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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19 世紀以降，近代民族國家紛紛統一走向現代化道路，其中德國與日

本的政府主導著經濟發展方向。20 世紀之後，歐美各國奉行普遍選舉權下

的議會式民主，對於國家角色的爭論漸轉型為對於政府角色的討論。國家

（政府）應該扮演何種角色？18 世紀英國 A. Smith 主張古典自由經濟主

義，而 19 世紀德國 F. List 因深受 A. Hamilton 之影響，選擇與其相反道路，

主張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觀點，此兩種論點迄今對於國家（政府）應肩負

何種職能仍有重大影響。然而，Heywood（2001）認為隨著各國政體中國

家角色的差異，國家對於市民社會領域干預之方式及程度有著劇烈變化。

1120 世紀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與共產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爭辯亦不脫離

於此，這也提醒市場經濟下的政府，當市場經濟失去自我平衡能力時，政

府職能可能被迫轉變，於是必須針對「市場失靈」現象提出解決之道。12 

 
是故，政府職能的種類、多寡牽動著政府規模擴張與否，並改變國家

（政府）與市民社會領域之互動。本文研究主要目的乃探討中國地方政府

規模對地區性經濟成長有何影響，以及是否存在最適的地方政府規模，故

本章將回顧相關文獻回顧，並將其分為三小節加以說明。首先在第一節回

顧政府支出、規模擴張及其與經濟成長之相關理論文獻，說明政府規模的

變化原因及其與市民社會之互動。其次，於第二節回顧政府支出、政府規

模與經濟成長相關之實證文獻，研究對象包含是進行單一國或是跨國之比

較分析，並檢視至目前為止兩者間的關係與影響方向。而於第三節裡，特

別針對探討最適政府政府規模之實證文獻，進行較詳細的實證結果之比較

與回顧。最後，將在第四節中統整前三節的內容進行本章之小結。 

                                                 
11 Heywood 區分現代世界中有五種政體與近代五種國家角色：西方多元主義政體、後共產主義

政體、東亞政體、回教政體以及軍事政體：小而美式國家、發展式國家、社會民主式國家、集體

式國家、極權式國家，而國家干預市民社會程度依此順序加深。 
12 市場經濟國家第一次承認計劃經濟之優點是在 1930 年大全球經濟大蕭條之後，蘇聯卻能保持

高度發展，向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宣示其巨大的活力與抗壓性，因而 1930 年至 1935 年間

大批西方經濟學者與社會人士遠赴蘇聯吸取其經驗，並紛紛仿效五年計劃經濟之作法（黃衛平、

朱文輝，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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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府支出、規模擴張及其與經濟成長之理論 
 
    在諸多研究政府規模的理論文獻中，多數在探討政府規模何以會擴

張，及其對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何種改變，故於本節列點詳作說明。 

 
一、政府支出、規模擴張之因 

（一）位移效果（Displacement Effect） 

    Peacock and Wiseman（1967）考察英國財政支出與經濟成長之發展，

提出「財政收入成長導致論」，認為財政支出的成長來自政府在面對不同

環境時期的財政收入擴張。當社會未遭受不尋常的壓力時，人們關於租稅

容忍度的觀念，即其轉變為合理的稅率也傾向於相當穩定的。在社會大動

亂（戰爭、災害或大蕭條等外部衝擊）發生期間創造出位移效果，將公共

收入支出與轉變到新的層次。人民的租稅容忍度被迫提高，政府通過提高

稅率或擴大稅基做為擴充財政收入的基石，社會大動亂促使政府負擔新的

和持續的責任，而戰後復原工作的進行（戰爭撫恤金、債務利息、賠款）

及社會觀念變遷仍需大量的財政支出。動亂時迫使政府與人們注意到先前

未察覺的問題（如社會福利、教育支出）現在亦被重視（即檢視效果

inspection effect），但政府總支出與稅率、稅種並未較動亂發生前降低或減

少，不同於過去，公共支出占 GNP 的份額也固定下來。每一次社會大動

亂的發生都會導致政府財政支出水準向上移動，長期而言，此種作用使政

府財政支出呈現階梯式（stepwise）上升之現象，此呼應了華格納法則。 

 
（二）所得分配不均論 

Borcherding and Deacon（1972）假設政府每個政治成員都由多數決選

舉出來，人民擁有普遍且無限制的參與政治活動之選舉投票權。人民假設

為知曉政府出的成本與獲利之情況，中間選民透過對候選人進行投票選擇

能夠提供他們最有效率的公共服務與稅負，意味著成功的候選人為提出能

夠帶給中間選民邊際租稅價格與邊際收益相一致的平台。而政治成員中假

定擁有中間偏好的效用函數是相似的，官僚不會是有效生產的障礙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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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每項產出以最低成本產生。 

 
而 Meltzer and Richard（1978, 1981）進一步分析，選民並非面臨財政

幻覺或短視近利，他們知道政府必須通過汲取資源支付再分配。作者強調

選民對於再分配的需求而忽視任何政府提供的公共財，並以所得再分配的

份額來衡量政府規模，而多數票決制度所會決定其大小。假定預算平衡

下，政府規模擴張的主要原因乃選舉權的擴大改變了在所得分配上具決定

性的選民之位置，並且改變相對生產力。政府規模視平均所得與居決定性

地位選民的所得之關係而定，投票權的擴張納入更多低於平均所得選民，

增加支持再分配的投票，故擴張了政府規模。但 Buchanan（1967）則將政府

規模擴張視為富人和窮人結盟之結果，富人享有具所得分配性之公共財（包含對

窮人的施捨也屬公共財之一），而窮人享有由中產階級進行的所得再分配。 

 
（三）財政幻覺（Fiscal illusion） 

假設立法機關欺騙人民對於政府的規模的看法，人民以課稅法案的規

模來衡量政府規模。人民不會自願性地支付稅金，立法-行政實體必須以一

種人民無法察覺其負擔更多的稅負之方式增加人民的納稅負擔，並且接受

選民在下次選舉時因對其不滿投不信任票。若租稅容忍度可以偽裝成這種

方式，則人民具有這種幻覺：政府的負擔比起實際的要小的多。如此一來，

政府規模便可以發展超過人民偏好的水準。Wagner（1976）指出在日益複

雜的租稅結構與以間接稅為主的租稅制度下，造成納稅人對累進稅制認知

不足，以為對公共財的使用所必須負擔的租稅價格（tax price）較其獲益

程度低，納稅人因低估租稅負擔的結果導致對於公共財需求的增加。 

 

