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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國財政資源分配不均，多數資源集中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財政資

源有患寡與患不均現象，見表 3-4 及表 3-6。各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程度低且分權

程度差異大。以民國 75 年為例，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支出僅占總政府支出比重

22.6％，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收入占總政府收入比重僅 22.7％，地方政府的財政

資源比重偏低；又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間也有財政資源分配不均之現象，例如台

北市政府財政支出占總政府支出比重高達 7％，而澎湖縣比重僅占 0.2％。見附

表 1及附表 3。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有財政自主性不足與地方政府間財政自主性

差距大現象。以民國 75 年為例，23 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中有 9 個縣市自有財源

收入不及其財政支出之半數，地方政府大多有自有財源不足且依賴中央政府現

象；又台北市政府自有財源收入占台北市財政支出比重為 99.8％，澎湖縣該比

重僅 38.9％，地方政府間財政自主性差異大。見附表 5。為調節地方政府財政資

源分配不公平現象與提升財政制度效率，多年來政府部門進行財政制度的調整，

88 年起更大幅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並於 91 年制定「地方稅法通則」及「規

費法」，以提昇地方財政分權程度並落實地方自治精神。長期以來我國財政制度

調整是否發揮政策效果。地方財政分權程度是否提升，具有垂直財政公平政策效

果？各地財政分權程度差異是否縮小更趨收斂，降低地方政府間財政資源分配不

公平現象而使水平財政公平？各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性是否提升，地方間財政自

主性差異縮小？ 財政制度調整的影響效果是否有地理空間差異？財政制度調整

是否使財政資源分配在 88 年發生結構轉變？分析數列是否具有恆定性的單根檢

定法可用以分析長期以來我國財政制度調整與變遷是否發揮政策效果。本章除了

就單一直轄市或縣市時間序列資料進行單根檢定，以了解制度變遷的財政資源分

配效果外，也利用 Breuer et al.(2001)新發展的長期追蹤資料 SURADF 單根檢定

進行分析，以彌補單一時間序列資料資料量不足問題並掌握財政制度調整之個別

直轄市或縣市空間效果。最後並利用 Zivot and Andrews（1992)與 Perron(1997)
之結構轉變單根檢定法分析 88 年度財劃法修正制度變革是否有制度轉變效果。

第一節 理論基礎與實證模式

過去學者對我國財政制度演變制度面討論甚多，僅有少數針對中央與地方財

政分權關係與各個縣市地方的財政狀況進行實證分析討論。各文獻對各直轄市與

縣市地方的財政資源分配是否更公平與財政自主性是否提高並無定論。例如，蔡

吉源與林健次(2004)以民國 41 年至 90 年各級政府淨收入比率與淨支出比率資料

比較分析，認為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依賴程度並未改善，但該分析並未論及個別

縣市的財政狀況。又蔡吉源與林健次（2000）由民國 79 年至 88 年十年歲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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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桃園財政與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認為桃園縣雖然自有財源比重較高但依賴上

級政府程度仍然很高，該文僅就單一縣市進行觀察。另外各縣市間財政狀況是否

趨向一致，朱澤民與李佩瑜(2001) 以民國 56 年至 87 年各級政府與台北縣自有

財源占歲出比重分析我國統籌分配稅款之演變，發現統籌分配制度的確有改善縣

市間財政水平不公平現象，但該文僅就台北縣單一縣市地方政府進行分析，並未

討論我國財政制度變遷是否使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財政資源分配朝向財政

分權與財政公平。

本章主要目的在分析我國財政制度調整是否發揮提升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程

度的政策效果，減緩原先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相較於中央政府有財政資源不足

「患寡」的問題；以及是否減輕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間財政資源分配不公平

「患不均」問題。財政公平意義有二：一為垂直公平，指中央政府及直轄市與縣

市地方政府間財政資源分配的公平，若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程度顯著提升，即顯示

地方政府相較於中央政府分配較多財政資源，趨向垂直公平；二為水平公平，指

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間財政資源分配越趨公平，亦即各地方政府的財政資源

分配有越趨近全國平均值有收斂現象存在。

Narayan (2005)與 Bhattacharya and Narayan (2005)提出分析制度變革究竟對

某一觀察數列發揮永久性效果(permanent effect)或僅是短暫性效果（Transitory
effect），單根檢定法係極佳的實證方法。若制度變革使數列發生單根現象，表

示數列已不會回復原先制度變遷前狀態，即發揮永久性效果。若制度變革對觀察

數列並未發生單根現象，即表示數列僅有短暫性效果發生44。運用單根檢定法，

可分析我國財政制度變遷是否使原本政府間財政資源分配不公平狀態明顯改

善。若我國財政制度調整發生使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程度提升之長期效果，明顯趨

向垂直財政公平，表示該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程度變數已由一均衡狀態朝向另一均

衡狀態調整，亦即具有單根現象。反之，財政制度調整僅發揮短暫效果並未改變

原本財政不公平狀態，則各直轄市與縣市財政分權程度變數將呈現穩定趨勢，不

存在單根現象。

另一方面，Cook(2003,2005)研究英國各地區房價指數與全國平均房價是否趨

近於一致時，即以各地區房價指數與全國平均房價自然對數比值是否具有穩定性

進行分析，其以單根檢定進行數列恒定性檢定，若單根檢定結果該比值拒絕單根

44 Narayan (2005)係將單根檢定應用於 1970 年至 2002 年斐濟旅遊支出分析，發現斐濟旅遊支出
數列拒絕單根虛無假設，為恒定數列，推論長期以來各項外在因素衝擊並未對斐濟旅遊支出發
生永久性影響效果。而 Bhattacharya and Narayan (2005)則用以觀察 1980 年至 1999 年印度的外
國旅客人數，由該數列的長期追蹤單根檢定結果拒絕該數列單根之虛無假設而推論長期以來各
種外在因素僅造成旅遊產業短暫影響效果。Narayan (2005)與 Bhattacharya and Narayan (2005)
二文主要在應用單根檢定分析制度變革對某一特定數列係發生暫時影響效果或永久性影響效
果。因此我國自民國 72 年至 93 年長期以來的財政制度的變革究竟對政府間財政資源分配發生
永久性效果或暫時性效果，可運用單根檢定法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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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虛無假設，即表示各地區房價指數與全國平均房價趨於一致。該法可用以分析

我國財政制度調整是否減輕地方政府間財政資源分配不公平「患不均」問題。若

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財政分權程度變數與全國平均財政分權程度變數之自

然對數比值呈現穩定特質，不具單根現象，顯示該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程度有朝

全國平均值收斂現象，直轄市與縣市地方財政分權越趨一致，即顯示地方財政資

源分配越趨水平公平，制度調整的確有改善直轄市與縣市間財政資源分配水平不

公平現象。反之，若該比值具有單根現象，顯示各地方財政分權程度越來越發散，

各縣市間財政資源分配越趨不公平。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提升也是財

政制度調整的重要目標，本文也運用上述單根檢定法分析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財

政自主性是否明顯改變，以及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間之財政自主性差異是否縮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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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方法與步驟

一、實證方法

時間序列資料本身是一個隨機過程（stochastic process），當時間數列 tX 必

須經過 d 次差分才達恆定特性時，則表示該時間數列 tX 的自積階數為 d，可以

tX ~I(d)表示。恆定數列（stationary））係指時間序列資料隨機過程之機率分配

不會隨時間的改變而改變，其平均數與變異數為固定數，且相關係數為零。非恆

定（non-stationary）數列則是指時間序列隨機過程之機率分配受時間影響，亦即

當發生外來衝擊時，對該變數有長期影響，隨時間經過此序列為回復至另一平均

值現象稱之。而變數恆定與否，決定於時間序列資料變數是否具有單根（unit
root），當變數不具單根時，為 I(0)，該數列才具備恆定特性。

本文採用的單根檢定方法包括應用於單一變數時間序列資料之 ADF、PP、
KPSS、DF-GLS 與 NP 單根檢定法，考慮結構轉變的 Zivot and Andrews(1992)與
Perron(1997) 單根檢定法以及應用於長期追蹤資料之 SURADF 單根檢定法。

