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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探究民進黨執政之施政目標

趙褔民艸

預算係配合行政說年度趨政方針，是政府路政計畫的數字先與

具體化，龍頭算案中應-a:J清楚護自行政院瞥體施致的重點、方

向以及落實方法並可望琨執政黨施政自A'!:!:!t 0 

執政黨當然可以提甜具體政策作為，並放走路政體先次序與預

算分配優先次序， i且在支出方面，應該控制經常性支出零成

長;在收入方間，不可僅仰賴公營事業釋股收入、出售國有財

產收入，而是應該大幅推動稅制改革、取消滅免、加強稽徵等

措施，來配合新政第執行。

整體而言，民擺擺棋故後中央政跨總預算起續了J;)往年度的發

展鐘勢，但 γ政府支出膨脹、稅課收入東成長、財政收支缺口

擴大、債務快連累積J 更變本加厲。市政時歲出中七成支出屬

於強制，[生或義務體3支出巴造成政府施政結構嚴單價化。更顯示

出行政院所謂加混財政改革、通盤檢討稅制、提升公共財產運

用效率、積極推動政府再站、早日達成財政收支平衡等目標，

均是不切實際的口號，位種不到民進黨平衡幣政的其體作為 o

本文的目的在課討路對影響深巨的轉預算案，立法養員應提棄

黨援和益，以公正、客觀、專業的態度，替人民著緊荷包，落

黨預算審查、監督之贊賞功能，認真審資公營事業轉股收入是

否虛則，經常收支是否平衡，隱藏性債務有多少，刪除不當、

虛增的收入項目;東持零挂預算的精神，刪除不具效益的支出

項目，縮小政府支出規模，降低預算赤字的程度，協助行政部

門朝向預算平衡而努力 o 問時更應要求將一些持續性的公共建

設計畫，納入總預算中緝則，以駕護持預算結構的完整，控。如

.感謝爾位匿名委員審查的審查主義兇。

*叫叫付，中國國民黨政嚷贅員會繃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258 從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探究民進黨裁政之流丘之呂樑

過立法院與行政院對總預算案法律見解不一致時，有必要透過

釋憲或修法，來解決爭議!以期聽立完善預算編列與審議輯

度。

關鍵詞:總預算、特別預算、車2日預算、施政方針、施政計

i 謹、營業基金、非營業主義金、債務餘額、歲入、歲出



政治學學報第切期 2005 年 2 月 1 日 259

The Study of the Policy Objectives of the DPP by Examining 

the General Budge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hao, Fu﹒品質ing

Abstr為ct

Budget Ís formulated in a way to achieve the yearly policy 

guidelines of the Executive Yuan, which represent quantified and 

concrete government programs. The budget can clearly illustrate the 

focus, dir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the overall policies 

of the Executive Yuan, and present the policy objectives of the 

govemmg party. 

The govemin惡 party can certainly propose concrete policy measures 

and 恥cord priorities to policies as well as required bud研ts thereof. 

However, in terms of expenditures, the governing p缸ty shall 

maintaín the regular expenditures 紋。% gro\\恤. In respect of 

revenues, further steps, such as promoting large-scale tax reform, 
cancellation of tax deduction and exemption and strengthening tax 

collection, should be taken in concert with policy implementation ìn 

addition to revenues generated from the sales of state enterprise 

shares and national asset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entral govemment budget has followed the 

past trend sinc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 Party took power. 

Nevertheless,“the expansion of 車。vernment expenditures, negative 

growth of t侃， increasing budget deficit and rapid accumulation of 

govemment debts" have become more serious. 70% of 

government's annual expenditures are of compulsory or obli伊tory

nature, which seriously stagnate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structure. This demonstr制的 that the acceleration of finar糾紛i

refo口n， the overhaul and review of the tax system, the increase of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property utilization, the active promotion of 

government restructurín皂 and the achievement of budget balan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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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arest future have become meanin巷less slogans. Nor do we see 
any concrete measure employed b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 Party 

that ìs inte關ed to balance the budget. 

The objective of thì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at legìslators, when 

dealing with the general budget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should 

put aside their own party interest and, instead, adopt a fair, objective 

and professional approach so as to c10sely check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for people, fully implement budget review and 

functÍon properly as a monitorin惡 force. They should thoroughly 

look into: whether revenues generated f扣除 the sale of state 

enterprise 油ares are corrected stated; whether the current account is 

balanced; how much is the hidden debts? They should delete ìtems 

that represent improper or inflat叫 revenues. 在le legislators should 

uphold the “zero-base" budget principle to delete items of 

expenditure whìch are not efficient ìn order to reduce the 

government's scale of expenditure as well as budget deficit and 

assist the executive branch to achieve balanced budget. At the same 

time, certain public construction projects on continuous basi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general budget for the purpose of 

mal諧的ning the bu是get integrity. In the event that disagreement over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general budget arises between the 

Legislative Yuan an是 the Executive Yua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就ion or statute amendment is necessary to resolve 吐isputes

in view of establishing a sound budget allocation and review 

system. 

Ke)明'ord: General Budget; Special Budget; Additional Budget; 

Police Guideline; Policy Pro惡ram; Operation Fund; Non-profit 

Fund; Balance of Debts; Annu前 Revenue;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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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宣
政府預算是，闢在一定期問內，為達成其政治、經濟和社會目的，

根據盟家攝政方針，以擴家聲體資源與國民負擔能力為估計華礎，所預

定的財政收支訐靶，亦即經由政協程序，所為之國家資源的分配(黃詮

籬， 1990) ;也就是說頭算為綜合政府擁政計聾的異體數據表現一政府無

論從事建設，或對人民提供服諧，均須事先擬訂計畫，並妥善籌措財

源，以期Jr真利推展，將臨家整體資源作最世;第用(顏文貞， 2003) 。

之，頭轉決定了誰獲得多少政府資源，預算決策影響到公共部門(澳用圈

家資源的比餌，不間社會矗體動用公共資金的權力分配、政府公共服務

的嘴先額序、以及是多工作計觀之進行。酒常我們脅到政時公箭的法定

預算，不過是一個決策結果，更重要的是預算決策過程的觀察 o 在政府

預算審議插手里中，本權是行政、立法機關資源配置的角力，更是社會上

各股利益闡體、政治勢力競造資源的場域(蘇彩足· 199己)。由此可知政

府預算決策過程不僅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資源爾巴置，問時也決定了繁體施

政訐劃的價先JI質序，所以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審議通常對政府施政具有海

主義的影響。

按頭算法第三十條規定行政院應於年度揮主台九個丹前(即每年三

月) ，訂定下年度之施政芳針;第三十一條崩定中央主針機關(即行政

院主三十處)應遵照攝政方針，擬訂下年服預算編輯辦法，里報?于政院核

定，分行各機關依照辦理;第三十一鋒第一頃更規定各主管機關應邊無

施政方計，並依照行政院核定之預算轉編原則及頭算編製辦法，擬定其

斯主管範闢!有之施政計畫及事欒計畫與歲入、歲出概算，還行政院。

預算政治學者 lrene S. 衷的in (997) 認為公共頭算不全是技術性的，它在

本質上覺政治性的。也因為公共預算具有政治，性，關鏈性的政治決定頭

算資源的合配。因此，在民主代議政體下，總預算的審議，實際土日非

單純的立法與行政之間的互動聽係;而可說是各個政黨派系、各股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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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的角力過程和利雄關體彼此競逐有限資源的場所， .út~月經常出現公

