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相關研究文獻之回顧 

第一節  國外文獻 

從美國薪資所得抵減（EITC）與英國工作家庭租稅抵減（WFTC）以

及加拿大的工作所得補貼（WIS）制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清楚的了解，

此等制度被實施的原因之一便是因為它不同於其他福利措施，它被認為具

有很大的工作誘因。而薪資所得抵減制（EITC）在美國實施二十餘年，關

於此政策對於勞動供給的影響究竟如何，以及在 1999 年底英國工作家庭

租稅抵減（WFTC）的實施對於勞動的衝擊是如何呢？ 

估計政策施行改變工作誘因的影響，國外學者常用的方法有 3種：1、

結構式（structural models）估計法，2、縮減式法（reduced form），3、自

然實驗法（natural experiment）。第一種：結構式模型估計法（structural 

models）。EITC及其他協助措施計劃下造成有柪折或有其他特色的預算限

制。此模型使用勞動供給彈性的估計或是重新估計一個去決定結構式的參

數。使用結構式模型（structural model）的學者進行研究者有 Dickert, Houser 

& Scholz (1995) 、MaCurdy (1997)。第二種：縮減式（reduced form）。此

法利用潛在工作者，他們所面臨的工作誘因改變的稱量去估計縮減式勞動

供給模型（reduced form labor supply model）。利用此模型估計勞動供給變

動的學者有Meyer & Rosenbaum (2001)及 Eissa & Hoynes (1998)。第三種則

是利用薪資所得抵減（EITC）及社會福利政策（如如 AFDC、Food Stamp）

變動時，對每個人/群體會產生不一樣的誘因、影響。用自然實驗法（natural 

experiment）去探討薪資所得抵減（EITC）對勞動供給的影響。Eissa & 

Liebman (1996)、Meyer & Rosenbaum (1999)、Eissa & Hoynes (1998)等人便

是使用此法。在此法中，每一個群體，他們所面臨的誘因差異性都很大。

作者通常將制度改變後，面臨較少變化的群體當作控制組。另一組則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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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以下簡略介紹各學者研究美國薪資所得抵減（EITC）對勞動供給

影響的實證結果。 

首先，Eissa & Liebman (1996)檢驗美國 1986年租稅改革(Tax Reform 

Act of 1986，TRA86)的影響。針對單親媽媽，檢測其在薪資所得抵減制

（EITC）修訂下，其勞動參與與工作時數的變化。因為勞動參與和工作時

數可能會存在者某種趨勢，或是其他政策或經濟衝擊也同時會衝擊勞動供

給。所以作者使用控制群體去隔離其他因素的影響。作者以單親媽媽為實

驗組，以單身女性為控制組。這實質上是使用差異性研究法

（difference-in-difference approach）。作者假設在此期間無其他同時發生的

衝擊，以獨立出薪資所得抵減（EITC）制的獨立影響，在此兩群體間，勞

動參與和工作時數的趨勢並無不同。兩個實驗組為低學歷的單親媽媽、合

於薪資所得抵減（EITC）的單親媽媽；兩個控制組為低學歷的單身女性、

高中以上學歷的單親媽媽且預計其所得高於薪資所得抵減（EITC）最大所

得（亦即被排除於 EITC 制度之外）。樣本資料期間為 1985~1987 年、

1989~1991年當期人口調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March CPS）。由

實驗研究結果觀察到，單親媽媽增加了 2.8%的相對勞動參與率，而對於已

在就業市場中的單親媽媽，其工作時數則沒有明顯的改變。 

另外，Eissa & Hoynes (1998) 檢驗美國薪資所得抵減制（EITC）鼓

勵工作的誘因，對已婚的夫婦並不一定能發揮政策的預期效果。理論上認

為在此制度下，第一工作者會增加其勞動參與，但第二工作者會降低其勞

動供給。此作者研究在 1984-1996年期間，薪資所得抵減制（EITC）多次

擴張適用範圍對像與提高抵減率下，已婚夫婦的勞動供給變化。作者用 2

種方法去檢視 EITC 對勞動供給的衝擊。首先，使用準實驗法

（quasi-experiment mothods）去估計薪資所得抵減（EITC）的衝擊。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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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標準縮減式勞動供給模型（ standard reduced form labor supply 

