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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6 年的解嚴使我國政治制度逐漸朝向地方自治體制邁進，進而影響各

級政府部門運行的財政制度，以財政分權為政策目標。民國 88 年「財政收支劃

分法」修正以後有較大幅度制度調整，擴大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職權，並於

91 年通過「地方稅法通則」及「規費法」，賦予地方政府增課自主性收入之法

源。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權利分配與財源劃分，若能建立激勵機制，透過

相互協議約束的制度，最適分配各級政府的經濟責任，並利用專業的監督機制以

避免官僚競租行為，讓委託人中央政府與代理人地方政府利益一致，降低制度交

易成本。一方面可避免各地方人民福利水準懸殊，促進各地方間所得分配平均的

公平目標。另方面亦可使政府所提供之財貨和勞務適應不同地方人民的不同偏

好，發揮財政制度效率進而促進地方所得成長。本文由公平性與效率性角度，分

析長期以來我國的財政制度變遷尤其是 88 年以後的財政制度調整，是否發揮財

政制度對地方發展的正面影響效果，並分析現行財政制度存在的問題。

第一節 我國財政制度的公平性分析

財政制度除能提升各政府部門自我負責性及制度效率，達成所得成長目標

外，尚可促進地方所得分配平均之公平目標（Martinez- Vazquez and Mcnab,
2003）。我國財政制度之變遷透過政府間的權限及財源劃分與地方政府財政收支

制度運作，並未達成避免各地方人民所得水準懸殊的公平目標。

一、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財政資源分配之公平性分析

長期以來我國財政制度調整是否使財政資源分配更公平、更趨向財政分權，

根據第四章分析發現，我國 23 個直轄市與縣市中有 20 個縣市地方政府支出占總

政府支出比重有顯著增加，同時 23 個直轄市與縣市中亦有 14 個縣市地方財政收

入占總政府收入比重有顯著增加。財政制度之變遷的確使財政收入與支出資源分

配往地方政府集中，以解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財政資源垂直財政不公平患寡

現象，見表 4-7。然而 23 個直轄市與縣市中雖有 14 個縣市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

有明顯變化，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程度提升並不一定能提高其財政自主性，地方政

府仍然存在財政自主性不足問題。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我國財政制度調整我國財政資源在 23 個直轄市與縣市

地方政府間是否公平分配，就支出分權與收入分權的程度而言，支出分權有 15
個縣市、收入分權有 16 個縣市分權程度朝全國平均程度收斂，各地方政府間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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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資源分配差距有縮小，見表 4-14。但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間財政自主能力

仍極為分歧，僅 8 個縣市有收斂現象，多數地方政府不僅財政自主性不足並且各

地方政府間財政能力差異大，中央政府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等財政移轉制度的

確可使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比重與支出比重提升並縮小差距，但並未明顯改善地

方政府財政自主性不足與差異大問題。

我國整體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與收入分權程度提升對各縣市地方所得比重提

升係負向影響，88 年財劃法修正前財政分權制度對地方所得比重提升有顯著不

利影響，88 年財政制度調整後財政分權制度對地方所得比重之不利影響已有改

善。又長期以來財政分權制度調整對地方發展較為落後的澎湖縣、南投縣、台東

縣、嘉義縣、苗栗縣與雲林縣等地方所得比重有提升效果但未有明顯制度變遷效

果，見表 5-3。可見我國財政分權制度變遷並未發揮促進地方所得公平分配之政

策目標。而無法提升地方財政自主性並消除地方政府間財政自主性差距，可能是

地方發展差異無法縮小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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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制度之公平性分析

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結構的確對地方所得比重有影

響，但值得關注的是地方政府本身的財政收支制度不利於地方所得比重提升。我

國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制度效率問題，包括自主性財源缺乏、自主

性租稅課徵努力不夠、公共支出職權劃分不清及財政收入與公共支出水準連結關

係低等制度交易成本高等因素，均會影響財政制度促進地方所得公平分配之功

能。

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各項政事別公共支出，不論財源來自自有財源

或中央政府補助款，均無法帶來正面效益，提升地方所得比重。其中以將財源運

用於教科文支出，其支出金額龐大排擠其他各項公共服務支出且支出效率欠佳，

對地方相對所得比重負面影響最大。又 88 年財政制度調整後該教科文支出仍由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分擔責任，對地方所得比重之不利影響更為顯著，並未有所