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 所輯之「兢租 J (I至ent-seeking)

(顏文員， 2003) 0 民意代表在閣會服堂參與審議主要算，雖然是罵人民君

緊頭算荷包為其職冀，但也有可能是為其所代表的「民黨或許j雄關體」

讓求福利。本研究以我國中典政府總預算審議溫程為研究童心;就政黨

輪替後有關輯丹政治生態演變、韻算制度修正調遍，以及財政收支鎧缺

惡化等三瓊緝構性即素，揉討總預算審議攝程中，行政與立法互動之關

係(黨政協調與政黨黨關協晴之過程) ，其研究槳構如圖- 0 

國會投治生態

護發

預算制度修

諷臨

F 鱗聽蹲審議掛呈

i 的叩門一→ i糟髒輯:棋
、 I (黨馳 2 

攔甜頭哥)

A .. 
i "“偏心個輪伽倫w …---------...._---咖你j…艙綸疇---------扭扭你珊珊珊呦伯也自喲!

輯一研究架構關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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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依立法院報槽行使法第十六練第…只要第…(一款規定，行政院應於每

年二月一日以前，將該年度施政方針，串行政院長提出，向立法院報

O 以上規定，可長百施政方針除作惡行政院年度麓政之藍聞外，更是下

年度頭算案之指導原則，有握政方針之後，才有預算審編原則、損算緝

製辦法及各主管機關之路政訐畫與指算;高且行政院冉立法院報告年度

施政方針並接受立法委員贊詢之後，該施政方針等於是行政院向代表人

民之立法院承諾，行政院有責任履行施政方針之目標，並確實執行。因

此還油預算法之規範，下年度預算案即史最表現行政院驛行其政治承諾之

誠意，立法院也可以藉輝、頭算案及決算之審議，重新檢視行政院是否有

研賢達成施政方針之具體行動。

既然預算算，R嘻聖

其體f化ι ，從預算應可清楚釀出整體施政的重點、方向以及落實方法並可

是現執政黨施政目標。誠如 Rubin ( 1妙7) 所諱，公共預算必然是政治

性的，它涉及許多佇動者的一系何行動，它通於用定性方法進行研究 o

因此，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深度訪談與倡案研究等多元方法併用的連

嘿，來檢視政黨輪替後，九十一年至九十三年預算編列及預算審查的運

作情形，探究民進黨韻致之施政品標，並期望能夠有效掌握影響預算審

議插手里的多元政浩茁向與觀察屬;有相關預算所衍生的爭搶陸議題。

、各年度施政方針比較

民進黨執政後行政院九十一年度其路政方針，有五大施政重點:

一、誰讓關家安全，穩定關岸關係，擴展外交活動空間。

、肆應全球輯濟體系轉型，擴大合共投資，石在保盟家經濟持續發展。

三、促進政治清廉，穩囂社會安全網，追求永續發展新生活。

I f于政曉九十一年頭攝政方針， 2001 年 3 月行政院囑，首 2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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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實教育改革，帶讓文化是興，保障弱勢族訴權益與搞社11: 0 

、提高行政效率，建立服務導冉的政府那態，體觀世紀新顛景。

九十二年度施政方針，自有五大施政豔點

一、推動顯岸關係正常化，發展民主、民閥、民意原則的全民外交。

、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加躍推動公共建設 't1牽{呆輸家經濟種完成長 o

三、強化社會安全網，提升全喪生活品質。

四、推動具國際競爭力的教育體制，營造多咒文化環境，加強弱勢族群

接務 o

、推動政府改造，建立釀能、具全球競爭力的活力政府。

九十三年度鵬政方計，則增為六大施政盤點

、推動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發展實質外交，謀障關家和平安全。

、塑造台灣研經濟文明，揖升創新投蓋達能壘，摩柚經濟成長潛能 G

三、平衡政府財政收支，加強關家資產運用，健全金融體系 o

四、聖盟將身學習教育報境，促進文化創意革薪，建構運動休閑文化。

、積極推動政府改造，落實中央權力下放，營造陽光政治環境。

六、管這永續發膜環境，追求公平正義社會，穩盟社會安全網絡。

而盟民黨執政之八十八年度甜我期許為開啟國家新昂的囑鍵年，

出「行動內閣 j 、「責任內臨 J 理念，以茄醬、法觀的施政因應時世紀的

挑戰，其施政方針擬定六大勵政目標

一、強化關防力量，鞏固國家安全，繼續推動務實外交，維護中華民餾

繼續生存與發展壯大 Q

一、改善社會治安，若效打擊犯罪，建立社會安全防諜系統，並攪高生

2 行政院九十二年度施政芳齡 .2002 年 3 月行政院編，買 2峙。
3 行政院九十三年腰施政方針 .2003 年 3 月行政院編，頁 3~義。
4 行政院八十八年度施政方針 (1998 年 7 月至 1999 年 6 月)， 1997 年 10 月行政院
蝠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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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品質，增進社會福利，使國人在安全、整齊、乾淨、美麗的家園

安居樂業。

三、推動實施政府改造，調整省府組織及簡化四級政府工作，改造中央

政府組織功能，建立電子化政府，提升行政效率與國家競爭力，加

強為民服務。

四、推動經濟的自由化及國際化，貫徹執行跨世紀國家建設計畫，充分

發揮我國人才、制度及地理位置的優勢，使台灣成為適於投資和發

展的地區，厚實國家經濟力量，持續國家經濟發展。

五、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教育品質，建立終身學習制度;積極推動文化

建設，激發心靈改革，以強化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原動力。

六、務實推動兩岸經貿、文化、資訊等交流，促進兩岸雙方良性互動與

海基、海協兩會協商，維亞太地區的整體安定與和平。

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行政院施政方針則係以「民意至上，

行動第一」的施政理念全方位促進國家富強、政治民主與社會安全為施

政目標

一、確保國家生存發展，促進兩岸交流互動。

二、促進經濟穩定成長，維護國家永續發展。

三、全面維護社會安全，提升國人生活品質。

四、持續推動政府再造，提升為民服務績效。

五、推動全面教育改革，培育新生優質文化。

兩岸關係良性發展均為每年行政院施政目標，但從八十八年度務實

推動兩岸經質、文化、資訊等交流，促進兩岸雙方良性互動與海基、海

協兩會協商，到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確保國家生存發展，促進

兩岸交流互動、九十一年度維護國家安全，穩定兩岸關係'擴展外交活

5 行政院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施政方針， 1998 年 3 月行政院編，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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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空閩、九十二年度推動兩岸體係正常化，發展民主、民筒、民意竄則

的全民外交、九十三年度推動聽岸關係良性發展，發畏實質外交，探梅

閹家和平安全可以看出，隔岸關係發展重心有，閑不間!

