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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討論影響政府歲出預算執行率之因素，以中央政府所屬 24 個機
關單位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期間為 2001 年至 2010 年，共 10 個會計年度，透
過實證找出可能影響歲出預算執行率的因素，結果發現：預算增減數占單位預
算比率、每年度第四季及上年度之歲出預算執行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正向
關係，可見政府歲出預算執行的達成，與當年末季及上年度執行情形有關。但
以前年度保留款占單位預算比率及預算成長率，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負向關
係，意謂過去累積未使用之經費、預算較去年增加者，將減低預算執行率。至
特別預算與資本門預算占單位預算比率，以及機關單位所屬數量與預算員額，
在統計上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存在無顯著負向關係。

關鍵詞：政府預算、預算執行率、特別預算、歲出歲入、中央政府

壹、前言

所謂「財政為庶政之母」，係指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充分財源做後盾，各項
施政計畫或福利措施勢必無法正常運作，不僅影響國人生活品質，也會阻礙國
家整體經濟發展及國家競爭力。從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之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GCR）和瑞士洛桑國際管
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的世界競爭力年
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WCY）實施國家競爭力評比，其中包含「政
府」的評估指標，各國政府無不重視該項評比結果，其對政府施政規劃、資源
配置及國際資源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 通訊作者：actsyh@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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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財政隨著經濟快速成長、各項社會福利措施的陸續推出而產生變
化。1991 年重大工程建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國家建設計畫、社會福利制度及
九二一震災鉅額重建經費等，使政府支出大幅增加，在實質收入無法相對成長
下，財政赤字及債務餘額因而大幅攀升。2008 年全球性金融海嘯，國內經濟受
到嚴重衝擊，我國政府與同其他國家採取相關振興經濟措施，使財政赤字及債
務餘額再度增加，龐大債務不僅造成債留子孫，亦使政府財政更加惡化。

綜觀近二十年政府財政收支，在歲入成長滯緩、歲出結構日趨僵化、財政
赤字持續擴大及債務餘額急遽增加之時，如何將有限公共資源，妥適分配到各
項施政計畫，發揮最大經濟效益，是當前政府必須重視的課題。依據「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要點」之規定，當前是從「業務」、「人力」及「經
費」三個面向來衡量各機關施政績效之良窳。其中「經費」部分一向著重於「預
算執行率」，即將決算數（含實現數、保留數及應付數）除以預算數而得，惟
其中會計年度結束前的預算保留（即保留數及應付數）是否對當年度施政績效
產生實質效益或造成財政拖累與增加舉債利息支出之負面影響？實有必要對影
響政府歲出預算執行率之因素加以探討，是為研究動機之一。政府機關法定預
算的成立，是歷經行政、立法等相關單位耗費相當時日的努力，才得以完成；
其所編列的每一元預算，均來自全國百姓的血汗錢，就各機關的預算執行觀之，
似有追求預算執行率的表象而輕忽預算執行的品質，甚有年底大量預算保留等
情事，致有「重預算，輕執行」之評論，是為研究動機之二。

鑒於中央政府財政收支占各級政府財政比例近六成，且中央政府財政法規
制度、資訊較地方政府完整，故本研究係以中央政府為探討對象；另政府歲入
主要來源是人民繳納的稅收，以此項改善財政赤字，似有其因難度且需審慎評
估，故本研究係以歲出預算為研究範圍，探討影響歲出預算執行率之可能因素。

回顧過去有關預算執行之文獻，張錫惠、江淑玲、林金和、蕭家旗（1999）
與萬彩龍（2002）均指出，政府歲出預算之執行有集中於年度結束前之情形；
邱吉鶴（2009）發現行政機關的預算執行，除受機關內部人員專業規劃能力影
響外，也同時受到外部相關機關（構）的影響，例如民意機關監督與民眾干擾、
計畫與預算管理機關的監督、承包廠商履約能力等；馮宏澤（2004）則指出，
預算保留規模對整體性支出歲出預算執行率具顯著負向關係。同時，不同機關
與政事確存有預算執行型態上不同之特性，都會影響其預算執行成效（王家信，
1998；馮宏澤，2004；黃佳慧，2005）。而從預算執行的實務層面來看，各機關
單位業務屬性不一，每年度可支用預算數除單位預算外，可能包含依《預算法》
規定而奉准須執行之第二預備金、追加預算、特別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數等，
該等預算除使業務量增加及造成同仁工作負擔外，亦會影響預算執行率；另依
各機關預算執行的慣性、預算成長率、經常門與資本門編列情形等，對預算執
行率皆可能有所影響，然就現有文獻，少有學者對此等問題有深入之研究。故
本文彙整過去文獻及實務上可能影響歲出預算執行率的因素，發展出九個假說，
來驗證何項對預算執行有重要之影響與正負關係。

本文以中央政府轄下 24 個機關單位為研究對象，期間為 2001 年至 2010 年
共 10 個會計年度，透過迴歸來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與歲出預算執行率之
間具有正向關係的因素，為預算增減數占單位預算比率、每年度之第四季歲出
預算執行率及上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有負向關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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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以前年度保留款占單位預算比率及預算成長率。至於特別預算及資本門預
算等項占單位預算比率，以及機關單位所屬數量及預算員額，則在統計上無顯
著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存在負向關係。

