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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實證分析 

第一節 實證資料 

社會會計矩陣（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簡稱 SAM)是建構 CGE

模型的資料基礎，包含生產活動帳（ activity account）、商品帳

（ commodity account）、生產要素帳（再分為土地、勞動與資本三帳）

（ factor income account）、機構帳（再分為家計、企業、政府三帳）

（ institution account）、資本帳（ capital account）及國外帳（ rest of the 

world account）等部分。本研究社會會計矩陣編製的方法為：首先

將四十五部門產業分類分成七類產業部門，計有農業及礦業、農產

品加工、製造業、營建業、基本建設、金融業及其他服務業，各類

產業所涵蓋中業如表 5-1（註 5-1）。使用 CGE 模型進行模擬分析最

基本步驟是所謂 SAM 的編製，並依據會計原理， SAM 的每個帳或

其細帳的收入與支出應該相等，從 SAM 可看出各部門間收支關係，

其數據可用來確認模型的一致性。 

表 5-1 產業分類對照表 

七部門產業 四十九部門投入產出表產業 

農、礦業 01 農產 

02 畜產 

03 林產 

04 漁產 

05 礦業 

農產品加工 06 加工食品 

07 飲料  

08 菸 

製造業 09 紡織品 

10 成衣及服飾品 

11 皮革及其製品 

12 木材及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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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紙、紙製品及印刷出版 

14 化工原料  

15 人造纖維 

16 塑膠 

17 塑、橡膠製品 

18 其他化學製品 

19 石油煉製品 

20 非金屬礦物製品 

21 鋼鐵 

22 其他金屬 

23 金屬製品 

24 機械 

25 家用電器產品 

26 資訊產品 

27 通信產品 

28 電子零組件 

29 電機及其他電器 

30 運輸工具 

31 其他製品 

營建業 32 房屋工程 

33 公共及其他工程 

基本建設 34 電力  

35 燃氣 

36 自來水 

37 運輸倉儲通信 

金融業 38 金融保險服務 

其他服務業 39 商品買賣 

40 不動產服務 

41 飲食及旅館服務 

42 工商服務 

43 公共行政服務 

44 教育醫療服務 

45 其他服務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八十八年台灣地區產業關聯表，行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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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主要資料來源包括「中華民國八十八年台灣地區產業關聯

表」及「中華民國八十八年國民所得帳」二大類。本文以產業關聯

表為主，國民所得帳為輔，以產業關聯的資料作為控制變數，配合

國民所得帳中所提供的企業部門、家計部門、政府部門和資本帳部

門的資料，達成平衡，表 5-2 即為民國八十八年社會會計矩陣（ SAM）

的平衡表。 

本研究除編製社會會計矩陣外，尚編製生產要素投入量（ factor 

demand），因此需要各產業別「土地數量」、「資本存量」及「勞動就

業量資料」，而生產要素投入量（土地、勞動及資本）係以行政院主

計處公布之民國八十八年產業關聯表為資料基礎。有關土地數量，

使用內政部地政司調查的國土利用現況調查中產業土地數量之資

料，將其土地數量為控制總數，再依產業之附加價值比例分配各產

業土地的數量；並依財政部公布賦稅統計年報中各稅率（ 40％、 50

％及 60％）土地增值稅移轉總面積之資料分配，即得各產業土地移

轉的數量。而資本存量的資料來源為行政院主計處編製的多因素生

產力趨勢報告中各工業及服務業的固定資本存量，由於其部門分類

與本研究七類產業部門有不ㄧ致之處，因此本研究將資本存量為控

制總數，再依產業之附加價值比例分配；而農林漁牧業的資本存量，

乃利用農林漁牧業及非農林漁牧業的折舊比例和已知非農林漁牧的

資本存量來反推農林漁牧業的資本存量。勞動就業人數的資料來源

為為行政院主計處編製的人力資源統計報中就業人數統計資料，但

由於部門分類和與本研究七類產業部門不太ㄧ致，因此本研究依產

業之附加價值比例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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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民國八十八年社會會計矩陣（SAM）的平衡表       單位：百萬元 