改善，見表 5-7。

地方政府財源不論自有財源或補助收入對地方所得比重的提升，均為負面影

響，自有財源收入之負面影響如理論預期較補助收入大，見表 5-3。而地方政府

自主財源中以地價稅與房屋稅對地方所得比重負面影響最大。相對地，地方政府

以規費等非稅課收入支應公共支出對地方相對所得比重不會有負面影響，非稅課

收入具有使用者付費特性能使地方公共財之提供更具效率，若能以非稅課收入取

代地價稅、房屋稅及其他稅課收入，對地方所得比重有顯著提升效果，見表 5-5
與表 5-6。同時由於現行中央政府財政移轉制度未納入地方政府非稅課收入財政

努力誘因，多數地方政府未能善加利用非稅課收入財源，使我國地方政府之非稅

課收入比重遠低於世界各國水準73。

而我國地方政府所分配之其他稅課（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收入對地方所得

比重也呈負面影響。我國中央政府用以彌補地方財政缺口之不足之統籌分配稅款

與補助款制度並未達成其地方所得公平分配之目標，見表 5-4。不論在 88 年財政

制度調整前或調整後，我國財政資源分配均缺乏誘因機制，造成地方政府缺乏自

主性，多數縣市包含統籌款之稅課收入不及財政支出之半數，高度依賴中央政

府，財政收支缺乏效率。88 年財政制度調整以前我國統籌款與補助款並未有明

確分配規則，制度交易成本高，88 年財政制度調整以後，新修定之「財劃法」

73 針對 93 年度我國地方政府比重與世界各國現況比較，發現我國地方政府非稅課收入僅佔 13.4
﹪，單一制國家英國 17％、荷蘭 19﹪、法國 20％，聯邦制國家德國 15％、澳洲 41％、加拿
大 20％；開發中國家中國 26％，顯示我國地方政府對非租稅收入財源使用遠低於各聯邦制或
單一制國家之地方政府。資料來源為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2005),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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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94％之統籌分配稅款納入普通統籌分配稅款中，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

規定直轄市分配 43％，39％分配給二十一個縣市政府，12％分配給鄉鎮市公所，

財政能力相對較好的二直轄市所獲分配比重高於財源不足之 23 個縣市地方政

府，造成直轄市分配較多財政資源，而財政資源貧乏之縣市分配較少統籌款。現

行財政移轉制度並未減輕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財政資源不足現象，縣市間財政差

距與發展失衡問題仍然嚴重74。

又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相對發展程度，除受財政制度因素影響外，亦受

人口聚集因素影響，地方政府若能吸引人口遷入聚集可提升地方相對發展程度。

三、本節小結

我國現行地方財政制度，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財政資源分配的確有朝向垂

直財政公平及水平財政公平，朝向地方財政分權。但對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性提

升與降低地方間財政自主性差異功能並未發揮。而不論是財政分權制度或地方政

府財政收支制度均未對促進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所得比重提升有正面影響。88
年財政制度調整雖然使財政分權制度對地方所得比重負面影響問題有改善，財政

制度對發展落後地方相對所得競爭力有提升效果，但仍不顯著。可能原因在於財

政制度調整無法提升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並消除地方政府間財政自主性差距，地

方政府的地價稅與房屋稅課徵不利地方發展，教科文支出排擠其他政事別支出，

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制度財政資源分配仍偏重於高度發展地區，使財政制度未能

發揮促進地方所得分配公平功能。

74 紀俊臣（2003）指出抬北市與高雄市二市改制為直轄市後，行政機關編制擴大，直轄市分配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多，非各縣市政府可以比擬，造成台北縣、桃園縣台中縣等人口高於高雄市
之地 方，發展落後於高雄市二十年。係導因於地方層級不同，財政收支劃分法對財源分配規
定不一致所造成。陳欽賢及劉彩卿（2001）也指出財政收支劃分法先將較高比例分配給直轄市，
違反平衡各地方財政平衡之目標，宜逐年調降，才能符合統籌分配稅款促進區域均衡發展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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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財政制度的效率性分析

