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制對勞動供給之影響 

本附錄擬對制度下男性戶長的勞動供給進行估計。在男性勞動供給方

面，國內雖有不少關於男性勞動供給的文獻，可以提供關魚男性勞動供給

的所得彈性或是工資率對勞動供給影響的邊際係數等資料，但是由於年代

背景的不同與目標群體的差異（本文中，制度下的男性經濟戶長多屬低所

得族群，與其他男性勞動供給研究所以全體男性為對象，顯然有明顯的不

同）。基於這些理由，本文捨棄利用他人估計出來的男性勞動供給所得彈

性等資訊，而以制度下的男性經濟戶長為樣本，進行勞動供給的估計。 

本附錄將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份簡略說明估計勞動供給線所欲使用

的模型，第二部分是整理樣本資料，第三部分是勞動供給線估計的結果，

第四部分是估計各個階段勞動供給的變化，最後加以綜合說明並與美國的

薪資所得抵減的勞動供給相關研究進行比較。 

一、模型介紹 

本文估計薪資所得抵減對勞動供給的影響，擬延續梁正德（1985）、

張慶輝（1991）、許穎心（1999）等人估計國內男性勞動供給線的實證方

法，估計出符合研擬制度下的男性戶長之勞動供給線，接著藉其再估計在

制度不同階段（抵減遞增階段、抵減遞減階段）下，男性經濟戶長的勞動

供給將會有如何的變化。但，此法的缺點是僅估計「制度中『男性經濟戶

長』」的勞動變化，並無法觀察到那些原先沒有工作的低所得者，在此制

度的設計下投入勞動市場，所造成的勞動供給增加；與那些原本家庭所得

略高於制度設計中的兩平所得1者，有可能藉著減少勞動供給而進入適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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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薪資抵減遞減階段的所得級距中止金額，亦即孩童數 0名時為 229,230元；孩童數 1名時為
465,000元；孩童數 2名時為 620,000元。 



制度中。因此，本小節所估計的勞動供給變化僅是部分的，而非全面的2。 

傳統的勞動供給模式，乃假設個人為經濟決策的單位，個人在預算限

制範圍下，選擇消費、工作與休閒，以使得個人效用水準極大。假設個人

效用函數為 U（C, H-h），其中 C表示 Hicks型態的消費品組合，H為個人

可支配時間，h 為工作時數，且 U 為一準凸（quasi-concave）和連續可微

的效用函數，而且 UC>0、Uh<0。在完全競爭的假設下，若個人所得稅是

比例稅，則個人稅後預算限制是可寫成： 

I=（Wh+Y）（1-t）=wh+y                                （1） 

W是稅前工資，w是稅後工資，Y是稅前非勞動所得，y是稅後的非

勞動所得，I為總合消費支出。在（1）的預算限制下，求效用極大，由一

階條件可得： 

1I

R

U
U

= −
w

                                                

                                               （2） 

（2）式中 R=H-h即表示休閒的時間，也就是說在均衡時，消費與休

閒的邊際替代率等於工資率的倒數。解（1）、（2）聯立方程式，可得勞動

供給函數如下： 

h = h（w,y）                                              （3） 

（3）式表示個人的勞動供給量，決定於稅後工資與稅後非勞動所得。

而新古典的家庭勞動供給模型則認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單位應是家庭而非

個人。大致分為男性為主模型（male chauvinist model）與家庭效用－家庭

 
2 未來仍須估計擬議制度下，女性經濟戶長部分的勞動供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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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限制模式（family utility-family budget constraint model）。男性為主模

