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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間存在所得差距大問題，以各縣市所得占全國總所

得比重衡量我國各地方所得分配狀況，民國 78 年台北市所得總額佔全國所得總

額比重高達 20.4﹪，而嘉義市所得總額佔全國總所得總額比重僅占 0.12﹪，可見

地方間有嚴重所得分配不均經濟發展失衡現象。政府部門利用財政制度調整，以

使地方財政資源分配公平並使各地方所得分配平均。我國多年來的財政制度調

整，尤其是 88 年財劃法修正以後財政制度調整，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制度之運行

以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制度，是否影響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間所得

分配與相對經濟競爭力？是否使發展相對落後地區所得分配比重成長較於其他

地方快？國內未有研究針對我國地方財政制度與財政分權制度對各縣市地方所

得分配比重影響進行實證分析。本章將透過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長期追蹤資

料，針對財政制度調整對各地方所得分配影響效果進行實證分析與討論，以作為

未來制度調整之參考。

第一節 實證模型建立

財政制度調整之目標除提升各地方經濟效率與所得成長目標外，尚有追求地

方所得分配公平之經濟發展均衡目標。（Martinez-Vazquez and Mcnab, 2003）
Prudhomme(1995)指出完全的財政分權可能使資源集中於少數地區，使地方政府

之財政能力與發展差異性更大；若中央政府財政集權則可能會採取平衡地方間之

資源分配措施，但相對地中央政府也有可能把資源分配給少數政治地位重要地

區，而非分配給真正有財政需要的地方。財政資源在地方政府間之分配，對地方

所得比重可能造成相當程度影響。本章將建構地方政府財政制度對地方所得比重

之影響模式，分析下列財政制度的影響效果：一、各地方政府可否藉由本身財政

收支制度調整，稅源選擇或各項支出分配，以提升地方的所得分配比重。中央政

府對地方的財政移轉制度統籌分配稅款制度與補助款制度是否能對地方所得分

配比重扮演正面影響角色。二、長期以來，我國財政分權程度變遷是否使地方所

得分配更為平均。三、民國 88 年「財劃法」修正以後之財政制度調整是否改變

或提升地方政府財政制度因素對地方所得分配比重之影響程度。

Richardson（ 1973）將地方經濟成長概念區分為競爭性成長（competitive
growth）與生產力成長（generative growth）二種類型。競爭性成長係假設全國成

長率不變，不考慮地方所得成長對全國性所得成長之貢獻，而是著重於某一地方

所得之成長可能是另一或數個地方所得之衰退，分析之重點在於全國所得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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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方間之分配，可用以分析區域間（inter-region）成長競爭關係58。

本章藉由 Richardson 競爭性成長觀念，分析一個國家體系之相同層級的直轄

市與縣市政府間總體經濟發展空間之相互關係。假設一國經濟體系係由 n 個區域

經濟體集合而成，用 tis , 表示 i縣市之所得在 t年時占全國所得比重，表示如下：

tis , = itY / 


n

j
jtY

1
（5-1）

i 表示直轄市與縣市地方別，t 表年度別， itY 表示 i 縣市在 t 年度之所得總額，


n

j
jtY

1

表示全國各縣市地方所得總額，並假設全國所得係由外生決定，當某直轄市與縣

市地方之所得比重提高時一定會有其他一個或多個地方之所得比重下降。

而根據內生性成長理論觀點，影響各縣市地方經濟發展之因素，除了各生產
投入與產業結構等因素外，財政制度因素也扮演相當重要角色。令 itX ＝（ 1

itx ，
2

itx ，….， n

itx ）為所有觀察影響各縣市地方所得比重之變數，包括土地、資本、

勞動投入、人口聚集程度與產業結構等因素外，相關財政制度變數也會影響資本

與勞動之遷移，進而影響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相對經濟發展程度，因此各直轄市

與縣市地方所得比重模型可表示如下：

tis , ＝ ＋n

j

j

itj x ＋ it （5-2）

it為誤差項，藉由該模型值估計可分析各控制變數、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制度、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財政分權制度調整是否對各地方的所得比重有影響效
果，進而促進地方經濟均衡發展。進行估計時，式（5-2）右邊之 it係表示各種

省略變數之影響，本文在實證方法上同時考量固定效果模式及隨機效果模式59二

種方法，並利用 Hausmen 檢定法由其中選取最適當的方法以為分析之依據60。

實證模式中考量影響地方相對所得比重之控制變數，包括資本、勞動、土地、

人口聚集與產業結構等因素，以樓地板面積衡量土地要素投入，以公司投資之資

58累積因果模式、新古典模型等區域經濟研究亦採用此種概念。此種分析模式不需要包含空間變
數，因為每個區域或地方均已被視為一個部門。

59長期追蹤資料若利用 OLS 法進行分析會忽略未觀察到之變數，導致模型設定錯誤並發生估計
偏誤，若利用長期追蹤資料固定效果模型、隨機效果模型建構迴歸式，可減少估計偏誤並提高
模型之解釋能力。參考 Wooldridge, J.M.(2002), 247 -282. 與 Maddala, G. S.(2002),573-603.

60 Hausman(1978)證明，在隨機模式正確的虛無假設之下，下式會是一個漸進的 2
)(n 分配

H = ( ib - i)’( 1M - 0M ) 1 ( ib - i)，其中 1M = 2
  1' )(


 nNn XDIX  是虛擬變數估計量 ib 的

共變異數矩陣， 0M 則是隨機效果模式斜率係數 i的一般化最小平方法所估計之共變異數

矩陣。若 j 和解釋變數 nX 具有相關，即 j 不為隨機變數， ib 和 i有顯著差異，也就是拒絕

虛無假設，固定效果模式優於隨機效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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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額衡量資本要素投入，以教育程度衡量勞動人力素質，以非初級產業就業比衡

量各地方之產業結構，並以人口數衡量各縣市地區之聚集程度。實證模式中包含

的變數除根據經濟理論選取外，也以調整後 R 平方及 AIC 值作為取捨之標準。

為深入分析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結構之影響，模型中的地方政府財政收支變

數，地方政府財源選擇除了自有財源收入與補助收入效果比較外，也進一步區分

並比較分析地價稅、土增稅、房屋稅與其他稅課收入等四類稅課收入與其他非稅

課收入等各項自有財源收入之影響效果。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果，除分析地方

政府總支出之影響外，進一步將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區分為教科文支出、社福支

出、經濟支出、政務支出、警政支出與其他支出等各項政事別支出，並比較教各

政事別支出對地方所得比重之影響效果是否不同。

模型中分別考慮支出面與收入面的財政分權程度指標，用以衡量財政分權制

度變遷是否對各地方政府提升其相對所得比重有正面影響。又模式中並檢定經濟

發展相對落後縣市地區之所得比重是否有較發展程度較高縣市多，區域發展有朝

向所得分配均衡方向移動。又以地區之虛擬變數與財政分權交乘項（簡稱交乘項）

衡量各縣市財政分權程度之提升是否能使原本發展相對落後地區之所得分配增

加相較於發展程度高縣市多，對發展落後地方帶來有利影響。

本章參考 Helms(1985)考量財政制度因素之作法，在實證模型中加上預算平

衡限制式，將所有財政收入、支出與財政剩餘變數納入，以完整估計出所有財政

變數對地方所得比重之影響。依地方財政變數內容，實證分析中先分析地方政府

總財政收支效果模型，以了解整體財政收支之影響效果。再者為地方政府各項財

政收支效果模型，依序分析地價稅、土增稅、房屋稅與其他稅課收入（主要為統

籌分配款）、其他非稅課收入（簡稱其他收入）以及補助收入等收入來源之政策

效果；支出面則考量各項不同性質之政事別支出等各項財政收支項目組合之影響

效果。

地方政府總財政收支效果實證模式設定為模式（5-3），表示如下：

tis , ＝＋ 2 × itLand ＋ 3× itCapital ＋ 4 × itedu + 5× itpop + 6 × itnae ＋ 7 × itTE ＋

