國家的制度同時存在有目標導向及程序導向

的設計，顯示該二種方法並非互斥，von Hagen and Harden 亦認為須視各國政

府所處的政治環境，以其中一種方法作為制度設計或制度改革的重點，才能使

預算程序有效地發揮紀律效果。 

                                                 
10 詳參 Kopit and Craig (1998), “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Operations”, IMF: Occasional Paper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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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預算程序中，有關目標導向及程序導向二種方法的制度設計究為何？

本研究根據文獻，彙整如下： 

一、目標導向法（Target-oriented approach） 

Von Hagen and Harden (1994) 指出，目標導向法基本特性為政府部門

共同協商出一組預算的量化目標，作為預算決策的限制。預算程序的各個

階段有關目標導向的制度設計分述如下： 

(一)行政部門擬編預算階段 

1.由財政部長考量國內經濟發展趨勢，估計政府支出總額赤字的增加

率或減少率，確定政府年度預算規模及須舉債之數額後，作為分配

預算資源及各部門提出概算需求的限制。 

2.須有平衡預算的要求、新增借款限制及債務餘額上限等量化目標，

控制財政赤字的擴大及債務餘額累增的速度。 

3.於國家經濟發展計畫中，明確揭櫫降低政府支出及赤字比率等改善

財政的具體量化目標，如降低赤字率的目標，或增加赤字的條件限

制等。 

(二)立法部門審議階段 

在立法審議階段主導預算決策形成者為議員。在民主國家，議員

多由人民直接選出，所以議員的財政幻覺及個別利益較行政部門的支

出主管嚴重，因而將產生超額的支出及赤字。在立法審議階段的有關

目標導向的設計，大致包括： 

1.要求議會必須提出一部平衡的法定預算。 

2.審議初始即確定預算規模，並在此一規模下進行預算的逐項審議。 

(三)行政部門預算執行階段 

當預算案完成立法審議，即交由行政部門執行，支出主管與財政

部長再次成為此階段的關鍵角色。支出主管在執行階段受到財政幻覺

及個別利益的影響，仍會期待預算執行時有最大的彈性，因此，在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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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執行階段，應限縮執行的彈性，避免支出主管在預算執行時，有過

大的權限更動原預算內容及金額，而使預算擬編及審議階段的財政紀

律約束機制形同虛設。 

確保支出主管在立法審議通過的法定預算內執行，即為預算執行

階段的目標導向設計，其制度設計包括： 

1.預算項目間的調整須受限制，且須經一定的核准程序。Von Hagen 

and Harden(1994)指出，僅限於同一計畫的預算項目可以互相調整，

且須經財政部長核准者，為最嚴格的財政紀律。 

2.補充性預算的提出須加限制，係因補充性預算乃修正法定預算，代

表行政部門可以超額執行法定預算，所以提出須經過如一般預算的

程序，且不宜頻繁提出，而提出的條件及時機，亦須加以限制為遭

逢無法預測的不可抗力事件，需要政府及時採取必要措施時，如

此，預算才能達到約束政府支出及債務餘額成長的效果，擬編及審

議預算階段的管理與控制始具意義。 

二、程序導向法（Procedure-oriented approach） 

Von Hagen and Harden (1994) 指出，程序導向法係藉由賦予政府部門

或各部門主管間的在預算決策上的差別權力，以達成合理預算的目標，其

主要的制度設計分述如下： 

 (一)行政部門擬編預算階段 

1.係賦予財政部長或政務委員在預算程序中特別的決策權力，如否決

權。 

2.財政部長決定預算目標及訂頒預算編製原則，主導預算的協商會

議，當財政首長與支出主管產生決策上的衝突時，則由政務委員或

由內閣委員會進行調處。 

3. Alensina and Perotti (1996a, 1996b) 強調，財政部長為了達成預算平

衡所訂定的目標，在協商過程中絕不容鬆動，內閣會議對財政部長

所提預算案的任何修正，須採絕對多數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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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立法部門審議預算階段 

程序導向法運用在立法審議階段，即為限制議員的權力，常見的

制度設計包括： 

1.限制立法部門修正預算案的權力。例如，禁止議員對預算案提出增

加支出或減少收入的提案。 

2.採封閉式的投票規則。 

3.當國會為兩院制時，上、下議院不應享有同等的預算權力，尤以上

議院在預算審議時無任何的權力，下議院有較大的預算審議權時，

財政紀律最強。Von Hagen and Harden (1994) 及 Gleich (2003) 指

出，上議院的議員為世襲，其職務並無任期之限制，極易為特定利

益團體所遊說，較不利財政紀律的維持，下議院的議員係經由選舉

產生，其政策或法案的提出，須顧及選民的觀感與選票利益，故下

議院擁有較大的預算審議權限，財政紀律愈強。 

(三)行政部門執行預算階段  

預算執行階段擁有特殊權力的策略角色，亦為財政部長。由財政

部長監督及控制預算支出的流動，以確保法定預算可以有效地限制在

執行階段的支出決策。根據 von Hagen and Harden (1994) 的研究，預

算執行階段，若制度上有分配預算、現金限制及封鎖支出等規定，且

由財政部長擔任監控的任務，則在執行階段即具有最大的財政紀律。

例如支出部門必須按財政部長核准的分配預算執行，動支公款時須有

現金規劃及現金限制，以避免執行階段因收入短收或支出增加，造成

赤字的擴大。當支出部門逾越權限執行預算，財政部長可以阻斷支出

的執行。 

三、資訊不對稱下的選擇 

Von Hagen and Harden (1995, 1996) 認為支出主管在其所能支配及管

理的部門與政策上，對如何運用行政技巧獲取資源，並提出滿足公共需求

的政策等方面，較其他同僚擁有更佳的訊息。資訊的不對稱創造支出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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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算程序中隱匿真實目標，以獲取更多財源的誘因，該項誘因雖可藉由