型是指妻子在做勞動供給決定時，視丈夫的薪資所得為財產所得的一種，

但丈夫的勞動供給只依據本身的薪資與家庭實際的財產所得決定，不受妻

子勞動供給決策的影響。而家庭效用-家庭預算限制模式乃假設家庭綜合其

每位成員的所得及消費支出，而在家庭的預算限制下，追求其家庭效用極

大。例如，假設家庭只有一夫一妻，其聯合效用函數可寫成 U（C, 

H-h1,H-h2），式中 C 為聯合消費量，h1、h2分別是丈夫與妻子的勞動供給

量。其預算限制式則為 C = w1h1 + w2h2 + M，w1、w2分別是丈夫與妻子的

稅後工資，M為兩人稅後財產所得的總合。在預算限制下，求取效用函數

極大，可得：hi =hi（w1，w2，M）， i=1,2。換言之，丈夫（妻子）的勞動

供給量，除決定於本身薪資外，尚受妻子（丈夫）薪資以及總財產所得的

影響。 

本文估計男性經濟戶長的勞動供給線，首先假設在家庭聯合效用模型

下，以經濟戶長為決策單位，則 U（h, x）是一個準凸性（quasi-convex）

和連續可微的家庭效用函數，h 是經濟戶長的工作時數，x 為家庭總和消

費的財貨組合（假設單位價格為 1），而且 Ux>0、Uh<0。在勞動供給實證

研究方面，有兩種方法，第一種事先假設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為已知，經由

一個設定的函數導出一個滿足個人全面效用極大的勞動供給函數；另一個

方法是先設定一個符合效用極大假設的勞動供給函數，再利用隱函數定理

及 Roy’s identity 導出對應的直接與間接效用函數3。由於採用聯合效用模

                                                 
3 第一種方法即是先設定一間接效用函數：V（w, y）=max（h, x）s.t. x-wh≦y 。在此，商品組
合的價格皆為 1，y為非勞動所得，w、h定義如上。再利用 Roy’s Identity： 

 h（w, y）=
( , ) ( , )/V w y V w y
w y

∂ ∂
∂ ∂

便可導出勞動供給函數。第二種方法是先設定一個勞動供給

函數：h = h（w, y）利用隱函數定理與 Roy’s Identity便可導出直接與間接效用函數。根據 Roy’s 

Identity：-
( , ) ( , )/V w y V w y
w y

∂ ∂
∂ ∂

= h*=αw + βy +γz ,解這一個偏微分方程可得到間接效用函

數。接著，利用對偶性可導出受限制之支出極小化的解，進而得到對應的直接效用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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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假設經濟戶長在家庭預算限制下，追求家庭效用極大，所以需要家庭

總所得的變數，而此變數在家庭收支調查中是包括了受雇薪資、產業主所

得、財產所得、自用住宅設算租金、經常移轉收入與其他等 6大類所得。 

在實際進行估計的計量模型方面，依 Hausman(1981)、梁正德（1985）、

張慶輝（1991）、許穎心（1999）等人的做法，先假設在既定預算限制下，

個人願意提供的工作時數是一線性函數： 

hi* = αWi + βyi +γZ                                  (4)  

式中 hi*是第 i個人想要的勞動供給水準，但實際觀察到的勞動供給水

準如下： 

hi = hi* + ηi                                           (5) 

式中 hi為事實觀察到的勞動供給量，Wi是第 i個人的稅後工資率，yi

是第 i個人所對應的虛擬所得（非勞動所得），Zi則是個人的社會特徵（如

教育程度、年齡等），另α代表個人稅後工資率變動一單位將會使個人願

意提供的工作時數變動單位數、β是個人非勞動所得變動一單位將會使個

人願意提供的工作時數變動單位數、γ則是其他個人社會特徵對個人工作

時數的邊際影響係數，α、β、γ皆為欲估計的係數。 

其次，由於被解釋變數（工作時數）具有不為負數的特性，因此利用

Tobit 模型加以估計4。由於被解釋變數往往是在一個有限的範疇下才能被

觀察出來，此乃屬於一種受限因變數模型（limited dependent model），在勞

動經濟學中估計勞工工作時數便常使用被被檢視迴歸模型（The Censored 

Regression Model）－Tobit模型進行勞動供給函數的估計5。受限因變數模

                                                 
4關於 Tobit模型設定的說明，詳見許穎心（1999）。在梁正德（1985）研究中，採用 Tobit與 OLS
兩種方法，本文以下的勞動供給線估計，亦列出 OLS的估計結果。 
5 在 Tobit模型中，因變數是連續的但其範圍是受到限制的，常見的如工作時數與消費量（如 Tobin
（1985）研究消費者耐久財的需求曲線模型）。 