8× itTR ＋ 9 × itSR ＋ 10 × itSUR ＋ 11 × tDum ＋ 12 × itDec ＋ 13 × tDum × itDec ＋ ite

（5-3）

tis , 為所得比重， itLand 為樓地板面積， itCapital 為資本額， itedu 為教育程度， itpop

為人口數， itnae 為產業比。 itTE 為總財政支出； itTR 為自有財源收入總額； itSR 為

補助收入， itSUR 為財政盈餘（或赤字）， ite 為殘差項。又為分析財政制度變遷

對地方所得比重之影響，模式中加上落後發展地區之虛擬變數（ tDum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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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程度（ itDec ）二變數，以及二者之交乘項（ tDum × itDec ）

用以衡量財政分權制度調整是否相對提升落後地方所得比重。

為掌握所有地方財政收支組合效果，利用預算限制式將財政收入、財政支

出、上級政府淨補助收入與財政剩餘（赤字）全部納入模型（5-3）中。但進行

模型估計時為避免共線性問題須將預算限制式中一個財政變數排除，而估計出來

的各項財政變數係數値均與該排除變數有對應關係，並非代表單一財政因素變動

之影響效果。

進行估計時若排除自有財源收入（ itTR ），為維持預算平衡限制，則模式中

所有變數之係數値均對應於自有財源收入之變化。財政支出（ itTE ）係數値 7 ，

表示地方政府以自有財源方式（ itTR ）增加收入以支應該項政府支出（ itTE ）之淨

影響效果，一般認為若地方政府自有財源收入增加，表示廠商經營成本負擔增

加，對所得比重有不利效果，預期影響為負；但另方面總支出增加可能使私部門

可享公共服務支出增加，對廠商營運有正面幫助且有利資本投入，預期影響為
正，因而該 7 係數値之大小決定於稅課收入與支出二者之淨效果。而補助收入

（ itSR ）係數値 9 則表示地方政府減少自有財源收入（ itTR ）而增加對上級政府補

助收入（ itSR ）依賴之效果，由於補助收入非由當地廠商或家計單位直接負擔，

地方居民與廠商租稅負擔減輕，預期對所得比重有正面效果。同時地方政府淨移

轉收入增加以促進地方所得分配公平為目標，預期淨影響效果為正。而財政盈餘
係數値 10 表示地方政府透過增加自有財源收入（ itTR ）而使財政盈餘（ itSUR ）提

高之影響效果。地方政府有盈餘顯示廠商或家計單位未來享受減稅或政府增加支

出可能性提高，因此預期符號為正，另方面地方政府自有財源收入增加預期影響

為負，二者淨效果不一定。

相對的，進行估計時若排除政府間淨移轉收入 itSR ，政府支出（ itTE ）係數 7

係指地方政府藉補助收入（ itSR ）增加以支應公共支出之影響效果，而財政盈餘

（ itSUR ）變數之係數値 10 係指地方政府藉由補助收入（ itSR ）增加以增加財政盈

餘之影響效果。

若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縣市地方的發展程度所得比重相對較高，虛擬變數之係
數值 11 應顯著為正。財政分權程度提高，賦與地方政府更多支出職權或收入財

源，若能提昇財政制度效率將有利於各縣市競爭力提升，則 12 應為正數。若交

乘項係數值 13 顯著為正，則表示財政分權對相對落後地區之影響較經濟發展程

度高地區為多，財政分權制度的確有發揮促進各地方所得分配趨向平均之政策效

果。

接著，為了解地方政府選擇不同自有財源收入對縣市地方所得佔全國所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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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之影響，先將模式自有財源（ itTR ）區分為稅課收入與非稅課收入，並且進一

步將稅課收入區分為地價稅、土增稅、房屋稅與其他稅課四類，實證分析模式修

正為模式（5-4）：

tis , ＝＋ 2 × itLand ＋ 3× itCapital ＋ 4 × itedu + 5× itpop + 6 × itnae ＋ 7 × itTE ＋

18a × itLvtax ＋ 28a × itAdvtax ＋ 38a × itHoutax ＋ 48a × itOthertax + b8 × itNontax

＋ 9 × itSR ＋ 10 × itSUR ＋ 11 × tDum ＋ 12 × itDec ＋ 13 × tDum × itDec ＋ ite

（5-4）

藉由地價稅、土增稅、房屋稅與其他稅課四類稅課收入係數値 18a 、 28a 、 38a

與 48a 之比較，可以分析出地方政府不同稅源選擇支應公共支出的淨影響效果。

其中 48a 代表其他稅課（主要是中央政府統籌分配稅款）對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

對所得比重程度之影響，而 9 可衡量中央政府藉由補助收入提升地方所得比重

功能是否發揮，若其係數值明顯為正，顯示該財政移轉制度已發揮使地方所得比

重提升之政策功能。

另一方面，為了解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各政事別支出項目之影響效
果，將模式（5-3）地方政府支出變數（ itTE ）依政事別區分為教科支出（ itEDSC ）、

社福支出（ itESOC ）、為經濟支出（ itEEB ）、政務支出（ itEGP ）、警政支出（ itEP ）

與其他支出（ itEO ）等政事別支出。

tis , ＝＋ 2 × itLand ＋ 3× itCapital ＋ 4 × itedu + 5× itpop + 6 × itnae ＋

dsc7 × itEDSC ＋ soc7 × itESOC ＋ eb7 × itEEB ＋ gp7 × itEGP ＋ p7 × itEP ＋ o7 × itEO

＋ 8× itTR ＋ 9 × itSR ＋ 10 × itSUR itSUR ＋ 11 × tDum ＋ 12 × itDec ＋

13 × tDum × itDec ＋ ite （5-5）

由模式（5-5）中五大政事別支出教科文支出、社福支出、經濟支出、政務

支出、警政支出之係數值 dsc7 、 soc7 、 eb7 、 gp7 、 p7 大小，可比較出地方政

府在自有財源或補助收入二財源下支應不同政事別支出的經濟效果。

就地方政府各項支出影響效果而言，教科文支出為生產性支出預期可改善當

地人力資本，預期對地方相對所得比重有正面影響。社福支出為移轉性支出，由

於人口在各區域間可以流動，若某地方之社福支出相對較高，可能導致窮人留在

該區而富人外移，因此不利該地所得比重，預期符號為負；但另方面亦有理論認

為社福支出可彌補保險與金融市場之不足，對地方經濟有正面效果。經濟支出係

用於地方公共基礎建設，性質為生產性支出，有利廠商資本形成並促進地方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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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繁榮，預期為正面影響。政務支出為政府消費性支出對廠商之生產行為影

