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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分析

本章目的在建立分析我國財政制度對地方發展影響關係之分析架構，理論回

顧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份為制度及制度效率，說明並分析財政制度效率的特

性。第二部分為財政分權制度，以新制度經濟學及財政分權理論制度誘因角度分

析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財政關係的制度。第三部份回顧財政制度對地方發展影響

關係的相關理論文獻；第四部份回顧相關財政制度對地方發展影響關係的相關實

證文獻。最後為結論，並作為後面各章分析基礎。

第一節 制度與制度效率

一、政府的角色

幾個世紀以來政府部門的經濟功能有極大的改變。二十世紀以前，古典學派

主張極小化政府功能，政府僅提供財產權與契約保障，充分保障個人經濟與政治

自由。二十世紀以後，政府部門的經濟功能大幅提升，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強

調政府所得分配功能、凱因斯學派強調政府需因應景氣循環的經濟穩定功能、

Samuelson（1947）與 Musgrave（1959）純公共財理論主張政府應致力於修正市

場失靈以及財貨之外溢性等無效率現象，均為政府部門經濟角色大幅擴張之原

因。由工業化國家統計資料發現，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 1913 年為 12％，1995
年該比重已提升至 45％，可見政府部門對一國的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然而前述強調政府部門經濟功能之理論係建立在政府部門政策制定者能完

全控制政策工具、政府部門員工能有效率執行任務發揮制度效率等不切實際的假

設上。例如新古典經濟理論模型的基本假設是並無交易成本存在，在沒有任何交

易成本情況下資源運用將會是有效率的。然而 Coase (1937，1960)在「社會本問

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與「廠商的本質」（The nature of firm）二文中

指出的確存在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9。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真實世界中，

應設法使交易成本降低，使資源運用越有效率越好。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強調交易

成本是構成制度的基礎，而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是建立制度並確保制度執行以降低

交易成本，使資源盡可能流向最有效率的用途，提昇社會福祉與利益。

9 交易成本係指在交易過程中所必須投入的各種成本，包括尋找交易對象、衡量交易商品、監督
契約執行、防止對方投機、確保交易利得等成本。交易成本係根源於交易雙方訊息不完整所造
成之不確定（尚瑞國，1998，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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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與制度效率

制度是指適用於組織內眾所皆知的規則，是管束特定行動和關係的一套行為

規則。它可以抑制可能出現的機會主義，並對違規行為施以懲罰(North, 1990;
Ostrom, 1990)。制度建立不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還具有提供激勵機制、消除外

部效果與創造交易雙方合作條件之功能。不同的制度設計對資源運用效率有不同

影響，藉由制度設計可以使更有效組合與運用經濟資源，更有效增進經濟福祉。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強調規則與治理系統等制度之建立，並發揮制度效率的零

交易成本制度具有下列特性。一、制度必須具有一般性、確定性及彈性。一般性

係指沒有差別待遇，確定性係指易於理解、簡單明瞭與賞罰明確，彈性則是指有

因應環境調整的反應機制。二、制度與其他相關制度相結合，例如財政制度與政

治制度應相互配合。三、要有強而有力的制度實施機制，避免因交易的複雜性、

人的有限理性、機會主義及雙方信息不對稱等因素使制度偏離目標（袁庆明，

2005：240）。

財政制度係一種集體性的選擇和整個政府組織的政治性協調。集體選擇的特

性是其成本效益不易內部化，存在道德危機、共用資源現象以及很高的監督與強

制執行之交易成本，並且可能存在公共選擇理論提到的理性選民的漠然現象10。

尤其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係，委託人中央政府與受託人地方政府利益可能不

一致，且二者間存在資訊不對稱問題，地方政府可能不受約束而享受壟斷租金
11。張維迎（1999）指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存在一種賽局關係，中央政府的

行動會影響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行動又會使中央政府採取相應政策。若中央

與地方政府能達成相互協議約束，形成具備效率(efficiency)、公正（fairness）及

公平（equality）集體理性合作賽局之制度設計，可以極大化共同利益。中央與

地方政府間相互協議約束，透過一套具有激勵機制的財政制度，使最適分配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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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委託人中央政

府與代理人地方政府利益一致，才能達成效率與公平等社會福利最大的制度效率

目標。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有別於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著重於比較靜態分析，係著重於

制度變化、進步、重組及創新等制度變遷過程，可用以分析現實且正在演變中的

制度改革(Kasper and Richter,1998) 。North(1990)修正新古典經濟模型，加上不

完全訊息及制度報酬遞增特性，比較西班牙沒落與英國崛起之差異，深入分析影

響各國長期經濟變遷的因素。發現關鍵在於政府制度的集權或分權，有效率的分

10 公共選擇理論強調利益團體對制度的傷害，政治家、官員和所有人一樣均在追求私利而非追
求選民之最大利益為目標，點出政治性集體決策的侷限（Buchanan, 1991; Tullock, 1987）。

11 就地方財政收支行為而言，地方政府官員與地方居民也存在一種賽局關係，地方居民為當事
人，地方政府官員為代理人，二者間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現象，由此可知制度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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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制度建立是國家能由停滯走向成長的因素之一12。Weingast(1995)也以十八世

紀的英國、十九世紀的美國以及近年經濟大幅成長的中國財政制度為例，強調財

政分權制度對經濟發展扮演重要角色13。

三、本節小結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強調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是建立制度，並確保制度執行以降