依據本文實證之發現，歸納出下列五點政策建議，盼能作為主管機關未來
決策之參考：
一、 在無法增加員額之際，對於額外增加預算，應衡酌各機關的執行能力與執

行品質。
二、 應訂定一套合理的施政績效管考制度，並以決算實現數來計算預算執行率。
三、 依據《預算法》相關規定，將每月分配預算賸餘數予以凍結，可有效改善

政府財政。
四、 對於年度決算審查應予以重視，可有效嚇阻機關消化預算並提升預算執行

品質。
五、 各機關應審慎籌編預算，執行時更應對財政面共體時艱，絕不可浪費國家

資源。
除本節前言之外，本文其餘結構依序如下：第貳節為文獻回顧與假說發展；

第參節為研究方法；第肆節為實證結果與分析；最後第伍節則為結論與建議。

貳、文獻探討與假說發展

一、文獻探討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6 年 11 月訂頒之政府會計觀念公報第一號「政府會計
範圍及個體」第 4 點敘明：「於我國政治體制中，稱政府者，包括具有公法人
地位之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兩類，並以其執行機關名義統稱為中央政府及各級
地方政府」（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至於預算，依據我國《預算法》第 1
條規定：「預算以提供政府於一定期間完成作業所需經費為目的。預算之編製
及執行應以財務管理為基礎，並遵守總體經濟均衡之原則。」（預算法，1998
年 10 月 29 日）Wildavsky（1988）則提出預算係為達到特定政策目標之人類行
為和財務資源之結合。

隨著民主政治發展及政府職能擴張，政府預算的重點已由消極的財政收支
轉變為積極的施政作為。財政學者黃世鑫（1990：20）對政府預算定義如下：
「一國政府在一定期間內，為達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目的，根據國家施政方
針，以國家整體資源與國民負擔能力為估算基礎，所預定的財政收支計劃，亦
即經由政治程序，所為之國家資源的分配」。換言之，政府預算是各級政府在
每一會計年度為達成其施政目標及推動各項公共政策，藉由租稅課徵等方式取
得經濟資源（即歲入），並加以有效利用與分配（即歲出）的一套完整財務收
支計畫書。李月德（2005）指出政府預算具有：（一）合理分配資源、（二）
規劃政府施政、（三）落實政府施政、（四）考量政治運作等功能。這呼應了
Axelrod（1988）所提出通常公共預算是一種決策過程，而最終目的為資源配置，
一般分為四個階段：預算之編列、審議、執行、決算與審計。

因此政府預算與施政計畫具有相輔相成的密切關係。政府預算是以貨幣數
字表達施政計畫的政策白皮書；政府預算籌編是政府機關每年重要大事，攸關
後續預算執行的成效與品質。因此，各機關如何在有限的公共資源，依照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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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列年度預算，實需要縝密妥為規劃，才不致於浪費國家資源。目前政府
機關在預算籌編與預算執行的過程中，學者發現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茲
就預算籌編與預算執行二方面整理如下。

（一）與預算籌編有關的文獻
徐仁輝（1998）指出各機關通常僅注重預算籌編與審議，而忽略執行與考

核；McCaffery and Mutty（1999）也提到過去對於公共支出往往太過前端的重視
預算編列，卻輕忽了執行面的效率與成果。馮宏澤（2004）指出，中央政府於
一連串預算實施制度改革期間（1993 年至 2005 年）之歲出預算執行率高於預算
尚未進行改革期間（1986 年至 1992 年）；蘇彩足（1996）指出，由上而下的預
算籌編程序，雖不能完全防止財政赤字的成長，卻是有效的方式之一；徐仁輝
（2004）對歲出額度制的實證研究，發現以下結論：1. 歲出額度制可減少主計處
審查刪減作業時間及成本；2. 歲出額度制對各機關概算編列產生約束力，而必
須重新配置預算計畫；3. 歲出額度制的規範性受到支出項目不同而有差異；4. 歲
出額度制的規範效力必須靠主計處維護；5. 歲出額度制對概算成長有貢獻；徐
仁輝（2008）指出，台灣歲出額度制基本上是成功的，因為它並未造成行政的
過度負擔，並為政治上可接受。石素梅（1998）指出，配合憲法有關政治制度
之設計及民間慣例，政府會計年度由七月制為曆年制，為政府預算業務重要事
項改進之一。Rubin（2000）則指出政府在進行預算決策時，會受到多元要素的
影響，包含社會、文化、政治與技術等層面。

（二）與預算執行有關的文獻
張錫惠等人（1999）、萬彩龍（2002）指出，政府歲出預算之執行並未完

全依照分配預算進度執行，有集中於年度結束前之情形；吳建國（1998）、黃
佳慧（2005）指出，機關消化預算情況仍普遍存在，且情形嚴重。徐仁輝（2008）
指出，行政院所屬各部會單位主管多數（超過 50%）認為經費預算無法保留致
年終消化預算現象普遍。邱吉鶴、莊麗蘭（2005）指出，就各機關施政計畫執
行發生落後的因素分析，發現政策（計畫）的形成事前評估不足，計畫與預算
執行缺乏彈性，多重控管造成行政的干擾，以及績效考核回饋與激勵的效果欠
佳等現象。邱吉鶴（2009）指出，行政機關施政計畫與預算的執行，可從法制面、
規劃面、執行面及績效評面加以探討，其中執行面除受機關內部人員專業規劃
能力影響外，亦受外部相關機關（構）的影響，例如民意機關監督與民眾干擾、
計畫與預算管理機關的監督、承包廠商履約能力等。汪進揚、蕭國強（2011）
發現政府於 2001 年所導入的半年結算制度，對國防部門作業維持預算與軍事投
資預算執行率的提升具有顯著之影響，據此進一步提出監督頻率的提高，對改
善預算執行率具有成效。張鳳嬌（2008）的論文則發現半年結算政策，只對第
二季之預算執行具有影響，因為中央政府各機關在上半年度的預算執行率雖有
提高，但卻未能完全改變預算支用延遲至第四季執行的問題。