一、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財政資源分配之效率性分析

財政分權理論認為分權將提升政府部門的制度效率，隨時間經過該財政制度

效率利得將使地方所得成長（Oates，1972）。多年以來我國財政制度與政治制

度變遷，「地方制度法」的制定、「財劃法」的修正、「中央政府統籌分配稅款

分配辦法」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款辦法」之修正、「地方稅法通則」

與「規費法」制定等制度調整均朝向財政分權方向。本文第四章分析發現我國財

政制度調整的確賦予地方政府較多支出與收入職權，減緩大多數直轄市與縣市地

方政府財政資源分配較少垂直不平均問題。而第六章實證結果發現長期以來我國

財政制度變遷使財政支出分權或財政收入分權程度提升，的確有利於地方所得成

長，與 Zhang and Zou（1998）、Lin and Liu（2000）、Akai and Sakata (2002) 及

Meloche, et al.(2004)等相同，見表 6-3，支持財政分權可提升地方之所得成長率

之主張。

雖然長期以來我國財政分權程度提升帶來對地方所得成長正面影響效果。88
年「財劃法」修正後財政制度調整財政分權對地方所得成長之正面影響效果並不

明顯，顯示 88 年「財劃法」修正後包括地方稅法通則與規費法等財政制度變革

並未發揮提升財政制度效率。我國財政分權制度調整使多數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

反而明顯下降，見表 4-6，並存在下列制度問題。

（一）88 年「財劃法」修正後之財政制度調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職能劃

分仍然不夠清楚明確75。雖然現行「地方制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已規範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支出權責，並將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自治事項擴大為

49 項，見表 3-2。然而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有許多重疊，例

如警政服務與教育服務等多項應專屬於地方政府公共事務仍屬於中央與地方政

府共有職權，見表 3-3。規則不明確使制度交易成本高，造成 88 年以後財政分權

制度調整無法進一步發揮功能。

（二）88 年「財劃法」修正後財政制度調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租稅

分配體系仍由中央政府主導。十八個稅目中僅有八個稅目（其中包含停徵的田賦）

歸屬於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主要稅課收入來自土增稅、地價稅及房

屋稅，其中土增稅因減半課稅制度調整使稅收銳減，房屋稅與地價稅二稅稅收則

75張其祿(2006)曾對我國 23 個縣市財政局首長作問卷調查，發現「釐清中央與地方財政權責」係
各地方政府財政首長最重視的財政制度改革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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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具所得彈性，稅收成長幅度小，見表 3-11。又 88 年財劃法修法以前原本歸

屬於地方稅之營業稅改為國稅，60％營業稅稅收歸屬中央政府，僅 40％納入中

央政府統籌分配稅款分配給地方，使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稅課收入來源更見縮

小。因而 88 年財政制度調整以後地方政府自有財源仍然偏低，多數直轄市與縣

市包含統籌分配稅款之稅課收入未及其財政收入半數，中央政府補助收入占收入

比重更高達四成以上，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財源依賴情形日趨嚴重。多數直轄市

及縣市地方政府並未自行負擔所提供之公共服務成本，轉嫁公共服務成本給中央

政府負擔，造成地方財政制度效率功能不彰。

（三）88 年「財劃法」修正後財政制度調整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

對中央政府財政移轉制度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之依賴並未減少，見表 3-15。我