低交易成本，使資源盡可能流向最有效率的用途，提昇社會福祉與利益。而財政

制度朝向分權變遷過程，所發揮的制度效率是影響國家長期經濟發展的關鍵因

素。長期以來我國財政制度變遷，以及民國 88 年財政制度變革是否發揮制度效

率並對地方發展帶來正面影響，將於第五章及第六章進行深入分析。

12 而 North(1990)認為長期經濟變遷有三種現象：路徑相依係指一但踏上特定路徑就會鎖定方向
之報酬遞增機能；而路徑改變係指意料之外的選擇結果、外部效果與分析架構外的其他力量。
路徑轉向係由停滯到成長或由成長到停滯，指可能出自上述路徑改變的來源，通常會透過體制
改變而發生。

13 許多經濟發展程度高的民主國家，例如擁有高度分權的聯邦體制國家瑞士、美國、加拿大及
澳洲，單一制國家例如西班牙、英國、南非、俄羅斯及中國等，也開始要求下放政府職能到
地方政府，均肯定地方分權相較於中央集權壓抑人民慾望與地方對抗政治風險相比可取多了
（Kasper and Richter, 1998）。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分析

14

第二節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財政關係

ㄧ、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係與類型

各級政府對公共財與勞務提供之決策範疇以及其彼此互動關係，Oates
（1999）稱之為財政聯邦制度（Fiscal federalism）。各政府間財政關係發展係一

種進化結果，會受地理環境、傳統歷史因素以及政治組織結構的影響，根本問題

在於建立一套符合效率與公平目標的制度。當大多數的財政決策權集中於中央政

府，則此財政聯邦制度偏向中央集權。反之若多數財政決策權集中於較低層政

府，則此聯邦制度較偏向地方分權（Rosen, 2001）。

（一）偏向中央集權的財政聯邦制度

中央集權主義者的基本主張是中央政府背負重要任務目標，追求國家社會福

利最大、保證國家凝聚和統一、促進各地方收入就業機會的平等以及保證對所有

人民提供均等公共財，因而反對將職權下放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僅是中央政府

的代理人。偏向中央集權的財政制度目標著重於如何確保代理人地方政府目標能

與當事人中央政府目標一致的誘因規則與制度。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常抱持懷疑

的態度，若某些地方提供較佳公共服務，背後可能是由被選舉出來有權衡能力且

自治品質佳的地方自治單位負責執行。

然而該偏向中央集權制度可能存在下列問題，一、各地方政府能力有差異

性，中央政府指派任務困難，並且代理人地方政府的財政行為可能導致外部性，

無法有效率提供公共財，並且使所得分配更不平均，使中央政府須干預更多。二、

各地區提供公共服務與社會福利均等能力並不一致，財政狀況不佳地方容易獲得

中央政府財政支持，可能更削弱落後地方吸引新投資者的努力及誘因。三、多數

由中央政府提供統一標準的公共服務，由於中央政府與人民距離較遠，可能與各

地區人民偏好相牴觸。因而中央財政集權常會產生委託代理之機會主義者盛行與

道德敗壞問題。

雖然極端的中央集權制度並無地方政府的空間，然而偏向中央財政集權的體

制並不意味地方政府必須完全廢除。地方政府提供如 Oates(1972)提出之以受益

者課稅方式取得財源之的公共服務項目，亦可達制度效率之目標。因此中央財政

集權制度下自治地方政府的運行符合特定條件，亦可達成社會福利最大目標。

（二）偏向地方分權的財政聯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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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gler(1957)指出政府組織結構之基本元素是以追求個人最大的自由與責任

為目標。一個強而有力的地方政府是由人們所共同組成，該地方政府必須具備二

要件使可達成其效率與公平之目標。一者為地方政府必須與選民非常接近，對資

源分配有較佳的訊息優勢，賦予地方政府較多財政權可使提供的公共財與勞務較

能符合地方需求（Oates，1972）。地方政府也因與選民非常接近，提供公共財

受到選民嚴密監督，有較大的制度誘因執行財政責任，提供最符合大眾利益的公

共服務（Shah and Qureshi, 1994）。其次，國家內不同群體居民可以選擇不同公

共服務水準與類型的地方居住，人口遷移與地方政府間提供公共服務的競爭，可

以確保各地方居民偏好與各地方政府提供之服務水準的一致，使資源配置最有效

率（Tiebout, 1956；Oates, 1972）14。地方分權的財政制度可以有行政區間競爭之

優點，人員和生產者在各行政區間可以自由流動，立法者及行政官員被迫相互競

爭，此種退出機制對代理人施加委託人之反饋作用，因而政府職能集中於中央政

府越少，會有更佳機會抑制競租活動、利益團體及代理人之機會主義，使政府體

系行為具有競爭性，係具有競爭性的財政聯邦制度15。

此偏向地方分權制度下中央政府僅提供少數國家安全體系事務、解決地方公

共財外溢性機制等全國性事務，盡可能將集體行動交給地方政府。但該制度運行

要件係必須盡可能將任務指派給某一地方政府並要求該地方政府為自己的任務

籌措資金並維持財政平衡。而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性會影響財政分權制度的運行
16。

雖然地方財政分權有著重於地方政府較了解並反映地方居民偏好，較能因地

制宜配置預算功能較佳，進而強化地方責任及提高支出效率，促進地方發展等許

多優點。但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職能劃分過程中，允許地方居民用腳投票，制

度運行不可避免地發生摩擦性成本而消耗資源。同時，Atkinson and Stiglitz（1980）
也指出地方政府做集體決策的政治結構與過程是否反應並滿足地方居民個人偏