（一）ADF 單根檢定（Augmented Dickey and Fuller, 1979）

ADF 單根檢定係最常被用來檢定數列是否具有恆定性之檢定法45。其檢定估

計式如下：

tX ＝(－1) 1tX ＋


k

i
i

1
  itX ＋ t （4-1）

（5-1）式可改寫為：

tX ＝ 1 1tX ＋


k

i
i

1
  itX ＋ t （4-2）

若有漂浮項或有漂浮項（drift term）與趨勢項（trend term），式（4-2）可改寫

為式（4-3）與式（4-4）， 臨界値分別為  與 。

tX ＝ 0 ＋ 1 1tX ＋


k

i
i

1
  itX ＋ t （4-3）

tX ＝ 0 ＋ T ＋ 1 1tX ＋


k

i
i

1
  itX ＋ t （4-4）

其中，為差分運算因子， 0 為漂浮項，T 為趨勢項， t為殘差項且 t~N(0, 2
 )

45 ADF 檢定法係修正 DF 檢定而來，由於 DF 檢定法檢定能力較低，需透過使用較長時間序列
資料或使用長期追蹤資料來增加觀察値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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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白噪音（white noise），落後期數 k 的選擇以 Campbell and Perron(1991)方法選

出最適期數46。

ADF 單根檢定之虛無假設為 0H ： 1=0，代表該 tX 數列具有單根，不具有恆

定特性。若檢定値大於負的臨界値47接受 0H ；反之，拒絕 0H ，表示 tX 數列不具

有單根，為恆定數列。

（二）PP 非參數單根檢定法（Philips and Perron, 1987）

Philips and Perron(1987)以 OLS 迴歸估計式的對稱理論，求出具有弱相依與

異質干擾項之 t 統計量。相對於 ADF 單根檢定法，PP 非參數單根檢定法允許殘

差項有序列相關與異質現象。其統計量定義為：

Z ＝
 




T

t

T

XT

SST

1
2

1
2

22
1 )(2/1)1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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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T XTS （4-6）

其中， Z 係指經由標準化估計式 )1ˆ( T 轉換形式所得，T 是樣本數。 2
uS 是 2

u 的

一致估計量。 2
1TS 是 2 的一致估計式。 tZ 是經由迴歸 t 統計量轉換形成的48。檢

定 tX 數列具有單根之虛無假設為 0H ：=1，若檢定結果不拒絕虛無假設，表示

有單根，反之不具單根。檢定之統計值以 Mackinnon(1991)提供臨界值表作為判

斷標準。

（三）KPSS 單根檢定法（Kwiatkowski, Phillips, Schmide and Shin, 1992）

由於 ADF 或 PP 檢定法皆在修正殘差項序列相關問題造成的統計值向上偏

誤49情形，其修正方式在對 k 的期數選擇方式，而 Schwert(1989)以 Monte Carlo
模擬一萬次結果證實當變數存在非純粹自我相關過程，變數本身為自我相關與移

動平均過程時，不論是 ADF 或 PP，不當 k 值選擇將導致錯誤的檢定結論。而

46 所謂最適期數，根據 Said and Dickey(1984)係指透過該最適期數選擇可以消除殘差項序列相關

之干擾，使 t~N(0, 2
 )。

47 ADF 單根檢定統計之 t 値與一般傳統 t 分配不同，MacKinnon(1991)利用 Monte Carlo 法建立
臨界値表，為本文選取變數自積階數 d 之判斷依據。

48 Philips and Perron(1987)使用非參數估計法主要在調整樣本殘差 2
u 與母體 2 之差異。

49 黃柏農(1993)指出 ADF 或 PP 檢定法皆須以選擇適當落後期數來修正殘差項序列相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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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F 或 PP 檢定法傾向不拒絕具有單根之虛無假設50。因此 Kwiatkowski, Phillips,
Schmide and Shin (1992)根據 Philips and Perron(1988)提出修正的 LM 檢定統計

量，稱之為 KPSS 單根檢定法。

其虛無假設為變數具有恆定特性，KPSS 的統計值為：

v = 
T

k

tS
T

1
2

2
2


， tS = 



t

i
ie

1
，t=1,…,T                            （4-7）

其中 ie 為變數 tX 對一常數迴歸之殘差值， 2
k 為 tX 的長期變異數，k 為落後期數，

T 為樣本數，v 為非標準分配，臨界值參考 Kwiatkowski et al.(1992)，較大的 v
值將拒絕虛無假設，即變數 tX 具有單根。

（四）DF-GLS 單根檢定法（Dickey- Fuller Test with GLS, 1996）

Elliot, et al.(1996)提出對自我迴歸單根的效率檢定，此法類似 ADF 的 t 檢
定，不論在樣本大小或檢定力均有良好表現。其檢定迴歸式為：

 tX = d
tX 1＋ 1 d

tX 1＋…＋ p  d
ptX  ＋ tv （4-8）

tX 係去趨勢資料（detrended），而 DF-GLS 只有常數項時，其 t 值與不含截距
項之 DF 相同；若含常數項與趨勢值，則其近似分配與 DF 檢定法不同。Elliot, et
al.(1996)臨界值設定 T=（50, 100, 200, ）。當方程式只有常數項時，臨界值沿

用 ADF 法臨界值；若含常數項與趨勢值，則使用 Elliot, et al.(1996)臨界值表。虛

無假設設定則與 ADF 檢定法相同，檢定值若大於負的臨界值則不拒絕虛無假設。

（六）NP 單根檢定法（Ng and Perron, 2000）

Ng and Perron (2000) 根據 GLS 去趨勢資料 tX ，建構四個檢定統計量，分
別為修正 PP 檢定之 Z 與 tZ 統計量、Bhargava(1986)提出之統計量與 Elliot, et

al.(1996)提出之統計量。依序定義如下：

dMZ ＝
k

fXT d
T

2
)(( 0

21 

d
tMZ ＝ dMZ×MSB

dMSB ＝ 2/1

0
)(

f
k

d
TMP ＝   0

212 /)( fXTckc d
T

  ， if 1tX

50 Campbell and Perron(1991)及 DeJong and Whiteman(1992)指出傳統單根檢定是以變數具有單根
設立虛無假設，大多數情形是無法拒絕虛無假設，檢定力較低，尤其是在小樣本時，恆定數列
會出現近似單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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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12 /)()1( fXTckc d

T
  ， if  tX t ,1 （4-9）

其中 c =-7, if 1tX ；c =-13.5, if  tX t ,1 ，NP 檢定法有限制 tX 的範圍及估計 0f

的選擇方法。

（七）SURADF 單根檢定法（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ADF, 1999）

Panel 單根檢定法採用大樣本的時間序列與橫斷面資料，可以彌補傳統單一

方程式單根檢定（single-equation unit root test）因樣本數過小而導致之檢定力

（power）不足的問題。但現行多數 Panel 單根檢定法仍然存在某些問題，例如

可能因未考慮迴歸式殘差項之異質序列相關（heterogeneous serial correlation）51與

同期相關（contemporaneous correlation）52問題，或因虛無假設設計不當疏失53等，

皆無法使實證分析獲得較精確與完備之結果。Breuer, et al.(1999) 提出 SURADF
單根檢定法，以避免傳統單根檢定之檢定力不足，殘差項有異質序列相關及同期

相關問題，並設計允許各迴歸式係數間可存在差異之虛無假設，使免於發生誤判

疏失，並可清楚辨識長期追蹤資料中個別數列是否具有恆定特質之優點，使實證

結果更精確有用。

Breuer, et al. (1999)的 SURADF 單根檢定法延續 Taylor and Sarno(1998)
MADF 檢定，實證模型設定如下：

 tX ,1 = 1＋ 1 1,1 tX ＋ t＋


1

1
,1

k

j
j  jtX ,1 ＋ t,1 Tt ,...,2,1

 tX ,2 = 2 ＋ 2 1,2 tX ＋ t＋


2

1
,2

k

j
j  jtX ,2 ＋ t,2 Tt ,...,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NX , = N ＋ N 1, tNX ＋ t＋


kN

j
jN

1
,  jtNX , ＋ tN , Tt ,...,2,1 （4-10）

該實證模式除了保留 Taylor and Sarno(1998) MADF 檢定「允許透過各迴歸

式適當落後期選取而避免資料異質序列相關問題」、「利用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估計式可以使研究者取得殘差項共變異矩陣資訊」、「允許各序列迴

歸係數存有差異的特質」之優點外，SURADF 單根檢定法可分別求取各迴歸係
數 i之估計値，其 N 個虛無假設與對立假設設定如下：

51 異質序列相關係指各方程式的殘差項各期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相關性且變異數彼此不同。
52 同期相關係指在同一時期各序列方程式之殘差項彼此相關。
53 過去長期追蹤資料單根檢定 Levin and Lin(1992)、Im, et al.(1997)，Maddala and Wu (1999)存在
「各序列之自我迴歸係數皆相同以及其所有序列皆具單根」虛無假設之疏失，係針對所有長期
追蹤資料所有地方的數列穩定性進行聯合檢定，無法區分長期追蹤資料中哪些個別地區數列穩
定 I(0)或不穩定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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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H ： 1=0； 1

AH ： 1＜0
2
0H ： 2 =0； 2

AH ： 2 ＜0

. . . . .