models），包含用工具變數去估計工作時數。資料來源:1985-1997年當期人

口調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March CPS）。因為 1996年薪資所得

抵減制（EITC）的合格受領者，有 60%的人是低教育的已婚夫婦，故作者

將研究對象鎖定此族群。結論是已婚男性的勞動供給些微的受到影響，而

已婚女性的勞動供給則適度的受到稅制的影響。對於稅後工資的勞動參與

彈性約是 0.3，而對工作時數的彈性則是介於 0.1~0.5之間。很多文獻指出

傳統的福利制度對於低所得家庭勞動供給帶來不利的刺激，而最近的研究

則指出薪資所得抵減（EITC）可以抵消這種不利的扭曲。作者估計

1984~1996年的薪資所得抵減（EITC）擴張適用降低了已婚女性勞動參與

的可能性超過 1 個百分點，而對處於薪資所得抵減遞增階段（phase-out 

range）的女性超過 2個百分點變的較不願意去工作。而若原本就在就業市

場中有 20%會減少她們的工作時數，此研究認為家庭勞動供給及稅前薪資

皆會下降。 

Ellwood (1999)檢視 EITC大幅的擴張及福利改革對勞動供給、婚姻、

及同居的影響。利用差異性研究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去檢視不同

的次群體的行為變化。作者利用工資方程式得出預測的工資後將樣本分成

四等分去進行比較分析。測定政策改變後對有著不同技術、潛在工資水準

的未婚及已婚媽媽所帶來行為上的衝擊。資料來源是 1975-1999 年當期人

口調查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March CPS）。樣本為 18-44歲的女性。

樣本中使用的個人特質包括年齡、教育、種族、小孩數等。得出的結果是，

薪資所得抵減制度（EITC）、福利改革對於單親媽媽有很強的正向工作誘

因，且對於某些已婚媽媽有些微的負向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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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Meyer & Rosenbaum (2001)檢驗 1984~1996年薪資所得抵減（EITC）

擴張、福利削減，使得此期間單親媽媽的就業及工作時數空前的增加。據

作者研究，單親媽媽工作增加有很大部分可以歸功於薪資所得抵減制

（EITC），及其他稅制的改變，小部份來自於福利的削減。作者結合結構

式模型估計法（ structural methods） 及準試驗法（quasi-experimental or 

natural experiment）進行研究。使用當期人口調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檔案資料，樣本只限於單身女性(包括寡婦、離婚及從未結

婚者)且為 19~44歲，並且未在學者。在 1984~1996年期間，作者研究得到

的結果，認為薪資所得抵減制度（EITC）解釋了 62%的每週就業增加。但

在1992~1996年，其解釋力只有27%。另就每年就業方面而言，在1984~1996

年間，EITC解釋了 61%的就業增加，及 1992~1996年間，其解釋力有 35%。

作者估計薪資所得抵減制（EITC）及其他稅制的改變增加了每週 4.4%的

就業量及每年 7.2%的就業量。作者檢視聯邦、州所得稅、依賴兒童家庭津

貼（AFDC）、醫療補助（Medicaid）、食物券（Food Stamp）的刺激效果。

檢視政策改變的結果發現，薪資所得抵減制（EITC）及其他稅制的改變在

1984~1996年之間，佔了 62%的重要性。薪資所得抵減（EITC）在此期間，

對於單親媽媽的就業，扮演了一個壓倒性的重要角色。 

有別於以上研究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制度（EITC）對勞動供給影響，

著眼於某些目標族群－單親媽媽或是已婚女性。在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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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與第五章國內研擬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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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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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fman and Seidman相似的結論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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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lundell , Duncan , McCrae & Meghir (2000)此篇作者模擬英國1999年