民進黨執政三年，除履行陳水扁競選總統發放敬老津貼政見外，

出許多政策，但括臉色矽島、全球連籌中心、 8100 台灣啟動， Taiwan 

Double 、六年間發計割及撓戰 2008 等重大經建計割，並於今年十月提出

5 年 5，000 {:意經體三十割，其中最偕得盤棋的是撓戰 2008 圓家發艘軍點計

畫(九十一年至九十三年均已編有預算)。

「闢家發展重點計畫」以六年為期，期閑自九十…至九十六年，投

資金額高建二兆六、五四四億元岳，除考量擁政的連貫性與一致性，希望

在二 00 八年北京舉辦奧運同時台灣也可展現全新瓶貌，並提出十大重

點投資計畫，分別是 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鑫、闢

際創新研發墓地計車、產業高傲化計叢、觀光客倍增計畫、數位台灣計

、營譯總部計畫、全島運輸骨幹繫建計畫、水與綠建設計盞，以及新

故鄉社區管這計藍等，每項計畫頃下阿包岔子訐蠹及緝部計薰等，是民

進黨執政最高目標。該一聽點設十畫除民間投資九、之二一噫元外，其餘

均由政府部門負譜，包括中央政府公務預算支應…兆二、七五四懿元，

特種基金支應三、四二居億元，增方政府支出一、一六四億元。(體二)

盟家發展最點計責其實係廷續「新世紀國建設計畫 J 並從中抽出重

點訂走出來，其訐懿挑戰目標世界第一產品或技衛去少十五項、來台

旅客進到目前二倍以上、;三 &0達到 GOP三雋、失業率降封閉%、經

濟成長率超油五%、寬頗普及超過六百萬戶、創造七十揖個工作機會。

惡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員關 91 年至 97 年國數發展鐘點計翻，佇敘說經濟建設發員

會 2002 年 5 月 8 巴緝，真衍。
7 依據行鼓脫經濟難設委與會民攝 91 年至 97 年盟家發展主義點計觀，行政院經濟建設
發員會 2002 年 5 月 8 日攏，頁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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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億元

!生年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合計

來
源

別

中喪 1,259.28 2,146.58 2， 3那.08 2,435.45 2,355 .37 2,148.89 
12,734.65 

(47.97% ) 

指方 122.48 183.61 24 1.1 2 230.21 213.66 172.93 
1,164.01 

( 4.399志)

基金 535 .56 406.∞ 1,028.66 478.77 587.81 388.06 
3,424.86 

( 12.90呢)

民間投資 2,406.06 2,009.72 1,679.20 1,401.78 1,019 .32 705.24 
9,22 1.32 
(34.74% ) 

合計 4,323. 38 4,745.91 5 ，33忌。6 4,546.21 4,176.16 3,4 15.12 
26,544.84 

(100% ) 

屆二:撓戰 2008 國家發展計畫政鹿部門分年經費需求表

輯表來游:挑戰 2∞8 闢家聽聽重點計畫資料來游:行政院經聽會

會、各年度預算攝凋情形

九十一年震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蝙列攝出 i 兆 5，993 億元(較九十

年度滅少 378 當元，年增率教 2.3%) ;歲出歲入差短 2，586 億元(較九

十年鹿增加 161 噫元，年增率 6.6%) ;連問債都譯本 2，5日億元(較九

十年度增加 956 種元，年增車 61.4% ) ，共需融資調度金額為 5，099 億元

(較九十年度增加 1 ，1 17 龍元，年增率 28%) ，無積債務餘額將達 2 兆

9，3361實元，占 GNP 的 28.2% 。立在接發行合價 2，550 偕元(九十年度發行

書中毒害民國九十一年度中央政府總頭算棠， 2001 年 8 月 20 日行政院蝠，頁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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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0 億元)、移用以前年度歲言i-H貧餘 1 ，026 億元(九十年度移用 i立12

)及費務蓋金謂度還本 1 ，523 億元。其中公積占預算輯、額 i的先(

九十年度租用)。

九十二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緝列乎，歲出p禪額鑄 i 先 5，724

(不合噴發還本) ，較上年度法定預算數 i 兆 5，兒? '增加 537

咒，約增3.5% '連同九十一年，度追加(減)

億元{f括十比較，則歲出總額較上年度減少 184 '約j戚1.2兒。

出差姐 2，381 龍元，連同依公共債務法必須攝列之選本數 465

需籌措融資財源 2，846 億元，移用以前年度謊言十艘餘 496

價 2，350 億咒。

九十三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列l日，版出總額為 l 兆 6， 113

(不會債務還本) ，較上年度預算數 l 兆 5 ，503 億咒，增加 610

增 3.9% '歲入計列 l 兆 3，539 億元(不合融資財源) , 

721 

'約

兆 3，225 億元，增加 314 億元，約增 2.4%。

兀，連問債務還本數 561 龍元，共需審措融資財源 3， 135

龍年度接計蹟餘 485 t意元及發行，公債 2，6501盟寸r 0 

2，574 億

，移用以

觀察總預算(累攝夠數，未含追加部分)

至九十三年教育科學文化f占總頭算數均位賠第一，

(占 17.4今已)、 2984 龍元以(占 19.0亮)、到99 龍元(占 19.2亮) I!顯

示民進黨執政賴當重罷教育科學文化工作，

權利印象有用差距。若再緝分教育器及照鸝三年預算分別寫 140 1.7 當

9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詣。2 年 8 月佇故院騙，真鈞。
1。中華民盟丸十三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2003 年§丹行政幌蟬，真訕。

11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度中央政府總盟黨攏， 2001 年 8 月行政院瓣，其 28 ;中華民盟九
十二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2002 年 8 月行政院編，真 21 ;中講民國九十五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 2003 年 8 月行政院編，質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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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 龍元、 1272.8 f意元，逐年下棒，顯示教育都較不受重視。但對

地方政府教育經費補助三年預算分別為 434.忌器元、 524.4 í意元、 582.1 聽

，連年增加顯示畏進黨政策採瑕直撥地方做法!

濟發展支出九十一年至九十三年分別支出 2703 億元(在

16.9% )、 2283 億元以(古 14.將)、 2479 傲兀(占 15.4% ) 12 

(2807 億元)減少 104 億元，其中九十一年彌補國家金融安

416.6 億元及曙補台灣汽車客還股份有限公司民營化前虧損 30

'九十二年囑補中輿紙業、台機公向民營往前虧損 3 億元，

彈補中興紙業、台機公司民營先前虧損 24.8 億元、台灣汽車客還投份有

限公再提營先前虧損 35 龍元，若經扣除經濟發展更毯，顯示行政院提

經濟發展立豈不重視，預算支出大幅下降，與行政院「努力拼經濟J 的說

法明顯不悶。但有另一種說法即是由於預算編列彈性不足，民進黨刻盤

中減編經濟發展支出經費，另外提出特別預算，九十五年度交

通部刻意采編包括高鐵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謹 1 1. 5 億元、台

市監鐵路地下化工程計畫。2 億元、關道主號南投支線建設計畫 9.5

、聽道東部公路蘇澳花草段建設訐豔頭算1.8 í意元、台北都會甚大眾

提讓系說後續續軒在蘆若是F線頭算 50 t意元、高雄都會重大眾捷連系親紅

橘線路網建設計畫預算 81 龍元等合共擺設籬，續經費，籍、言十萬還 236

;卻於五年五千億擴大公共建設投資僚倒特別預算中篇列，

。

社會補利支出九十…4年至九十三三年分別支出 2670 億元(占 16.7% )、

2876 億元以(占 14.5% )、 2856 億元(占 17.7% ) 13 ，九十一年文較九十

泊中華踐屬九十一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策 .2001 年 s 月行政院蝠，頁 28 ; 
十二年度中央政蔚聽黨算票 .2002 年學丹行政院籬，買 21 ;中華長國九十三三年度

