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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章章章章、、、、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背景背景背景背景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 

一一一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中國自 1970 年代末期的改革以來，經濟成長非常快速，而如此驚人

的成長速度亦引起全球矚目。1最令人感興趣的一點是，一個如此龐大的經

濟體，如何能夠以如此驚人的速度成長？這是目前全世界的經濟學家們，

都想要一窺究竟的問題，並致力於尋找最關鍵的驅動力。 

關於中國如此迅速的經濟成長，許多相關文獻皆認為中國的財政地方

分權化，為刺激如此巨幅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於 Ma（1997）文中即指

出，財政地方分權化（fiscal decentralization）是中國自 1978 年以來，十分

重要的一項改革。2而 Knight and Shi（1999）指出，就平均而言，中國每

一個省約有 400 萬人口，幾乎一個省的規模就像是世界上的一個國家一般

大，因此，Knight and Shi 認為，政府的財政地方分權問題是十分重要的議

題。3而後，Lin and Liu（2000）認為在中國的經濟成長過程中，許多因素

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其中包含一項重要的改革－財政地方分權化，也是

對中國經濟成長具有貢獻的關鍵因素。Qiao et al.（2002）亦指出，在中國

從計畫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轉型過程中，財政地方分權化在過去 20 年多

                                                 
1
 根據中國官方出版之《中國統計年鑑》之資料，中國自 1979 年至 2004 年止，僅有 3

個年度的全國實質 GDP 成長率低於 7%，而其他年度均高於 7%。 
2
 Ma（2000）之實證結果亦支持其對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化刺激經濟成長之觀點。 

3
 Knight and Shi（1999）認為，政府的財政地方分權問題是十分重要的議題，並應妥善

處理。其中亦包含了嚴重的當事－代理人（principal-agent）問題。 
4
 Lin and Liu（2000）發現，還有許多其他的因素亦在中國經濟成長過程中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主要的驅動力還包含了農村改革、企業改革、多種的價格改革、技術的進口以

及國際貿易與外商投資市場的開放，與非國有部門的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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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確對於經濟成長帶來關鍵性的作用。 

然而，中國的財政體制歷經兩次較主要的財政改革，第一次的改革發

生於 1985年，且所採行的制度為「財政包乾制」（Fisc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FRS）；第二次的改革則始於1994年，所採行的制度為「分稅制」（Tax Sharing 

System, TSS）。5分稅制兩項主要的目的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佔 GDP 的比

例，以及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佔總預算財政收入的比例。6於圖 1 中表現，中

國自 1994 年的財政改革後，中央與地方之間財政關係巨大的轉變。 

根據圖 1，可發現的是中央與地方的財政結構自 1994 年始，產生了巨

大的變化。於 1993 年，中國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佔全國總財政收入之

比例分別為 22%與 78%；但於 1994 年，此比例卻分別變為 55.7%與 44.3%，

中央的比例大幅增加了 33.7%。顯而易見的是，在 1994 年的改革後，中央

政府的財政收入佔全國總財政收入之比例得到了顯著的提升，而地方政府

卻遭受大幅的減少。若僅依照直覺來判斷，可能的想法是財政權力的中央

集權化，且地方可能產生財政赤字。7然而，這未能隱含著財政地方分權程

度的降低。為了清楚解釋，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總財政收入之比例的提

升，並未隱含著財政權力的中央集權化，本研究首先必須定義何謂財政地

方分權。於本研究中，擬採用財政收入的自主性（revenue-autonomy）來

衡量財政地方分權程度之高低。 

事實上，在中國歷來的財政體制中，地方必須上繳一部份財政收入給

中央。因此，地方必須上繳給中央的財政收入數額，應自地方總財政收入 

                                                 
5
 如同 Qiao et al.（2002）所指出，中國分別歷經 1985 年與 1994 年，兩次較主要的財政

改革。Lin and Liu（2000）亦指出，由於中國在 1985 年以前的的財政體制改革多是試驗

性與暫時性的，故就省政府而言，中央的財政政策充滿著太多的不確定性，對於省政府

而言，保持現狀可能是最佳的策略。 
6
 根據 Qiao（2002）所指出，分稅制主要的措施包含了引入以加值稅（value added tax, 

VAT）為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且對主要的稅種，包含加值稅，均設定單一的分成率