  而 Buchanan and Wagner（1977）指出預算赤字與民主政治的互動，因

選民理性的無知與幻覺，導致公共部門不斷地擴張。中央政府通過稅收、

借款和貨幣發行直接或間接地支持開支，政治壓力同樣會對貨幣當局的決

策產生影響，施加於貨幣當局的間接壓力和施加於政治家的直接壓力將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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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助長，特別是在貨幣成長率的成長方向上。人民認為通貨膨脹似乎不等

同於稅收，即個人不感覺到通貨膨漲是對貨幣收入徵稅的一種形式，倒是

民間部門購買的商品和勞務之價格不斷地成長引起他們的注意。是故統治

者擴大貨幣流通量的能力將減少政府的可見支出，卻促進了公共部門規模

之擴張。13 

 
（四）官僚行為模型。 

Niskanen（1971）以委託-代理關係為基礎，提出三項假設：官僚致力

於使其官僚機構預期的預算最大化、資助者沒有對其他選擇認真考察或評

估、官僚與其資助者會在預算和產出的所有可能組合範圍內進行討價還

價。官僚的「薪水、職務津貼、政府聲譽、權力與職位」都與官僚機構的

規模有正相關，而官僚通過擴張該機構的產出來行使權力。因為官僚機構

獨自掌握的生產函數、成本及產出的服務故在交易中居優勢地位。而立法

機關代表無法評估其效率，無論是依據 X-效率或配置效率，故行政效率低

落，官僚機構便可將預算提高到對該單位總收益等於總成本，超過了經濟

學上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的 Pareto 最適量，加上缺乏競爭，不存在市場

監督機制，致使冗員充斥，於是官僚機構產生且佔用了高昂的交易成本，

政府規模因而擴張。然而 Niskanen（1994）修正其早期觀點，放棄 “官僚

致力於使其預算最大化”的假設，改為 “官僚致力於使其自由決定的預算最

大化”，但仍認為其早期基本理論框架是理解官僚型為最有效的途徑。 

 
相反地，Brennan and Buchannan（1980）則認為政府像是利維坦

（Leviathan）－海中巨怪，乃懷有惡意的歲入最大化者而非善良的公共財

提供者，其所有權力集中在資助人：國會或議會中，而提供公共財及服務

的官僚與其結合。作者假設政府對憲法內規定的各項稅收都追求其極大

值，如果不對政府的收入來源加以限制，則政府的決策者最終將使稅負提 

                                                 
13 中央金融決策者追求最大化效用的行為本身即自然帶有通貨膨脹之傾向，受到政治壓力失去

獨立性後就更加明顯，更加速政府規模不斷地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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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等同民間所有的所得為止，如此公民在利維坦模型中訊息-權力相結合

的影響下如同財政幻覺與選民的理性無知般，幾乎失去所有控制政府的能

力，14故主張通過制定憲章是能夠唯一有效地長期限制政府行使課稅權

力、發行公債、以及印製貨幣之權，人民得以對政府官僚做出約束，限制

其歲收達到一個給定的總數，此延續 Buchanan and Wagner（1977）之觀點。

15 

 
（五）利益團體模式 

Olson（1965）在國民經濟成長的差異上，強調特殊利益與一般利益在

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中的差異。一般利益多處於人數眾多、利益分散的集體

決策中，易滋生搭便車（free-rider）的現象。而特殊利益則是人數特定（有

限）利益集中之狀況，相關人基於本身偏好利用遊說以謀取利益並進而衍

生出鑽營逐利、權錢交易等尋租（rent-seeking）現象以達到目的。任何組

織（無論公部門或私部門）皆可視為利益團體，目的在尋求提高其成員和

委託人的利益，而這成本費用外溢到全體人民必須支付更高的稅負，故滿

足利益團體的需求代價不會很高。利益團體對政府部門透過遊說、利益輸

送所形成的分利聯盟，在行政或立法機構相互支持，特別是在以多數決的

立法部門中通過有助於分利聯盟的法案。Buchanan and Tullock （1977）

也有相近看法，指出移轉支付提供了利益團體（特別是涉及金錢下）在預

算競逐上的空間，一旦這些團體變大，就能行使較重要的政治權力。16 

                                                 
14 作者認為政治競爭對政府是無效率的約束，歸因於選民的理性無知，多數票決循環下的不確

定性的本質、當選的官員彼此間的徹底勾結。 
15 作者認為必須檢視政府只有在財政緊急狀態籌措非常性支出時才能使用舉債籌措資金方式。

不過即使在緊急狀態，憲政的約束仍然應限制政府向外舉債。因為政府可以通過對外舉債，將整

個未來的稅收預支移到現在使用。在憲政選擇階段，納稅人即使預測稅收極大化的利維坦政府可

能出現，仍應對政府課徵資本稅或發行公債的權力，選擇相當嚴格的限制條件，以保障納稅人的

權益。 
16 作者區分市場薪資與移轉支出兩部分來觀察政府僱員薪水何以不成比例地提高。將政府部門

的薪資的一部分視為移轉支付，並命名為「Wagner squared」假設。假設政府實際僱用的人口份

額在西方民主國家可能達到最大化，但不代表政府預算占 GNP 或 GDP 的份額會朝向本身最大

化。因為移轉支付接收者（官僚或其他）可能持續提高其薪資收入。假如行政管理支出占總支出

的比重持續擴大但沒有相對提高的政府產出，則會對非政府部門雇員的資源收益上產生壓力，如

此將伴隨著穩定的貨幣成長、薪資下降、一些失業率產生，而貨幣金融當局擴張貨幣成長比率，

因而產生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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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本主義下生產關係與階級鬥爭模式 