 

資料來源：1.民國八十八年產業關聯表中生產者價格交易表 

        2.民國八十八年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所得，行政院主計處 

        3.民國八十五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料，行政院主計處 

        4.民國八十四年農林漁牧普查資料，行政院主計處 

        5.本表資料經過本研究整理  

 

 

 

 

 

 

要素帳 機構帳 資本帳 國外帳 總合帳     支出 

收入 

活動帳 商品帳 

土地 勞動 資本 家計 企業 政府    

活動帳  1463364    4462101 19095465

商品帳 9884884   5641313 1221717 2255365 19003279

土地 654130     654130

勞動 4033105     -17032 4016073

要 

素 

帳 資本 3106004     38284 3144288

家計   654130 4016073 2723123 204233  97371 7694930

企業    3144288 172627 56174  3373089

機 

構 

帳 政府 613198 139348  541618 207452   8039 159655

資本帳 804144   1170141 442514 25612  -187046 2255365

國外帳  4230567  169231 1919  4845195

總合帳 19095465 19003279 654130 4016073 3144288 7694930 3373089 1509655 2255365 484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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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優惠房貸利率政策之實證分析 

一、模擬情境設計 

實施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的情形，特別是實質

GDP 的變動情形、產業別的變動情形、政府收支的變動情形及儲蓄

的變動情形會有何影響？由於優惠房貸利率的經濟效果受房貸利率

降低的比例及相關需求變動的影響。 

（一）  基本資料  

民國八十八年一月開始實施的 1500 億房貸，其房貸利率為郵局

定儲二年期機動利率（當時利率為 5.8％）加 1%，政府補貼利率為

0.85％，人民實際支付利率為 5.95％，對象為購買新屋及無自用住

宅首購者；而民國八十九年九月實際開始實施 2000 億優惠房貸，其

優惠房貸利率為郵局定儲二年期機動利率（當時利率為 5.35％）加

1%，政府補貼率為 0.85％，人民實際支付利率為 5.5％（ r），對象

為年滿二十歲者，每人限購一戶，新屋或中古屋皆可。有關民國八

十八年及民國八十九年優惠房貸利率背景資料比較分析如表 5-3。

又優惠房貸之貸款成數（ σ ）假設為七成；貸款利息（R）則以利率

（r）乘以貸款成數（ σ ）乘以土地移轉現值（ pL）而得。 

表 5-3 房貸利率背景資料比較分析 

實施年度  88 年  89 年  
實施金額  1500 億  2000 億  
實施對象  購買新屋及  

無自用住宅首購者  
每人限購一戶， 

新屋或中古屋皆可  

資料來源：中央銀行及本研究整理  

（二）模擬情境 

本研究以民國八十八年基本資料為基礎，模擬民國八十九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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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優惠房貸利率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經由探討發現民國八十八年與

民國八十九均實施房貸利率，所不同的為民國八十八年房貸利率為

5.95％，而民國八十九年的優惠房貸利率為 5.5％，本研究擬以房貸

利率由 5.95％模擬降為 5.5％，實證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探討優

惠房貸利率的經濟效果。  

二、實證分析 

在房貸利率比原先降低（5.95％降為 5.5％）的模擬情境下，

運用本研究所建構之 CGE 模型，評估優惠房貸利率下之經濟效果，

審視優惠房貸利率對台灣總體經濟體系的影響。本研究透過各產業

不動產移轉數量；各產業不動產移轉價格（移轉現值）扣除土地增

值稅及扣除房貸利息，所獲得各產業土地要素所得；並求得最終需

求分配模式；最後得出各產業的土地供需均衡，及產品、勞動、資

本存量、投資儲蓄均衡等，檢視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影

響，主要分析數據彙總於表 5-4。 

表 5-4 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對台灣經濟發展影響變動率表  單位：% 

變數  實證結果 

實質 GDP 變動率  0.69 
產業別變動率  0.15 

農業及礦業 0 
農產品加工 0 
製造業 0.03 
營建業 0.06 
基本建設 0.02 
金融業 0.01 
其他服務業 0.03 

政府收支變動率  0.01 
 政府收入變動率  0.01 
 政府支出變動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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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變動率  -0.02 
綜合變動率  0.83 

