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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利用大陸西部 12 個省、市、地區自
2000 至 2010 年的追蹤資料，再運用 Tobit 實証模型進行實
證分析。其實證結果顯示，財政地方分權程度、人口密度、
地區生產總值、地方政府規模以及地區開放程度等因素，對
地方政府效率值之影響為正向；而財政地方分權程度之平方
項與地方政府規模之平方項，則對地方政府效率具有負向影
響，即財政地方分權與地方政府規模對於地方政府效率之影
響可能呈現非單調性。
中文關鍵詞： 西部大開發政策、地方政府效率、財政地方分權、資料包絡
分析法、Tobit 迴歸模型
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analyze the
empirical estimation of the Tobit model with the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 including 12 provinces,
cities, and regions in China western area from 2000
to 2010.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e density of
population, gross regional product, the scale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degree of openness all have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s. However, the quadratic terms of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scale of
local government have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s. That is to say,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scale of
local government probably have a non-monotonic effect
on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s.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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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keywords)。
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利用大陸西部 12 個省、市、地區自 2000 至 2010 年的追蹤資料，再運用
Tobit 實証模型進行實證分析。其實證結果顯示，財政地方分權程度、人口密度、地區生產總值、地方
政府規模以及地區開放程度等因素，對地方政府效率值之影響為正向；而財政地方分權程度之平方項
與地方政府規模之平方項，則對地方政府效率具有負向影響，即財政地方分權與地方政府規模對於地
方政府效率之影響可能呈現非單調性。
關鍵詞：西部大開發政策、地方政府效率、財政地方分權、資料包絡分析法、Tobit 迴歸模型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analyze the empirical estimation of the Tobit model with the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 including 12 provinces, cities, and regions in China western area from 2000 to
2010.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e density of population, gross
regional product, the scale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degree of openness all have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s. However, the quadratic terms of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scale of local government have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s. That is to say,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scale of local government probably have a non-monotonic effect on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s.
Keywords: Policy of Greater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Local Government Efficiency, Loc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DEA, Tob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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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內容：前言、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結果與討論（含結論與建議）
等。
（一）、前言、研究目的
中國大陸自從 1978 年採行改革開放政策以來，「讓一部份的人先富起來」的方針，
使原本就受區域經濟結構與政策等因素影響的中國大陸，產生東部沿海地區發展快速，
西部地區發展停滯落後，進一步使內部各區經濟發展存在更大差異。 隨著中國大陸改
革開放的腳步不斷加快，中國大陸內部地區間的差距也開始逐步加大。有鑒於中國大陸
西部地區與其他地區經濟發展的差異日益擴增，因此，江澤民在 1999 年的「中央扶貧
開發會議」上，首次提出了「西部大開發」戰略概念。自此，中國大陸陸續提出多項區
域發展政策，期待能縮小區域發展不均衡的差距。為此，2000 年 1 月，中國國務院成立
了西部地區開發領導小組，正式拉開了西部大開發的序幕。按照西部大開發總體規劃的
三個階段，基本上第一個階段已經結束。經過這 10 年的發展，西部地區發生了重大的
改變。這些改變包含了基礎建設明顯改善，生態環境保護顯著加強、產業結構調整和特
色優勢產業發展亦逐漸有成效。此外，科技教育和人才培養在西部地區也有較大的發展。
然而，中國大陸西部地區在這樣的發展背景之下，我們所欲探討的問題為，西部地
區的地方政府效率在西部大開發政策實施後的變化為何？過去有不少學者發表過相關
文獻，例如 Bird and Vaillancourt（1998）認為，財政地方分權具有促進地方發展、強化
地方政府與居民責任、提升支出效能、總體經濟表現較佳以及地方經濟愈趨繁榮等優
點。此外，Fukasaku and Mello（1999）認為，財政地方分權化已經成為財政制度改革的
重要一環，透過財政分權賦予地方政府更大的課稅權力與地方自主分配財政支出的權