14 例如若地方基礎設施與教育的提供與地方地理條件關係密切，由地方政府提供將較中央有效
率，此時地方公共服務提供地方政府扮演角色較中央政府重要。

15 除了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制度之外，尚有其他制度類型。例如北歐各國重視社會福利政策且
充分授權地方政府執行，由於完全地方分權政府從事福利政策會發生窮人與富人間的移動競爭
問題，最終政策將會無效。基於平等主義，中央政府透過不同的工具與補貼以協助地方政府克
服社會福利政策導致的競爭問題，除了要使地方政府不需擔心福利政策引起的競爭問題走出自
己的道路外，也要地方政府相對其需求有相同的財政能力。藉由不同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
數量不同反映出不同的偏好，仍然擁有分權的制度效率，被稱為合作式的地方分權（Soderstrom,
1998）。又另一分類方式，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係制度除了中央集權式（centralist）、
地方分權式(localist)外，尚有均權式(middle)。例如我國憲法第十章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劃分中分
別列舉中央與地方政府權限，再將未列舉之剩餘權設定均權理論分配（蔡茂寅，2003）。而均
權式制度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對政策評估選擇常不一致，產生較多衝突，缺乏制度效率。

16 地方政府所決定的財政收入若能與其支出分配相配合，則財政分權可以促進地方政府的自我
負責性，改善財政狀況並避免上級政府財政移轉制度的扭曲（Shah, 1994）。熊秉元(1986) 以
Coase 交易成本概念，認為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提高才能符合權利與責任相對應之使用者付
費原則，才能使資源使用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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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非常重要。

二、財政分權制度

Musgrave(1959), Oates (1972,1999) 等財政分權理論認為總體經濟穩定、所得

公平分配及國防等職能等全國性公共功能係中央政府的責任；而地方政府的任務

在提供專屬於自己轄區內的地方公共財。為使地方財政制度符合效率，劃分給地

方政府財政職能多以資源配置效率為目標。Gandhi（1995）指出中央政府與地方

政府職能劃分應考慮下列因素：一、影響層面廣與大規模經濟的公共財，例如國

防、外交、公共運輸、電力及司法制度等由中央政府提供。二、受益面局部且地

區偏好有差異之公共財，例如地方警力與道路，宜由地方政府提供。三、公共財

提供福利大量外溢至其他轄區效果者，例如自來水提供、道路與環境保護，必須

由相關地方政府相互協調，聯合設立跨區域的特別行政機構或由中央政府出面提

供或補貼。

財政分權制度並無單一或正確定義，但地方財政分權的過程可以依據地方政

府決策之獨立性程度區分為分權化（deconcentration）財政分權、委任式

（delegation）財政分權以及完全移轉（devolution）財政分權三種類型（Litvak and
al.,1998; Bird, 2001）。

分權化財政分權制度係指中央政府仍然擁有主要政府功能，僅將部分職能執

行角色移轉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可以增稅與規劃支出預算，例如單一制國家法

國屬於典型代表。委任式財政分權係指中央政府授權半自治的地方政府公共職能

的決策與管理責任，當地方政府被賦予某些職能時，中央政府會要求其對績效負

責並且保留隨時取消授權的權利。完全移轉財政分權係最大程度的分權，中央政

府將決策、財務及管理功能均移轉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對地方居民負責。在此

完全轉移的分權架構下，行政地理區域範圍必須清楚界定；就經濟角度，完全移

轉可以善用對地方的了解使公共服務提供更有效率；而在政治上，完全移轉可以

促進民眾參與及民主化，增加對政府的支持與政治穩定性。

地方財政分權制度若設計不當，可能發生地方政府運用資源配置扭曲，包括

地方政府認定的公共收入機會成本低於真正的社會成本之共用資源問題；以及因

仰賴中央政府所提供的財源隱含保險功能以致地方政府耗盡財源而無法符合預

期財政承諾之道德風險問題（Von Hagen, 2002；Von Hagen, et al., 2002；Shah,
2006a）。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也可能存在地方制度環境不佳、貪污勾結等共

同財產或競租問題而使發生反誘因效果，反而不利於經濟發展現象（Prud’homme,
1995）。Shah(2005, 2006b)指出建立制度規則，藉由調整各級財政制度使誘因相

容，才能夠避免因不完全契約造成的貪污等問題。不論財政分權程度高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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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政分權制度必須要能使代理人地方政府依據規則執行任務，以降低對當事人