國中央政府財政移轉制度中普通統籌分配稅款制度與一般補助款制度主要以彌

補地方財政需求缺口為原則，對積極拓展自有稅課收入之地方政府分配之財政移

轉收入相對較少，造成地方政府財政依賴。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財政依賴進而

影響地方政府課徵自有財源的誘因，明顯對地方政府的租稅努力有不利的影響，

見表 3-16。中央政府財政移轉制度缺乏使地方政府租稅努力的誘因機制，使財政

制度調整無法發揮更大的財政分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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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制度之效率性分析

我國整體地方財政收支制度因素組合的確如 Barro(1990)與 Easterly and
Rebelo(1993)內生成長理論主張財政制度會顯著影響地方所得成長率。但我國各

直轄市與縣市政府不論以自有財源收入或中央政府補助收入財源支應地方政府

之公共支出，均未發揮提升地方經濟之正面影響，對地方所得成長反而有顯著不

利淨影響，見表 6-5 及表 6-7。實證結果與 Tiebout(1956)、O’Sullivan(2003)等文

獻認為財政制度將有利地方經濟之理論預期不同。我國地方財政收支制度可能存

在下列制度問題而無法發揮制度效率功能。

（一）長期以來我國各地方政府各政事別支出警政支出、政務支出與教科文

支出之運用對地方發展不僅並未發揮正面影響，反而最不利於地方經濟發展，見

表 6-7。又 88 年財劃法修正後考量各項財源取得後之警政支出、政務支出與教科

文支出等支出仍對地方所得成長有負面淨影響效果，見表 6-8 與表 6-9，與蘇靜

娟(2001)及徐偉初與蘇靜娟（2003）實證發現一致。一方面係因財政制度調整對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支出權責劃分仍然不明確，存在很高的監督與執行之制度交

易成本，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無法發揮正面功能。另一方面，由地方政府各政事別

支出性質分析，政務支出為消費性支出，僅影響家計部門之效用函數，對社會之

總產出並無直接貢獻，但私部門為支應該項支出增加租稅負擔會排擠私人可利用

資金，使每人資本與投資下降，負面影響地方所得成長率。教科文支出可能因金

額龐大排擠其他地方公共服務項目且經費常仰賴中央補助，地方政府執行效率欠

佳，並未如理論預期可增加人力資本累積進而使地方所得成長，反而發生極大負

面效果。而警政支出可能係因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聯合提供，權責劃分不清而

未能充分發揮維護地方社會秩序功能，無法獲得警政服務之淨利益。

（二）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若能調整教科文支出、政務支出與警政支出

之規模，擴大社福支出與經濟支出，將提升財政制度效率與地方所得成長率。雖

然地方政府社福支出屬於移轉性支出，但其所提供之基本福利保障，彌補地方保

險與金融市場之不足，刺激地方需求水準發揮對地方所得成長功能；而經濟支出

係地方基礎公共設施，有利於私人資本投入，提升地方所得成長率。

（三）地方政府自有財源充足以及增進地方政府的自我負責性，是地方政府

財政制度效率之先決條件（Spahn，1995）。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地方政府自

有財源收入不足，多數直轄市與縣市包含統籌分配稅款之稅課收入未達其財政收

入半數，高度依賴中央政府補助，收入來源缺乏自我負責性，容易造成地方政府

支出浪費與無效率，進而對地方所得成長有不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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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直轄市及縣市地方政府之財源選擇以地價稅與房屋稅稅課收入二