此外，吳宗棋（2009）針對我國將預算編審方式改為資源總額分配作業制
度，導致各機關預算需求與供給處於不均衡的狀態，可能影響預算執行成效為
出發點。他的實證結果發現，當經常門的預算供給相對於需求越高時，政府之
預算執行績效將越好，然而當資本門的預算供給相對於需求越高時，政府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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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執行績效反而會較差。馮宏澤（2004）指出，預算保留規模對整體性支出
歲出預算執行率具顯著負向關係。王家信（1998）、馮宏澤（2004）、黃佳慧
（2005）指出，不同機關與不同政事確存有預算執行型態上不同之特性，均會
影響其預算執行成效。

事實上，各機關單位業務屬性不一，每年度可支用預算數除單位預算外，
可能包含依《預算法》規定而奉准須執行之第二預備金、追加預算、特別預算
及以前年度保留數等，該等預算除使業務量增加及造成同仁工作負擔外，亦會
影響預算執行率；另依各機關預算執行的慣性、預算成長率、經常門與資本門
編列情形等，對預算執行率皆可能有所影響，然就現有文獻，少有學者對此等
問題研究。故本研究係以中央政府轄下 24 個機關單位為研究對象，對影響預算
執行率的各項因素建立研究假說並加以探討。

二、研究假說

政府預算係政府以貨幣金額表示之財政收支計畫；政府機關於預算籌編階
段，各部門依施政方針研提施政計畫並編列相關預算。如有《預算法》第 70、
79 及 83 條所列情形，各機關得提出動支第二預算金、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故
各機關單位當年度可支用預算數包括例行性的單位預算、預算增減（含追加減
預算、動支第二預備金）及特別預算等。其中預算增減（含追加減預算、動支
第二預備金），表示原本預算不足以支應所需執行之公務，故預算增減的調整，
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正向關係；但特別預算部分，則可能屬於增額之任務，
將使現有的人力在完成年度施政計畫的既定業務外，尚需執行特別預算所對應
的額外業務，在公務人力無法臨時增加的情況下，勢必減低當年度歲出預算執
行率。因此本文建立研究假說一及研究假說二：

H1：預算增減數占單位預算的比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正向關係。

H2：特別預算占單位預算的比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負向關係。

依《預算法》第 10條規定：「歲入、歲出預算，按其收支性質分為經常門、
資本門。歲入，除減少資產及收回投資為資本收入應屬資本門外，均為經常收
入，應列經常門。歲出，除增置或擴充、改良資產及增加投資為資本支出，應
屬資本門外，均為經常支出，應列經常門。」（預算法，1998 年 10 月 29 日）
一般而言，屬資本門性質者，在預算執行期間較經常門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等
外在變數。因此，各機關單位資本門占單位預算數之比率高低，可能會影響當
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故建立研究假說三：

H3：資本門占單位預算數之比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負向關係。

中央政府五院轄下各主管預算係由所管轄之各單位預算彙整而得，每一主
管機關管轄之機關數量不一且差異頗大；且管轄之預算員額亦隨著機關單位數
量而有所差異。例如 2010 年的機關單位數量為 1 個的立法院，或預算員額為 71
人的蒙藏委員會，與機關單位數量為 37 個的司法院，或預算員額為 21,202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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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相較，即得知各機關單位的差異性。各機關單位所屬機關與預算員額數
量，代表其負責業務的多寡及複雜度，對當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亦可能造成影
響，故建立研究假說四及研究假說五：

H4：機關單位所屬數量，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負向關係。

H5：機關單位預算員額，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負向關係。

依《預算法》第 72 條規定：「會計年度結束後，各機關已發生尚未收得之
收入，應即轉入下年度列為以前年度應收款；其經費未經使用者，應即停止使用。
但已發生而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部分，經核准者，得轉入下年度列為以
前年度應付款或保留數準備。」（預算法，1998 年 10 月 29 日）在各機關單位
現有人力下，除原有單位預算需依計畫進度予以執行外，尚需分配部分人力繼
續完成上一年度未完成之業務。各機關單位以前年度保留款占本年度單位預算
數之比率高低，可能會影響當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故建立研究假說六：

H6：以前年度保留款占單位預算的比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負向關係。

各機關單位對於歲出預算之執行，張錫惠等人（1999）、萬彩龍（2002）
指出，政府歲出預算之執行並未完全依照分配預算進度執行、有集中於年度結
束前之情形。因此，各機關單位第四季預算執行率偏高，除可能有預算消化之
嫌外，亦可能影響當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故建立研究假說七：

H7：第四季歲出預算執行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正向關係。

各機關單位對於各年度歲出預算之執行情形，可能存有慣性特質，上年度
預算執行率與本年度預算執行率似具有關連性；即上年度預算執行率情形，與
本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相近，故建立研究假說八：

H8：上年度之歲出預算執行率，與本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正向關係。

各機關單位每一年度的預算，是歷經行政、立法等機關耗費相當時日的努
力，方能完成一部年度預算，每年度的預算規模與上年度未必相同，前後年度
預算規模之成長狀況，亦可能影響當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故建立研究假說九：

H9：前後年度的預算成長率，與當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具負向關係。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期間與樣本

由於（一）立法院 1998 年 11 月通過〈台灣省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
暫行條例〉，原台灣省政府機關大部分由中央政府相關部會概括承受；（二）
政府會計年度自 2001 年起，由原先 7 月制（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改為曆年制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等因素，為期蒐集資料具有一致性及比較性，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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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為 2001 年至 2010 年度止計 10 個會計年度，探討對象為中央政府所屬行政
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等五院轄下 24 個機關單位（如表 1），
故 10 個會計年度共有 240 個研究樣本。