力，財政地方分權使地方政府能夠有更多的財政資源，更能夠去滿足地方民眾對地方建
設與公共服務的需求。因此，本研究目的有以下幾點：
（一）
、本研究將利用非參數估計中的資料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對中國大陸西部地區各省、市、地區的地方政府效率進行估計。本研究將利用
中國大陸在 2000 年實行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後，12 個西部省、市、地區的資
料，對其地方政府效率進行估計、分析以及排名，以瞭解 12 個省、市、地區的
地方政府效率在「西部大開發政策」施行前後的狀況。
（二）
、本研究將建立一個實證研究模型，使用同時具有橫斷面資料（cross-section data）
與時間序列資料（time-series data）性質的追蹤資料（panel data）。分析哪些因
素會影響中國大陸西部地區省市地方政府效率，此外，將顯著的因素加以歸納
並進行比較，以對中國大陸未來在西部地區的發展有進一步的瞭解。
（三）
、本研究擬依據 Huang and Cheng（2005）所採用的財政收入的自主性，來衡量財
政地方分權程度的高低，並且整理出中國大陸西部 12 個省、市、地區在 2000
年以來，財政地方分權程度的變化。並且，試圖探討財政地方分權和地方政府
效率的關係，以財政地方分權作為一個指標，兼論其對西部地區各個地方政府
效率的影響。
二、文獻探討
許多學者對財政地方分權提出看法，例如，Bahl and Linn（1992）、Bird（1993）、
Bird and Wallich（1993）、Fukasaku and Mello（1999）等文獻指出，財政地方分權化已
經成為財政制度改革重要的一環，透過財政地方分權制度的落實，將賦予地方政府更大
的課稅權力以及地方自主分配財政支出的權力，使地方政府擁有更多的財政資源，進而
滿足地方民眾對地方建設與公共服務的需求。另外，Rao（1998）認為，財政地方分權
能夠提高地方政府效率。各個地區對於地方公共服務以及地方建設的需求各有不同，而
中央政府對於這些特別的需求，並不如地方政府瞭解。因此，藉由財政地方分權的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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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地方政府擁有更多的權力與自主能力，針對各地區內不同的需求提供適當的財政支
出，進而使得政府資源配置更有效率。
國內文獻中，章定煊、劉小蘭和尚瑞國（2002）對 1998 年台灣地區 23 個縣市之財
政支出與經營績效進行評估與迴歸分析，以 DEA 方法估計出的效率值，再經由 Tobit
模型分析，其迴歸結果顯示，財政自主程度越高，對於各縣市的經營發展效率具有正向
影響。
相較於台灣，中國大陸幅員廣闊，中央與地方資訊上的落差也就更加明顯，財政地
方分權的落實顯得更加重要。因此，中國大陸對於地方政府效率與財政地方分權之關係
的研究漸趨重視。例如，馬雁軍、趙國傑（2008）以 DEA 方法衡量中國於 2004 年中，
江蘇、浙江、廣東等 10 個省份中 60 個地方政府效率。以 DEA 方法估計的效率值，再
進行迴歸分析之後，顯示地方政府集權程度與政府效率之間呈現負向影響，這說明了中
央政府權力的壟斷將導致財政支出無法達到有效的分配。
此外，駱永民（2008）亦使用 DEA 方法衡量 1998 年至 2005 年之間，中國 31 個地
方政府效率，其研究結果發現，中國財政地方分權與地方人均 GRP 對於地方政府效率
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國有經濟職工比例對於地方政府效率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最後，趙文哲（2008）以超越對數生產函數（Translog production function）為基礎，
估計中國 1986 年至 2005 年之間 29 個省市的技術效率。其實證結果顯示，在固定效果
模型下，財政分權對前沿技術進步和技術效率的影響，會因為財政地方分權指標選取的
不同而有所差異。整體而言，以支出面衡量的財政分權指標對於技術效率造成顯著的正
向影響，但是，以收入面衡量的分權指標對於技術效率則無顯著影響。
三、研究方法
在進行政府效率評估以及實證迴歸分析之前，本章先詳細說明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
方法。由於本研究欲採用資料包絡分析法對中國大陸西部地區地方政府效率進行衡量，
再進行 Tobit 迴歸模型分析，因此，先說明資料包絡分析法與 Tobit 模型，爾後再針對變
數假設與實證資料來源進行說明。
3.1 資料包絡分析法
資料包絡分析法為衡量多項投入與產出組合的決策單位之相對效率的一種方法，利
用包絡線（envelopment）的方式取代一般個體經濟學中的生產函數。它將所有決策單位
（decision making unit，DMU）的投入項與產出項投射於空間中，客觀的給與所有 DMU
最適當的權數，以尋找出產出極大或投入極小的包絡線，稱為效率邊界（efficiency
frontier），凡是落在此效率邊界上的決策單位，則被認為此組投入產出組合最有效率，
並將其績效指標定為 1；而未落在效率邊界的決策單位，則被認為此組投入產出組合無
效率，並給予一個介於 0 與 1 之間的相對績效指標。
資料包絡分析法最早由 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1978）提出，為承襲 Farrel
（1957）的效率衡量概念，提出一種恆衡量效率的方式，CCR 模式。CCR 模式是假設
設在固定規模報酬（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CRS）下，將決策單位的投入產出加以組
成線性組合，再以兩線性組合之比值代表決策單位之效率值，而各決策單位之效率值介
於 0 與 1 之間。CCR 模式為，在固定規模報酬假設下的模型，此假設限制太過嚴苛，許
多情況下不適用，因為受評估之決策單位缺乏效率的原因，可能來自於規模報酬遞增
（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IRS）或是規模報酬遞減（decreasing return to scale，DRS）。
因此，Banker, Charnes, Cooper（1984）提出 BCC 模式，其允許變動規模報酬（variable return
to scale，VRS）的存在，使資料包絡分析法的應用更加廣泛。
3.2 Tobit 迴歸模型設定
由於本研究採用 DEA 方法，其所估算出之效率值必介於 0~1 之間，故其母體分配
為一個設限式（censored）分配，因而所建立的模型即為一個受限應變數模型（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model）
，故不能使用上述的固定效果模型或隨機效果模型。此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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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差項並不服從常態性，且迴歸估計係數亦不服從不偏性，因此，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在此並不適用。在此情況下，本研究將採用 Tobit 迴歸模型。
Tobit 迴歸模型為截斷迴歸模型（Censored Tobit model）
，最早由 Tobin（1958）所提
出，其目的在於修正最小平方法（OLS）須服從不偏性的限制，改以最大概似估計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E）來進行參數估計。以下將針對該迴歸模型（Tobin,
1958）加以介紹，模型設定如下：