響不大，但若能帶動當地有效需求則有利經濟。警政支出性質為生產性支出，維

護當地社會秩序對經濟制度運行與財產權保障是有利的。理論預期地方政府從事

具生產性公共服務支出，例如教科文支出、經濟支出與警政支出可使地方發展相

對較快，分配所得比重高。而從事政務支出與社福支出一般認為對提升地方所得

比重助益較小。

為觀察 88 年財劃法修正以後之財政制度調整是否對地方所得分配帶來有利

影響，財政分權程度之制度誘因機制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制度是否更能發揮正

面效果。本文利用鍾惠民、吳壽山、周賓凰與范懷文（2002）以虛擬變數分析制

度變遷效果之方法61，先將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時間資料區分為民國 79 年

至 87 年制度調整前與 88 年至 93 年制度調整後，分別以模式(5-2) 進行實證分
析，分別估計出二期間之值， 19981990 及 20041999 。接著設定時間虛擬變數 itd ，

民國 79 年至 87 年制度調整前 itd 為零，88 年至 93 年制度調整後 itd 為一。以民

國 79 年至 93 年全期間資料進行 tis , ＝＋n

j

j

itj x ＋ itd + it
n
j

j
itj dx + it之實證

估計，若各變數與時間虛擬變數交乘項之係數值之顯著異於零，表示二期間該

變數之值顯著不同。

61 鍾惠民、吳壽山、周賓凰與范懷文（2002），頁 1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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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數選取與資料來源

本章實證模式中，因變數為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所得占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

所得總和之比例， tis , ，用以衡量我國每一個直轄市與縣市地方相對於我國其他

直轄市與縣市地方之所得表現與分配，係以民國 79 年至 93 年各直轄市與縣市所

有家戶經常性收入總和除以 23 個縣市家戶經常性收入總和之比値計算之。資料

來源為民國 79 年至 93 年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而地方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縣

市地方之虛擬變數設定係將民國79年至 93年間中央政府補助收入占其總收入比

重超過 50％以上之六個縣市，澎湖縣、南投縣、台東縣、嘉義縣、苗栗縣與雲

林縣，設定為一，而其他十七個縣市設定為零，用以比較財政制度對不同發展程

度地方之所得比重影響是否明顯不同62。本文控制變數設定及其資料來源，整理

於表 5-1，而財政變數之選取與衡量則列於表 5-2。

表 5-1 我國地方所得分配實證模式因變數與控制變數之選取與衡量
變數 單位 資料來源 衡量

因變數
所得比重 百分比

（﹪）
係根據民國 79 年至民國 93 年度「都
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之各年度各
直轄市與縣市每戶平均經常收入與
家庭戶數乘積計算各縣市該年全年
經常性收入，再以其除以 23 個直轄
市與縣市該年全年經常性收入和。

衡量各直轄市與縣
市地區間相對發展
程度，若所得比重
高表示該地方經濟
發展相對其他縣市
發展較快，比重下
降表示該地方經濟
發展相對其他縣市
相對趨緩。

控制變數
樓地板面積 千平方

公尺
民國 79 年至民國 93 年度「都市及區
域發展統計彙編」。

衡量土地要素投入
對地方所得比重之
貢獻。

公司資本額 百萬元民國 79 年至民國 93 年度「各縣市統
計要覽（年報）」。

衡量私部門資本投
入對地方所得比重
之貢獻。

教育程度 百分比
（﹪）

民國 79 年至民國 93 年度「都市及區
域發展統計彙編」

衡量地方勞動人力
素質對地方所得比
重之貢獻。

人口數 千人 民國 79 年至民國 93 年度「都市及區
域發展統計彙編」年底人口數。

衡量人口聚集對地
方所得比重之貢
獻。

產業結構比 百分比
（﹪）

計算自民國 79 年至民國 93 年度「都
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衡量各地方產業結
構對地方所得比重
之貢獻。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所得。

62 澎湖縣、南投縣、台東縣、嘉義縣、苗栗縣與雲林縣六個縣市，民國 79 年至 93 年中央政府
補助收入佔其總收入比重依序為 59.6﹪、56.3﹪、54.6﹪、52.1﹪、51.2﹪與 50.3﹪，為經濟發
展相對落後地方，稅源短缺使該等縣市政府財政收入半數以上仰賴中央政府，也是中央政府努
力扶植希望能提升其財政與經濟能力之縣市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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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我國地方所得分配實證模式財政制度變數之選取與衡量

變數 單位 資料來源 衡量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
自有財源

稅課收入
地價稅
房屋稅
土增稅
其他稅課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以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政府收入決算數減去補助收入計
算得出，資料來自「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資料來自「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資料來自「中華民國賦稅統計年報」之地價稅收入。
資料來自「中華民國賦稅統計年報」之房屋稅收入。
資料來自「中華民國賦稅統計年報」之土地增值稅收入。
係利用稅課收入減去地價稅、房屋稅與土地增值稅計算
得出，其中以中央政府統籌分配稅款佔多數。

為地方居民與企業負擔成
本，預期不利於地方所得
比重。

其他收入

補助收入

百分比*

百分比*

係利用自有財源收入減去稅課收入，資料來自「都市及
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資料來自「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包括規費行政收入等財
源，雖由當地居民與企業
負擔，但相較於稅課收入
符合使用者付費特性。
並非由地方居民與企業直
接負擔，預期負面影響較
小。

地方政府財政支出
總支出

教科文支出

社福支出

經濟支出

政務支出

警政支出
其他支出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資料來自「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之政府支出決算
數。
係指教育支出、科學支出與文化支出之合計數，資料來
自「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係指社會保險支出、社會救濟支出、福利服務支出、國
民就業支出、醫療保健支出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支出之
合計數，資料來自「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係指農業支出、工業支出、交通支出與其他經濟服務支
出合計數，資料來自「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係指政權行使支出、行政支出、民政支出與財務支出合
計數，資料來自「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資料來自「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係指環境保護支出、社區發展支出、債務支出、補助支
出與其他支出之合計數，資料來自「都市及區域發展統
計彙編」。

一般預期政府支出增加應
可帶動地方發展，對地方
所得分配有正面影響，但
各項政事別支出因性質不
同，影響效果預期不同。

財政剩餘(赤字) 百分比* 係以各縣市政府各年度政府收入決算數減去政府支出決
算數計算，財政剩餘為正數，財政赤字為負數。

財政分權程度
財政支出分權

財政收入分權

百分比

百分比

利用「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之各直轄市與縣市政
府支出決算數除以「財政統計年報」各級政府政府支出
決算數合計數。
利用「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之各直轄市與縣市政
府收入決算數除以「財政統計年報」各級政府收入決算
數合計數。