. . . . .

NH 0 ： N =0； N
AH ： N ＜0 （4-11）

此法的假設結構雖與單一方程檢定無異，但透過 SUR 估計法採用，可創造出更

具統計檢定力及效率的實證結果。然而 SURADF 單根檢定之統計量並不具有任

何標準分配特性，因此臨界値需透過 Monte Carelo 模擬方式求出，模擬所得之臨

界値會隨著體系中共變異數矩陣、樣本數及組間序列個數不同而改變。

（八）Zivot and Andrews（1992)與 Perron (1997) 之結構轉變單根檢定法

Perron(1989)認為傳統 ADF、PP 檢定對存在斷裂點趨勢資料檢定力低，提出

已知斷裂點單根檢定法。然而結構轉變可能未知，Zivot and Andrews(1992)提出

考慮迴歸方程式中各樣本資料存在斷裂點（Break point）之單根檢定。Perron(1997)
進一步提出未知結構轉變點（Structural break）之單根檢定法，不同於 ZA 單根

檢定法，不要求樣本結束點須一致，並允許斷裂在虛無假設與對立假設中，可避

免 ZA 單根檢定法虛無假設忽略結構變動設定產生虛假拒絕（spurious rejection）
或樣本大小扭曲（size distortion）問題54。

二、實證步驟

本章實證步驟上先就各縣市財政變數時間序列資料進行 ADF、PP、KPSS、
DF-GLS 以及 NP 單一變數單根檢定。單一變數之傳統單根分析常發生實證結果

不一致，並且由於小樣本樣本量過少檢定力較低，使恆定序列資料可能出現近似

單根問題而影響估計結果。為改善小樣本個別時間序列資料檢定力較低問題以及

各單根檢定結果不一致問題，本文進一步以 Breuer et al.(2001)長期追蹤資料

SURADF 單根檢定進行分析，除了有豐富資料量更具效率及檢定力可解決傳統

單根檢定統計檢定力較低的缺陷，可用以分析我國 23 直轄市與縣市個別縣市地

方資料集為恆定或非恆定，了解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財政資源分配的公平程度與

財政自主性的空間差異性。最後以 Zivot and Andrews（1992)與 Perron(1997) 之

結構轉變單根檢定法分析個別直轄市與縣市的財政制度結構轉變點是否發生於

88 年度財劃法修正時。

54 Nunes , et al. (1997)與 Leyboure and Newbold( 2000)證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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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數選取與資料來源

我國 23 個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程度變數，除了以「各直轄市與

縣市政府支出占各級政府總支出比重」之支出分權程度指標與「各直轄市與縣市

政府收入占各級政府總收入比重」之收入分權程度指標衡量外。同時以「各直轄

市與縣市自有財源收入占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支出比重」作為地方政府財政自主

程度指標55。

各變數資料來源分述如下：

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支出占各級政府總支出比重係用以衡量我國各直轄市

與縣市地方政府之財政支出分權程度，比重越大表示地方財政分權程度越高。各

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支出資料取自「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而各級政府總支

出則係利用「財政統計年報」各級政府支出決算數加總而得。由我國 23 個直轄

市與縣市民國 72 年至 93 年間平均財政支出分權程度資料發現，台北市支出占總

政府支出比重最高，高達 6.85﹪、其次是高雄市 2.56％、台北縣 2.41％。澎湖

縣的財政支出分權程度僅為 0.23﹪比重最低、其次為嘉義市 0.29％、新竹市 0.38

％。見附錄附表 2。而由各年度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分權比重趨勢變

化發現，除台北市比重呈現減少趨勢外，其他 22 個縣市均呈上升趨勢。其中又

以南投縣支出分權程度最不穩定，變異係數高達 0.37，與 90 年九二一地震使南

投縣政府支出大幅增加有關。見附錄附表 1。又由 Jarque-Bera 常態性檢定發現

除了台中市、台中縣、南投縣與高雄市外，各直轄市與縣市財政支出分權指標多

接近常態性。見附錄附表 2。

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收入占各級政府總收入比重係用以衡量我國中央政府

與地方政府間之財政收入分權程度，比重越大表示地方財政分權程度越高。各直

轄市與縣市收入資料取自「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而總政府收入則係利用

「財政統計年報」各級政府收入決算數加總而得。由我國 23 個直轄市與縣市民

國 72 年至 93 年間財政收入分權平均資料發現，台北市收入占總政府收入比重

6.96﹪最高、其次是高雄市 2.55％、台北縣 2.41％。澎湖縣的財政收入分權程度

0.23﹪最低、其次為嘉義市 0.29％、新竹市 0.38％。由各年度趨勢變化發現，除

台北市財政收入分權比重呈現減少趨勢外，其他 22 個直轄市與縣市均呈上升趨

勢。其中以台北市財政收入分權程度最不穩定，變異係數高達 0.67。見附錄附表

3。而由 Jarque-Bera 常態性檢定發現除了台北市、台中縣、南投縣與高雄市外，

55參考 Akai and Sakata(2002)提出衡量財政分權指標不應單指支出分權，李顯峰(2001)、Thieben
(2003)等認為分析財政分權應兼顧支出面與收入面，應強化地方自我負責與財政自主性之分
析。本文分別以收入、支出分權程度及財政自主程度作為衡量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財政資
源分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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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與縣市財政收入分權指標多接近常態性。見附錄附表 4。

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自有財源收入56占各直轄市與縣市財政支出比重係用

以衡量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財政自主程度，資料均取自「都市及區域發展統

計彙編」。由台灣地區 23 個直轄市與縣市民國 75 年至 93 年間財政自主性指標

平均數，發現台北市財政自主性程度最高，自有財源收入占財政支出比重平均高

達 99.1﹪、其次為高雄市 86.0％、台中市 82.3％，均為都會區縣市地方；澎湖縣

比重僅 41﹪最低，其次是南投縣 43.3％、台東縣 44.4％。23 個縣市政府中有苗

栗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花蓮縣與台東縣 8 個地方政

府提供公共服務支出經費來源半數以上仰賴中央政府政府補助，可見農業與離島

縣市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財政依賴極高。而由各年度趨勢變化發現，除台北市

的財政自主性最為穩定，變異係數為 0.08，未呈現減少趨勢，其他多數縣市地方

政府的財政自主性均呈遞減趨勢。而基隆市的起伏變化最大，變異係數高達

0.24。見附錄附表 5。又 Jarque-Bera 常態性檢定發現除了南投縣與嘉義市外，各

直轄市與縣市財政自主性指標多接近常態性。見附錄附表 6。

至於衡量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間財政資源分配程度是否公平或財政自

主程度是否越趨平均，以各直轄市與縣市財政分權程度與全國平均分權程度比值

為衡量指標，亦即利用各直轄市與縣市財政分權指標自然對數值減去該指標全國

平均值之自然對數值衡量之。由各直轄市與縣市支出分權與全國平均比值之基本

統計量發現，僅台北市、臺北縣、桃園縣與高雄市高於全國平均值，其他 19 縣

市均低於全國平均值，以澎湖縣最低。見附錄附表 7。而各直轄市與縣市收入分

權程度與全國平均分權程度比值之基本統計量發現，僅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

與高雄市高於平均值，其他 19 縣市均低於平均值，以澎湖縣最低。見附錄附表

8。又由各直轄市與縣市財政自主程度與全國平均財政自主程度比值發現，僅台

北市優於全國平均程度，其他 22 縣市均低於平均值，其中以南投縣財政自主性

與全國平均水準差距最大。可見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不足，僅台北市高於全國水

準。見附錄附表 9。

56 係以各縣市各年度財政收入減去補助收入計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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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垂直財政公平之分析

為了解財政制度變遷是否已改善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資源分配垂直不均，地

方政府患寡現象。本文分別針對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之分權程度、地方政府財政收

入之分權程度與地方政府自有財源收入占地方政府支出比重三種指標，就個別縣

市時間序列資料與長期追蹤資料進行以下單根檢定分析。

（一）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財政支出分權程度之變遷

由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支出分權程度之變遷，可了解中央與地方政府

財政資源分配垂直不公平現象是否改善，趨向垂直財政公平。針對我國 23 個直

轄市與縣市地方之民國72年至93年間財政支出分權指標進行個別直轄市與縣市

時間序列資料分析，各直轄市與縣市支出分權程度之各項單根檢定結果相當分

歧，見表 4-1。進一步利用 SURADF 單根檢定分析結果，見表 4-2。發現僅台北

市、高雄縣與屏東縣財政支出分權程度為恆定性數列，不具單根。而其他 20 個

縣市地方財政支出分權程度為非恆定性數列，具有單根現象。顯示制度變革已朝

向垂直財政公平，多數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發生財政支出分權程度有永久性提

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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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財政支出分權程度變遷之單根檢定