二、變數定義

（一）歲出預算
依《預算法》第 6 條規定，係指「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但不包括債

務之償還。」（預算法，1998 年 10 月 29 日）

（二）歲出預算執行率
預算執行率之計算，區分為全年度及各季二種，其公式列示如下：

1. 全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 = 全年度決算數 ÷ 全年度預算數。決算數與預算數，
主要為單位之決算與預算，並都包含追加預算、第二預備金之部分。

2. 各季歲出預算執行率 =（各季實支數 + 各季暫付數）÷ 各季實際分配數。暫付
數係指在年度預算範圍內先行暫付或依法墊付而尚未完成結報之金額。

（三）單位預算、追加預算、第二預備金與特別預算
1. 單位預算

依《預算法》第 18 條規定：「單位預算包括：一、在公務機關，有法定預
算之機關單位之預算；二、在特種基金，應於總預算中編列全部歲入、歲出之
基金之預算。」（預算法，1998 年 10 月 29 日）本研究係以前者為研究範圍。

2. 追加預算
依《預算法》第 79 條規定：「各機關因左列情形之一，得請求提出追加歲

出預算：一、依法律增加業務或事業致增加經費時。二、依法律增設新機關時。
三、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四、依有關法律應補列追加預算
者。」（預算法，1998 年 10 月 29 日）另依《預算法》規定，追加歲出預算係
併入單位決算辦理，故本研究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各主管機關決算。

3. 第二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70 條規定：「各機關有左列情形之一，得經行政院核准動

支第二預備金及其歸屬科目金額之調整，事後由行政院編具動支數額表，送請
立法院審議：一、原列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時。二、
原列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時。三、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
畫及經費時。」（預算法，1998 年 10 月 29 日）另依《預算法》規定，各機關
報經核准動支之第二預備金，會計年度結束後係併入其單位決算辦理，故本研
究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各主管機關決算。

4. 特別預算
依《預算法》第 83 條規定：「有左列情事之一時，行政院得於年度總預算

外，提出特別預算：一、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二、國家經濟重大變故。三、
重大災變。四、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預算法，199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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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一覽表

主管機關名稱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

1. 總統府主管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國史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中央研究院
等 5 個單位。

2. 行政院主管 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
中心等 32 個單位。

3. 立法院主管 立法院 1 個單位。

4. 司法院主管 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台中高等
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等 37 個單位。

5. 考試院主管 考試院、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
學院及所屬等 6 個單位。

6. 監察院主管 監察院、審計部、審計部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等 7
個單位。

7. 內政部主管 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署及
所屬、役政署、入出國及移民署等 10 個單位。

8. 外交部主管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等 3 個單位。

9. 國防部主管 國防部本部、國防部所屬等 2 個單位。

10. 財政部主管 財政部、國庫署、賦稅署、關稅總局及所屬、國有財產局及所屬、
台北市國稅局等 13 個單位。

11. 教育部主管 教育部、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國家圖書館、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國立教育研究院等 8 個單位。

12. 法務部主管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行
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法院檢察署、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台灣高
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等 36 個單位。

13. 經濟部主管 經濟部、工業局、國際貿易局及所屬、標準檢驗局及所屬、智慧財
產局等 10 個單位。

14. 交通部主管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公路總局及所
屬等 6 個單位。

15. 蒙藏委員會主管 蒙藏委員會 1 個單位。

16. 僑務委員會主管 僑務委員會 1 個單位。

17.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 個單位。

18. 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 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管理局及所屬、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等 4 個單位。

19. 原子能委員會主管 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核能研究所等 4
個單位。

20. 農業委員會主管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水
產試驗所、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等
23 個單位。

21. 勞工委員會主管 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及所屬、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工退休
基金監理會等 4 個單位。

22. 衛生署主管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國民健康局、中醫藥委員會、中央健康保險局、
食品藥物管理局等 6 個單位。

23. 環境保護署主管 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等 3 個單位。

24. 海岸巡防署主管 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海岸巡防總局及所屬等 3 個單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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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預算法》規定，特別預算應另行辦理特別決算，而各主管機關未必每年均
有辦理特別預算，為期完整蒐集各項特別預算之資料，故本研究資料來源為行
政院主計總處公告之特別預算。

有關單位預算、追加預算、第二預備金與特別預算的編列，與決算編製的
關聯性如圖 1。

（四）經常門與資本門
依《預算法》第 10 條規定，凡屬增置或擴充、改良資產及增加投資性質者

為資本支出，應列為資本門；除上述資本支出外，均屬經常支出，應列為經常
門（預算法，1998 年 10 月 29 日）。本研究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各
主管機關決算。

（五）預算員額及所屬機關數量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機關組織法》及〈機關組織條例規定〉，

均有規範編制員額及管轄業務之所屬機關；又各機關每年度預算員額係由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依權責予以核定。本研究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各主
管機關預算所列預算員額及所屬機關數量。

（六）以前年度應付款或保留數準備
依《預算法》第 72 條規定，會計年度結束後，各機關對於已發生而尚未清

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部分，經核准者，得轉入下年度列為以前年度應付款或保
留數準備（預算法，1998 年 10 月 29 日）。各主管機關於會計年度終了，依照
決算法相關規定辦理決算，其中可能會因業務需要而辦理預算保留，為期完整
蒐集預算保留數據，故本研究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各主管機關決算。

圖 1　各機關單位編列預算類型與決算編製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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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算成長率
預算成長率是評估前後年度預算數之變動情形，其計算方式為預算成長率 

= （當年度預算數 – 上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此年度預算均包含單位預
算、追加預算、第二預備金與特別預算。本研究資料係以 2001 年至 2010 年之
預算數為準，故可計算 2001 年至 2010 年計 9 個會計年度的預算成長率。