居民的代理成本，而良好的地方財政制度係財政分權制度調整之首要任務。

良好的地方財政制度一般具備以下條件：一、民主化的地方決策過程，決策

所需資訊是透明公開。二、地方自行負擔決策成本，地方政府不會採行租稅輸出

措施轉嫁成本給其他地方政府分擔。三、地方首長需負起政治責任提供反映民意

之施政，負起管理責任提供收支管理報告，以及負起經濟責任有權決定稅率與稅

基使地方居民負擔地方公共服務支出。Ter-Minassian（1997）指出地方政府提供

地方公共財的財政分權效率利得，可能由於制度不當而消失，包括地方政府的行

政能力低落，冗員太多、人員能力訓練不足及貪污問題均可能使沒有足夠能力執

行計畫。其次，地方政府常缺乏財務控管、會計及支出計畫評估等具現代化且透

明度的支出管理系統技術。

近年來許多國家針對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係，透過憲法體制等制度調

整，在政府部門中建立若干自治層級，分解控管權限，以抑制集體行動中代理人

機會主義問題，並增進公共政策滿足人民最大慾望。制度中至少將政府部門分為

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二個層級，將大量政府職能交由地方政府決定與執行，藉此

獲得包括量身訂做地方需要的公共財、更滿足人民偏好、助長各政府的競爭以及

提供地方公共財及勞務實驗和創新的機會等分權制度的優點17。然而分權制度下

的政府行為可能因外部性、公共財提供的規模經濟、地方稅制的無效率等因素而

導致資源配置無效率，無法使社會福利極大化。

三、本節小結

財政分權理論認為賦予地方政府財政自主及財政分權才能創造出政府部門

自我負責的制度誘因，達成制度效率，進而促進經濟發展。相對地，若政府官員

追求私利、官僚與貪污行為卻可能使政府服務缺乏制度效率。各國財政分權制度

可能受歷史文化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制度是否能使資源利用最有效率，進而促進

地方發展，財政分權制度與地方政府財政制度的設計與執行效率是關鍵。

17例如丹麥自 1970 年代推動地方財政分權，減少地方政府數目、改革補助款及調整地方稅角色。
瑞典於 1993 年對補助款進行改革，廢除特定項目補助、對財政努力程度高地方給予較高補助。
挪威於 1986 年將特別補助制度調整為一般性補助（Rattso, 1998）。韓國由單一制國家漸走向
地方財政分權，地方政府收支權責加重、增加地方財源（Lee,2003）。過去傾向中央集權的英
國，北歐各國瑞典丹麥挪威芬蘭，以及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家均積極推動地方分權運動，
加強地方政府自主性，以減少中央政府之控制（黃建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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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方財政制度對地方發展影響之相關理論文獻

所得成長係指平均每人實質所得持續增加之過程，是經濟成長之主要指標，

是總體經濟演化的一個綜合過程，除了與地方擁有之資源稟賦有關外，也與環境

制度政策等有關（黃仁德與羅時萬，2001）。觀察各個不同地方所得成長率與成

長軌跡，普遍存在相當大之差異。經濟學者長久以來一直試圖解釋並分析成長差

異之現象，並釐清政府財政收支制度在經濟成長中扮演之角色。Romer(1986)與
Lucas(1988)提出內生成長理論後，Barro(1990)與 Easterly and Rebelo(1993)分析財

政收支制度對經濟成長率造成之影響，政府之財政制度與經濟發展關係備受重

視。又根據 Tiebout（1956）以足投票假說，地方居民會依各個地方政府提供之

公共服務水準與租稅負擔組合決定其最適區位選擇，透過該等遷移機能進使各地

資源配置最有效率。O’Sullivan（2003）認為地方政府部門提供供廠商直接使用

之投入自來水、道路、港口與下水道，也提供供家計單位使用之財貨教育、公園、

道路、大眾運輸與公共安全，地方政府可透過較低成本（租稅負擔）提供有效率

公共服務以吸引廠商與家計單位遷入，地方發展不僅受廠商及家計行為之影響，

也與地方政府財政制度密切相關。本節由內生性成長理論與財政分權理論相關文

獻說明地方財政制度對地方發展的影響關係。

一、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制度對地方發展之影響

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依性質可區分為移轉性支出與非移轉性支出，移轉性支出

係以實現高低所得者間所得公平分配為目標，例如社福支出屬之。而非移轉性支

出可依其是否有鼓勵私人儲蓄有益於資本累積區分為生產性支出（例如經濟支出

與教科文支出）與非生產性支出（為消費性支出，例如政務支出）。

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認為增加生產性支出經濟效果正負均有可

能，需視生產性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例大小決定，而消費性支出效果一定為

負。Easterly and Rebelo(1993)也認為政府增加消費性支出對刺激所得成長效果為

零，增加公共投資能提高私人部門生產力對經濟有正向貢獻。然而 Cashin(1995)
認為政府公共投資支出及移轉性支出有提高所得成長之效果；而 Devarajan,
Swarrop and Zou(1996)認為不論是政府生產性支出或非生產性支出對所得成長

之效果正負面均有可能。

一般而言，消費性支出及移轉性支出係影響家計部門之效用函數，對社會之

總產出並無直接影響與貢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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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所得成長。另方面，生產性支出

具有公共投入要素性質，提供一般私部門無法提供之公共財，例如透過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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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之外部性以吸引廠商遷入並聚集，或透過教育支出改善人力資本素質，均對

生產要素之累積與邊際生產力有提升效果，進而有利於所得成長。各項支出對所

得成長之淨影響效果如何有待實證分析驗證。又若地方政府施政目標並非追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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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產性支出效果與政府之消費性支出相同，私部門之

稅負將提高，可用以儲蓄累積資本之所得相對減少，所得成長率會較低。

二、地方政府課稅制度對地方發展之影響

地方政府課稅行為係將私部門資源移轉為公部門使用，私人經濟行為會受到

扭曲。一者家計單位所得流量會因課稅而減少，產生所得效果與替代效果，進而

影響其經濟行為；另者租稅將造成廠商生產成本增加，影響資本之累積、生產力

與技術之提升。整體而言，政府租稅行為對經濟發展是負面的。

一般地方政府最主要之自主性財源為土地稅與房屋稅，多數學者將地價稅與

房屋稅視為資本稅18（Gordon,1983；Gong and Zou,2002；Leung,1999）。土地要

素係一種耐久性資源，具有數量固定性等特性19。 由於該等土地特性，土地若

完全使用於生產活動，一般認為對土地課稅不會產生扭曲效果，地價稅具有中立

性，並不會影響所得成長率（Rebelo, 1991）。然而若考慮土地可作為家計單位

直接使用之住宅用地或廠商之生產用地時之雙重特性20，對土地課稅會影響家計

單位之效用函數，仍會使資源配置產生扭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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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影響地方經濟之成長，因此理論預期房屋稅扭曲效果較地價