一般認為分權程度越高有
助於財政制度效率提升，
進而促進地方相對經濟發
展，提升地方所得比重，
預期符號為正。

地區虛擬變數 虛擬變數 澎湖縣、南投縣、台東縣、嘉義縣、苗栗縣與雲林縣等 6
個相對經濟發展落後縣市地區虛擬變數值為一，其他 17
縣市地區虛擬變數值為 0。

衡量發展相對落後縣市之
所得比重是否較相對發展
程度高地方增加較多。

財政分權與地區虛擬變數
之交乘項

係以地區虛擬變數與財政分權程度變數值的乘積 衡量財政分權對落後地區
之正面影響是否較其他縣
市地方顯著。

註：百分比*，係指將所有地方財政收入、支出、剩餘(赤字)變數均以各縣市各

年度經常收入平減，以百分比表示。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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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章針對民國 79年至 93年我國 23個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長期追蹤資料63

之豐富資料集，分析各地方政府財政收支變數組合與中央與地方財政分權制度變

遷對地方所得分配之影響關係。實證模型中地方財政收支等變數資料，均以各年

度名目所得平減表示，並以 Hausmen 檢定法進行實證模式選取，均拒絕分析模

式為隨機效果模式之虛無假設，因而所有實證分析均以固定效果模式進行64。又

實證模式中包含的變數除根據經濟理論選取外，也以調整後 R 平方及 AIC 值作

為取捨之標準。實證步驟上先就整體性觀察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總財政

收入與財政支出的經濟效果，再進一步分析地方政府各項收入來源與支出分配效

果，財政分權程度與 88 年以後財政制度調整之影響效果。

一、我國地方政府總財政收支對地方所得分配之影響分析

由實證結果發現，控制變數中對地方所得比重有顯著正面影響因素為人口

數，見表 5-3。顯示長期以來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若能吸引人口聚集對地方所得

比重提升扮演顯著正面角色。

在地方政府財源選擇方面，以模式（5-3）進行實證估計，表 5-3 之第（1）
欄至第（4）欄以自有財源收入、中央政府補助收入為財源支應地方公共支出之

經濟效果，發現地方政府不論是增加自有財源收入或要求上級政府增加補助款以

增加地方總支出，而均會負面影響地方所得比重。民國 88 年財劃法修正財政制

度調整之前或之後，不論是考量支出分權或收入分權，地方政府以居民直接負擔

之自有財源收入支應支出之淨負面影響均大於非由當地居民直接負擔之中央政

府補助收入係數值。而地方政府以補助收入支應地方政府總支出之收支淨效果對

地方所得比重亦呈負向影響，雖然上級政府補助收入非由當地企業或家計單位直

接負擔其淨影響效果應為正之假說預期不同，可能係各地方政府因補助款取得未

有切膚之痛而使用較無效率，致使其均衡地方所得分配之功能未能發揮。又 88
年財劃法修正後之財政制度調整並未使地方政府的各項財政收入對地方所得比

重之負面影響有改善效果。並發現財政制度調整後中央政府補助收入或地方政府

自有財源收入支應支出之負面淨影響係數值較制度調整前更為擴大。

由此總財政收支結構實證結果發現，我國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制

度因素對地方所得比重影響長期以來均有顯著負面影響，與理論假說不同。88
年以後財政制度調整並未使該不利影響獲得改善。該地方財政收支制度之不利淨

63 本文長期追蹤資料分析係採用 Rats 6.0 版計量軟體進行分析。
64 除了由 Hausmen 檢定發現固定效果模式優於隨機效果模式外，Helms(1985)一文也提到國家的
經濟型態具有循環性，若把時間效果視為獨立的隨機變數會有偏誤，也主張固定效果模式較能
用以觀察不同地方政府間的個體差異。



第五章 我國地方政府財政制度對地方所得分配之影響分析

96

效果可能是地方政府的財源取得負面效果過大造成，地方政府若提高上級政府之

補助收入取代自有財源收入的確對地方所得比重提升有幫助，但中央政府亦面對

財政赤字窘境，對地方政府補助收入日益減少，自主性財源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

收入來源，因此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財源制度係地方政府發揮財政制度效率之關

鍵。另方面地方政府各項支出項目的運用效率，也是影響各地方政府提升所得比

重之重要因素。

表 5-3 我國地方政府總財政收支制度對地方所得比重之影響

註 1：括弧內為該項參數估計之 t 値；*，**，***分別表示在 10﹪、5﹪與 1﹪之
顯著水準。

註 2：Hausmen test 結果，拒絕隨機效果模式，各模式均採用固定效果實證模式。
註 3：88-93 年度有網底之變數值，係指 88 年之制度變遷後有明顯影響效果者，

檢定結果列於附錄附表 10。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結果。

二、我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來源選擇對地方所得分配之影響分析

我國現行財政制度賦予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稅課收入自主

性，地方政府各種不同財源選擇是否對地方所得比重造成影響。本文利用實證模

式（5-4）比較地方政府主要稅課收入地價稅、房屋稅、土增稅其他稅課、其他

收入與補助收入之經濟影響效果，實證結果見表 5-4。由表 5-4 第（1）欄到第（4）
欄發現，長期以來地方政府以地價稅、房屋稅與其他稅課收入（統籌分配稅款）

支應政府支出，係數值均為顯著負向影響。不論在財政支出分權或收入分權模式

下，88 年以後財政制度之調整並未顯著改善房屋稅與地價稅二財產稅之不利影

變數 79-87（1） 88-93（2） 79-87（3） 88-93（4）
公司資本額 -7.3×10 7 ***(-13.8) -1.8×10 7 **(-2.4) -7.3×10 7 ***(-13.6) -2.3×10 7 ***(-4.0)
教育程度 0.0013(0.3) -0.00013**(-0.01) 0.0017(0.4) -0.002**(-0.2)
人口數 0.0034***(8.6) 0.0035***(3.6) 0.0032***(8.5) 0.0041***(4.4))
總財政支出

自有財源收入 -0.07***(-3.7) -0.12***(-4.8) -0.07***(-3.8) -0.11***(-4.1)

補助收入 -0.031*(-1.7) -0.063***(-4.0) -0.031*(-1.7) -0.052***(-3.4)

財政剩餘 0.05(1.4) 0.11***(3.6) 0.07**(2.5) 0.084***(3.1)

財政支出分權 -0.4174***(-3.4) 0.12***(1.1)

財政收入分權 -0.34***(-3.0) 0.001(0.01)

地方虛擬變數 0.93***(3.1) 1.12***(2.8) 0.95***(3.1) 0.94**(2.3)
地方與分權交
乘項 0.32(0.7) 0.79***(2.8) 0.31(0.6) 0.74**(2.6)

調整後 R 平方 0.9987 0.9990 0.9987 0.9990

R 平方 0.9990 0.9992 0.9990 0.9992

F 統計量 5702*** 4570*** 5634*** 4485***

AIC 值 377.4 159.8 379.9 162.4

Hausmen Test 27.7*** 16.8** 28.2***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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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又 88 年財劃法修正財政制度調整也未能使中央政府財政移轉制度統籌分配