    Foley（1978）從歷史唯物主義框架與現代社會的支配關係，即資本-

勞動關係（著重了解資本主義社會國家關於資本的再生產與累積）與工人

與資本家間的階級關係提出兩種關於現代國家擴張的解釋。（1）關於資本

的強化集中與大、小資本家彼此在國家政策上因可獲利的偏好選擇之衝

突。（2）在先進資本主義下資本家的危機日趨嚴峻（關於誰來支配的社會

性問題），希望透過國家干預以拯救關於資本主義作為持續生存的一種體

制之基礎條件。勞工運動在資本主義中可達成其社會主義目標，如社會保

險、社會醫療、公共住宅、公務教育等，但是這些改革總是被作為局部措

施，因為這些本身並未觸擊到社會的生產關係本身，並且因為局部措施已

經在計畫或執行，反而強化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社會關係之再生產，故資本

主義國家政策的形塑中存在階級鬥爭的元素，以致基本的社會生產關係沒

有轉變，資本主義霸權將隨時可以表現其自身，透過削弱局部改革並且為

了其最終目標來形塑之。 

 
二、政府支出、規模擴張與經濟成長 

（一）政府活動擴張法則 

19 世紀德國財政學者 Wagner（1883）在考察當時歐洲國家、美國與

日本等工業國家財政支出與經濟成長之關係時，認為工業現代化會引起社

會進步，在經濟迅速成長背景下，原本由家計單位提供的財貨、勞務，如

醫療、教育、社會保險等逐漸轉為政府部門提供，如此必然造成政府職能

不斷擴大與政府活動的持續成長，政府支出因而不斷提升，並將其命名為

「政府活動擴張法則」（The Law of Expanding State Activity），即學界所稱

的「華格納法則」（Wagner’s Law）。另外，因為傳統上由政府生產各種財

貨與服務擁有一種較高的所得彈性之需求，政府支出比起社會產出將以較

快的速度發展，即所得彈性大於一。 

 
（二）經濟發展階段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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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tow（1962）將經濟成長分為傳統農業社會期、起飛前期（轉換階

段）、起飛期、邁向成熟期及大量消費期五個階段，指出在起飛前期、起

飛期因社會所需要的社會資本性基礎建設（包括資金融通）特別是運輸，

是促進市場統一、經濟成長與政府有效統治的條件。政府不但能直接負

責，建立合適的貿易政策與傳播農工技術，且提供一個安定的秩序以鼓勵

現代的新活動。一國政治制度通過現代化部門的激勵與擴張，以及其起飛

之後潛在的外部經濟效果，使經濟成長成為持續化。起飛的先決條件包括

有效地促進動員國內儲蓄能力（包括政府財政與資本徵課活動）以及其後

能產生高邊際儲蓄率的結構，故政府從事活動使得政府支出的快速成長。 

 
此外，Musgrave and Musgrave（1989）則分為經濟發展初期、中期與

成熟期三階段。在經濟發展初期，公共部門必須營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環

境條件，故社會基礎建設便是首要投資項目（如道路、港口、電力設備），

因這些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或需要很長時間的大量資本收益，不必給私部門

提供，致使財政支出在社會總投資中的比重較多；進入經濟發展中期（工

業發展期）時，政府資本組成比重下降，僅作為私部門的補充，但因市場

機制下的競爭方式仍有其缺陷，造成都市破壞擁擠等，故必須通過政府干

預來降低私部門對經濟發展之衝擊；進入經濟發展成熟期所得提高後，政

府投資份額日漸增加在人力投資，從基礎建設轉向教育科學、社會保險等

福利性支出，這些政策性支出的成長率將超過其他財政支出項目的成長，

並高於 GDP 的成長。 

 
（三）非均衡成長理論 

Baumol（1967a）觀察到在薪資同時增加時，公部門的生產力成長較

低於私部門，因此相對價格將會轉變使名目政府支出占 GDP 或占 GNP 的

比重持續擴大，即使是在兩部門的實際成長率相同下。換言之，當需求的

價格彈性大於-1 時，政府相對的規模擴張。作者指出人們可能預期到政府

供給的財貨其價格有相對地增加，且那些是服務性的公共財（教育、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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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此似乎說明著某種政府的擴張。 

 
同時，Baumol（1967b）延續之前研究框架將社會區分為非進步部門

與進步部門來分析大城市的財政問題。17當所有地區進步部門的人均小時

生產力與薪資同時提高時，非進步部門相對成本將不可避免地提高，這些

成本將累積地增加且沒有限制。而進步部門生產力增加部份可以與提高的

薪資相抵銷，且這抵銷部分必然小於非進步部門。大城市面臨財源不足、

累積性衰退過程之壓力、外部性成本提高速度快於人口成長率。假如要維

持以往城市生活水準，將使自治城市的活動成本必須擴張。此外，Tullock

（1974）也指出官僚的投票權一部分直接針對其所屬機構規模的擴張，並

且另一部分直接針對提高其薪水。先是官僚機構部門擴張，再來就是官僚

本身薪資的提高，意謂著政府本質上是非進步的部門，因為其勞力密集與

資本分散的特性。 

 
綜上所述，造成政府規模的擴張原因眾多，不論是促進經濟社會發

展、維護社會秩序與人民福利，亦或官僚、民意代表們與利益團體為實現

自身利益最大之手段，甚至是資本主義國家為拯救內部階級對立危機及市

場競爭的矛盾，皆與人民租稅負擔提高與否相關，並導致政府財政支出不

斷成長。同時，政府活動的運作也未必有更好的服務品質與效率，但市民

社會所關心的是，一旦稅負的提高就必須帶來相對地人民生活的富足。 

 