 100



型概念可簡單表示如下： 

'iiy x β ε= + i

                                                

  如果  0
iy >

0
iy =          其他情況                              （6） 

由於因變數具有不為零的特性，若用最小平方法估計則估計出來的

將是個偏頗的和不一致的估計量

β
∧

6。因為以下所進行的勞動供給函數估計，

因變數即具有此受限的特性，故採用 Tobit模型進行估計7，以解決 偏頗

和不一致的問題。 

β
∧

估計勞動供給線除了稅後工資率、非勞動所得此二變數外，尚須一些

代表個人或社會特徵的變數，在本文所使用的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中，經濟

戶長的個人與社會特徵資料頗為詳細，有戶長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戶

內人口數、成年人口數、行業、職業、部門別、從業身分等等。依據經濟

理論及實證研究8結果，本文擬選擇的解釋變數計有工資率、非勞動所得、

未成年子女數、戶長年齡、戶長教育程度等五個變數，以估計國內男性勞

動供給。 

工資率變動對勞動供給量的影響，須視替代效果與所得效果大小而

定，但依據國內勞動供給實證研究顯示，工資率對工作時數的影響皆為正

向（預期α為正），亦即工資率增加時，理性的個人會增加其勞動供給。

而非勞動所得此解釋變數對工作時數的影響，預期為負向影響（預期β為

 
6 由於在因變數受限的情況下，誤差項是一個被截頭的常態分配（A truncated normal 

distribution ），這導致應用最小平方法估計式， 具偏頗且不一致的特性。 β
∧

7 本文對於勞動供給函數估計以 Tobit模型為主，但佐以最小平方法所估計出來的結果兩相對
照，但進行擬議制度各個階段的勞動供給量變化時，將以 T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進行勞動供給量
變化的計算。 
8梁正德（1985）使用的解釋變數包括稅後工資率、非勞動所得、教育程度、年齡、子女數等。
許穎心（1999）使用的解釋變數包括稅後工資率、非勞動所得、教育程度、年齡、在學子女數、
家庭總人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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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當個人的非勞動所得越多，將會對個人提供勞動供給產生不利的誘

因，實證研究9皆顯示非勞動所得對個人的工作時數的影響為負向。而未成

年子女數越多者，由於預期家庭經濟負擔越重，將誘使經濟戶長提供較多

的勞動供給量，故預期未成年子女數對工作時數的影響為正向（預期γ1

為正）。經濟戶長年齡對工作時數的影響，依據實證研究皆呈負向影響（預

期γ2 為負）；在樣本中的經濟戶長其工作性質多半屬低技術或體力工性

質，故預期年齡越大體力變差將會減少工作時數。而經濟戶長的教育程度

對工作時數影響，則較為模糊；以往的實證研究，此解釋變數對工作時數

的影響有正有負。 

將勞動供給函數線性化，並且加上誤差項，所欲估計的勞動供給迴歸

方程式可以寫成： 

hi = αWi + βyi +γ1 CHILD +γ2 AGE +γ3 EDU +ε            (7) 

（5-7）式中變數意義分別如下： 

hi：每週工作時數， 

Wi：每小時工資， 

yi：每週非勞動所得（千元）， 

CHILD：未成年子女數， 

AGE：經濟戶長年齡， 

EDU：經濟戶長教育程度， 

α、β、γ1 、γ2  、γ3 ：是待估計的係數， 

ε：誤差項10。 

                                                 
9 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國內勞動供給文獻。 
10 在最小平方法估計下，乃是假設誤差項的分配函數符合齊一性，獨立與常態，且其平均數與
變異數分別為零與σ2，即ε~N（0, σ2）。然，在 Tobit模型估計下，誤差項的平均數將是一個
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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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樣本資料整理 