稅更為劇烈，對地方所得成長率之負面影響較大。

又根據內生性成長理論資本與勞動均為可累積之生產要素，對資本所得或勞

動所得課所得稅，將降低長期所得成長率（King and Rebelo , 1990; Rebelo ,
1991）。對土地之資本利得課土地增值稅，係針對要素所得課稅，可能降低長期

所得成長率，但因土地要素之可累積性與資本勞動二要素有別，林森田（1996）

18 世界各國財產稅多以不動產為課稅標的，包括土地與土地改良物。目前多數國家實施之財
產稅制係將土地與房屋價值合併計稅，課徵單一稅率。而我國係少數將土地與房屋分開評價
計稅國家之一。地價稅係對土地價值課稅，而土地價值係指素地價值，實施之資本與勞力之
額外改良價值不在課徵範圍。而房屋稅係針對附著於土地上之各種房屋，以及增加該房屋之
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稅對象，房屋係一種需要高度資本投入的耐久財，因此對房屋課稅可
視為對資本課稅。見彭威捷(2002)，頁 1。

19 殷章甫（1997），頁 6-10。
20 原本 Rebelo（1991）認為非再生性要素（如土地）僅能以非必要投入角色參加，對該非核

心資本財之土地課稅只會使消費財貨之生產技術變複雜，如同對消費財課稅，不會影響成長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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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假設不發生租稅轉嫁現象，課征土增稅將減少私人以土地所得為儲蓄，避免

造成其他實質資本需求與其累積速度之降低，反而有利所得成長，此時其負面效

果可能相對較低。

三、財政分權制度對地方發展之影響

根據 Oates（1972）財政分權理論預期，當全國性外溢的公共財很少，地方

政府不論在地方性公共財生產或提供上較有效率；且地方政府較能掌握地方居民

的偏好與需求，因而更具分配效率。移轉中央政府財政權力到地方政府的財政分

權可以提升公部門的效率，增加地方政府公共財提供之競爭，隨時間經過該制度

效率利得將使地方與國家經濟成長。理論預期財政分權程度越高，資源分配更有

效率，其所得成長率也越高（Bahl and Linn, 1992；Bird and Vaillancourt, 1998；
Gramlich, 1993；Oates, 1993， Wasylenko，1987）。

然而實際制度運行若與理論假設不合，存在地方公共財規模經濟特性、地方

選舉制度不健全無法反映地方居民偏好、以及地方政府貪污與利益團體問題等問

題，財政分權反而可能破壞地方發展（Oates,2006; Prud’homme, 1995）。

四、本節小結

地方財政制度對地方發展的影響關係，地方政府可透過較低租稅負擔提供有

效率公共服務以吸引廠商與家計單位遷入。根據內生性理論地方發展不僅受廠商

及家計行為之影響，也與政府財政制度密切相關。若地方政府公共服務支出正面

效益能大於課稅造成的負面影響，將對地方所得成長有顯著正向影響。又地方政

府教科文支出、經濟支出等生產性支出具有生產投入性質，將較政府政務支出等

消費性支出正面影響效果大。又地方政府收入面補助收入因財源非取自當地資源

並無直接排擠效果，對地方發展應無負面影響。地方政府稅課收入係取自當地資

源，對地方所得成長率有較大負面影響。土地稅與房屋稅資源配置扭曲程度較土

地增值稅高，對地方所得成長率之負面影響較大。

又根據財政分權理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係分權程度越高，資源分

配更有效率，其經濟發展程度也越高。若實際制度運行發生地方財政制度環境不

佳、無法反映地方居民偏好、以及地方政府貪污與利益團體問題等等共同財產或

競租問題而使發生反誘因效果，財政分權反而有不利於地方發展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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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地方財政制度對地方發展影響之相關實證文獻

本節分別針對地方政府財政制度及財政分權制度對地方發展之影響關係相

關實證文獻進行討論。

一、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制度對地方發展之影響

過去有相當多國外文獻針對地方政府租稅或支出財政結構進行實證研究，但

一開始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地方政府之稅課收入是否會影響地方所得成長，對地方

稅是否會影響產業區位選擇與經濟發展影響效果雖無定論，但多數文獻發現租稅

變數對地方所得成長呈負面影響（Due, 1961；Romans and Subrahmanyam，1979；
Dye，1980）。在 1990 年代以後，公共基礎建設危機漸受重視，公共基礎建設

被視為吸引企業與增加就業之關鍵因素。Munnell(1990)、Morrison and Schwartz
(1996)以及 Devarajan, Swaroop and Zou(1996)等文獻著重於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