 

 

 

 

 

 

                                                 
17 非進步部門是指 「勞動生產力固定部門」，進步部門則為「人均產出以一種持續增加速度累

積地成長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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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支出、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之相關文獻 
 

從前述理論文獻中得知，政府規模是否擴張與財政預算收支有關，這

涉及人民的租稅容忍度，甚至攸關經濟成長之變化。而本研究之目的旨在

探討中國地方政府規模對地區性經濟成長是否存在影響效果，從相關實證

文獻中，得知政府規模的代理變數多為政府支出占 GDP 之比重或政府收

入占 GDP 之比重，故通過以下說明分析提供本研究實證模型設定之基礎。 

 

在跨國實證研究中，將變數資料依一定年數取平均數作橫斷面資料分

析者如 Landau（1983）、Kormend and Meguire（1985）、Landau（1986）、

Ram（1986）、Levine and Renelt（1992）、Sheehey（1993）、Hansson and 

Henrekson（1994）、Lin（1994）、Hsieh and Lai（1994）等，並未得出一致

論，其他使用不同研究方法者如莊希豐、蔡宗豪（1998）、Knoop（1999）

亦是如此。 

 
Landau（1983）透過 96 個非共產主義體制（含低度開發與已開發）

國家為樣本，檢驗 1961-1976 年 6 個經濟成長率時期，發現政府規模有害

經濟成長。18Fölster and Henrekson（2001）使用 1970-1995 年富裕國家的

追蹤資料，發現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有強烈負向關係，若納入非 OECD 國

後，則政府支出與稅收皆對經濟成長有強烈負向影響。19但 Ram（1986）

利用 1960-1980 年 115 個市場經濟體國家之間完整的資料，區分 1960-1970

年及 1970-1980 年兩時期進行橫斷面分析，並進行 1960-1980 年的時間序

列分析，發現政府規模對經濟成長之影響在幾乎所有樣本上是正向影響，

政府規模的邊際效果普遍是正向的，而在低所得之背景下，政府規模對成

                                                 
18 結果顯示政府消費占 GDP 的比重與實質人均 GDP 成長率呈負相關，此支持自由市場的論點：

政府的擴張會傷害經濟成長，但也提醒這結論沒有穩固的基礎，因為：（1）在此只是用政府消費，

既不是總政府支出，也不是總體政府經濟影響。（2）政府支出可能有助於經濟福利，即使它降低

人均 GDP 成長率。另外，低人均所得國家比起中、高人均所得國家成長較慢。 
19 作者分別使用政府總支出與政府總收入占 GDP 的比重作為政府規模的代理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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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正面效果是變得較強烈是可能的。20 

 
此外，亦有學者認為這兩者間是無關係的或是具雙重作用的。Kormend 

and Meguire（1985）利用二次戰後 1950-1977 年 47 國的資料，並未發現平

均政府消費占產出比重之成長率與年平均總產出（GDP 或 GNP）之成長

率有顯著關係。21而 Levine and Renelt（1992）亦有相近發現，利用 1960-1989

年 119 國（排除石油輸出國）的數據作頑強檢定（extreme robust test），得

出財政支出與經濟成長實證結果多為不顯著，頂多只有微弱負向關係。22 

Conte and Darrat （1988）採用 22 個 OECD 國家在 1960-1984 年政府支出

的數據，發現對部分國家影響是正面的，對另一些是負面的，此進一步反

駁了先前有關公共部門規模阻礙經濟成長之研究結論，而在大部分的

OECD 國家，政府的擴張對實際經濟成長並沒有可辨別的影響。類似發現

亦可從 Bairam（1990）、Hsieh and Lai（1994）、Lin（1994）及 Ghali（1999）

等文獻得知。 
 

最後，財政支出結構差異對經濟成長之影響較為多元。Landau（1986）

依據政府支出結構的類別近一步地分析，進行擴充研究。以 1960-1980 年

間 65 個人口 100 萬以上的低度發展國家為樣本，將政府總支出分為政府

消費性支出（排除國防和教育）、國防支出、移轉性支出、教育支出、資

本支出（基本建設費用）共五種支出各占 GDP 的比重，利用 OLS 估計，

                                                 
20 需注意的是，Ram 用政府消費或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的成長率衡量政府規模。 
21 但作者指出說明這裡的政府支出並未包含政府固定資產形成和移轉支出，因可取的數據受

限。公民自由度高的國家會有 1％更好的經濟成長，而公民自由度對經濟成長之影響主要是通過

投資管道而非利潤管道。 
22 發現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之成長率，與平均年人均 GDP 成長率皆呈現不顯著關係，只有在

線性迴歸脈絡下使用許多不同條件變數的結合作迴歸分析才可發現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之成長

率與經濟成長有負面但不頑強的部分相關，同樣地，只有選擇特殊的條件集合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之成長率，與平均年人均 GDP 成長率才呈現微弱的關係。並以 1974-1989 年數據檢定總政

府支出、政府消費（排除國防與教育支出）都呈現係數為負的微弱關係，但若將投資份額做為依

變數，則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之成長率此解釋變數的係數多呈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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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政府支出對經濟成長頂多只有微弱的相關。23同樣地，Hansson and 