為了估計國內薪資所得抵減各個階段的勞動供給變化，本研究利用民

國九十年度家庭收支調查中符合前述所擬制度的家庭資料為樣本估計勞

動供給線。符合此制度的家庭中，有 67%的經濟戶長為男性，另外 33%的

經濟戶長為女性。由上述整理國內勞動供給的文獻可以得知，影響女性勞

動供給的要素除了與男性相同的要素－工資率、非勞動所得、教育、年

齡……等等之外，「護幼成本」是個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11，故而女性勞動

供給遠較一般男性勞動供給為複雜許多，基於護幼成本等因素處理與資料

取得的困難，故本研究捨棄估計此擬議制度下女性勞動供給的變化，僅探

究合乎擬議制度中男性經濟戶長的勞動供給變化。因此，必須保留的是以

下估計勞動供給的增減變化只是男性部分，並非整個制度將會產生的勞動

供給變化。 

由上述所回顧的國內勞動供給文獻可知，影響男性勞動供給的重要因

素有---每小時稅後工資、非勞動所得、年齡、教育程度，與在學子女數目

等變數。本研究估計男性勞動供給線亦使用以上 5項自變數，因此需要得

知每個樣本的每小時稅後薪資、每週非勞動所得、年齡、教育程度、未成

年子女12。由於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庫中並無每個家庭經濟戶長的「工作時

數」與「每小時工資」資料，因此另利用行政院主計處發行的「民國九十

年度人力資源調查」與「中華民國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13」估算出每個

行業的平均工時與平均每小時工資。接著，利用家庭收支調查中經濟戶長

的「行業別」資料，結合以上所估算出每個行業的平均每小時工資，便可

得知每個樣本的工作時數與每小時工資14。在每小時工資部分，受限於家

                                                 
11 如前述譚令蒂、于若蓉（1997）指出，當付費看護成本降低將有效誘使距平均特性的婦女進
入勞動市場或是提高勞動供給時數。 
12 本研究中，使用未成年子女數替代在學子女數。 
13 在計算各行業平均工時與平均薪資時，皆以民國 90年 6月份的資料為準。 
14 樣本中，經濟戶長職業與行業皆為 0者（0表示無業），為簡化起見，其工資以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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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收資調查資料的不足，並無法得知每個樣本的真實時薪，僅能藉由行業

別的不同推估其每小時工資，相同行業者的每小時工資皆相同，此在估計

勞動供給影響時，恐會產生群體效果（group effect）產生偏誤。但是囿於

資料的不足，僅能以此法代替每個樣本的真實時薪。 

利用民國九十年度人力資源統計與中華民國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

所估算的各行業平均工作時數與平均時薪，及其他影響男性經濟戶長勞動

供給的解釋變數基本統計量，分別列於表 1與表 2中。 

表 1 民國 90年台灣地區各行業平均每週工作時數與平均時薪 

行業別 農牧業 漁業 製造業 營造業 零售餐
飲業 

運輸倉

儲業 
金融保

險業 
個人服

務業 
公共行

政業 
平均工

時 
(時/週) 

40.2115 40.21 43.87 39.39 49.04 45.95 42.5 45.06 43.01 

平均時

薪(元) 
190.016 190.0 217.3 230.9 193.6 240.2 331.7 250.1 250.1 

資料來源：整理自民國 90年人力資源調查、中華民國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民國 90年 6月）。 

 

表2 制度中男性戶長的解釋變數基本統計量 

 每週非勞動所

得（台幣千元） 

未成年子女數 經濟戶長年齡 經濟戶長教育

程度17 

平均數 2.758 1.607 42.143 4.131 

標準差 1.48 0.969 12.046 1.258 

樣本數：8418。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15 在人力資源調查中，農牧業與漁業是屬同一類的行業別，故平均工時同。 
16 在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中並無農漁牧業的薪資資料，故參考家庭收支調查中按經濟戶長職
業別所分的家庭收支資料設算。 
17 戶長教育程度依家庭收支調查的分類---1:不識字，2:自修，3:國小，4:國(初)中(初職)，5:高中，
6:高職，7:專科，8:大學，9:研究所。 
18 此部份樣本乃由符合制度設計下的家庭當中，首先依其家庭序號代碼排序，隔 5抽出一家庭
作為代表，接著刪除其中女性為家庭戶長者，得出部分樣本數 84筆，以進行勞動供給的模擬估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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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勞動供給線估計結果 