 y* , y*  0

i
y  i
*
i
 0 ,y  0
i


（1）

*

2

其中，yi =βxi+εi，ε|x~Normal(0, σ )。
Cooper et al.（2007）認為，採用最小平方法（ordinal least squares，OLS）來進行
DEA 效率值的迴歸分析，可能會產生偏誤。由於以 DEA 方法衡量出的效率值，介於 0~1
之間，導致該應變數的母體分配為一個設限式（censored）分配，其所建立的模型為一
個受限應變數模型（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model），其殘差項並不服從常態性，且
迴歸估計係數亦不服從不偏性。因此，本研究預計採用 Tobit 迴歸實證模型來探討中國
西部地區各省、市、地方政府效率與其它解釋變數間的關係。其模型設定如下：
 0
,TEi ,jt  0

 TEi ,jt ,0  TEi j,t  1

TE i ,jt  1
, TEi j,t  1
=
；
（2）
j
k
k
TEi ,t    1 FDi ,t 1   2 FDSQi ,t 1   3 PDi ,t 1   4 EDU i ,t 1   5GRPi ,t 1

  6 SOGi ,t 1   7 SOGSQi ,t 1   8OPENi ,t 1  t  ei ,t

（3）
在式（2）與式（3）中，TE i,t 為第 i 地區，第 t 期時，由 DEA 所估算出來的地方政府效
率程度。
（j 表示地方政府效率程度的種類，j=VES 為 VRS 假設下的地方政府效率；j=CRS
為 CRS 假設下的地方政府效率。FDki,t-1 為第 i 個地區，第 t-1 時期，財政地方分權程度
（單位：％）。（k 表示財政地方分權程度的種類，FDk=FDA 為以 FDA 方法衡量出的財
政地方分權程度；FDk=FDB 為以 FDB 方法衡量出的財政地方分權程度。FDSQ ki,t-1 為第
i 個地區，第 t-1 時期，財政地方分權程度的平方項（單位：萬分之一）
。PDi,t-1 為第 i 個
地區，第 t-1 時期，人口密度（單位：人／平方公里）
。EDUi,t-1 為第 i 個地區，第 t-1 時
期，每萬人中、高等學校在校學生數（單位：人）
。GRPi,t-1 為第 i 個地區，第 t-1 時期，
實質 GRP（單位：元人民幣／人）
。SOGi,t-1 為第 i 個地區，第 t-1 時期，地方政府規模（單
位：％）。SOGSQi,t-1 為第 i 個地區，第 t-1 時期，地方政府規模的平方項（單位：萬分
。其中，i=1,2,…,12，
之一）
。OPENi,t-1 為第 i 個地區，第 t-1 時期，開放程度（單位：％）
t=2000,2001,…,2009。最後，本文的樣本使用期間除了被解釋變數與時間變數為 2000 年
至 2009 年外，其它解釋變數皆使用 1999 年至 2008 年的資料，共計有 120 個樣本數。
3.3 實證變數假設
本研究之實證變數，主要可以分為三類，分別為衡量地方政府效率所需資料、衡量
財政地方分權程度所需資料與迴歸模型所需資料。本節將於以下詳細說明上述資料之資
料類型、資料來源與變數假設。
如前所述，本研究所需的資料分為兩類，首先，在使用 DEA 衡量地方政府效率時，
需要將變數分成投入面與產出面來分析。其中，而在投入項與產出項的選擇上，本文以
該平減後地方政府人均財政支出(元/人)、每萬人擁有國有單位職工數(人/萬人)、平減後
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元/人)等三項作為投入；另外，以每萬人擁有的病床數(張/萬人)、每
萬人擁有的城鎮社區服務設施數(個/萬人)、非文盲人口比率（%）等三項當作產出項。
接著，在經過嚴謹的模型設定後，本研究緊接著進行實證變數假設，並預測財政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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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分權程度、人口密度、地區生產總值、地方政府規模以及地區開放程度等因素，對中