三、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資料的蒐集，主要係取自行政院主計總處（n.d.）、財政部（n.d.）、
審計部（n.d.）等官方網站登載之預算及決算等資料，包括中央政府 24 個機關
之單位預算、預算增減數、特別預算、機關單位所屬數量、預算員額、決算數（實
現數、應付數及保留數）、以前年度保留款、各季分配預算及執行數等，並依
據實際需要加以整理而得。

本研究將依據所蒐集資料，利用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各項可能影響歲出預算
執行率之因素，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相關係數分析、迴歸分析、敏感性分析等，
藉以瞭解其對歲出預算執行率的影響程度，並進一步檢驗各項研究假說。

四、實證模型之建立

根據前述研究假說及各項變數，本研究以歲出預算執行率為因變數來建立
實證模型，再進行相關迴歸分析，其模型如下：

ROEB =  β0 + β1 × BFL + β2 × SBL + β3 × CEL + β4 × IU + β5 × LBA +  
β6 × BYRL + β7 × SFR + β8 × LYR + β9 × GOB + β10 × LLBBA + ε (1)

ROEB： 歲出預算執行率（= 年度決算數 ÷ 年度預算數）。

BFL： 預算增減數（不含特別預算）÷ 單位預算數。

SBL： 特別預算數 ÷ 單位預算數。

CEL： 資本門預算數 ÷ 單位預算數。

IU： 機關單位所屬數量。

LBA： Ln{ 預算員額 }。
BYRL： 以前年度保留款（即應付數 + 保留數）÷ 年度預算數。

SFR： 第四季歲出預算執行率 =（第四季實支數 + 第四季暫付數）÷ 第四季實際
分配數。

LYR： 上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

GOB： 前後年度預算成長率。

LLBBA： Ln{ 預算數（萬元）÷ 預算員額 }。

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樣本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依蒐集的各項數據，利用統計套裝軟體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分析
結果整理如表 2 各項變數敘述性統計分析表。由表 2 得知預算執行率及各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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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之樣本個數、最小值、最大值、平均數、中位數、標準差等。其中預算執
行率平均為 96.63%，最高為 99.85%，最低為 84.66%，表示整體來說有九成六
的執行比率，但有些單位則偏低僅約八成五，而最高則將近完全執行。預算增
減數、特別預算與資本門預算占單位預算的比率，同樣在樣本間存在差異，其
中尤其以資本門預算占單位預算比率的變異最高。至於第四季執行率平均超過
l00%，高達 119%，其原因是跟前三季累積未動用的預算有關，造成第四季動支
超過原本第四季的預算分配。

二、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就所蒐集的各項數據，利用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相關性分析，採取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進行相關性分析，得出各項影響因素與預算執行率的相關
性係數。有關各項變數之相關性分析結果，詳如表3各項變數相關性分析一覽表。

由表 3的各項變數相關性分析一覽表中，自變數間的相關係數均小於 0.70，
表示未發現有嚴重共線性的問題，亦即各項自變數間無顯著相關。

三、研究假說檢定

表 4 為迴歸分析結果，我們先確認 D-W 值接近 2，表示無自我相關，滿足
殘項獨立性假說。同時，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皆小於 2，
確認自變數間無重大之共線性問題。

茲將各項研究假說檢定結果，依表 4 之迴歸分析摘要表說明如下：
（一） BFL 之未標準化係數為 0.06，p 值為 0.091，表示預算增減數占單位預算

的比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有正向關係，故假說一獲得支持。究其原
因為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期間，因政策或實際業務需要而辦理追加減預
算或動支第二預備金所造成的預算增減數，占單位預算比率愈高，雖可
能增加現有人力額外業務量，但因為是執行原本任務的預算不足，故不

表 2　各項變數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項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預算執行率（ROEB） 84.66% 99.85% 96.63% 97.47% 2.97%

預算增減數占單位預算比率（BFL） -4.76% 30.31% 1.67% 0.16% 4.42%

特別預算占單位預算比率（SBL） 0.00% 147.19% 6.39% 0.00% 18.57%

資本門預算占單位預算比率（CEL） 0.10% 88.05% 20.36% 10.54% 23.65%

機關單位所屬數量（IU） 1 37 8.43 4.00 9.52

Ln{ 預算員額 }（BA） 4 10 7.94 7.96 1.49

以前年度保留款占年度預算比率（BYRL） 0.00% 98.72% 8.78% 4.37% 12.34%

第四季執行率（SFR） 81.80% 193.63% 119.38% 116.69% 17.70%

上年度執行率（LYR） 80.95% 99.85% 96.36% 97.39% 3.33%

預算成長率（GOB） -34.64% 54.83% 0.95% 0.89% 10.55%

Ln{ 預算數（萬元）÷ 預算員額 }（LLBBA） 4 13 6.73 6.59 1.48

註：本研究在 2001 年至 2010 年的 240 個樣本資料，因預算成長率之變數僅可計算 2002 年至 2010 年計 9 個
會計年度，故一致性選取個數為 21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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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迴歸分析表（依變數：預算執行率）

自變數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VIF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β分配