經由表 1資料換算得到工作時數與每小時工資之後，便可估計出制度

下男性經濟戶長的勞動供給線。表 3為利用 Tobit與 OLS模型所估計出的

男性勞動供給線。 

表 3 男性經濟戶長勞動供給估計結果 

變數 Tobit估計係數 OLS估計係數 
 係數 標準差 Prob. value 係數 標準差 Prob. value 

常數項 
每小時工資率19 
非勞動所得(千元) 
未成年子女數 
戶長年齡 
戶長教育程度 

1.163366 
0.066667 
-2.251505 
7.139529 
-0.086168 
1.910419 

(10.3856) 
(031557) 
(0.73322) 
(1.18678) 
(0.10282) 
(0.84418) 

0.9108 
0.0346* 
0.0021** 
0.0000** 
0.4020 
0.0236* 

6.123869 
0.044702 
-2.315903 
7.241697 
-0.089887 
1.878110 

(10.08663) 
(0.028830) 
(0.746189) 
(1.206969) 
(0.104737) 
(0.860187) 

0.5455 
0.1251 
0.0027** 
0.0000** 
0.3934 
0.0320*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0.564747 
0.530831 

0.570356 
0.542815 

Avg. log likelihood -3.483612 -3.528511 
註：1、工作時數以「週」為單位。 

    2、樣本數皆為 84筆20。 

*為符合 5%的顯著水準。 

**為符合 1%的顯著水準。 

上述應用 Tobit與 OLS計量模型估計結果的解釋變數的係數符號，其

中每小時工資率、未成年子女數、戶長教育程度對每週勞動供給皆為正向

影響。每小時工資率的係數為正，表示工資率變動對勞動供給影響的所得

效果小於替代效果，因此當工資率增加時理性的個人會增加其勞動供給減

少其休閒，勞動供給線呈正斜率，未達後彎負斜率階段。另未成年子女多

                                                 
19 在許穎心等人的研究中皆設算每小時稅後工資，但由於符合薪資所得抵減制度的家庭 99%皆
不需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故而不須設算稅後工資率。另外，若是考量擬制制度下的工資率，在

抵減遞增階段部分，擬制後的工資率可設算得出。但是，在抵減遞減階段部分，擬制後的工資率

由於制度的設計使然，一個適當的工資率並不易得出，所以在此僅用其原始的工資率作為解釋變

數。 
20此部份樣本乃由符合制度設計下的家庭當中，首先依其家庭序號代碼排序，隔 5抽出一家庭作
為代表，接著刪除其中女性為家庭戶長者，得出部分樣本數 84筆，以進行勞動供給的模擬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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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經濟能力，且就學、生活費等支出繁重，因此當未成年子女數多時，經