經濟功能分析。歸納上述國外實證文獻發現，多數支持公共建設等資本支出對所

得成長有正面影響效果，不過 Devarajan, Swaroop and Zou(1996)指出若公共支出

分配不當、過度偏好資本支出亦有可能造成對經濟之顯著負面影響。

然而地方政府之財政制度經濟效果不能僅考慮課稅面效果或僅考慮支出面

之效果，應將課稅與支出雙面影響之淨效果加以衡量，方能評估出地方政府財政

制度之真正影響。表 2.1 歸納出分析地方政府財政收支與地方發展關係之相關國

內外實證文獻。

Helms(1985) 認為以往研究僅利用各州之橫斷面資料分析常會有偏誤發

生，以美國 1965 年至 1979 年各州長期追蹤資料，藉由豐富資料集以掌握各州間

無法解釋之差異，研究地方政府財政制度對經濟成長之影響，模式中利用政府預

算限制式連結財政收支變數，並考慮人口密度等控制變數，測試其對州個人所得

之影響，發現財產稅與其他地方稅對州個人所得有顯著負面影響，而政府非移轉

性支出使廠商受惠，進而刺激經濟成長。之後 Mofidi and Stone(1990)沿用 Helms
模型利用政府預算限制式連結財政變數，改以製造業投資與就業二個成長來源衡

量經濟成長，利用美國 1962 年至 1982 年各州資料進行實證分析，得到與 Helms
一致結論。Miller and Russek (1997)延伸 Helms(1985)與 Mofidi and Stone(1990)之
考慮政府預算控制之實證方法，分析美國 1978 年至 1992 年各州財政收支結構與

州所得成長率之關係。實證結果與 Helms(1985)與 Mofidi and Stone(1990)若收入

用以支應移轉性支出會妨礙經濟結論有些不同，發現以銷售稅或其他租稅支應移

轉性支出對所得成長有不利影響，但若以公司所得稅支應移轉性支出對地方經濟

有正面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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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制度對地方發展影響之實證文獻
作者 研究範圍 實證模式 變數選取 實證方法 實證結果

Helms(1985) 1965 年至

1979 年

美國各州

由 McLure

(1970)各州間

要素與產出課

稅差異模型引

申。

因變數：

州個人所得

自變數：

財政收支預算限制

式、人口密度、工資

率、工會組織

長期追蹤資料分

析：OLS、固定效

果模式、隨機效果

模式

租稅用於移轉性支出，對

經濟有阻礙效果；租稅用

於教育、公路、與保健等

公共服務性支出，課稅負

面效果將被公共服務支

出之有利效果抵銷，使所

得增加，有利經濟成長。

Mofidi and

Stone (1990)

1962 年至

1982 年

美國各州

沿用 Helms

(1985)實證模

式

因變數：製造業投資

率、就業率 。自變

數：財政收支預算限

制式、人口密度、工

資率、工會組織

長期追蹤資料分

析：OLS、固定效

果模式、隨機效果

模式

同 Helms(1985)。

Miller and

Russek(1997)

1965 年至

1979 年

美國各州

沿用 Helms

(1985)實證模

式

因變數：

州個人所得成長率

自變數：

財政收支預算限制

式、前期所得、非農

業就業率、非農業就

業成長率、失業率

長期追蹤資料分

析：OLS、固定效

果模式、隨機效果

模式

以銷售稅或其他租稅支

應移轉性支出對所得成

長率有不利影響；若以公

司所得稅支應移轉性支

出有正面幫助。

郭文娟（1993） 1986 年至

1991 年

台灣省 21 縣

市

沿用 Helms

(1985)實證模

式

因變數：

個人所得

自變數：

財政收支預算限制

式、人口密度、勞動

力

將時間資料與橫

斷面資料合併，取

一階差分，以 OLS

進行分析

地方政府租稅對地方經

濟有負面影響；支出效果

不明顯。

蘇靜娟（2001）

徐偉初與蘇靜

娟（2003）

1991 年至

1999 年

台灣省 21 縣

市

沿用 Helms

(1985)實證模

式

因變數：

個人所得

自變數：

財政收支預算限制

式、前期所得、非農

業就業率、失業率

長期追蹤資料分

析：OLS、固定效

果模式、隨機效果

模式

租稅支應移轉支付，對經

濟成長有阻礙效果，用作

公共服務支出並不一定

能加速地方經濟成長，包

括政務支出、教科文支

出、經濟支出與社福支出

對經濟之淨影響均為負

向。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所得。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分析

23

在國內文獻部分，過去文獻多關心全國性經濟成長，針對地方發展問題進行

分析者不多且偏重於支出面分析。鄭雅綺(1995)分析民國 62 年至 82 年各縣市資

料，探討近二十年來台灣各縣市的成長差異現象，分析影響各縣市成長差異的因

素，該文將地方公共支出區分為平均每人可分得教科文支出、經建支出與交通支

出，發現民國 62 年所得水準愈低的縣市，所得成長會愈快，符合收斂假說；又

政府的教科文支出、經濟支出，交通支出等資本性支出對所得成長有顯著的影

響，支出愈多，所得成長會愈快。郭文娟（1993）利用 Mofidi and Stone(1990)
觀念以 OLS 實證方法，分析台灣地區民國 75 年至 80 年 21 縣市政府以稅課收入