國西部地區地方政府效率值具有正向影響；而財政地方分權程度與地方政府規模之平方
項，對對中國西部地區地方政府效率值具有負向影響。
對於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程度的衡量方法，本研究採用財政收入的自主性
（revenue-autonomy）來衡量財政地方分權程度。若一地方政府能夠保留愈多的地方財
政收入自用（即扣除必須上繳給中央的數額後），則應該被認為具有較高的財政收入自
主性，且具有較高的財政地方分權程度。因此，本研究依據 Lin and Lui（2000）
、Ma（2000）
與 Zhang and Zou（1998）的定義，將使用 FDA 方法與 FDB 兩種方法來衡量財政地方
分權程度，並分別表示如下（4）式與（5）式：
FDAi ,t  ( RRi ,t  SUBMITi ,t ) / TEi ,t
（4）
FDBi ,t  ( RRi ,t  SUBMITi ,t ) /( RRi ,t  SUBMITi ,t  TRANSi ,t )
（5）
在第（4）式與（5）式中，FDAi 為第 i 個地區，於第 t 期時自收自留用的財政收入占總
財政支出之比例。FDBi,t 為第 i 個地區，於第 t 期時自收自留用的財政收入占總財政收入
（即自收自留用之財政收入與中央對地方移轉支付數額之總和）之比例。RRi,t 為第 i 個
地區，於第 t 期時的財政收入。TEi,t 為第 i 個地區，於第 t 期時的總財政支出。SUBMITi,t
為第 i 個地區，於第 t 期時需上繳中央政府之數額。TRANSi,t 為中央政府對第 i 個地區，
於第 t 期時的移轉支付數額。其中，i=1, 2, . . ., 12；t=1, 2, . . ., 10。本計畫將使用中國大
陸自 1999 年至 2008 年，西部地區 12 個省、市、地區的資料，以（4）式與（5）式分
別計算出 FDA 與 FDB 的值，而數值愈高，表示財政地方分權程度愈高。
3.4 資料來源
本研究所需要的資料種類繁多，基本上，本研究所需的資料分為兩類，其一為了衡
量大陸西部地區各地方政府效率所需要的變數資料，二是建立地方政府效率迴歸模型所
需的變數資料。上述變數的資料來源將分別於以下說明。
首先，在衡量地方政府效率方面，其所需變數資料主要可分為投入項與產出項兩
類。其中在投入項方面，本文以該地方政府平減後人均財政支出(元/人)、每萬人擁有國
有單位職工數(人/萬人)、平減後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元/人)等三項作為投入項；另外，以
每萬人擁有的病床數(張/萬人)、每萬人擁有的城鎮社區服務設施數(個/萬人)、非文盲人
口比率（%）等作為產出項。1以上的投入與產出的變數資料，可自各年出版的《中國
統計年鑑》中獲得。
其次，在地方政府效率迴歸模型的部分，影響各西部省、市、地區地方政府效率之
決定因素中，各省市人口成長率、各省市實際外商投入總額、以及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
總就業人口比例，皆來自於《中國統計年鑑》與《中國財政年鑑》；至於各省市其它解
釋變數的資料，可自各省市出版之統計年鑑中取得，如《重慶統計年鑑》和《四川統計
年鑑》等。
最後，迴歸模型所需變數中，財政分權程度需要另外估算，為了衡量大陸西部 12
個省、市、地區之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程度，本研究將採用財政收入的自主性來衡量。其
所需要的變數資料為，大陸西部地區各省、市、地區的財政收入、上繳中央政府之數額、
以及中央政府對地方移轉性支出。而上述衡量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的變數資料，可自《中
國財政年鑑》中取得。
四、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亦將中國西部地區 12 個省、市、地區於 2000 年至 2009 年間，共 120 組資
料同時進行估計，衡量出固定規模報酬假設下與可變規模報酬假設下之地方政府效率值
可以看出，於固定規模報酬假設或可變規模報酬假設下衡量出的效率值 TECRS 與 TEVRS
1