濟戶長須提供更多的勞務，以賺取所得以扶養其子女。經濟戶長的教育程

度越高，所從事的行業與職業趨向決策或技術性工作，故願意增加工作時

數。此外，非勞動所得與經濟戶長年齡的估計係數則皆為負。非勞動所得

的係數小於 0，符合休閒為正常財的假設，當所得水準增加時，理性的個

人會增加對休閒的消費。經濟戶長年齡越大，可能基於健康與體力的因素

減少其勞動供給，故年齡的估計係數為負。 

應用 Tobit 模型的估計結果，每小時工資率、教育程度兩個解釋變數

皆符合在 5%的顯著水準下呈現統計顯著；非勞動所得與未成年子女數二

者皆符合 1%的顯著水準。相對上，應用 OLS的估計下，非勞動所得、未

成年子女數二者皆符合 1%的顯著水準，教育程度此解釋變數在 5%的顯著

水準下呈現統計顯著。由此可知，每小時工資率、非勞動所得、未成年子

女數、教育程度等解釋變數對每週勞動供給時數皆具有顯著的解釋能力。 

在此補充說明，本文亦曾將『居住層別』此解釋變數考慮進去，在依

照家庭收支調查的居住層別分類下，都市：1，鄉鎮：2，鄉村：3。得出

的勞動供給估計結果，此解釋變數的係數為正，與預期相反，且不顯著。

若僅將居住層別分為都市與非都市，得出的結果雖符號與預期相符，但亦

不顯著，所以在此不考慮居住層別此解釋變數。 

以下僅以 T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說明21。每小時工資率與非勞動所得皆

是影響每週工作時數的重要解釋變數。當每小時工資率增加 1元，每週勞

動供給將會增加 0.0667小時；當非勞動所得每週增加 1千元時，每週勞動

                                                 
21 Tobit模型與 OLS模型估計出來的係數除了α有部分差異外，其餘估計係數的正負符號與係數
大小皆相近。然因 Tobit模型多考慮了因變數（工作時數）受限的情況，且α、β、γ1、γ3等

估計值皆明顯較 OLS模型所估計的值還要顯著，故接下來計算擬制制度中各階段勞動供給量變
化以 Tobit模型的估計值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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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將會減少 2.25小時。 

四、估計勞動供給變化 

本研究擬議的薪資所得抵減制度，在不同孩童數目之下，分別有薪資

所得抵減遞增階段、固定薪資所得抵減階段、薪資所得抵減遞減階段的差

異存在。由於固定薪資所得抵減階段的人口數較少22，且在國外的研究文

獻中，對於勞動供給變化的探討亦多著墨於薪資所得遞增階段與薪資所得

抵減遞減階段，故接下來討論勞動供給變化的重心將分別放在薪資所得抵

減遞增階段與薪資所得抵減遞減階段。 

對於抵減遞增階段而言，薪資所得抵減制對每增加 1元薪資所得，補

貼 0.13元或是補貼 0.0623元。而對於抵減遞減階段而言，薪資所得抵減為

每增加 1元薪資所得，將減少 0.13元補貼；且另有一極大抵減金額24，形

同一筆非勞動所得。 

若利用以上勞動供給線的係數，估計薪資抵減制度中－「薪資所得抵

減遞增階段」與「薪資所得抵減遞減階段」的勞動供給時數變化25，將其

結果列於表 4中，並討論如下： 

 

 

 

                                                 
22 整體制度中，薪資抵減遞增階段占 53.23%；固定抵減階段占 6.45%；薪資抵減遞減階段占
40.32%。 
23 在孩童數為 0時，抵減遞增階段的抵減率為 6%；在孩童數為 1或 2名時，抵減遞增階段的抵
減率為 13%。 
24 抵減極大金額－在孩童數為 0時，是 9,000元；孩童數為 1名時，是 29,250元；孩童數為 2
或名 2以上時，是 39,000元。 
25 再次強調，此部份的勞動供給估計皆只計算男性為經濟戶長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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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擬議制度男性經濟戶長之勞動供給估計 

階段 孩童數  原本每週工作時數 每週平均增加/減少時
數 

平均數 7.76 0.799 0 
標準差 3.478 0.0762 
平均數 13.648 1.6635 1 
標準差 4.266 0.0146 
平均數 22.77 1.867 

抵 
減 
遞 
增 
階 
段 

2 
標準差 4.361 0.169 
平均數 27.71 -3.15 1 

標準差 4.406 0.124 
平均數 37.948 -3.51 

遞 
減 
階 
段 

2 
標準差 5.830 0.174 

      