常數 38.30 4.45 8.61 < 0.001

BFL 0.06 0.04 0.09 1.70 0.091 1.26

SBL -0.01 0.01 -0.06 -1.11 0.268 1.34

CEL 0.01 0.01 0.09 1.52 0.129 1.50

IU -0.03 0.02 -0.10 -1.54 0.126 1.82

LBA 0.14 0.13 0.07 1.03 0.303 1.83

BYRL -0.05 0.01 -0.01 -3.81 < 0.001 1.28

SFR 0.04 0.01 0.21 4.01 < 0.001 1.11

LYR 0.56 0.05 0.63 12.13 < 0.001 1.12

GOB -0.09 0.02 -0.31 -5.52 < 0.001 1.30

LLBBA -0.01 0.11 -0.01 -0.13 0.897 1.15

F 21.55**

調整後的 R2 0.489

D-W 值 1.95

註：1. **p < 0.01。
　　2.  ROEB：歲出預算執行率；BFL：預算增減數 ÷ 單位預算數；SBL：特別預算 ÷ 單位預算數；CEL：資

本門 ÷ 單位預算數；IU：機關單位所屬數量；LBA：Ln{預算員額 }；BYRL：以前年度保留款 ÷ 年度預算；

SFR：第四季歲出預算執行率；LYR：上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GOB：前後年度預算成長率；LLBBA：
Ln{ 預算數（萬元）÷ 預算員額 }。

表 3　各項變數相關性分析表

Pearson 係數 ROEB LLBBA BFL SBL CEL IU LBA BYRL SFR LYR GOB

ROEB 1.00 0.09 -0.02 0.01 0.07 -.203** 0.00 -0.76 0.26** 0.61** -0.12*

LLBB 1.00 -0.01 0.02 0.05 -0.31** -.25** 0.05 0.07 0.15* 0.06

BFL 1.00 0.05 0.24** 0.11 0.11 0.19** 0.05 0.04 0.33**

SBL 1.00 0.43** 0.08 0.15* 0.13+ 0.04 0.00 -0.14*

CEL 1.00 -0.04 0.03 0.33** 0.00 0.10 0.09

IU 1.00 0.59** 0.01 -0.16* -0.16* 0.04

LBA 1.00 -0.07 0.03 -0.04 -0.02

BYRL 1.00 0.20** 0.01 -0.14*

SFR 1.00 0.11 -0.08

LYR 1.00 0.21**

GOB 1.00

註：1. +p < 0.10，*p < 0.05，**p < 0.01。
　　2.  ROEB：歲出預算執行率；BFL：預算增減數 ÷ 單位預算數；SBL：特別預算 ÷ 單位預算數；CEL：資

本門 ÷ 單位預算數；IU：機關單位所屬數量；LBA：Ln{預算員額 }；BYRL：以前年度保留款 ÷ 年度預算；

SFR：第四季歲出預算執行率；LYR：上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GOB：前後年度預算成長率；LLBBA：
Ln{ 預算數（萬元）÷ 預算員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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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當年度業務計畫的執行，同時加上社會大眾及新聞媒體等的監督
下，對於預算執行有正面之幫助。

（二） SBL 之未標準化係數為 -0.01，p 值為 0.268，表示特別預算占單位預算的
比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有不顯著的負向關係，故假說二未能獲得支
持。究其原因為特別預算具有特殊性與急迫性，各機關單位必須符合《預
算法》第 83 條規定，才能提出特別預算，即使有提出特別預算的可能，
亦未必每年或每個機關單位均會發生。以本研究 216 個樣本而言，僅有
68 個樣本編列特別預算，其餘 148 個樣本均未編列特別預算，故可能因
為樣本數量有限，致假說二無法得到證實。

（三） CEL之未標準化係數為0.01，p值為0.129，表示資本門占單位預算的比率，
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有不顯著的正向關係，故假說三未能獲得支持。

（四） IU 之未標準化係數為 -0.03，p 值為 0.126，表示機關單位所屬機關數量，
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有不顯著的負向關係，故假說四未能獲得支持。

（五） LBA之未標準化係數為 0.14，p值為 0.303，表示機關單位預算員額數量，
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有不顯著的正向關係，故本項假說未能獲得支持。

（六） BYRL 之未標準化係數為 -0.05，p 值小於 0.001，表示以前年度保留款占年
度預算的比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有相當顯著的負向關係，故假說六
獲得充分支持。亦即各機關單位以前年度保留款占年度預算的比率愈高，
在現有人力要再執行以前年度保留下來應繼續完成的業務量，勢必影響
年度計畫與業務的執行，其歲出預算執行率會愈低。

（七） SFR之未標準化係數為0.04，p值小於0.001，表示第四季歲出預算執行率，
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故假說七獲得支持。亦即各機
關第四季執行率愈高，其歲出預算執行率會愈高。。

（八） LYR 之未標準化係數為 0.56，p 值小於 0.001，表示上年度之歲出預算執
行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有相當顯著的正向關係，故假說八獲得充分
支持。亦即各機關單位上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愈高，基於慣性效果，其
當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亦會愈高。

（九） GOB 之未標準化係數為 -0.09，p 值小於 0.001，表示前後年度的預算成長
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有相當顯著的負向關係，故假說九獲得充分支
持。亦即各機關單位前後年度的預算成長率愈高，在現有人力要再執行
額外增加的預算，勢必造成員工負擔，亦會影響年度計畫與業務的執行，
其歲出預算執行率會愈低。

另由表 4 之迴歸分析表得知，預算增減數占單位預算比率等九個自變數對
依變數預算執行率的體體解釋力為 48.9%，F 值為 21.55，顯著性考驗的 p 值小
於 0.001，小於 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迴歸模式整體解釋變異量達到顯著水準。
從摘要表中可以得出未標準化係數的迴歸方程式如下：

ROEB =  38.30 + 0.06 × BFL – 0.01 × SBL + 0.01 × CEL – 0.03 × IU + 0.14 × 
LBA – 0.05 × BYRL + 0.04 × SFR + 0.56 × LYR – 0.09 × GOB – 0.01 × 
LLBBA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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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敏感性分析