   資料來源： 1.本研究計算。 

   2.综合變動率係國民所得變動率、產業別變動率、    

政府收支變動率及儲蓄變動率之加總。 

表 5-4 中之模擬數據，歸納出以下的分析結果：首先，從表 5-4

中之數據發現，政府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在利率降低的前提條件下，

在實質 GDP 變動率方面，將上升 0.69％，顯示優惠房貸利率下降，

將使實質 GDP 增加，與中央銀行九十ㄧ年公布，民國八十九年九月

至九十年優惠房貸政策實際創造 0.72％實質 GDP 相近（註 5-2）；

但中央銀行在民國八十九年宣布 2000億優惠房貸預估將增加 964億

實質 GDP，約增加實質 GDP 0.99％，則與實際發生的效果有較大的

差距（註 5-3）。 

產業別變動率之模擬數據為增加 0.15％，顯示優惠房貸利率降低

的條件下，產業的變動有增加的趨勢。在經濟發展中各產業別的變動

情形扮演關鍵的角色，因此本研究以表 5-1：七部門產業分類，深入

探討各項目產業之變動情形，由表5-4模擬數據中，顯示各產業的實

質產出農業、礦業及農產品加工為零，並無變動之情形，顯示優惠房

貸利率的高低對其無任何的影響性；其餘產業則受到了正面之帶動情

形，其影響大小分別為營建業 0.06%、製造業及其他服務業 0.03%、

基本建設業及金融業則分別為 0.02%及 0.01%；其中實證資料結果為優

惠房貸利率政策對營建業影響最大，顯示優惠房貸利率政策不僅為刺

激不動產需求之政策，且對不動產供給之促進亦有其效果。 

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將使不動產交易價格及交易數量增加，而

交易價格及數量的增加，土地增值稅的稅收將增加，而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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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稅收一直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稅源，因此研究政府收入支出變動

情形，有關政府收入支出之變動率如表 5-4。由模擬數據中，分析結

果為政府收支的變動率為提升 0.01％，政府收入的變動率與政府收

入支出變動率相同，政府支出變動率則為 0，深入探討發現房貸利

率降低，將產生不動產移轉交易量增加的趨勢，因此帶動了土地增

值稅的稅收增加；而政府的支出變動率均為 0，此舉解釋為政府每

年的預算支出為前一年規劃完成，除非動用特別預算，所以政府補

貼優惠房貸減少的利率，應為下ㄧ年度始得編列，對政府支出可能

不是當年度的影響，如會影響應是下一年度才開始（註 5-4）。惟依

據八十九年實際土地增值稅的稅收較八十八年增加 0.02％（註

5-5），與模擬增加 0.01％有 0.01％之差距，深入探討其原因為民國

八十九年優惠房貸的貸款對象較民國八十九年多，不同於民國八十

八年貸款對象僅為新屋及無自用住宅首購者，因此政府實際稅收較

實證的結果多出 0.01％。就儲蓄變動率方面，由表 5-4 模擬數據中，

分析結果為減少 0.02％，顯示優惠房貸利率降低，民眾比較有意願

轉投資或消費不動產，儲蓄的變動率即呈現減少的趨勢。 

總結而論，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對台灣經濟發展影響，以國民所

得變動率、產業別變動率、政府收支變動率及儲蓄變動率經由加總

而得綜合變動率為 0.83％。因此實證結果發現優惠房貸利率政策，

對台灣經濟發展具有正面的影響，映證了「貨幣學派」學者所主張，

政府可藉由降低利率此誘因來刺激民間消費及對抗經濟衰退，且符

合理論模型推估之優惠房貸利率政策能使得不動產交易價格及數量

增加，以消化餘屋，帶動不動產市場的景氣，進而帶動經濟的發展；

但前提條件誠如 Zhu（ 1997）所論，民眾對經濟發展有遠景時，降

低房貸利率才能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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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之實證分析 