縣市別 ADF DF-GLS PP KPSS NP

台北市 -1.24(8) -3.16***(0) -3.01**(1) 0.48(2) -9.75**

基隆市 -0.56(0) -0.75(0) -0.52(1) 0.36(3) -2.01

新竹市 1.11(1) 0.88(1) 0.39(2) 0.59**(3) 3.08

台北縣 -1.22(0) -0.99(0) -0.77(5) 0.64**(3) -1.65

桃園縣 0.84(1) 0.51(1) 1.08(1) 0.65**(3) 2.27

新竹縣 0.12(0) -0.13(0) 0.45(2) 0.54**(3) -0.18

宜蘭縣 1.21(8) -0.75(0) -0.16(2) 0.62**(3) -1.85

台中市 -0.79(8) -0.25(8) -3.85***(2) 0.16(0) 0.44

苗栗縣 -0.44(0) -0.46(0) -0.31(6) 0.59**(3) -0.66

台中縣 -0.42(7) -1.54(7) -1.51(3) 0.59**(3) 0.96

彰化縣 -0.64(1) -1.6(0) -1.51(0) 0.48**(3) -4.89

南投縣 0.30(7) -0.14(8) -2.4(2) 0.53**(2) 0.17

雲林縣 2.11(8) -1.1(0) -0.85(3) 0.58**(3) -2.9

高雄市 7.59(8) 0.06(8) -0.63(2) 0.57**(3) 4.03

台南市 -1.32(0) -1.1(0) -1.4(1) 0.48**(3) -1.72

嘉義市 0.11(8) -2.14**(0) -2.11(1) 0.50**(2) -6.9

嘉義縣 -1.81(0) -1.67(0) -1.71(3) 0.52**(3) -3.93

台南縣 -0.37(0) -0.31(0) 0.22(3) 0.64**(3) -0.06

高雄縣 -1.63(0) -0.75(1) -1.46(2) 0.54**(3) -0.55

屏東縣 -3.72**(8) -4.13***(8) -1.32(9) 0.56**(3) 1.09

澎湖縣 1.11(2) -0.29(0) 0.52(4) 0.54**(3) -0.64

花蓮縣 -0.53(1) -0.87(1) -1.47(1) 0.47**(3) -2.21

台東縣 0.16(6) -2.32**(8) -2.39(1) 0.33(2) -50.16***

說明: **, *** 表示 5﹪、1﹪顯著水準，括弧內為 Newey-West test (1987)提出之

Bartlett Kernel 落後期, 落後期選取係根據 Perron (1989)提出之方法，NP 單

根檢定採取 Mza 統計量。.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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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財政支出分權程度變遷之 SURADF 單根檢定

縣市別 SURADF 0.01
臨界值
0.05 0.10

台北市 -3.994*** -3.798 -3.225 -2.919

基隆市 -1.251 -3.524 -2.986 -2.702

新竹市 -0.319 -3.665 -3.073 -2.744

台北縣 -1.456 -3.546 -2.987 -2.675

桃園縣 -0.433 -3.616 -3.032 -2.645

新竹縣 -1.124 -3.684 -3.173 -2.873

宜蘭縣 3.905 -3.490 -2.980 -2.694

台中市 -1.698 -3.798 -3.225 -2.919

苗栗縣 -1.351 -3.524 -2.986 -2.702

台中縣 -0.703 -3.665 -3.703 -2.745

彰化縣 -1.691 -3.546 -2.987 -2.675

南投縣 5.501 -3.616 -3.032 -2.695

雲林縣 4.434 -3.684 -3.173 -2.873

高雄市 17.468 -3.798 -3.225 -2.919

台南市 -2.606 -3.524 -2.986 -2.702

嘉義市 0.508 -3.665 -3.073 -2.745

嘉義縣 -2.913 -3.546 -2.987 -2.675

台南縣 -2.574 -3.616 -3.032 -2.695

高雄縣 -4.019*** -3.684 -3.173 -2.873

屏東縣 -7.863*** -3.490 -2.980 -2.694

澎湖縣 0.589 -3.643 -3.066 -2.754

花蓮縣 1.201 -3.759 -3.166 -2.888

台東縣 -0.282 -3.640 -3.091 -2.777

說明: **, *** 表示 5﹪、1﹪顯著水準。臨界值係利用 Monte Carlo 模擬 10,000 次得出。

資料來源：本文實證所得。

（二）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財政收入分權程度之變遷

由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收入分權程度之變遷，可了解中央與地方政府

財政資源分配垂直不公平現象是否改善，趨向垂直財政公平。由表 4-3 各直轄市

與縣市財政收入分權之單根檢定結果發現，我國多數直轄市與縣市收入分權程度

具有單根現象，但結果不一致。根據表 4-4 SURADF 單根檢定顯示，23 個地方

政府中有 14 個地方政府因財政制度變遷使其財政收入分權程度有永久性提升效

果，我國多數縣市地方財政收入分權程度因制度變遷趨向垂直財政公平。而有九

個縣市財政收入分權程度仍為恆定性數列，財政收入分權程度並未因制度變遷有

永久性調整效果。其中台北市係因長期以來租稅收入豐沛，且財政移轉制度給予

相對較多的收入資源，制度變遷並未對台北市財政收入分權程度有永久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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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財政收入分權程度未有永久性影響之縣市多屬於南部農業縣市，由於其自

主性財源有限，使財政收入分權程度未能因財政制度變遷有永久性提升效果。

表 4-3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財政收入分權程度變遷之單根檢定

縣市別 ADF DF-GLS PP KPSS NP

台北市 -3.39**(0) -3.40***(0) -3.37**(1) 0.54**(1) -9.57**

基隆市 0.03(0) -0.28(0) -0.067(1) 0.383(3) -0.709

新竹市 -0.124(0) -0.075(0) 0.554(2) 0.619**(3) 0.906

台北縣 -1.639(0) -1.466(0) -1.289(7) 0.711**(2) -3.529

桃園縣 -0.138(8) 0.723(8) -0.249(2) 0.643**(3) 3.598

新竹縣 -0.83(7) -1.379(7) -0.721(1) 0.493**(3) -5.698

宜蘭縣 -0.601(0) -0.767(0) -0.313(1) 0.549**(3) -2.332

台中市 -3.489**(8) -3.36***(0) -3.463**(1) 0.26(1) -9.183***

苗栗縣 -1.279(8) -3.74***(7) -0.784(2) 0.589**(3) 1.002

台中縣 1.06(8) -1.998**(0) -1.826(2) 0.579**(3) -5.939

彰化縣 -0.84(0) -0.973(0) -0.841(0) 0.508**(3) -2.763

南投縣 3.923(5) -2.385**(0) -2.378(1) 0.478**(2) -7.183

雲林縣 2.00(8) -0.793(2) -0.901(3) 0.533**(3) -29.21**

高雄市 0.788(6) 0.563(6) -0.015(2) 0.64**(2) 10.326

台南市 -6.352***(8) -1.182(0) -1.561(2) 0.379*(3) -2.369

嘉義市 -1.487(0) -1.554(0) -1.241(4) 0.587**(2) -4.801

嘉義縣 -2.193(0) -2.109**(0) -2.074(3) 0.575**(3) -5.898

台南縣 -1.028(0) -0.045(1) 0.536(1) 0.616**(3) 0.661

高雄縣 -1.486(3) -1.042(0) -1.097(2) 0.49**(3) -2.618

屏東縣 -0.941(7) -1.56(7) -1.082(1) 0.487**(2) -195.54***

澎湖縣 1.427(2) -0.214(0) 0.581(5) 0.537**(3) -0.478

花蓮縣 -1.79(1) -1.783(0) -1.846(2) 0.484**(2) -5.533

台東縣 -2.221(8) -3.228**(8) -2.402(1) 0.35(2) 0.063

說明: ** , *** 表示 5﹪、1﹪顯著水準，括弧內為 Newey-West test (1987)提出之 Bartlett

Kernel 落後期, 落後期選取係根據 Perron (1989)提出之方法，NP 單根檢定採取 Mza

統計量。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所得。

根據上述財政支出與收入分權單根檢定結果顯示，長期以來財政制度變遷對

多數直轄市與縣市地方財政支出分與收入分權程度有相當顯著提升影響，財政資

源分配朝向垂直公平。不過仍然有部份縣市，例如大都會的台北市以及南部農業

地區縣市之財政分權程度，僅有短暫變動效果，並未因制度變遷而有明顯永久性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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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財政收入分權程度變遷之 SURADF 單根檢定