衡量地方政府效率所需的資料中，人均固定資產投資與人均財政支出是以 2000 年作為基期平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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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整體而言，以可變規模報酬假設所衡量出之地方政府效率值中，達到 1 的省市較
多，另外，中國西部地區近十年間，四川和廣西為地方政府效率值最高的主要兩個省市，
而西藏則為地方政府效率值最低的省市。最後，值得注意的是，不論採取何種假設，中
國西部地區地方政府效率值於 2000 年至 2009 年間，皆呈現先下降後上升的趨勢。
4.1 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資料包絡分析法所估計出之中國西部地區地方政府效率值（ TECRS 與
TEVRS）作為此實證模型之被解釋變數；而解釋變數則包含有八項，分別為財政地方分
權程度（FDA 與 FDB）、財政地方分權程度之平方項（FDASQ 與 FDBSQ）、人口密度
（PD）
、中高等教育學生人數（EDU）
、地區生產總值（GRP）
、地方政府規模（SOG）、
地方政府規模之平方項（SOGSQ）以及地區開放程度（OPEN）等。以上各項迴歸變數
之間的相關性皆未大於 0.8，因此這些解釋變數之間並未具有相關性。
由於本研究之被解釋變數包含有兩種，分別為於固定規模報酬假設下所估計出的