稅款制度與補助稅款發揮提升地方所得比重之功能。

整體而言，我國地方政府稅源選擇中以地價稅與房屋稅課稅制度對地方所得

比重之淨負面影響最大。地方政府若能調整地價稅與房屋稅課稅制度對提升地方

所得分配將有正面影響。而中央政府之財政移轉制度並未發揮使地方所得分配公

平之功能。

表 5-4 我國地方政府不同稅課收入選擇對地方所得比重之影響

各項財源選擇與財政支出分權 各項財源選擇與財政收入分權

模式/變數 79-87（1） 88-93（2） 79-87（3） 88-93（4）

公司資本額 -9.1×10 7 ***(-16.1) -1.5×10 7 **(-2.1) -9.2×10 7 ***(-16.2) -1.9×10 7 ***(-3.7)

教育程度 -0.009**(-2.1) -0.01(-1.0) -0.009**(-2.0) -0.01(-1.1)

人口數 0.003***(8.2) 0.003***(3.8) 0.003***(8.1) 0.004***(4.3)
財政支出

地價稅 -0.55**(-2.4) -1.73***(-5.1) -0.56**(-2.4) -1.71***(-5.2)

房屋稅 -1.9***(-6.2) -1.11***(-4.4) -1.95***(-6.4) -1.16***(-4.8)

土增稅 -0.079***(-3.4) -0.1(-1.3) -0.079***(-3.4) -0.11(-1.5)

其他稅課 -0.07***(-2.8) -0.08***(-2.8) -0.07***(-2.7) -0.07**(-2.5)

非稅課 -0.01(-0.4) 0.021(0.44) -0.01(-0.5) 0.03(0.6)

補助收入 0.018(0.9) -0.04**(-2.5) 0.019(1.0) -0.030**(-2.2)

財政剩餘 0.06(1.6) 0.05*(1.7) 0.085***(2.7) 0.03(1.3)

財政支出分權 -0.42***（-3.6） 0.095（0.9）
財政收入分權 -0.364***（-3.5） -0.008(-0.1)

落後地方 1.74***(5.7) 1.88***(4.1) 1.78***(5.8) 1.69***(3.7)
地方與分權交
乗項 0.13(0.3) 0.5*(1.9) 0.03(0.1) 0.51*(1.9)
調整後 R 平方 0.9990 0.9992 0.9990 0.9992

R 平方 0.9992 0.9994 0.9992 0.9994

F 統計量 6302*** 5345*** 6271*** 5330***

AIC 值 334.1 123.7 335.1 124.1

Hausmen Test 37.2*** 25.2** 37.8*** 23.3**
註 1：括弧內為該項參數估計之 t 値；*，**，***分別表示在 10﹪、5﹪與 1﹪之

顯著水準。
註 2：Hausmen test 結果，拒絕隨機效果模式，各模式均採用固定效果實證模式。
註 3：88-93 年度有網底之變數值，係指 88 年之制度變遷後有明顯影響效果者，

檢定結果列於附錄附表 11。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結果。

又分析地方政府各項財源選擇與彼此替代關係對地方所得分配之影響關

係，由表 5-5 第（1）欄、第（2）欄、與第（3）欄、第（4）欄發現，民國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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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87 年間財政制度調整以前以房屋稅、地價稅、其他稅課與土增稅四種稅源

收入支付政府支出，係數值依序為-1.9、-0.5，-0.08，-0.08，均顯著不利於地方

所得比重，其中以房屋稅與地價稅影響最大。又由第（1）欄顯示地方政府以土

增稅、其他稅課、非稅課收入與補助收入取代地價稅，有利於該地方所得比重提

升，若以房屋稅取代則有不利影響。第（2）欄顯示以各項稅課收入取代房屋稅

均有顯著有利影響。第（3）欄顯示土增稅優於地價稅與房屋稅，但相較於非稅

課收入與補助收入較為不利。第（4）欄顯示以地價稅與房屋稅取代其他稅課收

入有不利影響，但以其他收入與補助收入取代則有不利影響。第（5）欄發現非

稅課收入優於地價稅、房屋稅、土增稅與其他稅課收入，第（6）欄顯示補助收

入優於地價稅、房屋稅、土增稅與其他稅課。在 88 年財政制度調整前，僅其他

收入與補助收入對地方所得比重提升無顯著不利影響，而房屋稅與地價稅之不利

影響大於各項收入來源。

表 5-5 民國 79 年至 88 年我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選擇對地方所得分配之影響

註 1：括弧內為該項參數估計之 t 値；*，**，***分別表示在 10﹪、5﹪與 1﹪之
顯著水準。

註 2：Hausmen test 結果，拒絕隨機效果模式，各模式均採用固定效果實證模式。
註 3：表中財政分權係指支出分權，而收入分權模式實證結果並無差異。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結果。

模式/變數地價稅（1） 房屋稅（2） 土增稅（3） 其他稅課（4）非稅課（5） 補助收入（6）
公司資本額 -9.1×10 7 ***

(-16.2)
-9.1×10 7 ***

(-16.2)
-9.1×10 7 ***

(-16.2)
-9.1×10 7 ***

(-16.2)
-9.1×10 7 ***

(-16.2)
-9.1×10 7 ***

(-16.2)
教育程度 -0.009**(-2.1) -0.009**(-2.1) -0.009**(-2.1) -0.009**(-2.1) -0.009**(-2.1) -0.009**(-2.1)
人口數 0.003**(8.2) 0.003**(8.2) 0.003**(8.2) 0.003**(8.2) 0.003**(8.2) 0.003**(8.2)

財政支出 0.5**(-2.2) -1.9***(-6.2) -0.08***(-3.4) -0.08***(-3.4) -0.01(-0.4) 0.018(0.98)

地價稅 1.35***(-3.2) -0.47**(-2.0) -0.48**(-2.2) -0.54**(-2.3) -0.58**(-2.4)

房屋稅 -1.34***(-3.2) -1.82***(5.9) -1.82***(-5.9) -1.89***(-6.09) -1.92***(-6.1)

土增稅 0.47**(1.98) 1.82***(5.9) -0.003(--0.1) -0.07**(--2.3) -0.09***(-2.6)

其他稅課 0.48**(2.0) 1.82***(5.9) 0.003(0.1) -0.06(-1.8) -0.03***(-1.1)

非稅課 0.54**(2.3) 1.89***(6.1) 0.07**(2.3) 0.07(1.8) -0.02(-0.9)

補助收入 0.58**(2.44) 1.92***(6.1) 0.098***(3.1) 0.095**(2.6) 0.028(1.1)

財政剩餘 -0.5**(-2.2) -1.84***(-5.9) -0.02(-0.8) -0.02(-0.6) 0.04(1.1) 0.07**(2.02)

財政分權 -0.41***(-3.6) -0.41***(-3.6) -0.41***(-3.6) -0.41***(-3.6) -0.41***(-3.6) -0.42***(-3.6)

地方 1.74***(5.8) 1.74***(5.8) 1.74***(5.8) 1.74***(5.8) 1.74***(5.8) 1.74***(5.8)

交乗項 0.12(0.3) 0.12(0.3) 0.12(0.3) 0.12(0.3) 0.12(0.3) 0.12(0.3)