一、模擬情境設計 

實施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情形，特

別是實質 GDP 的變動情形、產業別的變動情形、政府收支的變動情

形及儲蓄的變動情形會有何影響？由於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係

透過對賣方土地增值稅的減徵，促使賣方釋出土地，因土地增值稅

稅賦過高，將造成土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不售，如此反而使不動

產的實質供給減少，有礙生產資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希望藉由土地

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消除土地移轉閉鎖效果的產生。 

（一）  基本資料  

有關土地增值稅，需考慮稅率（t）與稅基（y）的部分，稅率

依據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例，民國八十八年土地增值稅稅率為 40

％、50％及 60％，而民國九十一年一月十七日修正平均地權條例第

四十條及土地稅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為促進經濟發展，對於依規定

稅率計徵之土地增值稅，自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一月十七日修正施行

之日起二年內，減徵百分之五十。依規定減徵造成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稅收之實質損失，由中央政府補足之。」，因此民國九十ㄧ年土

地增值稅稅率為 20％、25％及 30％；而有關稅基的部分，本研究以

賦稅統計年報之土地漲價總數額為總的土地增值稅之稅基，而透過

前述總的土地移轉總面積及各產業土地移轉的數量，求得各產業之

土地漲價總數額，即為各產業的土地增值稅之之土地漲價總數額。 

（二）模擬情境 

本研究擬藉由民國八十八年土地增值稅稅率原為 40％、 50％及

60％，模擬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的政策之土地增值稅稅率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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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及 30％的情形，研究透過對賣方減稅的情形下，是否能鬆綁土

地因土地增值稅的課徵而產生的閉鎖效果。  

二、實證分析 

在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之模擬方案下，利用本研究所建構之

CGE 模型，評估在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下之經濟效果。本研究透過

各產業不動產移轉數量；各產業不動產移轉價格（移轉現值）扣除

土地增值稅（土地漲價總數額乘以稅率），所獲得各產業土地要素所

得；並求得最終需求分配模式；最後得出各產業的土地供需均衡，

及產品、勞動、資本存量、投資儲蓄均衡等，審視土地增值稅減半

徵收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分析數據彙總於表 5-5。 

表 5-5 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對台灣經濟發展影響變動率表單位：% 

變數  實證結果 

實質 GDP 變動率            0.060 
產業別變動率            0.010 

農業及礦業          -0.002 
農產品加工          -0.003 
製造業          -0.005 
營建業 0.007 
基本建設 0.005 
金融業 0.002 
其他服務業 0.006 

政府收支變動率  0.020 
 政府收入變動率  0.020 
 政府支出變動率     0 
儲蓄變動率           -0.030 
綜合變動率  0.060 

   資料來源：1.本研究計算。 

     2.综合變動率係國民所得變動率、產業別變動率、

政府收支變動率及儲蓄變動率之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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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中之模擬數據，歸納出以下的分析結果：首先，從表 5-5