TECRS 以及於可變規模報酬假設下所估計出的 TEVRS 。另一方面，解釋變數中，財政地方
分權程度指標亦分為 FDA 與 FDB 兩種定義方式，FDA 為每年各省市地區自收自留用的
財政收入，所占總財政收入之比例；而 FDB 則為每年各省市地區自收自留用的財政收
入，所占各省市地區政府總支出之比例。因此，本研究將迴歸模型分為以下四種模型來
探討，並將其實證結果列式於表 8 與表 9。
針對研究財政地方分權的實證文獻中，Bird（1998）、Fukasaku and Mello（1999）
、
馬雁軍、趙國傑（2008）
、章定煊、劉小蘭、尚瑞國（2002）
、趙文哲（2008）以及駱永
民（2008）等文獻皆認為，透過財政地方分權賦予地方政府更大的課稅權力與地方自主
分配財政支出的權力，使得地方政府能夠有更多的財政資源進行適當的財政收支分配，
更能夠去滿足地方民眾對地方建設與公共服務的需求。在以上四個模型中，財政地方分
權程度皆對於地方政府效率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此正向影響之結果顯示，財政地方分
權程度的提高，有助於提升地方政府效率，且此結果與預期相符。另外，財政地方分權
之平方項對於地方政府效率的影響為負向，表示財政地方分權對於地方政府效率的影響
不具單調性。由於財政地方分權程度之一次項對於地方政府效率具有正向影響，僅平方
項對於地方政府效率具有負向影響，此現象意味著，雖然財政地方分權對於地方政府效
率之邊際影響為正向，但其正向之邊際影響將可能轉為負向影響，即財政地方分權對於
地方政府效率之影響可能呈現非單調性。
就迴歸結果與預期結果相互比較，可以發現，人口密度、地區生產總值、地區開放
程度與地方政府規模之平方項等變數則皆與預期結果相符，顯示中國西部地區人口密度
對與地區生產總值皆對於地方政府效率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地方政府規模與中高等
教育學生人數等兩項，對於中國西部地區地方政府效率的影響與預期結果不相符，本研
究認為，可能造成與預期結果不相符的原因如下。
首先，Milligan et al.（2004）認為，地方政府效率與當地居民受教育程度呈現正相
關，因為教育存在一個正的外部性，即教育能夠提高當地居民選擇優秀地方政府官員的
能力，但由於許多中國西部地區之地方政府官員並非由人民所選出，因此，提高人民的
教育程度對於中國西部地區地方政府效率並未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地方政府規模方
面，Chen and Zhang（2009）文獻中亦指出，地方政府規模過大，會導致地方政府擁有
過多的資金，而難以有效率地運用經費，使地方政府效率降低。本研究認為，中國西部
地區地方政府規模並未過大，政府規模的擴大仍然處於有利於提升地方政府效率的階
段，因此，並未發生文獻中所指出的政府規模過大導致地方政府效率降低之負向影響。
另一方面，於四種模型之迴歸結果中，地方政府規模之平方項則對於地方政府效率
皆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此現象意味著，雖然地方政府規模對於地方政府效率之邊際影
響為正向，但其正向之邊際影響將可能轉為負向影響，即地方政府規模對於地方政府效
率之影響可能呈現非單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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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討論
本研究利用 DEA 方法，衡量中國西部地區 12 個省市地區，自 2000 年至 2009 年之
地方政府效率，並採用財政自主權作為指標，以衡量中國西部地區各個省市地方之財政
分權程度。接著，於衡量出中國西部地區 12 個省市地區之地方政府效率與財政分權程
度之後，即利用 Tobit 迴歸模型進行實證分析，並且分為以四種模型加以探討。本研究
之結果顯示，中國西部地區地方政府效率值，受到財政地方分權程度、人口密度、地區
生產總值、地方政府規模以及地區開放程度等因素之影響皆為正向，其中，財政地方分
權程度與地方政府規模，於加入平方項進行迴歸分析之後發現，此二項影響因素雖然對
於地方政府效率之邊際影響為正向，但其正向之邊際影響將可能轉為負向影響，即財政
地方分權與地方政府規模對於地方政府效率之影響可能呈現非單調性。
雖有文獻指出，由於地方政府規模過大，將會導致地方政府擁有過多的資金，而難
以有效率地運用經費，使得地方政府規模會對於地方政府效率造成負向影響。但是本計
畫發現，影響地方政府效率之各種因素中，由於中國西部地區之地方政府效率值對於財
政地方分權程度具有正向影響，因此本研究建議，中國大陸應持續提高對於其西部地區
之財政分權程度，將有助於提升該地區之地方政府效率。
另外，由於目前中國大陸西部地區之投資環境已有相當程度的改善，伴隨著西部大
開發政策邁向第二階段，正式進入到強化發展的階段，中國大陸勢必會有許多鼓勵投資
中國西部地區之政策。另一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大陸西部各省市地區中，人口
密度越高的地區，其地方政府效率越高。因此，本文建議台商如欲前往中國大陸投資，
應選擇中國大陸西部地區人口密度較高的地區，作為良好的投資據點。
最後，此研究計畫所探討的議題局現在中國大陸西部地區的探討，在目前鮮少有文
獻加以探討。因此，此一計畫的研究成果將可以作為現有文獻中對此議題探討的補充。
而中國大陸「十八大」即將召開，習近平即將稱為大陸領導人之際，未來中國大陸對於
其西部的發展在減緩三差的問題上，勢必會有進一步的政策支撐。因此，在此時更凸顯
出本研究計畫研究議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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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說明：
本研究的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並達成預期目標。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此研究計畫所探討的議題局現在中國大陸西部地區的探討，在目前鮮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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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際，未來中國大陸對於其西部的發展在減緩三差的問題上，勢必會有進
一步的政策支撐。因此，在此時更凸顯出本研究計畫研究議題的重要性。
此研究將在近日翻譯為英文，並投稿 SSCI 國際期刊。預計應該很有機會
刊登於國際期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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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西部大開發政策後大陸西部地區地方政府效率之分析－兼論財政地方分權的
角色