調整後 R 平
方 0.9990 0.9990 0.9990 0.9990 0.9990 0.9990

R 平方 0.9992 0.9992 0.9992 0.9992 0.9992 0.9992

F 統計量 6302*** 6302*** 6302*** 6302*** 6302*** 6302***

AIC 值 334.1 334.1 334.1 334.1 334.1 334.1
Hausmen
Test 37.2*** 37.2*** 37.2*** 37.2*** 37.2***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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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8 年財政制度調整以後，由表 5-6（1）欄、第（2）欄、與第（3）欄、

第（4）欄發現，以地價稅、房屋稅、其他稅課收入與補助收入四種稅源收入支

付政府支出，係數值依序為-1.73、-1.1，-0.08，-0.04，均不利於地方所得比重。

第（1）欄顯示以土增稅、其他稅課、非稅課收入與補助收入取代地價稅，有利

於該地方所得比重提升。第（2）欄顯示房屋稅優於地價稅，但不明顯。第（3）
欄顯示土增稅優於地價稅與房屋稅，第（4）欄顯示其他收入優於其他稅課，而

其他稅課優於地價稅與房屋稅。第（5）欄發現其他收入優於地價稅、房屋稅與

其他稅課收入，第（6）欄顯示補助收入優於地價稅與房屋稅。

表 5-6 民國 88年至 93年我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選擇對地方所得比重之影響

註 1：括弧內為該項參數估計之 t 値；*，**，***分別表示在 10﹪、5﹪與 1﹪之
顯著水準。

註 2：Hausmen test 結果，拒絕隨機效果模式，各模式均採用固定效果實證模式。
註 3：表中財政分權係指支出分權。
註 4：88-93 年度有網底之變數值，係指 88 年之制度變遷後有明顯影響效果者，

為節省篇幅檢定結果列於附錄附表 12。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結果。

總之，88 年財政制度調整後地方政府提升其所得比重之最佳稅源選擇為其

他收入與土增稅，其次為補助收入及其他稅課收入，而房屋稅及地價稅負面影響

模式/變數 地價稅（1） 房屋稅（2） 土增稅（3） 其他稅課（4）非稅課（5） 補助收入（6）
公司資本
額

-1.5×10 7 **
(-2.1)

-1.5×10 7 **
(-2.1)

-1.5×10 7 **
(-2.1)

-1.5×10 7 **
(-2.1)

-1.5×10 7 **
(-2.1)

-1.5×10 7 **
(-2.1)

教育程度 -0.01(-1.0) -0.01(-1.0) -0.01(-1.0) -0.01(-1.0) -0.01(-1.0) -0.01(-1.0)
人口數 0.003***(3.8) 0.003***(3.8) 0.003***(3.8) 0.003***(3.8) 0.003***(3.8) 0.003***(3.8)
財政支出 -1.73**(-2.5) -1.1***(-4.4) -0.1(-1.3) -0.08***(-2.8) 0.02(0.4) -0.04**(-2.5)

地價稅 -0.62(-1.7) -1.62***(-4.3) -1.64***(-4.8) -1.74***(-5.1) -1.69***(-4.9)

房屋稅 0.62(1.7) -1.0***(-4.0) -1.02***(-3.9) -1.12***(-4.3) -1.06***(-4.2)

土增稅 1.62***(4.3) 1.0***(4.0) -0.02(-0.2) -0.12(-1.3) -0.06(-0.8)

其他稅課 1.64***(4.8) 1.02***(3.8) 0.01(0.2) -0.11**(-2.0) -0.04(-1.9)

非稅課 1.74***(5.1) 1.12***(4.3) 0.12(1.3) 0.1**(2.0) 0.06(1.3)

補助收入 1.69***(4.9) 1.06***(4.1) 0.06***(0.8) 0.04(1.8) -0.06(-1.3)

財政剩餘 -1.67***(-4.8) -1.05***(-4.0) -0.05(-0.7) -0.03(-0.9) 0.07(1.6) 0.011(0.4)

財政分權 0.095(0.9) 0.095(0.9) 0.095(0.9) 0.095(0.9) 0.095(0.9) 0.095(0.9)
地方 1.88***(4.1) 1.88***(4.1) 1.88***(4.1) 1.88***(4.1) 1.88***(4.1) 1.88***(4.1)
交乗項 0.5*(1.9) 0.5* (1.9) 0.5* (1.9) 0.5* (1.9) 0.5* (1.9) 0.5* (1.9)
調整後 R
平方 0.9992 0.9992 0.9992 0.9992 0.9992 0.9992

R 平方 0.9994 0.9994 0.9994 0.9994 0.9994 0.9994

F 統計量 5345*** 5345*** 5345*** 5345*** 5345*** 5345***

AIC 值 123.7 123.7 123.7 123.7 123.7 123.7
Hausmen
Test 25.2** 25.2** 25.2** 25.2** 25.2**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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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最不利的稅源選擇為地價稅。

由上述地方政府財政制度調整與各種不同財源選擇之政策效果分析顯示，我

國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之財源選擇應用於支出對地方所得比重造成負面淨

影響，尤其以地價稅與房屋稅課稅制度對地方所得比重之淨負面影響最大。而

88 年以後財政制度之調整並未改善各項財源之不利影響，地方政府多利用具有

使用者付費性質之其他收入以支應地方公共支出相對而言不利影響較小。

三、我國地方政府各政事別支出選擇對地方所得分配之影響分析

地方政府以自有財源或補助收入支應不同政事別支出對地方所得分配之影

響效果，以實證模式（5-5）進行實證估計，結果見表 5-7。由表 5-7 第（1）（3）
（5）（7）欄發現，民國 79 年至 87 年財政制度調整前，不論以自有財源或補助

收入支應各項政事別支出均無顯著影響效果。但於 88 年財政制度調整以後，表

5-7 第（2）（4）（6）（8）欄發現地方政府之教科文支出與政務支出對地方所

得比重之淨影響顯著為負，並且財政制度調整使該二項支出負面效果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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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我國地方政府以不同收入支應各政事別支出對地方所得比重之影響

模式變數 自有財源與支出分權 補助收入與支出分權 自有財源與收入分權 補助收入與收入分權

79-87（1） 88-93（2） 79-87（3） 88-93（4） 79-87（5） 88-93（6） 79-87（7） 88-93（8）

公司資本
額

-7.1×10
7

***

(11.5)

-1.7×10
7

**

(-2.2)

-7.2×10
7

***

(-11.9)

-1.7×10
7

**

(-2.3)

-7.1×10
7

***

(11.4)

-2.1×10
7

***

(3.9)

-7.2×10
7

***

(-11.8)

-2.2×10
7

***

(-3.0)

教育程度
-0.0001(-0.0) -0.005(-0.5) 0.0005(0.1) -0.005(-0.5) -0.0005(0.1) -0.007(-0.8) 0.001(0.3) -0.008(-0.8)

人口數
0.004***(8.5) 0.003*** (3.6) 0.003***(8.3) 0.003***(3.6)

0.003***
(8.3) 0.004*** (4.5) 0.003***(8.2) 0.004*** (4.5)

教科支出 -0.003(-0.2) -0.22***(-4.0) -0.001(-0.1) -0.16***(-3.8) -0.003(-0.3) -0.21***(-3.7) -0.002(-0.2) -0.16***(-3.7)