中央政持續預算案. 2003 年§丹敢說籬，真 23 。
13 中華聽聽九十一年度中央政跨輯、頭算瘓，詣的年§月行政說籬，頁詩;

十二年度中安政持續預算案 .2002 年學月行政院籬，真 21 ;中華民聽九十五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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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003 億元)減少 333 億元，其中九十一年增加老人福利津貼業務經

賽 1的龍元 ， i威列補助農民體康保險虧損 51 億元、公教f呆撥撥老給付補

助 149 龍元、補助各類人提參茄全民蠶聽課鐘韓保費及業務費 62.5龍

元，九十二年增加公教保隙醬老給付補助 180 t意元、增加老人梅利津貼

業務總體 29.5 億元、補助各類人員獲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儸保費及業務費

68.9 1單元， {，或列補助農民健康保險虧損 70.6 借元，九十五年增加老人福

利津貼業發經費 56 1單元、講訪各類人獎學加全民健康保酸韓保費及業

務費 49.1億元，老年聽民福利津貼 89 億克，減少企教保險餐者給付補

助 91 億元，老人福利津貼為民進黨之盤棋競選政策，行政院於九十一

年推動，老年農民於九十三年提高發放豈能頗為 4000 元。從這三年預算編

勢來義社會議和支出脊排擠作用，往往一增戒!

肆、預算蝙列是否符合擁政方針與計觀

中央政府總預算樂之轉編，依據預算法第三十條以下之規定，各主

管機關應依照施政方針、預算籌製原則與預算編審辦法等規定擬編年度

誰敢訐鑫與歲入、歲出纜算;佇政院依概算核定其裁出額度，進而擬籬

下年接預算案。復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算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行政院應於每年三月一日以前，將該年服施政方針，由行政院長提出，

向立法院報告。以上規定，可知施政方針除作為行政院年度施政之藍圖

外，更是下年度預算寞之指導累尉，有路政方針之後，才有預算籌編原

則、預算緝製辦法及各主管機關之施政訐鑫與預算;站立佇政院自立法

院報告年度施政方針投接受立法委員實詢之後，該路政方針等於是行政

院向代表人民之立法院承諾，行政院有實任履行施政方針之目標，並攏

。囡lt七透過頭算法之規範'下年廣預算案即是表現行政院履行其

政情承諾之誠意，立法院也可以藉總預算案及決算之審議，車薪檢說行

中央政府總預算單位， 2003 年 8 月行政院騙，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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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是否符確實達或施政方針之具體行動。

總預算案所表議聽中央各機關鑼鼓計畫與歲出、歲入預算，

計邊與預算，皆必須朝如何實現施政方針之內容而攝裂，且應有明確之

表達與關聯，故總預算案內各機關之預算說明，應列明施政方針、施設

計叢及預算數，以表聽中央各機關頭行行政院施政方針之程度。然從行

政院所攝之總預算讓及中央各機關之單位預算書中，雖然有攝兜各環施

政計畫與預算資料，但主項資料卻無法顯示與她政方針之關聊。復依據

預算法第四十八條及「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資程序」第工練，行政院長

要報告雄政計盞， t佳能行政院長所報告之施政計叢內容觀察，草原一大

冊，雖佳話雖政方針、施政剖，鑫績效衡量指標及各主管機瞬攝政計畫

等。

個其內容係分別說明，並未表明鵬政效益之可支援成度，內容過於繁

梭，與各機關單位預算內容多聽蠶蠱，且無連賀Jt笠，末以簡明具體數據

表達脂政方針之可達成度與所需預算數，立在依算法第四十五總第一項及

第一項「各主管機關應將其機關編列之歲串概算，排歹白發先!順序，公立

法院審議之參考 J 、「前項規定，於中央主計機關編列中央政府總預算

時，準用之 J 規定製或優先順序衰，使立法接員聽取行政院接之報告與

觀察其內容後，無法加以瞭解與評倌磁政方針與預算之關聯佳與可行

性、施政效益等，嘴成施政方針與爛、預算案各行其事。Jtt之所以麗金差

異現象，主聽服由是施政方針是自行政院研考會及各機關之研考單位負

責編輯，釋、預算案是自行政院主訐麗與各機關會計單位編製'幫個機關

或單位缺乏橫向聯驗，是未統合以簡明具體資料表瘤，在行政院加強行

政革斬、提昇行政效益之時，卻不能先就每年總預算案與現故方針之表

達加以有效改進，{JJ囡循體制，對於行政革新諾言，實層調興。

施政方針既是代農行政院施政叢輯，也是向立法院(代表人民)

'行政院黨該積極履行其鮑政資任，其展現其攝政責任之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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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落實於總預算之施政計重與預算，自此施政方對與施政計畫、預算

一者必績有所關聯並表達滯楚，以接受立法院之韓驗與監督，現行措施

仍有不及之處，有待改進。

臨家發展豔點計議挑戰目標14 世界第一產品或技術至少十五項、

來台旅客達對目前二倍以上、 R&D達到GDP 三%、失業率降對自

%、經濟成長率超過五%、寬頻普及紹過六\百萬戶、創這七十萬個工作

機會。但截至九十二年十月，我國經濟成長率命年頭倍權可達玉、 0六

%.明年則為三、八一%'失業率截至八月底仍高燒五、之一%.而失

業人數五十二萬九千人瑾較九十一年八月歷史最高輯五十三萬六千人，

減少七千人，二者均緝持在歷史高檔暉，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撓戰目標達

成率偏低!

社會福利是民進黨重要政策，係採即興式社會梅利政黨，似有未

妥，將產生繞過症。我盟社會保障體系，係以社會救助來濟助貧臨急難

之麗勢人口，以社會保險來分攤餾民之經濟昆驗，以福利報聲來落賢人

之福祉。並以概會保險為主、社會救助為基曉、普通津貼為輔(攝

三)。堆中與政府八十五年度關始發放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15 (九十三年

度編列王三0憶餘元)、九十一年度閱始發放之敬老議和生活津貼i岳(九

十三年度編列工扭五億元，較上年度增加五六億咒) ，以及各縣市政府

發放之敬老津貼(或三節慰問金)等擺利措瓣，似有受到選舉閣素之過

度影響，在政府預算內難免產生揖擠其他社撞支出之情形，未通盤考量

社會種利之優先順序及臨家長期之整體財政狀況，學者譏評為「有政策

的癌利，問無種利政叢 J '將會增加未來誰聽盟民年金保險制度之間

14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關 91 年至 97 年盟家發展重點計獸，行政院經濟建設發員

會 2002 年 5 月在叫蝠，買卜

的老年農民播和津貼暫行接餅. 1995 年 5 月抗日總統令制定社布。

16 敬老褔和生插津貼暫行課間及服住民敬老福利津貼暫行謀樹，均為 2002 年 5 丹 22
日總統令制建公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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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體於社會福利支出具有「易放難敢」之特質，原{堇施行於特定關體