中之數據發現，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在實質 GDP 變動率方面

上升 0.06％，顯示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有誘因促使人民進行

不動產移轉；而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將使不動產交易價格降

低及不動產交易量增加，顯示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賣方可能

因稅的減徵，降價出售，使得買方誘因增大，發揮土地資源使用效

率，促進經濟成長，而造成實質 GDP 呈現上升的情況。 

產業別變動率之模擬數據為增加 0.01％，顯示產業別的變動率

雖不大，但有提高的趨勢。而經濟發展中產業別的變動扮演相當關

鍵角色，因此本研究以表 5-1 七部門產業分類，深入探討各項產業

之變動情形。由表 5-5 模擬數據中，分析結果為農業及礦業變動率

減少 0.002％、農產品加工業減少 0.003％及製造業減少 0.005％，由

以上之模擬數據分析結果為農業及礦業、農產品加工及製造業因為

土地增值稅減徵而微幅減少，顯見土地增值稅減徵政策對這些產業

影響為釋出土地，前述三種產業相比較下，以製造業釋出較多，農

業衝擊較少，其理由應為受農業發展條例第 27 條及土地稅法第 39-2

條規定，農地移轉若繼續耕作，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影響。而營建業

為增加 0.007％，在各產業分類別中為最高，顯示土地增值稅減半徵

收之政策，營建業最有增加取得土地進行營造工程之趨勢；其餘基

本建設為增加 0.005％、金融業為增加 0.002％及其他服務業為增加

0.006％，基本建設、金融業及其他服務業將微幅增加比例，顯示其

將有擴充的趨勢。 

土地增值稅是地方政府稅收的主要來源，土地增值稅減徵是否

會造成地方政府稅收的減少，中央政府是否須編列預算補助，事先

模擬分析成為一項重要的指標，因此研究有關政府收入支出變動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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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5-5，由模擬數據中為提高 0.02％。而政府收入的變動率與政府

收入支出變動率相同，政府支出變動率則為 0，深入探討發現土地

增值稅減徵，政府的收入有增加的趨勢。然而政府的支出變動率均

為 0，此舉解釋為政府每年的預算支出均為前一年規劃完成，除非

動用特別預算，所以土地增值稅減徵對政府支出可能不是當年度的

影響，如會影響應是下一年度才開始。而根據財政部以民國九十年

稅收來作推估，每年將因此損失 221 億元，而本研究實證結果政府

的稅收是增加的，而根據實際的資料民國九十一年土地增值稅的稅

收增加率較民國九十年增加 0.01％（註 5-6）；惟模擬數據較實際數

據高，此經由理論模型之推論為，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不動產交

易價格下降，土地增值稅的稅收則會較實證的結果降低。  

而就儲蓄變動率方面，由表 5-5 為降低 0.03％，整體而言儲蓄

變動率不高，且呈現變動率降低的情形，表示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

政策，民眾較有意願轉投資或消費不動產，儲蓄的變動率即呈現下

降趨勢。 

總結而論，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以

國民所得變動率、產業別變動率、政府收支變動率及儲蓄變動率經過

加總而得綜合變動率為方案 0.06％，顯示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

對台灣經濟發展具有正面的影響。由於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對

台灣經濟發展具有正面的影響。又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政策，經由本

研究之推估，因減半徵收土地增值稅能予以轉嫁，使得土地價格降

低，更使得不動產交易數量增加，消化餘屋，帶動不動產市場的景氣，

進而帶動經濟的發展，與本研究之實證結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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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5-1： 行政院主計處公布產業關聯表之四十九部門，本研究為簡

化產業部門特分為七大分類，分別為農業及礦業、農產品

加工、製造業、營建業、基本建設、金融業及其他服務業。

其中營建業及金融業所分類之產業部門較少而又獨立分

類，係因本研究擬加強探討優惠房貸利率政策及土地增值

稅減半徵收政策對營建業及金融業的影響。 

註 5-2： 中央銀行九十ㄧ年公布優惠房貸民國九十年實際增加 0.72

％國內生產毛額之資料來源為中央銀行主要新聞稿，登載

於中央銀行季刊第 24 卷第 1 期第 207 頁。 

註 5-3： 依據行政院主計處公布資料八十九年當期國內生產毛額約

97,074 億元，而中央銀行宣布 2000 億優惠房貸預計將增

加 964 億國內生產毛額，增加的國內生產毛額約占全部生

產毛額約 0.99％。 

註 5-4： 政府的支出均為前一年即編好預算，在支出不變前提條件

下，政府的收支比率變動，僅考量政府的收入。 

註 5-5： 民國八十九年實際土地增值稅稅收的增加率為 0.02％，資

料來源為賦稅統計年報。 

註 5-6： 民國九十ㄧ年實際土地增值稅稅收的增加率為 0.01％，資

料來源為賦稅統計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