（uniform tax-sharing rates），來取代在過去財政包乾機制下的固定數額上繳。 
7
 Zhang（2004）亦有對此問題的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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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之比例

       資料來源：各年《中國統計年鑑》。

       註：本圖之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數額均指由中央與地方自行收取部分。

中央

地方

中減除，而剩下的部分，才是地方政府有權自由運用的財政收入。因此，

當一個地方政府能夠保留越多的地方財政收入自由運用，即被認為該地區

具有較高程度的財政收入自主性。意即，該地區具有較高的財政地方分權

程度。 

由於分稅制將稅收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與中央地方共享稅，讓中央

與地方各擁有屬於自己的稅負徵收機關，8且移除掉地方財政收入上繳中央

的定額上限，為地方政府提供了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的誘因，改善地方統收

上繳的消極弊病，使得地方的財政收入自 1994 年改革以來，每年均有顯

著的成長。另外，又根據圖 2 所顯示，自 1994 年始，地方政府每年需上

繳中央的數額幾乎沒有波動，9因此，在地方財政收入有顯著且持續的提

升，但地方政府應上繳中央之數額幾乎不變下，地方可以保留自由運用的

財政收入數額自 1994 年改革以來每年持續地增加。意即，地方政府年復 

                                                 
8
 分稅制下將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與中央地方共享稅，並由 national tax services 

（NTSs）徵收中央稅與共享稅，由 local tax services（LTSs）徵收地方稅。 
9
 自 1994 年迄今，地方政府上繳中央之數額最低一年為 1998 年之 597.13 億人民幣，最

高一年為 2002 年之 637.96 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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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中國地方財政收入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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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各年《中國財政年鑑》。

註：本圖之地方財政收入數額指由地方自行收取部分。

一年地提升了財政收入自主性。綜上所述，可顯示出自 1994 年的財政改

革後，財政地方分權程度仍然在提升。 

雖然中國近來迅速的經濟成長，伴隨著地方政府擁有較高的財政收入

自主性，但相關的實證文獻，對於財政地方分權化與地區性經濟成長間的

關係，卻沒有一致的結論。以中國為例，Zhang and Zou（1998）發現了財

政地方分權化與地區性經濟成長間的負向關係，10
Jin and Zou（2005）亦有

類似的發現；但 Ma（2000）與 Lin and Liu（2000），卻都有財政地方分權

化對於地區性經濟成長正向作用的結論。這樣分歧的實證結果，提供了本

研究想要深入瞭解，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對於其地區性經濟成長而言，究

竟存在什麼樣的效果。此外，根據上述部分負向效果的發現與解釋，亦提

供本研究去探討絕對財政中央集權化（absolutely fiscal centralization），對

                                                 
10

 Zhang and Zou（1998）認為部分重大的公共建設計畫，例如高速公路、鐵路與能源等

等，可能具有跨省、甚至達到國家程度的外部利益，若由中央政府進行跨省間的整合來

發展，相較於由各省自行發展，可能會有較顯著且深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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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地區性經濟成長的效果為何的動機。 

如前所述，可發現絕對財政中央集權化與完全財政地方分權化

（completel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可能是對於地區性經濟成長而言，最

有效率的兩個極端。因此，本研究推測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地區性經濟成

長的影響可能是非線性的。11意即，財政地方分權化程度與地區性經濟成

長間，可能呈現正 U 型的關係。而為了檢驗這樣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本研

究欲將財政地方分權變數之平方項加入實證模型，試圖描繪出財政地方分

權化對地區性經濟成長而言，完整的影響效果為何。此外，由於中國不同

區域特性的差異對經濟成長可能有不同的影響效果，故本研究加入區域虛

擬變數加以衡量。且亦加入時間趨勢虛擬變數，以衡量其是否與中國地區

性經濟成長有關。 

二二二二、、、、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如前所述，眾多相關之文獻皆指出，中國透過財政改革將財政權力下