支應公共支出對經濟成長之影響，發現地方政府課稅對經濟成長有顯著負向影

響，而各項支出之影響並不顯著，各項支出效果僅能抵銷部份課稅之負面影響。

蘇靜娟(2001) 及徐偉初與蘇靜娟（2003）則依循 Helms(1985)建立的理論模型建

構實證模型，希望把支出當作解釋變數，其將政府支出區分為政務支出、教科文

支出、經建支出、社福支出、警政支出、債務支出、協助及補助支出、其他支出，

以台灣地區民國 80 年至民國 88 年間 21 縣市收支等資料，探討地方政府各項支

出對地方經濟成長的影響，得到以收入支應移轉性支出將對地方發展有不利影

響，若用以融通非社福支出並未得到有利影響效果，又政務支出、教科文支出、

經建支出、社福支出、警政支出變數均與地方所得水準呈負向關係。

由上可知，國內討論地方財政制度經濟效果文獻不多，且多著重於支出面討

論。郭文娟（1993）係參考 Mofidi and Stone(1990)分析架構，認為不論是社會福

利支出或其他公共服務支出對個人平均所得並無顯著影響。而蘇靜娟(2001)及徐

偉初與蘇靜娟（2003）參考 Helms 方式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地方政府主要政事

別支出政務支出、教科文支出、經建支出、社福支出、警政支出對個人平均所得

呈顯著負向影響。上述二文獻對土地稅與房屋稅等收入影響效果討論較少，並且

皆僅對個人平均所得的短期影響效果進行分析，並未針對長期地方所得成長率進

行討論，研究轄區僅以台灣省 21 個縣市為範圍並未納入二直轄市，並且各文獻

對地方公共支出的經濟效果之研究結論有些差異。

二、財政分權制度對地方發展之影響

國外有相當多文獻針對財政分權制度對地方發展之影響關係進行實證研

究。Davoodi and Zou(1998)係利用 46 個國家 1970 年至 1989 年支出分權程度之

追蹤資料進行分析，發現開發中國家的分權程度與所得成長呈現負相關，而已開

發國家分權與所得成長關係並不明顯。Akai and Sakata (2002)批評 Davoodi and
Zou(1998)利用不同國家進行分析，由於各國文化歷史與制度不同有資料偏誤問

題，並指出分權衡量指標的重要性，因而利用收入、支出、收入支出平均及財政

自主性等四種分權指標，以美國 1992 年五十州橫斷面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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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分權的確會使地方的所得成長，支持財政分權理論。Zhang and Zou(1998)
以中國 1978 至 1992 年 32 個省分支出分權追蹤資料進行分析，迴歸式中除支出

分權外，考量稅率與支出結構等變數，發現財政分權反而對縣的所得成長有不利

影響，認為係因地方支出分配過多以致於排擠中央支出所致。Xie and Zou(1999)
利用美國五十州 1948 至 1994 時間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地方政府的支出比重已使

所得成長率達到最高，進一步分權會有害成長。Lin and Liu (2000)以中國 1970-
1993 年間各省政府的追蹤資料，以地方總預算收入中邊際保留率作為財政分權

指標分析財政制度對地方所得成長之影響，指出藉由財政分權制度使資源分配效

率提升對地方所得成長有重要影響，制度最為重要。Meloche, et al.(2004)強調地

方政府財政自主性提升對分權的重要性，以 10 個歐洲新興國家 2001 與 2002 年

資料，進行分權程度對所得成長影響分析，發現地方財政自主性的確對所得成長

有幫助。Feltenstein and Iwata (2005) 以 1952-1996 年中國大陸時間序列資料，以

向量自我迴歸模式（VAR）分析財政收入與支出分權程度對中國所得成長率之

影響，發現分權有利所得成長。Jin and Zou(2005)以中國大陸二個不同財政制度

時期，1979-1993 財政契約制時期與 1994-1999 租稅分成制時期，利用大陸三十

省份之支出分權與收入分權程度之追蹤資料進行分析發現，發現二時期影響關係

不同，制度是否有符合財政分權理論假設非常重要。

歸納發現各國外文獻看法紛歧，大多數文獻係以長期追蹤資料進行實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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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oche, et al.(2004)等實證文獻支持理論預期，財政分權程度越高，資源分配更

有效率，其所得成長率也越高。而 Zhang and Zou（1998）、Davoodi and Zou(1998)
與 Xie and Davoodi（1999）等則認為有負面影響，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若存在

地方制度環境不佳、貪污與勾結等共同財產或競租問題而使發生反誘因效果，財

政分權反而不利於地方發展，見表 2.2。

而國內文獻例如林全（1992，1995）、曾巨威（2001）及林健次與蔡吉源（2003）
等多僅就財政分權制度面問題進行討論，認為我國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不足，並

未有文獻對財政分權制度對地方發展進行實證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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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財政分權制度對地方發展影響之實證文獻
作者 研究範圍 實證模式 變數選取 實證方法 實證結果

Davoodi and

Zou(1998)

1970 年至 1989

年，46 國家

內生性成

長模式

因變數：每人實質 GDP 成長率；自

變數：平均稅率、財政分權程度、人

口成長率、人力資本、GDP 中之投

資份額、始期之每人 GDP 等。

OLS 分析 開發中國家的分權程度與成

長呈現負相關，而已開發國家

分權與所得成長關係並不明

顯。

Zhang and

Zou(1998)

1980 年至 1992

年，中國大陸

28 縣市

設定地方

經濟成長

函數

因變數：縣市所得成長率；自變數：

財政支出分權、生產投入、中央與地

方預算支出組合。

長期追蹤資料

分析

分權反而對縣的所得成長有

不利影響，係因地方支出分配

過多以致於排擠中央支出所

致。

Xie and

Zou(1999)

1948 年至 1994

年，美國時間序

列資料

內生性成

長模型

因變數：所得成長率；自變數：地方

政府支出比重、財政收入占所得比、

勞動成長率、投資率、開放程度、能

源價格。

OLS 分析 地方政府的支出比重已使成

長率達到最高，進一步財政分

權會有害所得成長。

Lin and

Liu(2000)