縣市別 SURADF 0.01
臨界值
0.05 0.10

台北市 -7.838*** -3.632 -3.085 -2.738

基隆市 1.129 -3.804 -3.191 -2.885

新竹市 -0.428 -3.626 -3.126 -2.793

台北縣 -3.125** -3.666 -3.024 -2.731

桃園縣 -0.176 -3.808 -3.166 -2.881

新竹縣 -3.040 -3.706 -3.089 -2.763

宜蘭縣 0.44 -3.595 -3.079 -2.780

台中市 -2.117 -3.700 -3.078 -2.775

苗栗縣 -3.915*** -3.729 -3.165 -2.884

台中縣 1.655 -3.629 -3.081 -2.777

彰化縣 -1.316 -3.615 -3.060 -2.727

南投縣 5.768 -3.767 -3.169 -2.890

雲林縣 4.673 -3.664 -3.098 -2.777

高雄市 1.998 -3.632 -3.085 -2.738

台南市 -14.555*** -3.804 -3.191 -2.885

嘉義市 -2.370 -3.626 -3.126 -2.793

嘉義縣 -3.269** -3.666 -3.024 -2.731

台南縣 -3.762** -3.808 -3.166 -2.881

高雄縣 -5.791*** -3.706 -3.089 -2.763

屏東縣 -4.280*** -3.595 -3.079 -2.780

澎湖縣 1.767 -1.093 -1.077 -1.058

花蓮縣 -1.911 -2.620 -2.586 -2.543

台東縣 -4.620*** -1.149 -1.075 -0.981

說明: **， *** 表示 5﹪、1﹪顯著水準。 臨界值 係利用 Monte Carlo 模擬 10,000 次得
出。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所得。

（三）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之財政自主性程度之變遷

本文進一步以各直轄市與縣市自有財源收入占各直轄市與縣市財政支出比

例，衡量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的財政自主性程度是否因財政制度變遷而有所改

變。以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民國 75 年至民國 93 年度自有財源收入占財政支出比

例時間序列資料單根檢定分析結果發現，檢定結果發現多呈非恆定之單根現象，

但各檢定結果並不一致。見表 4-5。根據表 4-6 之 SURADF 單根檢定顯示，23
縣市中有 14 個縣市，包括北部區域之台北市、新竹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

縣、宜蘭縣，中部區域之彰化縣與雲林縣，南部區域之嘉義市、台南縣、高雄縣

與屏東縣，以及澎湖縣與花蓮縣其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程度成非恆定現象，該等

縣市財政自主性的確受財政制度變遷影響而有永久性效果。至於北部區域之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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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部區域之台中市、苗栗縣、台中縣與南投縣，南部區域之高雄市、台南市

與嘉義縣與東部區域之台東縣不具備單根特質，該等縣市多數位於中、南部區

域，制度變遷僅對其地方財政自主程度發生短暫影響效果。

表 4-5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財政自主程度變遷之單根檢定

縣市別 ADF DF-GLS PP KPSS NP

台北市 0.5(6) -2.98***(2) -2.17(2) 0.38(2) -156.34***

基隆市 -12.11***(7) -1.409(0) -1.535(2) 0.191(3) -3.019

新竹市 0.798(5) -2.83***(0) -2.736(1) 0.46(2) -7.69

台北縣 -2.784(0) -2.87***(0) -2.796(2) 0.446(2) -7.89

桃園縣 -2.888(0) -2.75***(0) -2.888(0) 0.464**(1) -7.18

新竹縣 -1.375(1) -1.379(1) -2.119(0) 0.319(2) -3.94

宜蘭縣 -1.758(0) -1.871(0) -1.758(0) 0.337(2) -6.06

台中市 -2.0(7) -2.034**(7) -2.333(1) 0.55***(2) 0.0075

苗栗縣 -1.782(0) -1.841(0) -1.727(1) 0.498**(3) -5.07(0)

台中縣 -1.88(0) -1.948(0) -1.849(2) 0.531**(2) -5.49(0)

彰化縣 -2.438(1) -2.415**(1) -4.02***(0) 0.282(1) -7.56

南投縣 -3.23(0) -3.33***(0) -3.20**(1) 0.56**(2) -8.538**

雲林縣 -2.23(0) -2.315**(0) -2.231(0) 0.121(1) -6.734

高雄市 -2.394(6) -1.129(0) -0.789(1) 0.495**(3) -2.631

台南市 -1.753(7) -4.41***(6) -1.459(3) 0.481**(3) 0.229

嘉義市 -2.105(0) -2.186**(0) -2.09(2) 0.348(3) -6.289

嘉義縣 -3.277**(0) -3.39***(0) -3.24**(2) 0.26(1) -8.74**

台南縣 -1.968(0) -2.07**(0) -1.904(1) 0.411(2) -6.309

高雄縣 -1.196(1) -1.346(1) -3.11**(2) 0.498**(2) -2.76

屏東縣 -1.4(7) -3.2***(0) -2.974 (4) 0.456 (0) -8.28**

澎湖縣 2.688(7) -1.914(0) -1.658(1) 0.432(2) -6.16

花蓮縣 -1.288(7) -1.769(7) -2.965(3) 0.298(2) -0.72

台東縣 -1.695(7) -2.477**(0) -2.38(1) 0.143(2) -7.49

資料來源：本文實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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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財政自主程度變遷之 SURADF 單根檢定

縣市別 SURADF 0.01
臨界值

0.05 0.10

台北市 -0.510 -3.855 -3.219 -2.915

基隆市 -32.678*** -3.795 -3.196 -2.864

新竹市 4.055 -3.458 -2.910 -2.639

台北縣 -1.535 -3.842 -3.264 -2.932

桃園縣 -2.615 -3.816 -3.182 -2.900

新竹縣 -0.879 -3.540 -2.934 -2.644

宜蘭縣 -1.796 -3.853 -3.244 -2.644

台中市 -6.689*** -3.867 -3.240 -2.935

苗栗縣 -3.582** -3.827 -3.203 -2.908

台中縣 -4.520*** -3.569 -2.965 -2.640

彰化縣 -3.144 -3.850 -3.252 -2.930

南投縣 -5.942*** -3.713 -3.148 -2.845

雲林縣 -1.599 -3.545 -2.954 -2.664

高雄市 -4.429*** -3.855 -3.219 -2.915

台南市 -9.142*** -3.795 -3.196 -2.864

嘉義市 -1.021 -3.458 -2.910 -2.639

嘉義縣 -4.669*** -3.842 -3.264 -2.932

台南縣 0.088 -3.816 -3.183 -2.900

高雄縣 -2.422 -3.540 -2.934 -2.644

屏東縣 -2.987 -3.853 -3.244 -2.943

澎湖縣 6.426 -3.853 -3.249 -2.932

花蓮縣 -3.059 -3.780 -3.180 -2.876

台東縣 -4.469*** -3.556 -2.961 -2.651
說明: **, *** 表示 5﹪、1﹪顯著水準。.臨界值係利用 Monte Carlo 模擬 10,000 次得出。

資料來源：本文實證所得。

綜上所述，我國中央政府及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間垂直財政公平之單根檢

定結果於表 4-7。發現長期以來財政制度變遷對 23 個直轄市與縣市中有 20 個縣

市地方財政支出分權、14 個縣市地方收入分權程度有永久性提升效果，可見近

二十多年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財政關係之調整在支出面與收入面財政資源分

配均趨向垂直財政公平。然而財政制度變遷使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財政支出

分權程度與財政收入分權程度提升，並不一定對該縣市財政自主性發揮調整效

果。原因可能在於我國現行財政移轉制度不利於地方政府財政努力，造成地方政

府地方財政收入（支出）比重佔全國財政收入（支出）提升，其財政自主程度卻

未能有提升現象。顯示長期以來財政制度調整的確解決部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財政資源分配垂直不公平問題，授與各地方政府更多權責，但在提升各地方政府