Henrekson（1994）著重私部門的生產力，樣本為 1965-1982 及 1970-1987

年期間 14 個工業及 14 個 OECD 國家資料，將政府支出分為五種，發現政

府消費（扣除教育支出）、移轉支出、總政府支出與社會保障支出對總要

素生產力成長有顯著負面影響，只有教育支出顯示正向影響。 
 

不同的是，莊希豐、蔡宗豪（1998）以亞太地區為樣本，採用 1965-1994

年 11 個國家或地區的追蹤資料，以隨機效果模型估計政府消費性支出、

投資性支出與民間部門投資各占 GDP 的比重，發現政府消費支出與經濟

成長呈現負向影響，政府投資支出則有正向幫助。此外，低成長國的係數

略高於高成長國，高成長國其政府投資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相對地較低成長

國大，但較低成長國的私部門投資貢獻較高成長國大。而 Knoop（1999）

檢視美國柯林頓政府時期財政政策變化對總體經濟的影響，發現削減政府

的開支若是過度著重在降低公共投資而直接地影響人力資本的累積，或者

政府收入不是被用來幫助降低資本性徵稅，則削減政府規模實質上就是降

低經濟成長與社會福利。此外，全面性的削減支出並無法明顯改善經濟成

長與社會福利事業，但若是削減包含移轉性支付而不只是政府購買之所有

政府支出形式，則可能改善經濟成長與社會福利事業。 
 

綜上所述，可發現因政府規模衡量指標其本質上差異、研究對象是單

一國或跨國研究以及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之差異，以及分析方法的問題，故

至今並無一致結論，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並未出現政府規模無存在必要

之看法，如此看來，政府規模的確在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確實有其不可或

缺的作用。上述相關實證文獻將詳列於下表 1。 
 

                                                 
23 結果顯示，政府消費（排除國防和教育支出）具有負面影響，國防支出加上移轉性支出、教

育支出、投資支出三者沒有影響，而當允許政府透過稅收、借貸去資助這種投資，並且排擠了私

人資本時，則淨效果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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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政府支出、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之相關文獻 

 

研究者  樣本期間 研究方法 主要結論 
Landau
（1983） 
 

 1961-1976 
Summers–Heston 

data 104 國 

 OLS、
2SLS 
 

支持自由市場的論

點：政府的擴張會傷

害經濟成長。   
Kormend and 
Meguire
（1985） 

 1950-1977 
47 國 

 

 OLS  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

兩者並無發現存在顯

著關係。 
Landau
（1986） 
 

 1960-1980 
65 個百萬人口

以上國家 
 

 OLS 
 

政府支出對經濟成長

頂多只有微弱的相

關；政府投資對經濟

成長有微弱的正面影

響，但是當允許政府

透過稅收、借貸去資

助這種投資提高對排

擠了私人資本時，則

淨效果是 0。 
Ram（1986） 
 

 1960-1980 
115 國 

 

 OLS 
 

政府規模對成長之整

體影響在多數背景下

都是正向的。 
Conte and 
Darrat 
（1988） 
 

 1960-1984 
22 個 OECD 國 

 

 GLS 
 

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

具有混合作用。然而

大部分的 OECD 國家

其政府規模擴張對實

際經濟成長並沒有可

辨別的影響。 
Bairam
（1990） 
 

 1960-1985 
非洲 20 國 

 

 OLS 
 

主張政府支出對經濟

成長之影響乃隨著國

與國之間的差異而不

同，不能普遍化而論

之。 
Levine and 
Renelt
（1992） 
 

 1960-1989 
119 國 

 

 extreme 
robust test

財政支出與經濟成長

及投資份額的多呈現

不顯著，頂多只有微

弱負向關係；透過對

變數的選擇可以導出

你想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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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續） 

 
 
 
 
 
 

研究者 樣本期間 研究方法  主要結論 
Hansson and 
Henrekson
（1994） 
 

1965-1982、
1970-1987 

14 個工業國、14
個 OECD 國家 

OLS   政府消費（扣除教育支

出）、移轉支出、總政

府支出與社會保障支

出對總要素生產力成

長有顯著負面影響，只

有教育支出則顯示正

向影響。 
Hsieh and Lai
（1994） 
 

1985-1979 
G-7 國 

 

 VAR；Granger 
causality tests；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政府支出對經濟成長

有顯著地混合影響，但

未得出一致為負或正

向之關係；而在研究之

下的大部分國家，公共

支出充其量對經濟成

長只有一小部分貢獻。

Lin（1994） Summers–Heston 
（1988）data 

 OLS； 
2SLS； 
3SLS 
 
 
 
 
 
 
 

 政府規模短期內有助

於經濟成長，長期而言

則否；非生產性政府支

出對先進已開發國家

有負面但不顯著的影

響在短期與中長期來

看；低度開發國家而言

短期有正面影響，長期

而言有負面影響，但都

不顯著。 
莊希豐、蔡宗

豪（1998） 
 

1965-1994 
亞太 11 個國家

或地區 

 Ramdom effects 
model 
 

 政府消費支出與經濟

成長呈現負向影響，政

府投資支出則有正向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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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本表文獻依年份排列順序 
 
 
 
 
 
 
 
 
 
 
 
 
 
 
 
 
 
 
 
 
 

研究者 樣本期間 研究方法 主要結論 
Ghali（1999） 
 

1970:1-1994:3
10個OECD國

 

 Multivariate 
cointegration；
VEC；
Granger-causality 
tests  
 

各國政府規模對未來的

經濟成長率扮演顯著的

決定性角色但其貢獻的

重要性有的一些差異；

經濟成長的內生性本質

是無庸置疑因為其可以

透過其他變數來解釋。 
 

Knoop（1999） 
 

美國 
 

 內生成長模型 
 

削減政府規模必須視減

少的政府支出種類而

定，否則就是降低經濟

成長與社會福利。 
 

Fölster and 
Henrekson
（2001） 
 

1970-1995 
23 個富裕國 

 

 OLS；  
robustness test 
 
 
 

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有

強烈負向關係，若納入

非 OECD 國後，則政府

支出與稅收皆對經濟成

長有強烈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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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最適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之相關文獻 
 