底實施的工作家庭租稅抵減制（WFTC）對於工作時數及勞動參與率的衝

擊影響。為了模擬勞動市場的反應，作者使用了家計單位勞動供給的不連

續模型（discrete behavioral model of household labor supply）。在模擬中，使用

了好幾組的抵減數、工資水準、及照護孩童的時價。資料來源利用家庭資

源調查（Family Resources Survey ，FRS）。使用了1994-1995，1995-1996年

的家庭資源調查（FRS）資料集 ，有超過5萬戶的資料，其中選擇單親及

已婚或同居的夫婦，排除學生、自僱、退休、17歲以下，64歲以上者。並

且使用TAXBEN計算出在工作家庭租稅抵減制（WFTC）下，不同族群的

淨所得。TAXBEN是種可以用來模擬英國稅制與福利制度的個體模擬模

型。計算出各個族群的預算限制之後，為了要將工作家庭租稅抵減制

（WFTC）下潛在的所得利益轉換成模擬的工作時數，所以作者使用了結

構式模型（structural model），對各個不同型態的族群進行政策的模擬。模

擬結果:單親媽媽的勞動參與率增加了2.2%，相當於 34,000人次。已婚婦

女的勞動參與率降低了 0.57%，相當於20,000人次。單親媽媽、配偶沒有

工作的已婚婦女和已婚男性的勞動參與皆增加，約莫58,000人次；而配偶

有工作的已婚婦女和已婚男性的勞動參與則下降，共約 30,500人。故整體

觀之，約增加 27,500人次進入勞動市場，依模擬結果可知，工作家庭租稅

抵減制度（WFTC）促進工作的效果是值得肯定的。 

將國外實證文獻整理列表於表 3-1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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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段節錄自 Browning（1995）,‘‘Effects of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on Income and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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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國外實證文獻之整理 
 

研究者 資料來源 資料期間 估計方法 估計結果 

Eissa& 
Liebman 
(1996) 

當期人口調

查（CPS） 

研究單親母

親的勞動參

與 

1985~1987

年 

1989~1991

年 

差 異 性 研 究 法

（ difference-in-differe

nce approach） 

以單親媽媽為實驗

組，以單身女性為控制

組 

單親媽媽增加了 2.8%的相

對勞動參與率，而對於已在

就業市場中的單親媽媽，其

工作時數則沒有明顯的改

變。 

 

Eissa& 
Hoynes 
(1998) 

當期人口調

查（CPS） 

研究已婚夫

婦的勞動供

給變化 

1985~1997

年 

使 用 準 試 驗 法

（ quasi-experiment 

mothods）去估計薪資

所得抵減（EITC）的

衝擊。然後用標準縮減

勞 動 供 給 模 型

（ standard reduced 

form labor supply 

models），包含用工具

變數去估計工作時數 

薪資所得抵減（EITC）擴

張降低了已婚女性勞動參

與的可能性超過 1%，而對

處於薪資所得抵減遞增階

段（phase-out range）的女

性超過 2%變的較不願意去

工作。 

Ellwood 
(1999) 

當期人口調

查（CPS） 

針對18~44歲

女性進行勞

動供給研究 

1975~1999年 利用差異性研究法

（ difference-in-differe

nce）去檢視不同的次

群體的行為變化 

薪資所得抵減制（EITC）、

福利改革對於單親媽媽有

很強的正向工作誘因，且

對於某些已婚媽媽有些微

的負向衝擊。 

 

Meyer&  
Rosenbaum 
(2001) 

當期人口調

查（CPS） 

研究單親媽

媽在福利政

策、薪資所得

抵 減 制

（EITC）下的

勞動供給 

當期人口調

查（ CPS） 

1985~1997

年 

           

Outgoing 

Rotation  

Group

（ ORG ） 

1984~1996

年 

結 合 結 構 式 模 型

（ structural methods） 

及 準 試 驗 研 究 法 

（ quasi-experimental 

or natural experiment） 

 

薪資所得抵減制（EITC）

及其他稅制的改變在

1984~1996 年之間，佔了

62%的重要性。薪資所得

抵減制（EITC）在此期

間，對於單親媽媽的就

業，扮演了一個壓倒性的

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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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ndell , 
Duncan , 
McCrae & 
Meghir 
(2000) 

家庭資源調

查 (FRS) 

利 用

TAXBEN 對

英國工作家

庭租稅抵減

（WFTC）制

度進行勞動

供給衝擊之

模擬 

1994~1995

年 

1995~1996

年 

先利用 TAXBEN 計算

出各個族群的預算限

制後，利用結構式模型

（structural model）將

工作家庭租稅抵減

（WFTC）下潛在所得

利益轉換成勞動供給

的模擬 

單親媽媽、配偶沒有工作的

已婚婦女和已婚男性的勞

動參與共增加 58,000 人

次；而配偶有工作的已婚婦

女和已婚男性的勞動參與

共下降 30,500人。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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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勞動供給文獻 