財政自主程度方面仍有待努力。



第四章 我國財政制度變遷之財政資源分配效果分析

76

表 4-7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垂直財政公平變遷之單根檢定總表

縣市別 支出分權程度 收入分權程度 財政自主性

台北市 ＋

基隆市 ＋ ＋

新竹市 ＋ ＋ ＋

台北縣 ＋ ＋

桃園縣 ＋ ＋ ＋

新竹縣 ＋ ＋ ＋

宜蘭縣 ＋ ＋ ＋

台中市 ＋ ＋

苗栗縣 ＋

台中縣 ＋ ＋

彰化縣 ＋ ＋ ＋

南投縣 ＋ ＋

雲林縣 ＋ ＋ ＋

高雄市 ＋ ＋

台南市 ＋

嘉義市 ＋ ＋ ＋

嘉義縣 ＋

台南縣 ＋ ＋

高雄縣 ＋

屏東縣 ＋

澎湖縣 ＋ ＋ ＋

花蓮縣 ＋ ＋ ＋

台東縣 ＋

比例 20/23 14/23 14/23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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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間水平財政公平之分析

（一）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間財政支出分權收斂度之變遷

由表 4-8 各直轄市與縣市財政支出分權收斂度之單根檢定結果發現，我國 23
個直轄市與縣市各項支出分權收斂度檢定結果不一致。表 4-9 SURADF 單根檢定

顯示，財政制度變革使 23 個縣市中 15 個縣市的財政支出分權程度與全國各縣市

地方之支出分權程度日趨一致，多數地方財政資源分配係朝向水平公平。而北部

區域的基隆市、新竹市、桃園縣、新竹縣與宜蘭縣，中部區域之雲林縣，南部區

域高雄縣，與離島地區之澎湖縣等 8 個縣市地方支出分權程度並未朝全國平均支

出分權水準收斂，差距擴大。

表 4-8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財政支出分權收斂度變遷之單根檢定
縣市別 ADF DF-GLS PP KPSS NP

台北市 -0.699(0) -0786(0) -0.374(1) 0.611**(3) -2.037

基隆市 -1.907(0) -1.557(0) -1.907(0) 0.167(3) -2.829

新竹市 -1.076(8) -1.815(0) -1.756(2) 0.577**(3) -4.982(0)

台北縣 -2.099(1) -0.995(2) -2.294(12) 0.599**(2) -0.723

桃園縣 0.35(1) 1.501(8) -0.079(4) 0.631**(3) 1.882(8)

新竹縣 -1.294(0) -1.41(0) -1.243(1) 0.369(3) -4.439

宜蘭縣 1.523(8) -3.08***(0) -3.091**(2) 0.493**(2) -9.321**

台中市 -3.342**(0) -3.359***(0) -3.342**(0) 0.235(1) -9.583**

苗栗縣 -0.732(2) -1.753(4) -1.127(1) 0.498**(3) -3.026

台中縣 -1.975(0) -1.945(0) -1.756(1) 0.584**(3) -5.555

彰化縣 -2.138(1) -1.89(1) -2.605(1) 0.204(2) -4.642

南投縣 -2.449(0) -2.509**(0) -2.431(2) 0.455(2) -7.647

雲林縣 1.003(8) -0.168(7) -4.43***(2) 0.094(2) 0.617

高雄市 -4.379***(0) -4.084***(0) -4.445***(2) 0.324(2) -10.297**

台南市 -2.005(7) -1.799 (1) -1.949(2) 0.223(3) -6.833

嘉義市 -2.807(0) -2.812***(0) -2.696(3) 0.267(0) -8.52**

嘉義縣 -2.959(0) -2.935***(0) -2.962(3) 0.318(2) -8.369**

台南縣 -2.113(0) -2.111**(0) -1.865(1) 0.577**(3) -6.36

高雄縣 -2.34(3) -2.625**(0) -2.61(2) 0.298(3) -7.836

屏東縣 -3.68**(0) -3.61***(0) -3.675**(3) 0.154(0) -9.774**

澎湖縣 -2.391 (0) -2.367**(0) -2.359(1) 0.279(2) -7.476

花蓮縣 -3.696**(0) -2.281**(1) -3.682**(4) 0.158(0) -8.306**

台東縣 3.522**(0) -2.399**(0) -3.529**(1) 0.504**(2) -4.621

說明: **, *** 表示 5﹪、1﹪顯著水準，括弧內為 Newey-West test (1987)提出之

方法，NP 單根檢定採取 Mza 統計量。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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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財政支出分權收斂度之 SURADF 單根檢定

縣市別 SURADF 0.01
臨界值

0.05 0.10

台北市 -3.066** -3.462 -2.955 -2.634

基隆市 -1.440 -3.753 -3.155 -2.855

新竹市 -2.643 -3.612 -3.038 -2.739

台北縣 -4.902*** -3.481 -2.949 -2.667

桃園縣 -2.747 -3.720 -3.109 -2.825

新竹縣 -2.954 -3.574 -2.998 -2.710

宜蘭縣 3.925 -3.441 -2.896 -2.608

台中市 -3.750*** -3.559 -2.958 -2.660

苗栗縣 -4.274*** -3.727 -3.140 -2.842

台中縣 -6.104*** -3.578 -3.003 -2.734

彰化縣 -4.036*** -3.386 -2.923 -2.622

南投縣 -4.562*** -3.692 -3.141 -2.840

雲林縣 2.068 -3.608 -3.034 -2.735

高雄市 -5.623*** -3.462 -2.955 -2.634

台南市 -5.321*** -3.753 -3.155 -2.855

嘉義市 -3.319** -3.612 -3.038 -2.739

嘉義縣 -3.136** -3.481 -2.949 -2.667

台南縣 -3.804*** -3.720 -3.109 -2.825

高雄縣 3.672 -3.574 -2.998 -2.710

屏東縣 -5.651*** -3.441 -2.896 -2.608

澎湖縣 -2.830 -3.853 -3.249 -2.932

花蓮縣 -5.770*** -3.780 -3.180 -2.876

台東縣 -3.300** -3.556 -2.961 -2.651

說明: **, *** 表示 5﹪、1﹪顯著水準。.臨界值係利用 Monte Carlo 模擬 10,000
次得出。

資料來源：本文實證所得。

（二）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間財政收入分權收斂度之變遷

以我國 23 個直轄市與縣市財政收入分權收斂度之單根檢定結果 DF-GLS 與

KPSS 單根檢定發現，多數縣市收入分權收斂度不具有單根現象，為恒定數列，

但各項檢定結果不一致。而長期追蹤資料之 SURADF 單根檢定結果顯示有 16 個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分權程度更為收斂，多數直轄市與縣市地方財政收入資源分配

朝向水平公平，見表 4-11。北部區域之基隆市與新竹市，中部區域之彰化縣、南

投縣與雲林縣，以及離島澎湖縣之財政收入分權程度具有單根現象為非恆定數

列，顯示該 7 個縣市財政收入分權程度與全國平均分權程度差距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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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的財政收入分權收斂度變遷之單根檢定

縣市別 ADF DF-GLS PP KPSS NP

台北市 -1.698(8) -1.241(0) -1.304(0) 0.603**(3) -2.984

基隆市 -0.262(6) -1.562(0) -2.003(2) 0.167(3) -2.682

新竹市 -2.123(0) -1.829 (0) -1.933(2) 0.607**(3) -4.419

台北縣 -2.748(1) -1.424(2) -2.825(13) 0.553**(2) -1.769

桃園縣 -2.038(0) -2.013**(0) -1.823(1) 0.597**(3) -6.026

新竹縣 -2.919(0) -2.85***(0) -2.919(0) 0.159(2) -8.737**

宜蘭縣 -2.896(0) -3.01***(0) -2.89*(1) 0.31(1) -9.417**

台中市 -3.613**(0) -3.55***(0) -3.598**(1) 0.153(1) -9.793**

苗栗縣 -3.529**(8) -4.21***(8) -1.655(2) 0.487**(3) 0.003

台中縣 -1.613(8) -2.78***(8) -2.372(1) 0.659**(2) 0.466

彰化縣 -2.203(0) -2.149**(0) -2.129(1) 0.257(3) -6.166

南投縣 0.867(7) -2.341**(0) -2.344(2) 0.375(2) -7.095

雲林縣 0.485(6) -0.38(6) -3.04**(2) 0.107(2) 0.257

高雄市 -4.01***(0) -3.73***(0) -4.04***(2) 0.159(1) -9.825**

台南市 -4.759***(8) -1.849(0) -2.117(2) 0.146(3) -4.705

嘉義市 -2.421(0) -2.495**(0) -2.141(5) 0.413(1) -7.802

嘉義縣 -3.679**(0) -3.657**(0) -3.676**(4) 0.276(1) -10.07)