放地方，是刺激中國近 20 年來驚人經濟成長之一大關鍵驅動力。然而，

傳統的財政地方分權理論亦指出，財政地方分權化能提振經濟效率，並進

一步刺激經濟成長。但針對分析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化與其地區性經濟成長

間關係的文獻加以整理，卻發現在實證上，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其地

區性經濟成長影響如何，仍然沒有獲得一致的結論。12本研究之主要目的，

即為探究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在其地區性經濟成長上所扮演的角色究

                                                 
11 關於財政地方分權對經濟成長之影響效果，亦有學者認為應加入是否呈現非線性相關

之考量。於 Martinez-Vazquez and McNab（2005）文中，即考量到財政地方分權是否會

以非單調（non-monotonic）的方式影響經濟成長，故於其實證模型中，加入財政地方分

權變數之平方項。唯其所估計出之財政地方分權變數，與財政地方分權變數平方項之迴

歸係數皆不顯著，無法顯示財政地方分權與經濟成長間存在直接的關係。 
12

 Zhang and Zou（1998）發現了財政地方分權化與地區性經濟成長間的負向關係，Jin and 

Zou（2005）亦有類似的發現；但 Ma（2000）與 Lin and Liu（2000），卻都有財政地方

分權化對於地區性經濟成長正向作用的發現。 



財政地方分權在中國各地區經濟成長所扮演的角色 

 6 

竟如何。 

又根據相關文獻之綜合整理，本研究發現絕對財政中央集權化以及完

全財政地方分權化，可能是對於地區性經濟成長而言，最具效率的兩個極

端。因此，不同於過去相關研究，本研究認為中國之財政地方分權化與其

地區性經濟成長間，可能存在著非線性，且可能是正 U 型的關係。而為了

對這樣的假設加以檢驗，本研究欲將財政地方分權變數之平方項加入實證

模型，試圖描繪出財政地方分權化對地區性經濟成長而言，完整的影響效

果為何。 

由於中國在 1994 年進行了最近一次的財政體制改革，因此，本研究

著重在分析中國自 1994 年迄今，財政地方分權化於其地區性經濟成長上，

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並利用《中國統計年鑑》、《四川統計年鑑》、《重

慶統計年鑑》與《中國財政年鑑》所提供的中國官方統計資料，以適切的

實證模型加以檢驗。然而，希望藉此研究可以進一步瞭解，中國財政地方

分權在地區性經濟成長上之完整影響效果究竟如何。另外，針對中國不同

區域特性的差異對經濟成長可能有不同的影響效果，故本研究加入區域虛

擬變數加以衡量。且亦加入時間趨勢虛擬變數，以衡量其是否與中國地區

性經濟成長有關。最後，將利用多種統計量進行實證模型正確性之檢定，

以確認本文研究結果的準確性與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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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與進行流程與進行流程與進行流程與進行流程 

本研究將深入整理並回顧，有關於財政地方分權理論之相關文獻，以

及探討財政地方分權化對地區性經濟成長影響之相關文獻，特別是針對中

國。除了盡可能建立一個理論與實證模型架構外，本研究將介紹 1979 年

以來，中國財政政策的變革，以深入了解其財政改革的歷程。並對中國財

政地方分權化的程度與其地區性經濟成長間關係，進行現況分析。在實證

模型上，利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估計財政地方

分權變數與財政地方分權變數平方項之係數，試圖完整描繪中國財政地方

分權化對其地區性經濟成長之影響，確認是否有非線型的效果存在。最

後，本研究試圖利用多種統計量進行模型正確性之檢定，以確認本文實證

結果的準確性。以下將詳述本文之研究架構，與進行之流程。 

一一一一、、、、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文共分為六章，各章節之內容則分述如下。第一章，為本研究之前