之糧利措施，最後均自為討好選民及特殊利主主闢體之遊說，而被據守 i擴

大油用範闊(老農津貼於八十七年、老年福利津貼九十二年髒法刪除排

富條款，擴大發放對象) ，如未做頭盤審慎規觀，將導致社會補利支出

不驚奇大幅成長及不當之浪贊，尤其是在普及式津貼方甜，應考量輯家長

期之財政狀況，審，慎斟酌津貼發放艷象之財力情形，以符公平正義之原

則。囡鈍，社會福利政策之規鸝與推動，蟬、針對現況與社會需求情形安

為規艷，並盡量避免政治之過度平韻。

另外，現行企保、聽課及鍵保未能依精算脅率敢取保釋，亦未聽立

制度化之贊率靚整機制，且由於贊率真期偏低，收支失衡，影響各項保

險之財務結構，長期以來均仰賴政府編與預算撥補虧損，不符社會保險

財務獨立自主之原則 o 其中農保岳七十八年七月一日饗施以來，由於費

率僅為二.五五%遠低於平衡費單行，故自聞辦後財輯結構即不健全，

致控年來均混成巨額虧損，九十三年度內政部騙到撥棉農謀虧損經費由

五億咒，顯示虧損臼誰嚴囂。至於公保虧損及潛藏負債部分，近六年來

由財政部騙到「兮務人聽保險養老給付補助 J 預算一、三八一億餘元

(但括九十三年度三三 O 九億元) ，撥榜公保之虧損及潛藏負債。全民儸

保雖自九十一年九月一日提高費萃，唯其費事尚無法講足未來醫療支

出，更應建立省效預防臀療資源浪實及臨分負搶機制，以減少醫療浪費

並健全財務收支。

此外，政府在過去特殊背漿下，政策常以保障草公教人員生活安定

爵吏，權實施萃，令日本符社會正義原則，研如行政院還輪會對榮民之照

顧甚為優厚，包括就學、就樂、就馨、就賽等，其中榮民年溝六十一歲

17 九十五年度中央政府糖、預算案整體評f古報告， J:立法院預算中心 2003 年 9 丹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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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領一萬五、 -00元之就養金(九十二年度福列工 O 二:告餘元) , 

一般老人需年論六十五歲，呈{華領取三千元;文革設公教人員月退休金之

所得替代，率亦較勞工等措層高出甚多，另本年度中央編列照顧草公教人

員之退休撫恤支出高連一、之五八餘元，克分顯示榮民等職業類別斯分

配到之籠利資源較多。政府之福利政策，不可自黨職業、族群或居{土地

的不筒，即使寵利供給與保體有所控異。章對不合理之鞋褔資源分配方

式加以調整，使社補資源之分配除黨顯弱勢人口群之特殊福利誨求外，

更皇室使每位國民享有公司三一致的福利水準。

因此，中央社會保撿之各主管機聽禮遇盤檢討各項保險，虧頡之親閻

並攝謀改器，以符合社會保悔自助互助之精持及建立的給皇足之財務結

構，方能建立一個以社會保險制度惡主軸之健全社會禧利體系 c 問時確

實針對上述現行社會福利揹路之缺失部分，加以檢討改進。

叉由於我國社會褔和政策係以維持個人戚家庭所得水準'作為社會

安全制度之中心，研如社會救助法規定，低收入戶係指家控總收入平均

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標單以下者多得申請生活扶助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暫行條儕稅第三條亦規定， ~ì滿六十五揖國民，

經稅捐璿擻機關核定最近一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合訐低於新華幣五十

萬元者、個人所有之土地房屋價值合計低於五百萬元，得請領老人福利

生活津貼，均屬維持值人或家庭所得水準之社褔措藉。然隨著社會變躍

愈鱷快速，社會聶華IJ之需求更加多元視雜情形下，個人或家庭雖有了所

得，亦未&，、能確保獲得生活照顧需求之滿足。

自此，政府規棄自社會梅利政裝設由「以用得維持為中心 J 這步轉化

為「以照顧報發為中心f 經由政府攪觀各種生活照顧相關服務措施，

透遴獎勵與協助f足進民問參與社會照顧服務體系之建立及相關產業之發

135-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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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目前由家庭負擔之照顧工作，轉化為由政府或民間有酬勞之照顧

服務，不但可增加就業機會及創造國民所得，且可減少女性之家庭照顧

負擔，增進女性之社會參與。叉因個人與家庭生活照顧需求獲得滿足，

降低其對政府發給年金或津貼等現金所得之依賴程度。

單位:新台幣億元

政 社會保 社會救 福利服 國民就 醫療保
自計事

險支出 助支出 協支出 業支出 陸支出
53rr 

年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陸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度 % % % % % % 

88 年 778 49.4 100 6.3 630 40.0 18 1. 1 50 3.2 1,576 100 

89 年 1,290 47 .1 457 16.7 845 30.8 16 0.6 132 4.8 2,740 100 

90 年 1,945 66.3 64 2.2 768 26.2 21 0.7 135 4.6 2,933 100 

91 年 1,476 56.3 65 2.5 921 35 .1 20 0.8 140 5.3 2,622 100 

92 年 1,545 56.3 72 2.6 969 35.3 20 0.7 141 5.1 2,747 100 

93 年 1,505 52.7 75 2.6 1, 121 39.3 21 0.7 134 4.7 2,856 100 

圖三:社會福利支出結構比較表

圖表來源:作者整理資料來源: 88 至 9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政事別預算表(行政

院主計處)

伍、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與審議之問題

一、應依法償還而未償還之債務，其利息支出，可否編列預算

按中央政府債務基金九十年度法定預算編列由普通基金撥入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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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本一、五五七億一、九八二萬四千元，惟實際執行數僅一、二二二億

三、六九三萬元，即債務還本支出較法定預算數計減少三三四億八、二

九0萬三千元悶，主要係因展延償還省債借款所致。經查依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解釋釋字第三三四號解釋略以「按政府在預算收支上發生入不敷

出，不能平衡時，基於財政上之需要，並於承諾定期還本付息之條件

下，向個人、商業團體、金融機構、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借款，均屬廣

義之公債。......除借與發行公債均屬政府之公共債務，其為政府財政之

工具實質上並無差異。 J '換言之，政府承諾定期還本付息條件下之借

款，應與公債之承諾定期還本付息一樣，同列為政府預算支出之一部

分，若因故無法按原定之承諾條件履行，而須展延償還借款時，自仍應

與公債或一般借款一樣列入中央政府總預算之內，否則即應依法定預算

執行債務之還本，方符「公共債務法」之立法精神，以維護國家財政之

健全。復依大法官釋憲會議釋字第 520 號解釋: r預算案經立法院通過及

公布手續為法定預算，其形式上與法律相當，因其內容、規範對象及審

議方式與一般法律案不同，本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曾引學術名詞稱之

為措施性法律。......因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變更涉及法定預算之停止執

行時，則應本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憲法意旨暨尊重立法院對國家重要

事項之參與決策權，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

七條規定，由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適時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並備質

詢19 0 J 

復依「國庫券及短期借款條例」第十二條規定「為調節國庫收支而

發行之國庫券及洽借之短期借款，其應付之利息連同各項必需費用，應

18 九十二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整體評估報告，立法院預算中心 2002 年 9 月編，頁

278 。

19 2000 年 4 月 25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憲法增修條文全文 11 條，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1999 年 1 月 25 日總統令制定公布全文 77 條。