社福支出 -0.02(-0.4) -0.09**(-2.0) -0.002(-0.1) -0.03(-1.5) -0.01(-0.3) -0.06(-1.3) 0.001(0.04) -0.01(-0.7)

經濟支出 -0.05(-1.1) -0.09**(-2.3) -0.004(-0.1) -0.04(-1.2) -0.05(-0.04) -0.07(-1.6) -0.001(-0.01) -0.02(-0.7)

政務支出 -0.03(-0.3) -0.17**(-2.3) 0.004(0.04) -0.15**(-2.1) -0.03(-0.3) -0.14(-1.8) 0.002(0.02) -0.12*(-1.7)

警政支出 -0.04(-0.6) -0.13(-1.4) -0.009(-0.1) -0.09(-0.8) -0.04 (-0.6) -0.12(-1.4) -0.01(-0.1) -0.08(-0.8)
其他支出 -0.06(-1.5) -0.05(-1.1) -0.02(-0.6) -0.01(-0.3) -0.06(-1.4) -0.07(-1.3) -0.02(-0.5) -0.04(-0.6)

自有財源 -0.06**(-2.3) -0.04(-1.6) -0.06** (-2.5) -0.04(-1.3)

補助收入 -0.002(-0.1) 0.05(1.6) -0.002(-0.1) 0.04(1.4)

財政剩餘 -0.009 (-0.3) -0.004 -0.1) 0.03 (0.8) 0.04(1.6) 0.03 (0.9) -0.004 (-0.1) 0.06* (1.9) 0.04 (1.3)

支出分權 -0.53***(-4.2) 0.12(1.1) -0.43***(-3.2) 0.11 (1.1)
收入分權 -0.45***(-3.8) -0.03(-0.3) -0.36***(-2.9) -0.03(-0.2)

地方 0.7**(2.3) 1.98***(3.8) 0.75**(2.5) 1.98***(3.8) 0.7**(2.3) 1.8***(3.5) 0.77**(2.5) 1.81***(3.5)
交乘項 0.15(0.3) 0.62* (1.8) 0.06(0.1) 0.6* (1.7) 0.11(0.2) 0.43(1.3) 0.009(0.02) 0.43(1.3)

調整後 R
平方 0.9987 0.9990 0.9987 0.9990 0.9987 0.9990 0.9987 0.9990
R 平方 0.9989 0.9993 0.9989 0.9993 0.9989 0.9993 0.9989 0.9993

F 統計量 4539*** 4097*** 4682*** 4086*** 4463*** 4010*** 4624*** 4006***

AIC 值 396.7 157.1 390.3 157.4 400.2 160.0 392.8 160.1
Hausmen
Test 26.5** 20.3* 27** 20.4* 26.9** 19.8* 27.5** 19.8*

註 1： 括弧內為該項參數估計之 t 値；*，**，***分別表示在 10﹪、5﹪與 1﹪
之顯著水準。

註 2：Hausmen test 結果，拒絕隨機效果模式，各模式均採用固定效果實證模式。
註 3： 88-93 年度有網底之變數值，係指 88 年之制度變遷後有明顯影響效果者，

檢定結果列於附錄附表 13。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所得。

88 年財政制度調整前與調整後，各政事別支出對地方所得分配之影響是否

有改變。由表 5-8 第（1）欄至第（5）欄發現，在 88 年財劃法修正以前，不論

以自有財源或補助收入支應各政事別支出均為顯著不利影響，並且各項政事別支

出間之取代關係並不明顯，對地方所得比重提升關係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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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民國 79 年至 87 年我國地方政府政事別支出選擇對地方所得比重之影響

模式/變數 教科文支出（1）社福支出（2） 經濟支出（3） 政務支出（4）警政支出（5）
公司資本額 -7.1×10 7 ***

(-12.0)
-7×10 7 ***

(-11.9)
-7.4×10 7 ***

(-12.8)
-7.1×10 7 ***

(-12.1)
-7.1×10 7 ***

(-11.9)

教育程度 0.0003(0.07) 0.0001(-0.4) 0.0002(0.05) 0.0002(0.05) 0.002(0.4)

人口數 0.003*** (8.5) 0.003*** (8.6) 0.003*** (8.3) 0.003*** (8.5) 0.003*** (8.3)
教科支出 0.001(0.1) 0.001(0.1) 0.002(0.2) 0.001(0.1)

社福支出 0.04(1.1) 0.02 (0.5) 0.04(1.1) 0.03(0.8)

經濟支出 0.1(1.8)
0.08(1.5)

0.1*(1.8) 0.04(0.9)
政務支出 0.05(0.5) 0.05(0.5) 0.03(0.3) 0.04(0.5)

警政支出 0.2**(2.1) 0.18* (1.9) 0.11(1.4) 0.2**(2.1)

其他支出 0.05(1.1) 0.03(0.67) 0.008(0.2) 0.06(1.1) 0.009(0.2)

自有財源 -0.13***(-3.7) -0.12***(-3.6) -0.09***(-3.4) -0.13***(-3.7) -0.08***(-3.1)

補助收入
-0.11***(-2.8) -0.09***(-2.6) -0.06**(-2.3) -0.11***(-2.8) -0.04* (-1.9)

財政剩餘 0.12(2.6) 0.11**(2.4) 0.07* (1.9) 0.12(2.6) 0.06(1.7)

財政分權
-0.36***(-2.8) -0.37***(-2.8) -0.35***(-2.7) -0.37***(-2.9) -0.42***(-3.3)

地區別 1.08***(3.5) 1.0***(3.3) 0.96***(3.1) 1.07***(3.5) 1.01***(3.2)

交乘項 0.38(0.7) 0.44(0.8) 0.57(1.1) 0.43(0.8) 0.09(0.17)

調整後 R 平方 0.9988 0.9988 0.9988 0.9988 0.9988
R 平方 0.9990 0.9990 0.9990 0.9990 0.9990

F 統計量 4907*** 4873*** 4815*** 4900*** 4784***

AIC 值 380.6 382.1 384.5 380.9 385.9

Hausmen Test 28.8*** 28.1*** 28.3*** 28.8*** 27.9***
註 1：括弧內為該項參數估計之 t 値；*，**，***分別表示在 10﹪、5﹪與 1﹪之

顯著水準。
註 2：Hausmen test 結果，拒絕隨機效果模式，各模式均採用固定效果實證模式。
註 3：本表財政分權係指支出分權。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所得。

88 年財劃法修正制度財政調整以後五大政事別支出之關係有所轉變，見表

5-9。第（1）欄發現若縮減教科文支出改以社福支出與經濟支出替代，均對地方

所得比重呈顯著有利影響。而教科文支出之財源不論來自自有財源或補助收入，

均有不利影響，係數值為-0.17 與-0.13，顯示制度調整以後佔地方政府最大支出

項目之教科文支出，可能排擠了其他有利且迫切性地方服務項目，相對其他項目

支出對地方經濟反而不利。第(2)欄若縮減社福支出改以教科文支出替代，將對

地方所得比重有負面影響，係數值為-0.13，但若以其他各項支出取代效果並不明

顯。而社福支出考慮財源後之淨效果並不顯著。第（3）欄減少經濟支出而增加

教科文支出有顯著不利經濟影響。而經濟支出之財源來自有財源有不利影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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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欄係衡量減少政務支出而增加其他類別支出之經濟影響效果均不明顯。政