如前所述，政府規模、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成長似乎是呈線性關係，

對不同國家產生利、弊之作用。可是相關實證文獻亦發現兩者存在某種門

檻機制（即非線性關係）。Grossman（1987, 1988）以美國為樣本，認為非

線性模型更適合用來解釋總體經濟產值的成長，得出實際上政府擴張的正

向貢獻將被政府供給過程中的無效率所抵消之論點，並指出過去研究偏重

兩者單一線性關係，並未將過去研究結果整合到同一模型內。24Grossman

（1990）也呼應其論點，採用一個包含 48 個橫斷面的國家樣本進行研究，

發現政府對經濟成長存在顯著正向淨效果，而負面的淨效果不顯著。不過

作者也指出雖然政府產出的成長對總體經濟成長做出貢獻，但伴隨相對政

府規模的擴張而來的扭曲效果將抵消其正向邊際效果。若從總要素生產力

地成長來看，Dar and AmirKhalkhali（2002）分析檢驗 1971-1999 年間 19

個 OECD 國家其政府規模的作用來解釋經濟成長率的差異，發現總要素生

產力，在一國政府規模較大時是較低的，當國家的政府規模較小時，對經

濟成長負面影響較弱，但作者亦認為兩者關係在個別國家中並非只是單一

關係的。 
 

關於政府規模、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成長間存在著複雜且非線性關係

的事實，在 Barro（1990）提出的內生成長模型首次被檢驗。他認為內生

成長不依靠技術變遷或勞動成長，資本的固定收益是包括私人資本與公共

服務，而公共服務是生產的輸入項，藉此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相連結，在

政府支出放入生產函數時，發現政府規模對經濟成長之方向取決於最適規

模，其前提是假設當前政府對於生產性公共服務的開支太少，則更多的公

共支出對經濟成長有正向幫助，反之則有害，即在未達最適規模時，政府

                                                 
24 作者認為負向影響乃是因為扭曲的稅制，通過使用跨國的稅制水準作為獨立變數發現確實對

經濟成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保持租稅效果不變下，政府消費（包括教育及國防）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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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擴張對經濟成長有利，一旦超出最適規模，則有害，當政府支出邊際

生產力等於一（MPG=1）時便達到政府最適規模（學界稱為 Barro rule）。 
 

陸續相關實證研究亦持相近觀點，Sheehey（1993）檢視 1960-1973 年、

1975-1981 年期間 20 個 OECD 國家資料，發現當政府支出提高並且逐漸接

近到取代民間支出時，亦即某個政府規模在超過發展水平之門檻時，可能

導致政府規模對於經濟成長呈現先正向轉弱化，進而負向的淨效果，即從

顯著地正向到顯著地負向等不同的範圍的影響，而此結果視其相對的政府

規模和人均 GDP 水準而定。Karras（1993）採用 37 個國家，1950-1986 年

有效的追蹤資料，發現在產出與就業上政府消費長期的變化，比起暫時性

（週期性）變化有較強的影響，政府消費具生產性，政府消費的產出彈性

是正向的，但其隨著增加政府規模而下降。另外，Karras（1996, 1997）亦

支持此看法。25Aly and Strazicich（2000）採用 Karras（1996, 1997）導出

的生產函數模型，針對波斯灣五國在 1970-1992 年期間的有效數據亦得出

相同觀點。26 
 

然而，直到 Armey（1995）通過發展 Laffer curve 而來的「Armey-curve」，

最適政府規模的概念始普遍被討論。Armey（1995）認為若沒有政府的存

在就不能提供給人民法律與產權的保護，因而導致國家無政府狀態與較低

的人均產出。當一國為小政府時，政府具有支配經濟產出成長之特性，此

時政府擴張與產出的成長有關。一旦到了某個時機點，政府進一步擴張將

不再導致產出的成長，因為政府降低經濟成長之特性擴大，而提高經濟成

長的特性縮小，故政府進一步地擴張將導致經濟停滯與衰退。簡言之，由

政府提供資金的額外工程項目開支提高反而漸失去生產性，通過民間徵稅

與資源借用來幫助政府則會增添更多的負擔。在某個時機點，來自擴張的

                                                 
25 Karras（1997）發現 1950-1990 期間，20 個歐洲國最適政府規模為 16％（±3％）。 
26 但這五國平均上政府規模過大以致於不是最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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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開支其邊際獲利將等於零。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的關係即本文第一章

圖 4 之內容。 

  
在 Armey-curve 的基礎上，Vedder and Gallaway（1998）進行美國財政

支出結構的實證分析，認為當代美國的相對聯邦政府支出已經快速地擴

張，反映在移轉性支出顯著地增加上。作者利用美國 1947-1997 年數據，

歐洲國 1970-1994 年資料，發現龐大的移轉性支付對經濟成長有負面影

響。這說明在產出成長之下，限制支出成長的聯邦預算策略，特別是對移

轉性支出來限制在經濟成長上有正向影響。另外，在加拿大、英國、義大

利、瑞典及丹麥五國上也使用相同的迴歸模型，結果顯示政府規模和經濟

成長會隨時間而變化，這五國的政府規模已超出最適點，因而對經濟成長

有潛在的不利影響。27而 Pevcin（2004）針對 12 個歐洲工業國家 1950-1996

年追蹤資料，發現這 12 國已超過最適門檻，對經濟成長有不利影響，亦

支持 Armey-curve 此觀點。28 
 

最後，以台灣為研究對象者，Chen and Lee（2005）以 1979 年第一季

到 2003 年第三季，將政府規模劃分為三種指標類型：政府總支出占 GDP

的比重、政府投資性支出占 GDP 的比重、政府消費性支出占 GDP 的比重

分別作為門檻變數，亦證實了台灣存在 Armey-curve 的效果（3 個門檻效

果分別為 22.839％、7.302％及 14.967％）。其中前兩項政府規模類型呈現

顯著負相關，第三者則不顯著，意味著 20 幾年來台灣政府規模過於龐大。 

 
上述之共同結論，即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並非是單一線性關係，且存

在著最適門檻之論點為本研究提供實證根據。然而，此時的中國處在經濟

                                                 
27 作者發現在 Armey-curve 估計下，1947-1997 年最適聯邦政府規模為 17.45％，此意謂著 1990
年代大約 20％的政府規模超過對有利於經濟成長的最適點。另外，在減少聯邦淨利息支出占 GDP
比率，維持平衡預算是有利於經濟成長。 
28 作者也檢驗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是否有互為因果關係，發現結果是相當複雜的，各國結果不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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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飛期，但國務院近年來不斷進行宏觀調控，抑制地方經濟過熱現象，其

