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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Revenues Seasonal Index ARIMA 

摘要

(中) 

政府財政是經濟發展之基石，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為賦稅收入，如何審慎

估測稅收預算，在政府財政管理上，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本研究乃

藉由排除可能影響稅收之非經濟因素之變動，瞭解稅收實際內涵，並對

未來稅收狀況加以預測，以作為政府釐定財經政策及編製歲入預算之參

考。主要研究目的如下：一、編製各稅季節指數，探討稅收年度內季節



變化及淡、旺季分佈，以適時採行因應稽徵策略。二、依各稅歷史資料

月變化趨勢特性，建立單變量 ARIMA 時間數列模型，排除非經濟因素

(如時差、季節等)影響，對未來稅收作一預測，以供編製下年度歲入概算

參考。 本研究全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研究之動機、目

的及流程。第二章為文獻探討，簡述目前稅收結構、介紹常用預測理

論，並摘錄相關國內研究文獻。第三章為研究方法，闡述時間數列分析

之基本概念及模式建構程序，並列示季節指數編列方法。第四章為實證

分析結果，針對稅目特性作趨勢性及季節性分析，並分項說明 ARIMA 模

型之建立、診斷及預測結果。第五章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摘要

(英) 

The government finance is a foundation sto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ain 

income of the fiscal revenues is tax revenues. How to estimate and forecast the 

budget of the tax revenues, in government's fiscal administration, is a subject that i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This Research offers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ment’s 

enacting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as well as annual revenue budget by 

getting rid of the non-economic factor that may influence tax change, analysing the 

actual intension of tax, and predicting the tax in the future. The main purposes as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First, working out the tax seasonal index, and probing 

into the seasonal variation and light-busy situation, in order to adopt the best levy 

tactics at the right time. Second, setting up single variable ARIMA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monthly variation tendency characteristic of tax, 

excluding the influence by the non-economic factor (such as time difference, 

season ), doing a forcast on the tax revenue in the future, as references for 

budgeting the annual revenue next year. This research contains five chapters 

altogether. Chapter one is the introduction, stating the motives, purposes and 

procedures of this research. Chapter two is documentation discussions, sketching 

the tax structures at present, introducing the predict theories, and extracting the 

relevant domestic researches. Chapter three is research approach, exposing the basic 

conception and setting-up model procedures of time series analysis, and showing 

the seasonal index method. Chapter four is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real examples, 

doing the trend and seasonality analysis on the tax item characteristics, explaining 

the setting-up, and diagnosis ARIMA model, and predicting the results. The fifth 

chapter gives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m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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