出國人員
姓名

黃智聰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立政治大學財政系特聘教授

出國時間

101 年 7 月 6 日至
101 年 7 月 10 日

出國地點

中國四川省成都市西南財經大學財政與
稅務學院

一、國外(大陸)研究過程
因接受到西南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劉蓉院長的邀請，赴大陸四川省成都市西南財經大學
財政稅務學院進行短期的學術研究與交流。
7 月 6 日下午搭乘兩岸直航班機，由台北松山機場起飛，直接飛往成都雙流機場，歷經約
三小時半的飛行，抵達時已經是晚上 9 點。隔日，至西南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拜會。在四川
省，名列 211 工程的西南財經大學，其財經專業遠遠優於 985 工程的四川大學相關科系，也是
大陸西部地區財經專業最好的大學。透過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張馨院長的介紹，得以讓我有機會
至此一大學，並與大陸西部地區最優異的財政學者，針對本人所要研究的課題──西部大開發
政策後大陸西部地區地方政府效率之分析－兼論財政地方分權的角色，進行討論與學習。
在 7 月 6 日至 10 日於西南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擔任訪問學者期間，因為適逢暑期時間
且為星期六的影響，故與該院老師在校者不多，但仍有許多博碩士生在校從事研究工作。儘管
如此，本人還是在 7 月 7 日於該校的光華講壇，舉行學術論文發表會。在光華講壇中，除了給
該學院師生一場有關大陸地方債務的演講外，也與該院師生針對本人在本學年度的國科會研究
計畫課題所撰寫的論文「西部大開發政策後大陸西部地區地方政府效率之分析－兼論財政地方
分權的角色」進行討論。
該研究計畫初步的研究成果為，利用大陸西部 12 個省、市、地區自 2000 至 2010 年的追
蹤資料，再運用 Tobit 實証模型進行實證分析。其實證結果顯示，財政地方分權程度、人口密
度、地區生產總值、地方政府規模以及地區開放程度等因素，對地方政府效率值之影響為正向；
而財政地方分權程度之平方項與地方政府規模之平方項，則對地方政府效率具有負向影響，即
財政地方分權與地方政府規模對於地方政府效率之影響可能呈現非單調性。與會的大陸學者，
為前述的立即針對大陸西部地區的情況給與建議，並提供研究結果更為合理的解釋。但是，本
研究所提出的數據，讓他們不得不思考地方財政分權對於西部地區的政府效率的重要性。此
外，在該院舉行座談會時，該院的老師、以及博碩士生在會議中參與討論相當踴躍，也獲得許
多寶貴的意見。此外，在訪問期間，該院院長劉蓉教授針對此一課題，給予許多她個人的觀點，
包含地方財政資源的定義，以及大陸研究資料不足之處…等等。
9

7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本人有機會與該院院長劉蓉教授、周小林教授、以及幾位年輕的海
歸學者一起針對合作研究進行討論。這一次的初步討論，基本上確立了學術合作的基本原則與
意願。至於確切的研究課題，在日後再進行討論。最後，本人於 7 月 10 日，搭機由成都飛抵
台北，結束了此次到西南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的短期研究的豐碩之行。

二、研究成果
總的來說，此次在西南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的短期研究，對於中國大陸西部地區的政府
效率，以及地方財政分權所扮演的角色之相關概況，有了更為清楚的瞭解。對於以後在從
事中國大陸地方財政分權，以及西部地區地方政府效率等相關議題的研究時，應更能掌握
到更為清楚的觀點與角度。

三、建議
無
四、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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