1970 年至 1993

年，中國大陸各

省

設定 CD

生產函數

因變數：每人實質 GDP 成長率；自

變數：地方政府稅課收入保留率、財

政能力、鄉村人口、總人口、每人固

定投資成長率等。

長期追蹤資料

分析之固定效

果模式

財政分權制度使資源分配效

率提升，對地方所得成長有重

要影響。

Akai and

Sakata(2002)

1992 年橫斷面

美國 50 州

設定地方

經濟成長

函數

因變數：州所得成長率；自變數：財

政分權指標（收入、支出、財政自主

性、收入支出平均）、人口成長率、

前一期所得、教育素質、議員黨派、

所得分配、經濟結構、區域特性。

橫斷面資料

OLS 分析

財政分權的確會使地方的所

得成長。

Meloch, et

al.(2004)

2001 年至 2002

年，10 個歐洲

新興國家

參考

Davoodi

and Zou

模式

因變數：每人實質 GDP 成長率；自

變數：每人 GDP、人口成長率、學

校入學率 、投資、各種分權指標。

OLS 分析 地方財政自主性對所得成長

有幫助，而地方政府支出比重

與所得成長無關。

Feltenstein

and

Iwata(2005)

1952 年至 1996

年，中國大陸各

省

設定經濟

成長率函

數

因變數：Gnp，物價指數；自變數：

財政分權、經濟分權、前期成長率、

前期人口成長率。

向量自我迴歸

模式（VAR）

財政收入與支出分權程度對

中國所得成長有利，對物價不

利。

Jin and

Zou(2005)

1979 至 1993

年，1994 至

1999 年，中國

大陸各省

建立財政

改革對地

方經濟成

長之假說

因變數：所得成長率；自變數：財政

分權指標（收入、支出）、租稅、政

治因素、勞動成長率、投資率、開放

程度。

長期追蹤資料

之固定效果模

式

1979-1993 財政契約制與

1994-1999租稅分成制二時期

之支出分權與收入分權程度

影響關係不同，政治與財政制

度是否符合分權理論假設非

常重要。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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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節小結

多數實證文獻認為財政制度的確會影響地方發展，因制度因素或採用資料類

型不同，使實證結果分歧。但多數文獻認為進行分析時需同時考量財政收入及支

出二方面的分權，資料選擇以單一國家各地方政府的長期追蹤資料分析較能掌握

動態變化，並可避免因各國文化制度差異造成之偏誤。Zou（1996）與 Davoodi and
Zou（1998）也指出除考慮財政分權制度外，應將地方政府本身的財政收入來源

與支出分配納入分析，方能做較深入評估21。本文第五章及第六章的實證分析模

式將納入地方財政收支制度與財政分權制度因素，並以我國 23 個直轄市與縣市

政府為研究對象，以充分掌握我國財政制度對地方發展之影響關係。

21地方政府財政制度，除了考慮財政收入水準多寡、租稅種類的權衡等財政收入的選擇外，支出
水準多寡及各政事別比重支出分配都應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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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結語

不論是新制度經濟學、財政分權理論或內生性成長理論，均認為制度會影響

長期經濟發展。財政制度效率發揮可以使地方所得成長，並促進地方所得分配公

平。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關係與地方政府財政制度不同的收入來源與不同

性質的支出分配有不同的經濟影響效果。國內外實證研究多支持財政制度會影響

長期地方發展。

本文將深入分析我國財政制度變遷對地方發展之影響關係。第三章先分析我

國財政制度變遷歷程，第四章則就長期以來財政制度變遷，尤其在 88 年正式財

政制度調整是否使財政資源分配公平並提高地方政府之財政自主性進行實證分

析。

其次，本文第五章及第六章參考 Helms (1985)、Xie and Zou(1999)及 Jin and
Zou (2005) 以內生成長理論建構地方政府的財政制度對地方發展的影響關係模

式，模式中除考慮財政分權制度外，也納入地方政府本身的財政收入來源與支出

分配制度因素，以我國 2 直轄市與 21 個縣市的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以驗證下列

理論預期是否存在。一、制度是否如新制度經濟理論主張，會影響長期經濟發展。

二、財政制度朝向分權將有利於地方發展之新制度經濟學論點是否存在。三、財

政分權理論認為賦予地方政府更多支出或收入職權之財政分權程度提昇，公共財

提供將更能滿足地方居民偏好，使財政制度更具效率，將有利於地方間所得公平

分配與地方所得成長是否存在。四、內生性成長理論認為若地方政府財政制度具

有效率，則地方政府公共服務支出正面效益能大於課稅造成的負面影響，將對地

方所得成長有顯著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不同財政收支結構對地方發展也會有不同

影響，地方政府的生產性支出具有生產投入性質，將較政府消費性支出正向影響

效果大；地方政府補助收入因財源非取自當地資源，不會直接排擠當地資源，對

地方發展應不會有負面影響，而非稅課收入與各項稅課收入若能符合受益者付費

原則，其負面經濟影響較小。

本文第七章將以新制度經濟理論與財政分權理論強調財政制度設計應具備

誘因機制，使代理人與當事人目標與利益一致，才能降低交易成本，使財政制度

運行有效率觀點，針對第三章制度演進變遷觀察與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實證分析結

果，深入討論我國財政制度變遷所存在的問題。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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