務支出之各種財源選擇之經濟影響亦不顯著。第（5）欄係衡量減少警政支出而

增加其他類別支出之經濟影響效果，以及警政支出之各種財源選擇之影響，其影

響效果均不明顯。

表 5-9 民國 88 年至 93 年我國地方政府政事別支出選擇對地方所得比重之影響

模式/變數 教科文支出（1）社福支出（2） 經濟支出（3） 政務支出（4） 警政支出（5）

公司資本額
-1.9×10 7 **

(-2.51)
-1.8×10 7 **

(-2.31)
-1.8×10 7 **

(-2.37)
-1.9×10 7 **

(-2.31)
-1.8×10 7 **

(-2.31)

教育程度 -0.006(-0.55) -0.006(-0.55) -0.006(-0.6) -0.004(-0.38) -0.006(-0.62)

人口數 0.003*** (3.6) 0.003*** (3.6) 0.003*** (3.6) 0.004*** (3.8) 0.004*** (3.7)

教科支出 -0.13**(-2.4) -0.12**(-2.1) -0.06(-0.4) -0.13(-1.2)

社福支出 0.1**(2.0) 0.001(0.04) 0.065(0.5) -0.003-(0.03)

經濟支出 0.095(1.7) -0.008(-0.2) 0.056(0.4) -0.005(-0.05)

政務支出 -0.11(-1.4) -0.14* (-1.9) -0.14* (-1.9) -0.14* (-1.8)

警政支出
0.04(0.3) -0.06(-0.5) -0.04(0.5) 0.03(0.2)

其他支出 0.097*(1.7) 0.007(0.1) 0.01(0.1) 0.01(0.08) 0.01(0.11)

自有財源 -0.17***(-3.7) -0.07* (-1.9) -0.08**(-2.1) -0.13(-1.1) -0.09(-1.1)

補助收入 -0.13***(-3.5) -0.03(-1.4) -0.03(-1.1) -0.09(-0.7) -0.03(-0.4)

財政剩餘 0.17***(3.5) 0.07**(2.2) 0.07* (1.8) 0.14(1.1) 0.07(0.9)

財政分權 0.11(0.9) 0.11(1.0) 0.1(1.0) 0.09(0.8) 0.11 (1.1)

地區別 1.91***(3.7) 1.99***(3.8) 1.98***(3.8) 1.65***(3.3) 1.93***(3.7)

交乘項 0.56(1.6) 0.55* (1.67) 0.57* (1.7) 0.41(1.23) 0.59* (1.73)

調整後 R 平方 0.9990 0.9990 0.9990 0.9990 0.9990

R 平方 0.9993 0.9993 0.9993 0.9993 0.9993
F 統計量 4013*** 4074*** 4072*** 3941*** 4063***
AIC 值 159.9 157.8 157.9 162.4 158.2
Hausmen Test 20.1* 20.4* 20.5* 19.1* 20.4*
註 1：括弧內為該項參數估計之 t 値；*，**，***分別表示在 10﹪、5﹪與 1﹪之

顯著水準。
註 2：Hausmen test 結果，拒絕隨機效果模式，各模式均採用固定效果實證模式。
註 3：本表財政分權係指支出分權。
註 4： 88-93 年度有網底之變數值，係指 88 年之制度變遷後有明顯影響效果者，

檢定結果列於附錄附表 14。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所得。

由上可知，現行地方政府支出不論分配在任一政事別支出均無法發揮正面

淨效果，各類公共服務的支出效率均有待提升。各項政事別支出的選擇上，在

民國 79 年至 87 年間各種支出項目分配對各地方所得比重影響不顯著。而在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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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財政制度調整以後以社福支出與經濟支出取代教科文支出對地方所得比重

將有顯著有利影響，顯示地方政府教科文支出運用較制度調整前更無效率，使

對地方所得分配之不利影響更大，值得注意。

四、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財政分權對地方所得分配之影響分析

由實證結果發現，88 年財政制度調整以前，表 5-4 第（1）（3）欄，各實

證模式中財政收入分權與支出分權係數值為顯著負數，係數值分別為-0.42、
-0.37， 88 年財劃法修正後，表 5-4 第（2）（4）欄，財政分權係數值影響並

不明顯，顯示 88 年以前我國財政收入分權與財政支出分權制度變遷無法使地

方所得分配更為公平。

然而 88 年財劃法修正後財政制度變革使分權程度制度對地方所得分配之

影響有顯著效果，顯示我國財政分權制度雖然並未如 Martinez-Vazquez and
Mcnab (2003)使地方所得分配公平，財政制度調整的確使財政分權之負面影響

明顯改善。

五、我國財政分權制度對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地方所得分配之影響

由表 5-3、表 5-4 等實證結果發現，長期以來該等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地方澎

湖縣、南投縣、台東縣、嘉義縣、苗栗縣與雲林縣等相較於其他經濟發展優勢

17 縣市地方的確所得分配有明顯增加。88 年財政制度調整以前財政分權程度

的提升對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地方所得比重影響雖然正面，但並不顯著。而民國

88 年以後財政制度調整，財政分權對相對落後地方所得分配則有顯著正面制度

調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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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章結語

本章就我國各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結構與財政分權制度對地方

間所得分配之影響，以及是否使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地區相較於經濟發展程度高地

區是否有較高所得比重，朝向地方發展平衡之公平目標進行實證分析。

實證分析結果有下列發現：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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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顯著負向影響，地方政府本身的財政制度

效率欠佳，不利於地方所得比重之提升。地方政府各項公共服務支出並未如預期

提升地方所得比重，尤其於 88 年以後財政制度調整後將財源運用於教科文支

出，對地方相對所得負面影響更顯著，值得注意。地方政府財源中不論自有財源

或補助收入均為負面影響，如所預期自有財源之負面影響較補助收入大，因此若

能增加中央政府補助收入取代自有財源收入對地方所得比重提升是有利的。即使

如此中央政府之財政移轉制度統籌款與補助款無法達成促進地方所得分配公平

之目標。而地方政府若能善用自有財源中非稅課其他收入取代稅課收入，對地方

所得比重提升有顯著正向效果。稅課收入中以地價稅與房屋稅負面影響最大，財

產稅制度有調整之必要。二、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制度調整，整體而言對

縣市所得比重提升並未發揮正面影響，88 年財劃法修正以後財政分權負面影響

效果顯著減少。88 年財劃法修正以後財政分權制度對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地區包

括澎湖縣、南投縣、台東縣、嘉義縣、苗栗縣與雲林縣等之所得分配提升有正面

影響效果，但其對地方所得分配不均問題未有明顯制度轉變效果。

整體而言，我國多年來的財政制度調整包括 88 年財劃法修正等制度變革，

並未明顯朝向地方所得分配平均之公平目標。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制度之運行以及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制度均無法提升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所得比重與

相對經濟競爭力之制度目標。而財政分權制度調整雖有提升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地

區之所得分配，但仍未有明顯制度轉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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