1、處於孩童數為 0抵減遞增階段的男性經濟戶長，估計此階段的男

性戶長原本每週工作時數僅有 7.76小時，多屬於兼職工作者。而在薪資所

得抵減制度下，每增加 1元薪資所得便可獲得 0.06元的補貼，估計在此擬

制下，這些男性戶長將會每週增加 0.799小時的工作時數。孩童數 1名且

處於抵減遞增階段的男性戶長，原本平均每週工作時數為 13.648小時，亦

多屬兼職工作者。在薪資抵減制下，每增加 1元薪資所得將可獲得 0.13元

的補貼。估計在此擬制下，此部分的男性戶長平均每週將會增加 1.6635小

時的勞動。孩童數 2名且處於抵減遞增階段的男性戶長原本每週工作 22.77

小時，在薪資抵減制度下，平均每人每週將會增加 1.867小時的勞動供給。 

2、孩童數 1名且處於抵減遞減階段的男性經濟戶長，原本每週平均

工作 27.71小時，在薪資所得抵減制下，不僅有薪資稅的效果26更有非勞動

所得的效果，平均每週將會減少 3.15小時的勞動供給。處於孩童數 2名且

                                                 
26 孩童數 1抵減遞減階段的遞減抵減率為 13%，每增加１元薪資所得將會減少 0.13元的補貼，
且有一極大抵減金額 29,250的影響。 

 108



抵減遞減階段的男性戶長，原本每週每人工作 37.948小時，在薪資抵減制

下，每增加 1元的薪資所得將會減少 0.13元的補貼，且有一極大抵減金額

的影響，故有薪資稅的效果與非勞動所得的效果。估計在制度下，每個男

性經濟戶長每週將會減少 3.51小時的勞動供給。 

以下補充美國薪資所得抵減（EITC）各個階段對勞動供給影響的文

獻，以便與國內研擬的結果兩相比較。 

Hoffman and Seidman（1990）曾以 1988的美國薪資所得抵減（EITC）

受領者為對象，應用個體模擬法觀察 EITC 對勞動供給的影響，結果估計

得出－抵減遞增階段勞動供給增加 2.2%；在固定抵減階段勞動供給下降

2.3%；抵減遞減階段勞動供給下降 2.8%。另外，依據美國聯邦會計總局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研究 1994年 EITC，得到和 Hoffman and 

Seidman 相似的結論27－抵減遞增階段勞動供給增加 6.4%；固定抵減階段

勞動供給下降 4.6%；抵減遞減階段勞動供給下降 7%。28此可相互對應參

照。 

綜觀前述勞動供給的變化，可以發現不論孩童數目多寡，其「薪資抵

減遞增階段」都將會帶來勞動供給的增加。在孩童數為 0時，勞動供給增

加 10.29%；在孩童數為 1名時，勞動供給增加 12.18%；孩童數為 2名時，

勞動供給增加 8.2%，故在此階段可明顯的看到刺激勞動供給的效果，這與

外國的研究結果是相似的。 

而在「薪資抵減遞減階段」不論是孩童數為 1或 2名，皆得到勞動供

給下降的結果，在孩童數為 1名的抵減遞減階段，勞動供給下降 11.36%；

                                                 
27 但因為 GAO使用較大的邊際稅率及移轉，故而得到勞動供給反應較 Hoffman & Seidman所研
究的還要大。 
28 本段節錄自 Browning（1995）,‘‘Effects of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on Income and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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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童數為 2的抵減遞減階段，勞動供給下降 9.25%。國內所研擬的薪資

所得抵減制度，在抵減遞減階段對勞動供給產生的影響亦如美國 EITC 研

究所示－「抵減遞減階段將會誘使勞動供給下降」的結果。 

在本研究制度研擬下，「抵減遞增階段的家戶數」占「符合擬議制度

的家庭總數」的 53.23%，遠較抵減遞減階段的 40.32%還要多29，但由於孩

童數 2 名抵減遞減階段的經濟戶長有非常高的比例皆是男性30，故在僅考

慮男性戶長勞動供給變化下，此部份產生了一個極大的勞動供給下降結

果，而將抵減遞增階段的勞動供給增加數額全數抵銷了。但是，倘若連女

性戶長勞動供給變化都考慮進來的話，預期整體勞動供給將會有不同的變

化。 

簡言之，「薪資所得抵減遞增階段將誘使勞動供給增加」而「薪資所

得遞減階段將誘使勞動供給下降」，此兩項結論與美國 EITC對勞動供給影

響的研究是相同的。最後，值得補充說明得是，雖然研擬的薪資所得抵減

在男性經濟戶長勞動供給的整體變化，得到的結果是－抵減遞減階段減少

的勞動供給，將完全抵銷掉抵減遞增階段所增加的勞動供給。但是，比較

此制度與傳統福利制度對勞動供給造成降低勞動誘因的不利影響，此擬議

制度仍然是相當值得肯定的。 

 

 

 

 
29 在美國的 EITC制度裡，抵減固定與遞減階段往往占了制度的 75%以上，而此階段對勞動供給
是不利的。 
30 孩童數 2名抵減遞減階段的男性戶長比例遠較其他階段多出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