財源之課徵對地方所得成長負面影響最大，尤其 88 年財政制度調整之後地價稅

對地方所得負面影響更大。地價稅對土地課稅影響家計單位之效用函數，干擾資

本累積與土地使用決策，進而影響地方長期產出之成長效果。而房屋稅係對土地

改良投入之資本課資本稅，由於資本係可再生資源，對其課稅會降低資本之實質

報酬率，影響投資意願，不利於資本累積，進而影響地方所得成長。由促進都市

發展與都市成長管理角度而言，土地利用強度不同應給予不同稅率，對低度使用

土地課徵較重租稅，對土地使用程度高之建築物等土地改良物課較輕財產稅，藉

此可以促進都市土地利用，避免都市土地閒置以及土地蛙躍等投機現象，使稅制

對地方發展有誘因機制（Oates and Schwab,1992；Gihring , 1999）。現行各直轄

市及縣市地方政府公告地價的低估76使地價稅之有效稅率偏低，使得對土地改良

資本建築物課徵房屋稅有效稅率相較於土地之地價稅高，除了造成地方政府稅收

不足外，使財團囤積土地成本低，可能造成土地市場投機，使土地地價偏高，影

響房地產市場之正常發展，進而影響地方發展。

（五）良好的地方財政制度係地方政府自行負擔決策成本，地方政府不轉嫁

成本給其他政府部門負擔，使租稅負擔與地方居民受益程度具有關聯性，符合受

益者付費原則，方能有效率提供地方公共財（Oates, 1972）。地價稅與房屋稅均

在世界各國地方財政上扮演重要角色，提供地方政府相當大的財政自主性，使地

方政府不需仰賴中央政府財源挹助而得以有效率運作。我國財政移轉制度仍以彌

補地方政府財政缺口為主要考量，當地方政府自主性財源不足可仰賴中央政府統

籌分配稅款與一般補助款彌補，地方政府無租稅努力誘因以公共服務水準高低調

整地方稅稅基與稅負水準77。我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土地稅稅基仍然遠低於市

價，地方稅稅基偏低，無法反應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服務水準，使地方稅課徵無法

發揮財政制度效率78。

（六）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高度依賴中央政府財政移轉收入，以 91 年為

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財政收入中有 20％來自中央政府統籌分配稅款、43％來

自補助款。由於補助收入與統籌分配稅款非由地方居民直接負擔與地方公共支出

關聯性不大，不利於政府財政責任之建立與地方政府租稅努力。中央政府補助款

由地方政府執行與運用，監督與控管困難，代理成本高，可能造成資源使用浪費，

甚至有勾結貪污等情形發生。而統籌分配稅款之分配機制以彌補財政缺口為主，

無法提升地方政府財政努力的動機，進而使地方政府財政制度效率低落。由於上

76 根據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資料顯示93年度主要都市公告現值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比約67
％，而公告地價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比約 17％。

77 根據張李淑容(2005)對台灣省各縣市、台北市及高雄市土地稅與地方公共服務水準關係分析
發現，二者並無連結關係，土地稅制並未發揮與公共服務支出連結之制度誘因機制。

78 陳國元（2006）認為我國地價稅稅基公告地價與土地增值稅稅基公告現值長期低估原因之
一，係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縣市首長與議員之選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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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關係的代理問題，制度交易成本高，使長期以來我國地