政府機關各年度施政績效考核指標之一為「預算執行率」，而預算執行率
的計算係決算數（含實現數、保留數及應付數）除以預算數而得。本研究係以
上述決算數計算預算執行率，並進行統計分析與研究假說檢定；惟為驗證前述
檢定結果，乃進一步利用較嚴謹的實現數計算預算執行率並進行敏感性分析一；
另有關特別預算占單位預算的比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具有負向關係假說二的
未能獲得支持，可能因為 216 個樣本中僅有 68 個樣本有編列特別預算而無法得
到證實，乃進一步針對有編列特別預算的機關單位進行敏感性分析二；又依表 3
各項變數相關性分析一覽表可以得知機關單位所屬數量與預算員額二個自變數
的相關係數為 0.61，p 值小於 0.001，似具有密切相關，乃進一步針對此二項自
變數進行敏感性分析三、四。

有關上述四項敏感性分析的迴歸分析結果，詳如表 5 迴歸分析摘要彙總
表。由表 5 之迴歸分析摘要彙總表得知，四項敏感性分析的體體解釋力為 48 ~ 
70%，F 值為 16 ~ 23，顯著性考驗的 p 值均小於 0.001，小於 0.05 的顯著水準，
表示迴歸模式整體解釋變異量達到顯著水準。

有關上述四項敏感性分析的研究假說檢定結果，詳如表 6 研究假說檢定彙
總表。茲就表 6 之研究假說檢定與表 4 加以比較，並將差異說明如下：
（一） 以預算執行率（實現數）為因變數的各項研究假說檢定結果，除假說一、

三、七外，均與表 4 之研究假說檢定結果一致。至預算增減數占單位預
算的比率、資本門占單位預算數之比率及第四季歲出預算執行率，與歲
出預算執行率的關係，在以實現數與以決算數為基準計算的預算執行率，
得到不同結果，究其原因乃在於預算增減數、資本門及第四季歲出預算
執行數，較原單位預算、經常門及其他三季的預算執行數容易發生年底
預算保留的情形，致決算數（含實現數、應付數及保留數）大於實現數，
故產生二種不同基礎所計算預算執行率的不同結果。

（二） 有編列特別預算的機關單位的各項研究假說檢定結果，除假說一、三、 
四、六外，均與表 4 之研究假說檢定結果一致。至預算增減數占單位預
算的比率、資本門占單位預算數之比率、機關單位所屬機關數量及上年
度歲出預算執行率，與歲出預算執行率的關係，在有特別預算與無特別
預算的機關單位，得到不同結果，究其原因乃在於編列特別預算的機關
單位，通常屬於業務量較複雜的大部會，在現行施政績效管理與考核的
壓力下，會更加重視且不敢輕忽預算執行率，故產生與表 4 之研究假說
檢定不同的結果。

表 5　迴歸分析摘要彙總表

感性性分析的類型 R 調整後的 R2 估計的標準誤 F 值 D-W 值

A. 以預算執行率（實現數）為因變數 0.73 051 4.62 23.70*** 1.82

B. 有編列特別預算的機關單位 0.87 0.70 1.43 16.91*** 1.90

C. 自變數不含預算員額 0.71 0.49 2.12 23.82*** 1.95

D. 自變數不含機關單位所屬數量 0.71 049 2.13 23.53*** 1.95

註：***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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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變數不含預算員額的各項研究假說檢定結果，除假說一、四、六外，
均與表 4 之研究假說檢定結果一致。

（四） 自變數不含機關單位所屬數量的各項研究假說檢定結果，均與表 4 研究
假說之檢定結果一致。

伍、結論及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目的主要為瞭解影響中央政府歲出預算執行率之可能因素，就各項
研究假說進行檢定與分析，本項研究結果發現：
（一） 預算執行存在慣性效果，在今年應比去年有更好績效的期待下，倘若預

算增減數占單位預算比率、第四季歲出預算執行率、上年度歲出預算執
行率愈高，則本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亦會愈高。

（二） 以前年度保留款及預算規模成長愈多，在現有的人力除必須完成年度既
定施政計畫業務外，尚要執行以前年度保留款及預算成長所增加的業務，
勢必影響當年度預算執行率，致歲出預算執行率會愈低。

（三） 資本門預算占年度預算比率愈高，通常較年度預算及經常門具有更多的
不確定性與不可控制等外在變數，且發生年底預算保留的機會亦高，因
預算保留款亦列入年底決算數之計算，故無法證實歲出預算執行率會愈
低。 

（四） 會計年度有編列特別預算的機關單位，基於特別預算本質上具有特殊性
及急迫性，各機關單位必須符合《預算法》第 83 條的規定才能提出特別
預算。以本研究的 216 個樣本而言，僅 68 個樣本有編列特別預算，其餘