政治學學報第四期 2005 年 2 月 1 日 277

列入中央政持總預算 J .艾「預算法」第十五僥規定「政府歲入與歲

出、積務之舉偕與以萬年度歲計轎餘之移用及債務之償還，均應編入其

J '同法第二十七條復規定?政府非依法律，不得於其預算外增

茄債務;其閻謂節短期國j暉，教支而發行體雖勢時， 1衣盤，嘩法規定辦理

20 
。 J 

經另查立法院於審議九十年度中與政府總預算集體附囑單位預算及

綜訐表(非倩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曾作成主要法議(窮十八點) : I 各

機聽未按照法定預算、主決議執行，機聽當品及相關主管人員輝、予議

。 J (第卡九點) : I 經立法院三讀完成立法程序之法定預算(但括總

預算、單位預算，單位韻辭之分預算、附囑單位頭算及附購單位預算之

分預算) ，除依照憲法及增修鱉文移請立法院聽講外，各機關及機瞬單

位均應切實執行，拉由中央主計機關將重要事項執行考核報告按拳法立

法院備壺，不得任意停止法定預算之執行。預算之執行，獨有韋要事噴

發生，餘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行政院應向立法院提出報告外，並應補

辦頭算提出立法院審議。 J

綜上所述，由於國雕實際撥入款減夕，致債務基金九十年度決賽去

依法定預算執佇債務之選本數計為三三四嘴八、三九0萬三千元，再逕

為展廷償還省價借款，究其目的無非係在規避修正前「公共債務法J

觀舉噴頭度之規定，顯然其作為業己連皮上闊「預算法 J ' I 盟庫券及驢

車借款條fJtl J 暨立法院於審議九十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聲附購單位預

算及綜計表(非營業單分)案審支援總報告主要清識之規定、及大法實會

議解體釋字第三三四號解釋，政府未能按照先諂承諾定期還本，無與政

厝價倍受咧嘴疑。

一、依法應緝持合共建設的繼續經費之預算，如不編見有無違法

20 1998 年 10 月 29 臼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 100 條課文， 2000 年 12 丹 6 日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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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的權接經膏，是~.、須嚴優先編列的。行政

院要求交聽器將九十三年預算大輻幫減公共聽籬纜經費，故列在 5 年

5，000 偕特別預算中，包括高鐵聯外道路系統改釋封黨 1 1.5 龍元、台中

嘉義台階市臨鐵路地下化工程計畫 0.2 億元、閥混三號商投支線建設計

9.5億咒、關道東部公路蘇澳花連段雄投計鑫預算1.8 億元、台北都會

臨大眾捷躍系統後續網新莊蘆洲線預算 50 億元、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過

系說紅梅線路網建設計畫預算 81 憶元等，經贊高達 236 億元訕。

按預算法第三十九祿規定: f繼續經贊禎算之緝製'應到明全部計

之內容、經費總額、執行其在聞及各年度之分配額，依各年度之分配

額，騙到各按年度頭算。 J 行政院有法定義務將重大廷棲霞計畫經費按

年編在年服總預算案內，不得智編，否期即鸝連法，亦與預算法第一條

第三;現規定不合，即 :f預算以提供政府於一定期間完成作業所需紹譯

為凹的 o J 

另依行政程序法第一條立法意旨，付政行為應依法行政，故同法第

四蜈: f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服點之拘束。 J 既便預算案提案

權係憲法無規定為行政院專屬禮， ê豆漿依當時法律規定騙到預算案以快

，不得以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鐘之 f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

條例草案J 作為依法行政之依據，否則頭算法對於一定條件得辦理站站

預算成特別預算之機制，形同虛設。公共憩設頭算，改列於五年五千儷

特別預算，若j遭到立法院杯葛，台北捷;還新莊到j蘆洲線、高雄捷連等推

動中的工程將面臨停擺，甚至包商求{麓的重大衛擊，進而促成立法院不

得本如期過溫該筆特別預算， f最此種做法，除明顯違法外，更將導致關

路可能的選大賠償責任，令人選棒!

令酵工E合布黨 41 蝶、第 5411瑾{薩文。

21 九十五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整體軒的報告，立法院預算中心 2003 年 9 丹籬，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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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來依組織法令設立之機闕，可否繼列預算

依據預算法第 92 饒的規定， r未依組織法令設立之機闕，不得蝙

列主要算 J' 且第 5 蜂第 2 項規定「法炫耀費之設定、變更或廢止，以

法律為之 J '中央法規標潛法第五線第一項第三款明定「關家各機關之

組織應以法律定之 J' 第六樣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頃，不得以命令

定之 J 0 )鑽去國民黨執政時期，聽讓民進黨批判，但民進黨執政後 90 年

至 93 年度中央做府總預算棠，未經法制化的機關預算到處可見，應有

建預算法及中央法規標單法之規定 O 例如行政院主管的蠶豆家資產經營管

理委員會、經建會主管的財經法制協調服務中心、教育部主管的品等教

育審議委員會等，雖均扮演重要的功能，迄今仍未能法制化22 無說法

律鏡定與立法院決議，顯有不當。然間此次引起爭議的司法院組織法，

仍未經立法院修正通蟬，行政院文依新法編列預算， E亨、鸝違法。

四、老年農畏褔幸rj津貼暫行條例尚未修法通過就連行增編預算，有無違

法治國家嚴重要之精神便是依法行政。車要給付行政依法理體撮用

法律保留原尉，即際先制定或修定法律後，始得依法織到相關計露與預

算予以戰行，行政院在法律米修訂前即以每人每月發放四千元路標準，

擺于增攝預算的償元23 顯有抵觸頭算法第五條第二環規定 :γ法定經贊

之設定、嘴更或廢止，以法律態之。」及中央法規標單法第五條規定:

「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應以法律定之。 j

另外，按司法院釋字第四八五號解釋理由督: r憲法係以促進畏

擋車上為一現鑫本京則，此觀憲法前苦、第一棒、基本國第單及憲法增穆

條文第十接之規定臨明。本此服則盟家民黨提供各種，給呵，以保障人民得

22 九十三年度中9è政持總預算算整體詩話報告，立法院預算中心 2003 年 9 丹騙，

28 。

23 中運會民關丸十三年般中與政詩轉預算棠， 2∞3 年 8 月行政院鑼，買 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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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合乎人性轉嚴之基本生活需求，扶助並照顧經濟上弱勢之人民，推

行社會安全等民生福利措施。前項措施既涉及國家資源之分配，立法機

關就各種社會給付之優先順序、現範目的、受益人範圈、給佇立于式及額

度等頂之有關規定，日享看充分之形成皂白，斟酌對人民保讓照顧之需

求及國家財政持社會政策考麓，輯定法律，將福利資源為限定性之分

配。 J '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丈. r ......聽於給付行政措攏，其受法律規