中地方政府以「投資公司」、「建設指揮部」等名義，直接作為投資主角，

並操控土地與財政資金兩大生產要素，強力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形象工程

建設，卻不符當前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故本文有必要於下一章說明地方

政府職能轉變歷程、分析其規模及其與地區性經濟成長之間的互動之近

況。上述相關實證文獻茲整理如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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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最適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之相關文獻 

 
 
 
 

研究者  樣本期間 研究方法 主要結論 
Grossman
（1987） 

 1929-1982 
美國 

 OLS 
 

應區分政府各類支出

結構以觀察個別對民

間產出的影響；政府規

模存在負向淨效果，但

部分政府支出是正向

的。 
Grossman
（1988） 

 1929-1982 
美國 

 2SLS 非線性模型更適合用

來解釋總體經濟產值

的成長；政府擴張的正

面貢獻實際上將在政

府供給過程中的無效

率所抵消的論點。 
Grossman
（1990） 

 1970-1983 
48 國 

 

 OLS 
 

政府對經濟成長存在

正向淨效果，但同時存

在因政府的資源配置

不當產生的其扭曲效

果此負面影響。 
Barro（1990）  1970-1985 

Summers–Heston 
data（1988） 

 

 內生性成

長模型 
在未達最適規模時，政

府規模擴張對經濟成

長有利，但若超出最適

規模，則有害，即政府

支出邊際生產力等於

一（MPG=1）時，達

到政府最適規模。 
Sheehey
（1993） 

 1960-73、
1975-81  

20 個 OECD 國 

 OLS 
 

政府規模存在某個在

發展水平之門檻，一旦

超過將使經濟成長由

正面轉弱化，進而負面

的影響。 
Karras
（1993） 

 1950-1986 
37 國 

 

 OLS 
 

政府消費具生產性，政

府消費的產出彈性是

正面的，但其隨著增加

政府規模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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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本表文獻依年份排列順序 
 

研究者 樣本期間 研究方法 主要結論 
Karras（1996） 1960-1985 

118 國 
 OLS、GLS

 
政府提供的服務具顯

著生產性，在非洲國家

過多地供給，而亞洲則

過少供給。  
Karras（1997） 1950-1990 

20 個歐洲國 
 OLS、GLS 政府提供的服務具生

產性；存在最適政府規

模。 
Aly and 
Strazicich
（2000） 
 

1970-1992 
波灣 5 國 

 

 OLS、GLS 政 府 服 務 具 生 產 性

質，但這五國平均上政

府規模過大以致於不

是最適的。 
Vedder and 
Gallaway 
（1998） 

1947-1997 
美國

1970-1994 
歐洲 5 國 

 OLS 
 

美國政府總支出存在

Armey-curve 現象，龐

大的移轉性支付對成

長具有負面影響。歐洲

五國的政府規模已超

出最適點，對經濟成長

有潛在的不利影響。 
Dar and 
AmirKhalkhali
（2002） 

1971-1999 
19 個 OECD

國 

 Random 
coefficients 
model 
、GLS 

政府規模較小時，對經

濟 成 長 負 面 影 響 較

弱，但兩者關係在個別

國家中並非只是單一

關係的。 
Pevcin（2004） 1951-1995 

12 個歐洲國 
 

 Fixed 
effects 
model、
ARIMA 

支持 Armey-curve 的觀

點，這 12 國已超過最

適門檻，對經濟成長有

不利影響。 
Chen and Lee
（2005） 

1979:1-2003:3
台灣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將政府規模分為三種

指 標 ， 皆 出 Armey 
-curve 此非線性關係。

而此期間台灣的政府

總支出與投資性支出

皆超出最適門檻，阻礙

了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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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章小結 
 

本研究之目的乃探討中國地方政府規模對於其地區性經濟成長之影

響效果為何，故本章回顧了過去相關議題之既有文獻，並於第一節回顧政

府支出、規模擴張及其與經濟成長之理論文獻，得出政府規模的變化原因

以及受當時所處時空背景、政治體制與經濟制度之差異而對市民社會有不

同的影響。於第二節回顧政府支出、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相關之實證文

獻，發現並無取得一致共識之結論。而第三節裡，特別針對探討最適政府

政府規模之實證文獻，進行較詳細的實證結果之比較與回顧，得出政府規

模與經濟成長之間存在著非單一線性關係。本節將上述三部份回顧結果，

加以歸納整理如下。 
 

首先，第一節有關政府支出、政府規模及其與經濟成長之理論文獻，

說明其擴張的因素、背景與政府活動本身對經濟成長可能的影響關係。

Wagner（1883）認為經濟成長帶動政府支出擴張；Rostow（1962）、Musgrave

（1989）指出政府在經濟發展初期（起飛前期、起飛期）之作為主導著經

濟發展；Peacock and Wiseman（1967）認為大動亂的發生促使政府規模擴

張，使社會經濟秩序得以穩定；Baumol（1967a, 1967b）則認為經濟發展

的不均衡成長促使政府規模擴張來彌補與民間部門成長的落差。另一方

面，從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出發之論點指出官僚、立法機關代表與利益團體

為求本身利益最大化，將所需成本轉嫁給人民，即人民的租稅負擔上。

Wagner（1976）與 Buchanan and Wagner（1977）認為立法機關利用人民對

於租稅觀念訊息不對稱之弱點來欺騙民眾，先使預算得以擴張，進而政府

規模隨之擴張。Brennan and Buchannan（1980）更深入指出立法機關與官

僚相結合，使政府成為懷有惡意的行為者，必須通過憲章制度加以約束，

防止其權力、規模擴張。Niskanan（1971）則主張官僚通過訊息不對稱來

對立法機關隱瞞真實的產出成本，而 Olson（1965）、Buchanan and Tullock 



中國地方政府規模對其經濟成長之影響—兼論最適地方政府規模                            

 