方政府非由地方居民負擔之其他稅課收入（統籌分配款）與補助收入運用並未如

理論預期大幅提升地方之公共服務支出效率，促使地方所得成長，反而對地方所

得成長造成不利淨影響，見表 6-4。而 88 年以後財政制度調整，地方政府依賴程

度更為增加，並未降低制度交易成本，財政移轉制度仍然缺乏效率，以統籌分配

稅款或補助款支應地方政府各項支出對地方所得成長率仍為顯著負面影響79。

三、本節小結

本文發現長期以來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的確可以發揮其制

度效率，財政收入與支出分權能提升地方所得成長。然而 88 年「財劃法」修正

等財政制度調整並未使財政分權制度效率提高，問題在於地方自主稅課收入不

足、支出項目劃分權責不明確與財政移轉制度缺乏誘因機制。而地方政府本身的

財政收支行為受到自主性財源缺乏、自主性租稅課徵努力不夠、公共支出職權劃

分不清及財政收入與公共支出水準連結關係低等制度因素使無法發揮財政收支

制度效率，進而對地方所得成長有不利影響。

79 林健次及蔡吉源（2001）指出桃園縣每位縣議員每人每年有八百萬元小型工程款補助款，合
計 4.5 億元，發包不透明而有八九成變成議員囊中物。縣議會本來在監督縣政，為選民看緊
荷包，反成共犯結構，造成地方政府支出浮濫與腐敗。近日新聞報導提及中央政府補助地方
政府公共工程及建設經費之效率不彰，各地方政府興建許多華而不實的公共工程，例如文建
會補助地方之地方文化館、高雄縣茄定鄕之立體停車場、桃園縣蘆竹鄉的安養院造價近三億
元、台東縣綠島南寮漁港新建碼頭造價四億元、台北市黃金地下道四米多長造價二億多元、
澎湖縣花三億多元興建門可羅雀的旅遊資訊中心、水產加工廠及綜合游泳池等不勝枚舉，此
等公共工程均已完工但呈閒置狀態，被戲稱為蚊子館，該浪費情事均是政府間財政移轉制度
缺乏效率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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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財政制度、地方發展與政府角色

政府的角色在建立一個有效率的財政制度，避免政府財政行為發生當事代理

人問題、貪污問題以及競租等交易成本問題，進而使政府財政制度對國家經濟表

現發揮正面影響功能。由前面分析發現，長期以來我國政府部門未能使財政制度

運行良好，財政制度變遷未能使地方間所得分配更為平均及使地方所得更為提

升。

就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係觀察，財政資源分配表面上屬於分權

化的財政分權體制，實質上係偏向中央集權制度，中央政府有相當大的財政控制

權，將部份職權下放至地方政府分權化過程中未能確保代理人地方政府的目標與

中央政府一致，交易成本高，以致於財政制度效率無法發揮。我國財政制度之變

遷，分權的確能提升地方所得成長，但 88 年財政制度調整後財政分權的所得成

長效果大幅減少。同時財政分權制度調整對地方所得分配的影響在 88 年財政制

度調整後負面影響雖已縮小，對落後地方所得比重提升效果並無制度變遷效果。

可見我國財政分權制度無法提升地方政府自我負責性及制度效率，未達成提升地

方所得之成長目標與地方所得分配之公平目標。

我國財政制度除了前述財政分權制度缺乏效率外，地方政府多數財源來自中

央政府而無切身之痛，支出責任與中央政府無法明確區分。地方政府施政目標可

能並非追求社會福利的極大化而是如 Niskanen (1971)所認為的以追求自身權

力、預算及員額極大化為目標之官僚體系，進而不利於地方發展。中央政府與地

方政府間仍存在相當高交易成本，地方政府各項財源不論是支應於生產性支出或

移轉性支出，對地方發展均產生不利淨影響。88 年「財劃法」修正以後的制度

調整，雖然明文規定各政府間財政收支劃分規則，但財源取得仍高度依賴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職能劃分仍不明確，並且有分配較多資源給富有縣市而貧窮縣市分

配較少資源現象，各地方政府普遍仍有財政自主性不足現象，使地方財政收支制

度效率欠佳狀況未能改善。

同時，地方政治制度環境不佳、貪污勾結等共用資源或競租問題將發生反誘

因效果，也不利於地方發展（Prud’homme, 1995）。要使地方財政制度有效率需

要民主政治制度的配合。財政制度發揮效率關鍵在於地方政府是否能反應並滿足

居民個人偏好，而民主政治過程更顯重要（Atkinson and Stiglitz，1980）。民主

政治制度是地方財政分權的基本條件，提高地方民眾之參與政治的素質使地方政

府具備自治決策能力，才可能實施分權制度（Burns,et al. 1994）。雖然我國「憲

法」增修條文中賦予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治功能，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首長及議

員均由地方居民直接民主選舉，但民主選舉並不完全保證提升地方政府自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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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還需要靠有效的選舉規則、公民社會及有效率的地方行政體系才能達成

（Worldbank, 1999）。提升各種屬性選民在地方選舉投票率及地方選舉品質，地

方自治單位才能真正反應地方民意需求，地方財政制度才能運作的更好。

財政制度是影響我國地方發展的重要因素。政府部門必須調整現行財政制

度，使地方政府自主財源充足，具有財政自主性，並明確劃分專屬地方事務，讓

地方政府財政收支間權責有明確關聯性，才能降低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制度交易成

本，進而使政府財政制度對地方發展發揮正面影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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