台南縣 -2.71 (0) -1.456(1) -2.587(1) 0.468**(3) -3.627

高雄縣 -1.875(5) -2.16**(0) -2.102(1) 0.278(3) -6.394

屏東縣 -2.129(7) -1.615 (8) -2.703(0) 0.089(1) -2.126

澎湖縣 -0.311(2) -2.16**(0) -2.097(3) 0.429(2) -6.786

花蓮縣 -4.922***(0) -3.38***(0) 0.174(0) 7.93***(0) -7.829

台東縣 -3.297**(1) -2.729**(0) -6.455***(7) 0.33(1) -5.089

說明: **, *** 表示 5﹪、1﹪顯著水準，括弧內為 Newey-West test (1987).提出之

Bartlett Kernel 落後期, 落後期選取係根據 Perron (1989)提出之方法，NP 單

根檢定採取 Mza 統計量。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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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的財政收入分權收斂度變遷之 SURADF 單根檢定

縣市別 SURADF 0.01
臨界值

0.05 0.10

台北市 -4.132*** -3.462 -2.955 -2.634

基隆市 2.620 -3.753 -3.155 -2.855

新竹市 -2.988 -3.612 -3.038 -2.739

台北縣 -11.637*** -3.481 -2.949 -2.667

桃園縣 -6.420*** -3.720 -3.109 -2.825

新竹縣 -7.435*** -3.574 -2.998 -2.710

宜蘭縣 -3.740*** -3.441 -2.896 -2.608

台中市 -5.359*** -3.559 -2.958 -2.660

苗栗縣 -8.364*** -3.727 -3.140 -2.842

台中縣 -4.289*** -3.578 -3.003 -2.734

彰化縣 -1.822 -3.386 -2.923 -2.622

南投縣 4.682 -3.692 -3.141 -2.840

雲林縣 0.843 -3.608 -3.034 -2.735

高雄市 -5.002*** -3.462 -2.955 -2.634

台南市 -15.140*** -3.753 -3.155 -2.855

嘉義市 -4.226** -3.612 -3.038 -2.739

嘉義縣 -3.335** -3.481 -2.949 -2.667

台南縣 -5.643*** -3.720 -3.109 -2.825

高雄縣 -9.361*** -3.574 -2.998 -2.710

屏東縣 -9.253*** -3.441 -2.896 -2.608

澎湖縣 -0.749 -3.468 -3.935 -2.638

花蓮縣 -5.377*** -3.722 -3.140 -2.841

台東縣 -4.800*** -3.596 -3.018 -2.735

說明: **, and *** 表示 5﹪、1﹪顯著水準。臨界值係利用 Monte Carlo 模擬 10,000 次得

出。

資料來源：本文實證所得。

（三）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之財政自主性收斂度之變遷

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自有財源收入占各縣市財政支出比重與全國平均值之

比值，可用以衡量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間財政自主性程度是否因財政制度變革而

越趨一致。各直轄市與縣市單根檢定結果見表 4-12，部分直轄市與縣市呈現恆定

現象，部分縣市呈現單根現象，各檢定方法結果並不一致。依據長期追蹤資料之

SURADF 檢定結果，見表 4-13，發現 23 個縣市數列中僅北部區域之基隆市，中

部區域之苗栗縣、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與雲林縣，南部區域之高雄市與嘉義

縣呈現恆定性，該 8 個縣市地方政府財政自主程度與全國財政自主程度越趨一

致。但其他 15 縣市與全國平均財政自主程度差距日益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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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的財政自主收斂度變遷之單根檢定

縣市別 ADF DF-GLS PP KPSS NP

台北市 2.58(7) -2.92***(0) -2.82(0) 0.403(0) -8.77**(0)

基隆市 -15.51***(7) -1.838(3) -1.591(2) 0.199(3) -59.9***(3)

新竹市 0.994(5) -2.522**(0) -2.42(1) 0.45(2) -6.99(0)

台北縣 -2.362(0) -2.428**(0) -2.331(2) 0.457(2) -6.89(0)

桃園縣 -2.723 (0) -2.574**(0) -2.723 (0) 0.46(1) -6.68(0)

新竹縣 -1.329(1) -2.162**(0) -2.03(1) 0.323(2) -6.162(0)

宜蘭縣 -1.615(0) -1.75(0) -1.627(1) 0.354 (2) -5.842(0)

台中市 -0.845(5) -1.8 (7) -2.2(1) 0.549**(2) 0.056(7)

苗栗縣 -1.745(0) -1.805(0) -1.684(1) 0.499**(3) -4.935(0)

台中縣 -2.03(0) -2.1**(0) -2.028(1) 0.511**(2) -5.968(0)

彰化縣 -2.562(1) -2.54***(1) -4.15***(0) 0.229(0) -7.983(1)

南投縣 -3.521**(0) -3.62***(0) -3.51**(1) 0.49**(2) -8.77**(0)

雲林縣 -2.245(0) -2.33**(0) -2.319(1) 0.105(1) -6.74(0)

高雄市 -1.946(7) -0.979(0) -0.606(1) 0.494**(3) -2.206(0)

台南市 -1.413(0) -1.404(0) -1.301(2) 0.474**(3) -3.16(0)

嘉義市 -1.745(0) -1.814(0) -1.702(2) 0.368(3) -5.06(0)

嘉義縣 -3.039(0) -3.16***(0) -3.044**(1) 0.398(0) -8.5**(0)

台南縣 -1.784(0) -1.89(0) -1.717(1) 0.415 (2) -5.79(0)

高雄縣 -1.154(1) -1.308(1) -2.926(2) 0.443(3) -2.68(1)

屏東縣 -0.8(7) -3.15***(0) -2.92(5) 0.48**(0) -8.19**(0)

澎湖縣 -1.05(7) -2.83***(0) -2.69 (3) 0.3(1) -8.2**(0)

花蓮縣 -2.01(7) -1.8(4) -2.23(1) 0.16(2) -4.69(4)

台東縣 -1.69(0) -1.78(0) -1.69(0) 0.52**(2) -5.2(0)

說明: **, *** 表示 5﹪、1﹪顯著水準，括弧內為 Newey-West test (1987).提出之

Bartlett Kernel 落後期, 落後期選取係根據 Perron (1989)提出之方法，NP 單

根檢定採取 Mza 統計量。.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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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財政自主收斂度變遷之 SURADF 單根檢定

縣市別 SURADF 0.01
臨界值

0.05 0.10

台北市 7.788 -3.855 -3.219 -2.915

基隆市 -45.551*** -3.795 -3.196 -2.864

新竹市 4.408 -3.458 -2.910 -2.639

台北縣 1.467 -3.842 -3.264 -2.932

桃園縣 -2.537 -3.816 -3.183 -2.900

新竹縣 -1.110 -3.540 -2.934 -2.644

宜蘭縣 -1.112 -3.853 -3.244 -2.943

台中市 -1.887 -4.348 -3.703 -3.358

苗栗縣 -4.145*** -4.424 -3.840 -3.510

台中縣 -5.359*** -5.085 -4.465 -4.133

彰化縣 -11.539*** -4.738 -4.126 -3.782

南投縣 -8.345*** -4.787 -4.170 -3.845

雲林縣 -4.066*** -3.843 -3.314 -3.011

高雄市 -4.389*** -4.082 -3.519 -3.194

台南市 -1.749 -4.431 -3.787 -3.442

嘉義市 -1.310 -4.870 -4.237 -3.881

嘉義縣 -4.212*** -4.957 -4.334 -4.001

台南縣 -0.191 -4.816 -4.160 -3.826

高雄縣 -2.320 -4.544 -3.917 -3.545

屏東縣 1.674 -4.208 -3.535 -3.219

澎湖縣 7.291 -3.843 -3.316 -3.011

花蓮縣 -2.863 -4.348 -3.703 -3.358

台東縣 -0.861 -4.424 -3.840 -3.510

說明: **, *** 表示 5﹪、1﹪顯著水準。臨界值係利用 Monte Carlo 模擬 10,000
次得出。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所得。

綜合上述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間財政資源分配水平公平問題分析，就地方

政府財政支出分權與財政收入分權分權角度，有 15 個縣市財政支出分權及 16
個縣市財政收入分權漸趨收斂，整體而言我國財政資源分配朝向水平財政公平方

向發展，與朱澤民及李佩瑜（2001）指出各縣市間財政資源分配不平均現象已有

改善看法相同。見表 4-14。不過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間財政自主能力僅 8
個縣市有收斂現象，財政分權程度的收斂並不一定能使各縣市的財政自主性更趨

於一致水準。然而財政制度變遷使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分權程度與

財政收入分權水平公平程度提升，並不一定對各縣市財政自主程度一致性發揮調

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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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水平財政公平變遷之單根檢定總表