範之瘖度，自較限制人民權論寬鬆'倘涉及公共利誼之東大事項者; ，患

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會為依據之&;、贅，乃鵬當然。 j

近年之行政法理論，認寫給付行政如涉及諜則性問題，困而屬於盤

要性事項者，應有法律依據，因為在法治關家，膠、防止行政機聽之措施

出於恣意.......對特定人之給付就該人間言自囑授益，實際上對其他人盾

，則係負擔，間經濟補助措施往往有多數之競爭者，行政機輔之決定

與機會均等之原則息息相嚼，凡此皆構成張給付行政亦應有法律保留

原則i鑫用之理由2九行政行為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線、第四棒規定態依法

行政，預算自應依當時法律編列，否知預算法伺需設立過加預算機制，

以配合法定之需求。為過守法律，行政院先予減列本年度謂升之增撮

數八九億元，俟相關法案經立法院充分討論通過後，再行依預算法第七

十九條規定以浩如預算方式辦理為宜，以往行政院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每年度預算數額高達二三0儘餘元)係依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

wu辦總即為明顯事例。

本(九十丘)年蹺，行政院在本院尚未插過修走前述老年農民福利

津貼暫行使WU情形下，進行決定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詩人每月領取數由

現佇立千元鵑高為的千元，教使本年度相關預算數較以位年度大帕增加

八九偉餘元，擴增騙到第三二0億餘元，立由於本項支出係廳經常，性支

24 , 1996 年 6 月， (行政法之理論與賽車) ，自印，真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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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觀後將年年編列該項數額，在現行國家對政緊純、經常性歲入不是

下形成當上加輔之情形;且該項支出未經立法連連，即未經立法機關詳

予考蠶是否為扶助弱勢之最樓先支出順序，依據行政法學理，對其他需

項經濟補助措施之競爭者，艦生機會不均等之不公平情形，與前述法理

顯喜不合又老農津貼鸝預算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之法定經膏，

行政既已違反問條第二項規定，法定經脅之變吏，以法律為之 o 恐重考

蠶先予減歹守本年度調升之增續數八九億元，使相關法案經本院充分討論

通過後，再行依頭算法第七十九謀規定追加預算方式辦理為宜，否則思

有違法之嫌訟。

、立法說要求行政院將延續工程納入總預算，再擾預算案修正策是否

根據行政院主計其劉三錯指出，無論憲法、頭算法或立法院職槽行

便法，都沒智規定所謂總預算案修正棄的程序，也沒有相關慣餌，競憲

政體輯布詣，立法院要求行政院提預算案修正黨並不安當。副主計長許

璋瑤東指出，依照憲法與預算法的規定，立法院沒有退回興修正預算的

處理權力，只能對預算黨內容議行審議 G

依憲法第 70 11條規定?立法院對於行政脫所提預算案，不得躊增加

支出之攪議 J 0 然措此傑立法目的，在於防止民意代表難保弓之為其潛艇

利幸在ffõ競提支出預算，骰悅選民，進話浩成支出浮濫，增加全體納稅人

的負擔。然就整筆公共建設經龔眉苦，若不緝夜總預算說是編在特別或

其他預算，預算編在髒裡概是方式上是否合塘、完整的悶頭，實質上立在

未要求增加支出，應無違憲之虜，實不豆豆以憲法第 70 擴摺陷其於連憲

之深淵中。

大法官解釋來觸及立綠院對預算案可進符何種程度的形式審查，

25 九十三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整體斜的報告，立法院預算中心 2003 年 9 月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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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可以退回總預算案，卻不能要求行政院修正?宋志、符合譯輯。

說審查預算須受蔥法及大法官解釋的限制，行政院j編製預算較有彈，臣，

但由應符合預算法及相關法律的規定。限棋立法院不得增加預算支出，

卻不純同時館制行政院，堂令政府違法禱列頭算 'rm立法院在審議內容

峙，對於在認定上已屬j鑫法騙肉的預算，仍予審查，而無退自或要求修

正的機制，在制度設計上顯不適宜，旦政府財政紹律將蕩然無存。事窗

上，從第二屆全法院開始，頭算退由或提修正案已有成øu可宿。

司法院釋字第 463 號解釋指出 :γ預算總額f 並不包括追加預算及

特別預算;在內，業經本院釋字第七十七號及第二三一號解釋在栗。政府

就未來一年憫之計護照預期之收入及支出編列預算，以使闢家機關正常

惡作，並規範盟家之財政，聽則上應制定單一之預算。權為因應特蝶緊

急情況，有預算法第七十五條各款規定之情形峙，行政院得於年度總、預

算外另提詰特別預算，如多數立法委員審議特別預算持認有不符法定蝶

件者，自得洩議聽i餘，或要求佇政院提新緝製。顯示立法院要求行政院

將延續工程納入總預算，再提預算案鋒正案應無選憲 o 唯未來實至整體海

修訂頭算法等桓聽法規，以期建立周延的論裁機制 o

六、盤大公共雄設可否編列特別預算

對預算幫度規範之最主要目的在維持預算行政之尉鼓紀律，確保盟

家財政運作之合理性，穗傲慢及可預測性，從街杜絕預算攝列與執行發

生枉法浪費，請事。預算為政府施政訐靈之具體表連，須依嫌年度施政方

針，就下年度應興辦之主要事項，妥慎規畫目，訴定優先Jf廣序，擬定擁政

，復根據計議編製年鹿輝、預算案;鵲家如過緊急突發之重大事故，

且符合預算法所規定之法定要件，始得於年度總預算外另提出特別預

;依預算法第八十三線規定，有左列情事之一詩，行政院得於年度總

6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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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外，

(一)

(二) 。

(三)

(四)不定期或數年…次之重大故事。

，其它罷家並無成餌，而由於特別頭

算之彈性機制，自七十九年這兮，政持率藹藉「緊急 J ' r 重大 J 之名，

'輝、金額高達一兆七八一…拘留;三九九五萬自

;何酹行政院工倍于觀j於立法院第五，居第四會期提出五千種元擴大合

，另為購買厲措重要武器裝備，計懿於九十五年，

度提咐五二00億元特別預算案。

法院大法官解釋字第七十七號及二三一號解釋文指稱，

百六十間做所謂「預算總額 J '係指政府編製年度預算時所列之歲出總

，放不但括泊加預算及特別預算在內;另釋字第四六三號解釋明

: r 政府就未來一年憫之計董所預期之收入及支出編列預算，以使關

家機關正常謹，並規範國家之聲政，原則上應制定單一之頭算。惟為悶

態特殊緊急，情形，有預算法第七十五條(現行預算法第八十三條)

'行政說得於年度總預算外完提出特別預算j 權

預算法第八十五接相輯之緊急，請形話得麗與特豆豆預算之條件，

法並來規定思法律聽揮得以辦理「特點頭算f 額以特點接擠來規籠特

之編姆，於法無據;另預算法第十一條規定: r 

會計年疲辦理一次。 J 向法第三十九條規定: r磁續經贊預算之攝製，

應列明全部計鑫之內容、經費總額、執行期間及各年度之分配額，依各

年度之分配額，編列各該年度預算 J 0 依前揭條文立法意訝，政府攝政

26 1998 年 10 月 29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 100 條條文， 2000 年 12 月 6 日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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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幕之議封以每年辦理…次鑄原則， ，仍能按