授權首相核准所有支出主管的預算撥款而消除，但若資訊不對稱的情況十

分嚴重，則政府必然在資訊貧乏的風險下進行政策抉擇，而支出主管也必

然運用對其有利的大量資訊，使其在預算的協商過程中處於較有利的地

位。 

資訊不對稱也指出了另一種選擇「目標導向法」與「程序導向法」的

衡量標準：假如政策目標的不確定性即為可支配資源的不確定，則目標導

向法的預算程序較為適合，假如不確定性係緣於行政技術的運用，則程序

導向法的預算程序可被採用。 

第五節 小結 

各國對控制預算程序進行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有不同的設計，產生不同

程度的財政紀律，使各國即使在相同的經濟條件下，有不同水準的赤字規模與

債務餘額。根據 von Hagen and Harden 的研究，指出一個要設計出一個具有財

政紀律的預算程序，可以採取目標導向及程序導向二種方式，而該二種方式在

預算擬編、審議及執行階段段，將因各種作業流程、限制條件或參與者的權力

配置等差異，而有不同的財政紀律特性，本研究將之彙整如表 2-1。 

表 2-1 具財政紀律的預算程序特性 
財 政 紀 律預算

程序 
評 估 項 目 

嚴 格 中 等 最 弱

有法定財政

限制 
有預算平衡的規定。 有舉借公共債務的限

制。 
無任何法定借款限

制。 
預算目標的

決定 
1.在擬編預算初始，由

財政首長決定預算

目標。 
2.財政首長提出整體預

算目標，由內閣會議

決定，並明定支出限

制。 

財政首長提出整體及

特定預算目標，由內閣

會議在各部門提出支

出需求前決定。 
 

1.預算目標係以初

步的預算需求決

定之。 
2.或未訂定任何的

預算目標。 

各部門需求

的協調與概

算彙整 

財政首長主持與各支

出主管的預算雙邊協

商會議。 

 財政部長僅單純地

蒐集、彙總各支出主

管之預算需求。 

行政

部門

擬編

預算 

協調行政官

員預算分配

閣揆或財政首長可以

否決內閣的決議。 
內閣委員會討論後，再

交全體內閣官員會議

協商。 

透過全體內閣官員

會議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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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紀 律預算

程序 
評 估 項 目 

嚴 格 中 等 最 弱

預算案的修

正限制 
1.對預算案不能為增加

支出或減稅之修正，

且須維持平衡預算。

2.或某些特定的修正無

效。 

1.修正結果，不能改變

預算整體的平衡。 
2.或修正結果，赤字不

能超過行政部門提出

之數額。 

無任何修正預算的

限制。 

表決的頻率 1.採封閉式規則。 
2.先表決確定全部收

入、支出及赤字的規

模。 

 1.採開放式規則。 
2.先進行預算內容

的逐項審議，再決

定法定預算規模。

行政與立法

的分權與制

衡關係 

1.行政部門可以結合預

算發動信任投票。 
2.立法部門未於年度開

始前完成預算審議，

預算案亦可執行。 
3.立法部門未依限完成

預算審議，可以被解

散。 

立法部門修正預算的

結果，可以造成倒閣。

無特別規定。 

立法
部門
審議
預算 

立法部門內
部的權力配
置 

僅下議院有預算審議
權，上議院無任何預算
權力。 

下議院的預算審議權
大於上議院。 

上、下議院無權力的
區別。 

預算變動的
彈性 

1.預算執行期間，任何

增加收入、支出或赤

字的情況，包括補充

性預算，均須經立法

部門審議通過。 
2.補充性預算的提出並

非常態。 

1.增加收入、支出或赤

字之補充性預算，均

須經財政首長或首相

的同意。 
2.補充性預算的提出頻

繁，已成為執行階段

的常態。 

無須經任何核准程

序，可以為任何預算

執行的調整。 

各支出項目
間的流用 

須經過議會的同意。 財政首長或內閣可授
權各支出主管為不同
項目間的流用，但須有
流用的限制。 

支出主管可以自由
為不同項目間的經
費流用。 

未支用財源
之處理 

須繳庫，不允許結轉至
下期支用。 

只有運用於原始預算
用途或經財政首長核
准，或符合一定條件
者，始可結轉至下期。

無須繳庫，可結轉至
下期支用。 

行政
部門
執行
預算 

赤字情況惡
化的處理程
序 

財政首長可以限制 
支出。 

1.經內閣決議可以限制
支出。 

2.須經議會同意，始可
限制支出。 

不採取任何的因應
措施。 

預算透明度 1.單一的預算文件，且
內容須包括特種基金
的預算資訊、政府承
諾與保證債務、及預
算收支結果對國庫結
存及債務餘額等資
訊。 

2.預算文件內容符合
IMF 制度透明、會計
透明及指標與推估透
明的標準。 

預算內容雖包括特種
基金的預算資訊、政府
承諾與保證債務、及預
算收支結果對國庫結
存 及 債 務 餘 額 等 資
訊，但卻於多種文件內
分別揭示。 

預算內容僅揭露當
期預算收支狀況，未
揭露其他資訊。 

資料來源：本研究參考 Gleich (2003)問卷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