縣市別 支出分權平衡 收入分權平衡 財政自主性平衡

台北市 ＋ ＋

基隆市 ＋

新竹市

台北縣 ＋ ＋

桃園縣 ＋

新竹縣 ＋

宜蘭縣 ＋

台中市 ＋ ＋

苗栗縣 ＋ ＋ ＋

台中縣 ＋ ＋ ＋

彰化縣 ＋ ＋

南投縣 ＋ ＋

雲林縣 ＋

高雄市 ＋ ＋ ＋

台南市 ＋ ＋

嘉義市 ＋ ＋

嘉義縣 ＋ ＋ ＋

台南縣 ＋ ＋

高雄縣 ＋

屏東縣 ＋ ＋

澎湖縣

花蓮縣 ＋ ＋

台東縣 ＋ ＋

比例 15/23 16/23 8/23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所得。

三、88 年財劃法修正的制度轉變效果分析

本文進行 Zivot and Andrew（1992）與 Perron(1997)結構轉變單根檢定法，

以了解 88 年財劃法修正是否使地方政府的財政資源分配程度出現結構轉變。ZA
（1992）之單根檢定結果發現各直轄市與縣市財政支出分權程度、財政收入分權

程度以及財政自主程度垂直財政公平指標，並無顯著制度結構轉變點存在。而各

直轄市與縣市財政支出分權收斂程度、財政收入分權收斂程度以及財政自主收斂

程度等水平財政公平指標亦無顯著結構轉變點存在57。

又利用檢定效力較高的 Perron(1997)單根檢定法進行分析，結果與 ZA（1992）

57 ZA（1992）單根檢定之實證結果發現並無顯著結構轉變年度，為節省篇幅文中並未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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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根檢定法結果不同，各直轄市與縣市垂直財政公平指標以及各縣市間水平財政

公平指標之結構轉變單根分析結果，分別見表 4-15 及表 4-16 ，發現多數直轄市

與縣市大多在 80 年度以後存在有顯著結構轉變現象，但結構轉變年度並不一

致，其中部份直轄市與縣市結構轉變年度發生於 88 年度。顯示我國各直轄市與

縣市財政資源分配狀態之結構轉變大多發生在民國 80 年政治制度轉變以後年

度，並且有部份縣市在財政制度調整年度 88 年發生結構轉變效果。

表 4-15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垂直財政公平程度之結構轉變單根檢定
財政支出分權程度 財政支出分權程度 財政自主程度

結構轉變年度 T 值 結構轉變年度 T 值 結構轉變年度 T 值

台北市 88 -132.4*** 89 -38.2*** 85 -5.95***

基隆市 82 -12.18*** 73 -3.03 87 -5.05

新竹市 87 -322.8*** 88 -37.2*** 85 -5.8***

台北縣 88 -10.78*** 84 -4.47 88 -7.9***

桃園縣 85 -411.6*** 90 -39.9*** 91 -5.47**

新竹縣 83 -85.8*** 81 -19.3*** 86 -8.52***

宜蘭縣 85 -14.06*** 87 -30*** 87 -3.79

台中市 89 -933.8*** 77 -6.47*** 84 -5.43**

苗栗縣 81 -12.57*** 81 -9.8*** 88 -14.4***

台中縣 81 -4.74 90 -20.9*** 88 -27.6***

彰化縣 82 -5.6*** 80 -6*** 87 -9.67***

南投縣 85 -5.81*** 87 -10.5*** 89 -9.84***

雲林縣 88 -267.6*** 84 -36.3*** 87 -11.8***

高雄市 84 -80.77*** 88 -7.38*** 78 -2.51

台南市 80 -5.35** 83 -48.6*** 91 -24.3***

嘉義市 81 -11.18*** 76 -4.62 77 -7.03***

嘉義縣 84 -54.13*** 83 -6.28*** 84 -12.1***

台南縣 83 -32.96*** 81 -25.6*** 84 -5.21**

高雄縣 80 -11.22*** 79 -4.1 88 -6.38***

屏東縣 82 -5.48** 82 -4.97 87 -17.6***

澎湖縣 90 -12.35*** 72 -4.24 90 -4.4

花蓮縣 83 -9.17*** 87 -7.25*** 82 -10.3***

台東縣 80 -5.28** 87 -8.27*** 87 -5.29**

註：以**，***表示 5%、1％顯著水準，Perron97 單根檢定 5%、1％顯著水準臨

界值分別為-5.08、-5.57。
資料來源：本文實證研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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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我國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水平財政公平程度之結構轉變單根檢定
支出分權程度收斂 收入分權程度收斂 財政自主程度收斂

結構轉變年度 T 值 結構轉變年度 T 值 結構轉變年度 T 值

台北市 85 -3.94 79 -4.49 91 -14.8***

基隆市 92 -4.15 85 -5.52** 82 -9.99***

新竹市 86 -8.83*** 82 -27.5*** 84 -17.3***

台北縣 86 -5.94*** 82 -14.4*** 77 -5.83***

桃園縣 79 -12.05*** 80 -1044*** 86 -8.52***

新竹縣 78 -6.9*** 90 -29.2*** 86 -5.16**

宜蘭縣 80 -7.06*** 87 -33.5*** 85 -3.56

台中市 85 -47.9*** 90 -23.6*** 83 -18.3***

苗栗縣 88 -5.57*** 87 -15.2*** 84 -7.7***

台中縣 87 -9.8*** 88 -7.62*** 88 -7.46***

彰化縣 82 -4.96 80 -20.1*** 87 -7.64***

南投縣 88 -19.6*** 87 -20.7*** 88 -19.9***

雲林縣 87 -9.99*** 88 -41.9*** 83 -3.49

高雄市 88 -7.34*** 80 -32.6*** 81 -8.4***

台南市 81 -34.01*** 79 -8.94*** 82 -64***

嘉義市 72 -58.6*** 88 -10.1*** 91 -93***

嘉義縣 80 -14.27*** 85 -8.46*** 86 -12.8***

台南縣 86 -165.3*** 81 -23.6*** 87 -6.61***

高雄縣 83 -1018*** 82 -38.6*** 83 -9.98***

屏東縣 88 -35.08*** 87 -92.8*** 87 -5.29**

澎湖縣 75 -6.11*** 75 -8.12*** 88 -4.08

花蓮縣 92 -7.39*** 87 -24.1*** 91 -4

台東縣 82 -34.99*** 86 -4.63 85 -83.2***

註：以**，***表示 5%、1％顯著水準，Perron97 單根檢定 5%、1％顯著水準臨

界值分別為-5.08、-5.57。
資料來源：本文實證研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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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結語

我國財政制度調整是否改善過去地方政府財政資源分配患寡與患不均的不

公平現象，是否朝向垂直與水平財政公平的政策目標。本文研究發現財政制度調

整的確發揮促進地方政府財政垂直公平功能，解決我國中央政府與大多數直轄市

與縣市地方政府財政資源分配垂直不平均問題，同時多數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程

度也有明顯改變。然而財政制度變遷使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支出）

比重佔全國財政收入（支出）提升，其財政自主程度卻未能有提升現象。顯示長

期以來財政制度調整的確解決部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財政資源分配垂直不公

平問題，授與各地方政府更多權責，但在提升各地方政府財政自主程度方面仍有

待努力。

同時實證結果也發現我國多數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之財政支出分權程度

與收入分權程度漸趨收斂，朝向水平財政公平方向發展。然而各直轄市與縣市地

方政府間財政自主能力仍極為分歧，僅八個縣市有朝向全國平均財政自主程度收

斂現象，其他多數縣市與全國平均財政自主程度差距越大。

由第二章我國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的財政制度變遷，發現長期以來地方政

府公共支出項目增加，授予地方更多職權，但有權責劃分不明確現象。又地方政

府稅課收入不足且各地方政府稅課結構空間差異大，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對

中央政府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更加依賴，不利於地方政府的財政努力。可能因

而造成多數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程度朝向垂直公平與水平公平，但財政自主性程度

未能提升且越趨分歧。提升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程度與縮小地方政府財政自主之

差異性，是未來財政制度調整重要課題。又結構變遷檢定發現僅有部份直轄市與

縣市地方政府於 88 年財劃法修正當年度財政資源分配有顯著轉變。

本章分析發現我國財政制度變遷對地方政府財政資源公平分配的確有永久

性影響效果，使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程度提高，並朝向財政公平。

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程度提升與各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結構調

整等制度變遷是否使各地方間的所得公平分配，並促進各地方的所得成長，本文

將於第五章與第六章進行深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