言；第二章，則為相關文獻之回顧；第三章，將對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與

地區性經濟成長進行描述；第四章，為本文之研究設計；第五章，則為實

證結果與模型檢定；最後，將於第六章闡述本文之結論與政策意涵。 

以下將更清楚說明，本文於各章中，詳細的內容概要為何。第一章為

本文之前言，其中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目的、第二節為研究架構與進行流

程。而第二章為相關文獻回顧，其中第一節為財政地方分權理論、第二節

為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影響之相關文獻、第三節為中國財政地方分

權化對經濟成長影響之相關文獻，而第四節為本章小結。本文第三章為中

國的財政地方分權與地區性經濟成長，其中第一節為中國財政改革歷程、

第二節為中國財政地方分權與地區性經濟成長之現況分析，而第三節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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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結。本文第四章為研究設計，其中第一節為本文之理論模型、第二

節為實證模型設定與資料來源、第三節為實證變數假設，而第四節為本章

小結。本文第五章為實證結果與模型檢定，其中第一節為實證結果分析、

第二節為實證模型之相關檢定，而第三節則為本章小結。最後，本文第六

章將為本研究之結論與政策意涵。 

二二二二、、、、進行流程進行流程進行流程進行流程 

本文最主要的研究目的，為探討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在其地區性

經濟成長上扮演的角色為何。並企圖透過財政地方分權變數平方項的引

進，捕捉就中國而言，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地區性經濟成長影響效果之全

貌。然而，在探討完研究背景、目的與架構後，本研究即分別對探討有關

於財政地方分權理論、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長影響之相關文獻，以及

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化與其經濟成長之相關文獻，此三部分的過去相關文獻

加以整理分析。除了對財政地方分權化與經濟成長間關係，做相關文獻上

的回顧外，就探討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對其地區性經濟成長影響而言，中國

財政改革的歷程與中國財政地方分權程度與地區性經濟成長之現況分

析，亦是本研究必須要加以瞭解的重要部分。 

接著，本研究將建立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化，對其地區性經濟成長影響

的經濟理論模型。然而，研究資料的蒐集、基本統計分析，以及實證計量

模型之建立也都將在這一時程中完成。而後以普通最小平方法進行迴歸估

計，並分析與解釋估計之結果，以瞭解中國的財政地方分權化在其地區性

經濟成長上，所扮演之角色究竟如何。此外，對中國之地區性經濟成長是

否與所屬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以及時間趨勢與其地區性經濟成長間關係

進行分析。各項必要的檢定結果亦將於此說明。最後，本研究將總結研究

結論，並敘述政策意涵。本研究預計的進行流程及執行進度可由圖 3 清楚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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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研究進行流程圖 

 

  

 

 

 

                     

    

 

 

 

 

 

 

 

 

 

 

 

 

 

 

 

 

 

 

財政地方分權理論之

相關文獻 

財政地方分權化對經濟成

長影響之相關實證文獻 

文獻回顧與整理分析 

中國財政地方分權與其

經濟成長之相關文獻 

 

建立理論模型，並進行研究資料蒐集、基本統計

分析，以及實證模型之建立 

對中國財政地方分權化與其地區性經濟成長間關

係，進行迴歸分析並解釋估計結果，以瞭解中國

財政地方分權化在其地區性經濟成長上扮演之角

色。並進一步分析，中國之地區性經濟成長是否

與所屬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以及時間趨勢之效

果。同時，研究結果也將作必要的檢驗 

介紹中國財政改革歷程，且運用資料分析中國財

政地方分權化與其地區性經濟成長間關係之現況 

研究目的：一、探討就中國而言，財政地方分權化對於地區性經

濟成長影響效果之全貌；二、對中國的財政改革與地區性經濟成

長，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 

提出具體之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