年編列各該年度所需之經贅。權近幾年度除去鵲銀部分設覆蓋5分移轉告

有及九二…擺災災後重建福件特別預算案為單一年度外，其齡、十一案均

1=1中採購高佳能戰機及關單老輔香村改韓兩件特別預算

船艙九個年度，特別預算時敵多個年度，卻以一次審議方式作

紹，似有規躍民意機關按年度審議之嫌。顯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精神及

預算法相關規定，均支持預算之編列以每年辦理一次為原則27 。

男預算法第二十三臻規定，政持經當收支，摩、保持平衡，非囡預算

，資本收入、公續與聽f罷教入及以前年度歲訐轎餘本得

充經常支出之用。特別預算案如屬經常支出罵法，藉「重大 J 、 f 緊急 j

特殊狀況為曲，以資本收入、公續與除借收入及以前年度歲計髏餘充當

財源，日潑皮預算法對經常收支之限制。

油加預算緣於原有業務因重大事故蹲放紹脅超過原預算，或新增法

;特別預算則是為了戰爭，經濟變故或重大災蠻才能編

粥，觀者都不是當態，預算法第十一條規定 f政府預算，每一會計年度

辦理一次y 說是明證。

行政院指出過去台北捷連建設係編對特扭頭算，現在行政院將起讀

工程編封特別預算並無不當'事實上台北搶運建設推動初期(八十年度

以前)中央補助款係編列餘總預算中，八十…年度至八十六年度則配合

中央政府興建重大交通建設計劃，改列於特別預算，是以中央補助款編

製方式之變吏，依當時預算法第七十五條(現行條文第八十五條)

尚無不合，唯八十七年十月1修正預算法時，申柯建銘及林忠正委員分別

, 1其: r 為避免特別預算騙到之浮濫，破壞正常預算體制，

令{髒正公布第 41 蝶、第 54 蜂條文 a

27 九十三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聽聽評結報告，立法院預算中公 2003 年 9 丹鱗，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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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限制特別預算編列之條件...... J 、及「重大工程應制度化編列於年

度總預算中，而非臨時提出...... J 之理由，將「重大工程」得編列特別

預算之法源刪除，故預算法修正後，八十八年七月一日後即無編列特別

預算以支應重大工程之例，現自不得援例辦理;尤其，依行政法院 1959

年判字第 55 號判例: r行政先例，原為行政法法源之一，如非與當時有

效施行之成交法明文有這背，自得為行政措施之依據。」行政院之說辭

顯不足為憑。

依據預算法第 83 條的規定，基於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國家經濟

重大變故、重大災變，以及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才有編列特

別預算之條件。然而近年來非常態性的特別預算常態化，成為規避公共

債務法舉債上限、逃避預算法規範的工具，看不到歲出規模與結構的全

貌，已嚴重破壞預算制度。因此，引起爭議的延續性公共建設計畫經

費，理應在總預算中編列，僅透過五年 5，000 億元的特別預算來籌編，

有待商榷!

雖然在政府財政困難之際，某些經費納入特別預算編列有其不得己

的苦衷，谷p明顯規避預算法、公債法、財劃法的規範'違反預算編列原

則及財政紀律，立法院要求修正，納入總預算中編列，實屬合理。

陸、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與審議之爭議探討

政府財政困難之際，應加速推動財政改革，有效開源與節流，才是

負責任的態度，而不是政府帶頭投機取巧，將某些經費納入特別預算編

列，以規避預算法、公債法、財劃法的規範，更違反預算編列原則及財

政紀律。

近年來特別預算與追加預算仍頻，九十二年更有破天荒的第二次追

加預算，併同九十三年度總預算案送審，已使年度總預算案之編列之實

質意義，大有失真現象，既不能顯示政府正確預算規模，也不能反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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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脆政重點與方針 o 況;三特別預算都沒有財源，政府以特別法排除 γ公

共噴發法」、「預算法 J ' r 財政收支翻分法 J ' r 中央政府擺設公債及借款

條例 J 嚀法律之適用，所導致之財政紀律不影、財政惡化的後果，要全

民主事至是下一代子孫來承撞，表露目前政肩部興式、只)顧眼前不顧後栗

的施政態度，嚴重的破壞預算原理 c

另外，依法編列應執行的的預算，國攝庫實際撥入款減少，未依法

預算執行債務還本，運聽聽廷贊濯省贊借款，其作為還反「預算

法 J '惟立法院基於政治瑰寶考盤及選免國庫跳票，問意行政院之過加

預算，未來如有類似情形，驛站何解決;未法制化的機蹺，依據預算法

92 祿的規定， r末依組織法令設立之機闕，不得編列預算尸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五饒第一項第三款士說明定「聽家各機關之組織應以法律定

之 J '第六條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1頁，不得以命令定之 J 0 ~鑽去國民

黨執政時期，聽連民准黨說餌，但民進黨執政後 90 年至 93 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策，未經法制化的機聽預算到處可見，例如行政院主管的臨家

資摩經營管現委員會、經聽會主管的對經法制協鵲服務中心、教育部主

管的高等教宵審議委員會唔，雖均扮演重要的功能，這令仍未能法輯

化，無說法律規定與立法院決議，立法院應否依法退回該預算案，也值

得後繪加以探討。

放憲法第 70 謀繞定「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

支出之揖議 J 0 然就公吳建設經費需霞，若不編在總預算就是編在特別

或其他預算，預算編在哪裡輯是方式上是否合理、完整的問鶴，實質上

並未變求增加支出，是否有混憲之，嚷?立法院可以讓回總預算案，卻不

能要求行政院修正，去設否符合讓輯?駐外，此特別預算設計為我關照獨

有，其它翱家並無成棚，而由於特別預算之彈性機制，自七十九年海

今，政府主答辯藉「緊急 J ' r 重大 J 之名，密集提胎十三件特別預算案，

總金額高達一兆t八一一億五九九五萬四千元;特別預算跨越多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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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卻以一次審議方式作結，似有議司法院大法宮解釋精神及預算法以

每年緝列…次鹿原異口規定，罷?尋未來加以探討與研究，未來是否修法完

善法制，以期建立周延的補救機制值得觀切。

藥、諾諾

施政方針是代表行政院施政藍圖，啦是向立法院(代表人民)之承

，行政院應該積極寢行其施政責任，展現其施政黨任之具體行動，因

此路政方針與麓政計畫、預算三者必須有所體驗並明醋表達，以接受立

法院之檢驗與監督，民進黨執政後其施政方針與施政計畫、預算三者觀

聯表連的有不及之處，有待改進。

其次，依法應緝列之預算不予緝列或曰續與預算須價還之債務不予

執行及不符法定條件之特點預算是否違法，在民進黨教政後立法院審議

預算時贖次發生爭議，這成立法、行政悶院之衝突，未來應積梅尋求解

決之混並建立法寄自;而預算法、公共債務法現行條文，對違反該法規定

意作為而不作錢或不應作寫前作為之行政酋長、主訐主管及行政人真，

為建立財政紀律，似有必要在未來修法時研議依其違法情節輕重課以行

政或罰單責任。

此外，依據公共債務法第四條規定，年度增價額度不得超過各按政

府蟬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的 15% '其目的是寫錯免混成政府積務快

建、大量單棋，不利於經濟成殼。但在民護黨執政後，中央政府屢次以

特別法、特肥預算排除公共償務法、預算法等的灘舟，似乎已成慣例，

嚴單破壞政蔚的財務紀律與制度，其癥結在於政府對政出現結攤位問

題:政府支出占 GDP 的 24% '其中都有 70%鸝法律及義務佳支出，不但

呈現膨脹的越勢，且過成支出結構的價龍;詣構成政府收入最主要來麓

的稅收，卻僅占 GDP 的 129忌，已無能力支應經常性支臨之所需在財源

嚴重不足下，勢將大幅排擠公共雄設支出。政詩題加速推動財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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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全財政體質，否則政府財政惡化將拖累台灣經濟發展，其後果將令人

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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