32 

（1977）則認為利益團體在行政、立法機關間的活動加快政府規模之擴

張。此外，Borcherding and Deacon（1972）、Meltzer and Richard（1978, 1981）

從所得再分配角度，指出政治人物為取得政治權力故討好選民，在兩者合

作的政治過程中，促成政府規模擴張。較不同的是，Foley（1978）認為資

本主義民主國家的政府為緩和國內階級對立關係及資本家所面臨之危機

才將其結果反映在政府規模擴張上。 
 

其次，於第二節中，相關政府支出、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之文獻在研

究方法上，莊希豐、蔡宗豪（1998）、Ghali（1999）均提到相關長期跨國

研究因資料多從橫斷面著手，取每一國的長期平均值加以估計，而此無法

捕捉到時間上的動態效果，大致上都得到政府規模有害經濟成長之結論，

如 Landau（1983）、Ram（1986）、Sheehey（1993）、Lin（1994）、Hansson 

and Henrekson（1994）等。相反地，Ram（1986）主張兩者有正向關係，

但其所用的政府規模代理變數卻引起 Conte and Darrat （1988）、Bairam

（1990）對其提出質疑。29而 Kormend and Meguire（1985）則注意到一國

政治體制對經濟之影響。另外，有些研究並未發現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之

間的關連性，如 Kormend and Meguire（1985）、Levine and Renelt（1992）
30，但也有持雙重作用的論點出現。31 

 

然而，多數實證文獻從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間的內生性（endogenous）

問題切入，Conte and Darrat （1988）、Barro（1990）、Dar and AmirKhalkhali

（2002）皆認為政府政策對一國長期經濟成長表現具有廣泛的影響，而政

府規模與經濟成長在國際橫斷面資料或追蹤資料上會有共時性

（simultaneity）問題出現，Landau（1983）、Fölster and Henrekson（2001）

對相關變數採取適當的落後期以作為解決此問題之途徑。而在衡量政府規

                                                 
29 Conte and Darrat （1988）認為 Ram 的方式只適合用來檢定短時期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30 Levine and Renelt（1992）提到透過對變數的選擇可以導出研究者想要的結果。 
31 至於財政支出結構的差異使的研究結果更為多元化；單一國實證研究也有正反兩極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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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方式上，Landau（1983）、Sheehey（1993）及 Lin（1994）皆提到國

民所得會計下的政府消費排除教育、健康醫療等具有廣義的生產投資性項

目，32特別是在低所得國家中教育與健康醫療多透過民間資助，進而提高

經濟成長，但光從政府消費卻無法捕捉到此特殊性，致使影響了實證結

果，故 Kormend and Meguire（1985）、Levine and Renelt（1992）、Lin（1994）

皆主張最佳方式為使用政府總支出，33而 Fölster and Henrekson（2001）亦

分別使用政府總支出與政府總稅收衡量政府規模，同時，Lindauer and 

Velenchick（1992）、Kneller, Bleaney and Gemmell（1999）也提到必須考量

到政府稅收的重要性。34 
 

再次，於第三節獲知政府規模與經濟成長實際上存在著非線性的倒 U

型關係，即 Armey-curve 現象，作為後續研究有力的實證依據，不論在政

府總支出或是各類財政支出結構上，透過求出最適門檻，提醒一國政府在

財政支出預算編列與執行過程中要符合財政使用的合理性及有效性

（Lindauer and Velenchick，1992）。 

 

綜合上述，啟發本研究根據跨國研究的模式與經驗，將樣本設定為中

國 31 個省市地方政府，探討地方政府規模與地區性經濟成長之關係的研

究構思，而過去的研究發現亦提醒本文在理論基礎、變數設定以及計量方

                                                 
32 Barro（1990）將教育支出視為在人力資本上之投資。 
33 Lindauer and Velenchick（1992）注意到計算政府支出所用資料的問題。政府支出資料出自財

政預算與國民所得會計，在已開發國家都有完整的國民所得會計資料，但都只包括政府消費

（government consumption）的數字（政府支出扣除移轉支付與毛資本累積），而國際政府預算又

只包括中央政府支出而不包含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支出，也不包括其他補助貸款項目支出。作者認

為應將政府一切活動費用列入政府支出的估計範圍，政府消費不過是政府成本之一，但可以是一

種準確的衡量公共財支出之方式。此外，Pevcin（2004）也認為政府總支出是檢視所有預算性政

府活動之最佳方式。 
34 Lindauer and Velenchick（1992）認為政府稅收可能抵銷政府支出的效果，不考慮稅收之研究

會忽略了影響經濟成長的一個因素。Kneller, Bleaney and Gemmell(1999) 認為政府支出與收入對

於經濟發展應兼具正負效果，並且假設於高度相關下，估計係數會跟著提高，並且得出直接稅有

害經濟成長，間接稅則無；政府生產性支出有助經濟成長，非生產則無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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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論上應更審慎地考量與利用，進而建立本研究適當的實證模型以避免獲

致偏頗之發現。因至今國外文獻鮮少有以中國地方政府為對象的相關跨地

區經濟成長之實證研究，故本研究將於下述幾個面向著手，以維持本研究

之品質：1.蒐集最新近與全面性的資料，使本研究為當前探討中國地方規

模與地區性經濟成長最新的一篇實證文本，以貼近中國當前的真實景況。

2.因中國於 1994 年實施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稅制改革及通過《預算法》，

故本研究的樣本對象設定為此次最新改革之後。3.利用所蒐集的資料詳述

分析中國地方政府規模之現況，並且通過更適切、嚴謹的統計檢定以獲致

有效的實證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