表 6　迴歸分析摘要表

自變數

A. 以預算執行率 
（實現數）為因變數

B. 有編列特別預算的
機關單位

C. 自變數不含 
預算員額

D. 自變數不含 
機關單位所屬數量

未標準化
係數 _B
之估計值 p 值

未標準化
係數 _B 
之估計值 p 值

未標準化
係數 _B
之估計值 p 值

未標準化
係數 _B 
之估計值 p 值

常數 13.58 0.162 47.09 < 0.001 38.70 < 0.001 37.42 < 0.001

BFL -0.16 0.041 0.01 0.645 0.07 0.645 0.06 0.098

SBL -0.01 0.718 -0.01 0.411 -0.01 0.411 -0.01 0.267

CEL -0.03 0.099 -0.02 0.024 0.01 0.024 0.01 0.074

IU 0.03 0.503 -0.10 0.004 -0.02 0.004 — —

LBA 0.08 0.794 0.02 0.932 — — 0.02 0.875

BYRL -0.27 < 0.001 0.00 0.836 -0.05 0.836 -0.05 < 0.001

SFR -0.04 0.030 0.10 < 0.001 0.04 < 0.001 0.04 < 0.001

LYR 0.88 < 0.001 0.37 < 0.001 0.56 < 0.001 0.57 < 0.001

GOB -0.18 < 0.001 -0.05 0.003 -0.09 0.003 -0.09 < 0.001

LLBBA 0.19 0.413 0.06 0.092 -0.03 0.092 0.01 0.929

註：ROEB：歲出預算執行率；BFL：預算增減數 ÷ 單位預算數；SBL：特別預算 ÷ 單位預算數；CEL：資本
門 ÷ 單位預算數；IU：機關單位所屬數量；LBA：Ln{ 預算員額 }；BYRL：以前年度保留款 ÷ 年度預算；

SFR：第四季歲出預算執行率；LYR：上年度歲出預算執行率；GOB：前後年度預算成長率；LLBBA：
Ln{ 預算數（萬元）÷ 預算員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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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個樣本均未編列特別預算，可能因為樣本數量有限，致無法證實其歲
出預算執行率會愈低。

（五） 機關單位所屬數量及預算員額的數量愈多，代表其負責業務量相對較多
或複雜，可能會因為社會大眾及新聞媒體等的監督下，對於預算執行會
更加重視且不敢怠惰，致該等假說未獲得實證。

二、貢獻與建議

「財政為庶政之母」、「預算為財政之首」是大家熟知的道理，政府財政
的健全，攸關國家的總體經濟發展及國人的生活品質。因此，為政者對於納稅
義務人所繳納的每一塊錢，應妥為編列歲出預算並善加運用，使其發揮最大經
濟效益，絕不容許有絲毫的浪費或不經濟之支出。爰依據本研究結果提出下列
建議。

（一）對有核定歲出預算額度之相關主管機關
各機關單位年度預算係由機關現有員額去完成，當無法增加預算員額的情

形，為了擴大公共建設支出、振興經濟等目的，辦理相關追加預算、特別預算時，
應審慎考量各單位的執行力與後續執行計畫之品質，並嚴格審核其預算編列內
容。

（二）對負責施政績效管考的相關主管機關
政府機關年度績效考核，向來似僅著重年底預算執行率的表面數據，並未

針對已完成施政目標而有經費節餘的機關單位予以獎勵，致部分機關單位可能
於會計年度結束前，為追求亮麗的預算執行率或追求下一年度的預算額度，將
未支用的預算予以消化，造成資源浪費或不經濟支出。故可研議制定一套合理
的績效考核制度，並針對各機關單位的屬性與預算規模採取不同層級的評核，
對已完成施政目標而有經費節餘的機關單位應給予公開表揚及獎勵，將有效抑
止年底預算消化之不當行為，並可改善政府財政問題。

鑒於現今政府財政日益困難，各機關單位每年依據施政計畫進度辦理分配
預算，行政院主計總處應可就機關單位每月或每季的分配預算賸餘數，依據《預
算法》相關規定採取必要的節約措施，亦即將未支用的分配預算賸餘數予以凍
結，作為未來更有效益的支用或改善政府財政之用。

（三）對有審議預決算權的立法機關
各機關單位每年度的預算係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後方可動支，通常預算案的

審議較決算審議嚴謹。換言之，對於預算執行結果或品質似未加以重視，故建
議立法機關應對於決算加以重視，考量將決算審查的結果，納入未來年度預算
編列之參考指標，以提昇各機關單位預算編列與執行的品質。

（四）對執行預算的各機關單位
各機關單位對於預算籌編應審慎評估其預算需求，絕不可有浮編預算之心

態，預算執行期間更應將得來不易的預算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絕不容許有絲
毫浪費國家資源的情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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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以中央政府五院轄下 24 個機關單位為研究對象，將該等機關的單
位預算、預算增減數、特別預算、機關單位所屬數量、預算員額、預算執行數、
以前年度保留款、各季分配預算及執行數等資料加以蒐集，並針對所建立之研
究假說利用統計套裝軟體加以檢定分析，謹列出在研究過程在資料蒐集上遇到
之問題，供後續研究者參考。
（一） 各機關單位每月的預算執行情形，無法自相關網站查得，故本研究僅就

能取得的每季預算執行情形進行分析研究。
（二） 各機關單位的預算編列用途別包括人事費、業務費、設備及投資、獎補

助費等，惟囿於無法取得各項用途別的細項數據，本研究僅就經常門和
資本門二類進行分析；但各機關單位所編列之人事費，通常屬法律義務
必要支出，不具任何執行上的困難，在預算執行考核時似可予以排除。
故未來研究者似可採計決算實現數扣除人事費為基準來計算預算執行率，
將可得出更合理的分析結果。

（三） 各機關單位可能存在非屬公務預算性質的其他預算，或其他機關的委辦
經費或代辦經費，該等預算也可能影響其年度預算之預算執行率，本研
究囿於該等資料無法取得，爰未對其進行研究，未來研究者似可將該等
項目納入探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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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samples are 24 units belonging to central government-owned 

Executive Yuan, Legislative Yuan, Judicial Yuan, Examination Yuan, and Control Yuan. 
The sample years are from 2001 to 2010.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1) 
Budget growth rate, the amount of prior year reserves to statutory budget,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budget implementation rate; (2) The ratio of budget increase, last-year budget 
implementation rate, the fourth quarter budget implementation rate;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budget implementation rate; (3) The ratio of capital budget, special budget to statutory 
budget, and the employee number of units do not fin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to 
budget implement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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