國內勞動供給方面的文獻，以下分成男性與女性勞動供給的研究分別

介紹。 

關於男性勞動供給方面的文獻中。梁正德（1986）、單驥（1988）皆

以家計為單位。梁正德選用 Hausman 與 Blomquist的理論進行研究，應用

Tobit與 OLS兩種估計結果皆為---每小時稅後工資率估計係數為 0.129、非

勞動所得估計係數為-0.000388，另外年齡與教育程度對男性工作時數影響

皆為負且在 5%顯著水準下顯著。張慶輝（1992）研究台灣勞動供給，分

別估計古典模式、男人為主模式、家庭效用模式及階段性線型模式內已婚

夫婦的勞動供給，雖理論不同，但得出相似的結果，丈夫勞動供給量對本

身稅後薪資的彈性借於 0.14~0.17 之間，已婚夫婦勞動供給的所得效果為

負。許穎心（1999）估計在目前國內所得稅制下男性的最適勞動供給曲線，

先利用 Hausman的估計模型，再利用 Tobit估計勞動供給線，發現在迴歸

結果中稅後工資與非勞動所得是最重要的變數，在 1%的顯著水準下皆為

顯著，其中每小時稅後工資的係數為 0.0241、每千元非勞動所得估計係數

為-0.5766，另外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數、在學子女數對男性戶長勞動供給

皆發生正向影響，而年齡則為負向影響。以上研究男性勞動供給文獻皆顯

示稅後工資對男性勞動供給時數有正向影響，而非勞動所得對勞動供給有

負向影響（顯示休閒為正常財）。另外，在研究我國男性勞動供給跨期替

代彈性有張宏基（1996）、詹德聖（1999）。張宏基以MaCurdy（1981）的

個人生命循環模型勞動供給方程式為實証基礎，利用台灣的橫斷面資料建

構準縱橫資料（PPD,Pseudo panel data3），估計得知當薪資上升 1%，台灣

男性個人的勞動供給會因此上升約 0.6%。吳慧瑛（1996）亦利用MaCurdy

（1981）之模型，估計丈夫的跨期替代彈性為 0.2~0.25 之間。另詹德聖

（1999）亦利用MaCurdy（1981）的生命循環模型提出勞動供給實證模型，
                                                 
3 關於 PPD的建構與意義請詳見張宏基（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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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Moffitt（1993）發展出來的工具變數法，直接以個人原始資料為觀

察對象估計我國男性勞動供給的跨期替代彈性，結果為當預期工資變動

1%，勞動供給會成同方向變動 0.19%。以上研究皆顯示男性的勞動供給曲

線處於正斜率部分，當工資上升，勞動供給也會隨之增加。 

在國內女性勞動供給方面的研究簡介如下。梁正德（1986）選用

Hausman 與 Blomquist的理論進行研究，在 Tobit與 OLS兩種估計結果相

似---每小時稅後工資率為 1.377、非勞動所得的估計係數為-0.001，不僅婦

女的後稅工資估計係數遠大於男性，在工資彈性方面，已婚女性亦遠遠大

於已婚男性的工資彈性。張慶輝（1992）估計女性勞工每小時稅後薪資若

增加，勞動供給也會增加，妻子的自我薪資彈性也比丈夫的彈性高，約介

於 0.29~0.66之間。黃台心（2000）在跨時動態架構下，推估我國婦女勞

工的跨時替代彈性，利用 TSCS（a time series of cross-section）架構準縱橫

資料（PPD），估計得到我國已婚婦女的勞動供給跨期替代彈性介於

2.52~8.36之間。吳慧瑛（1996）依據MaCurdy（1981）的勞動供給函數概

念研究，發現妻子的跨期替代彈性介於 0.42~0.59之間，且夫妻間的交叉

彈性為負。譚令蒂、于若蓉（1997）利用 Cogan勞動市場進入成本模型架

構研究幼兒看護與婦女勞動供給的關係，研究發現有工作的婦女勞動供給

的付費看護彈性價格為-0.232，（付費看護價格降低 10%，則有工作婦女平

均每週工時可增加 1.07小時），若付費看護價格降低 12.6%，變為每小時

26.96元（每月 5,099元）將可誘使一般的未工作婦女參與勞動市場。陳圳

忠（1990）修正新古典的家計分析模型，加入大家庭所特有的影響變數4，

利用 Heckman的二階段分析法，研究大小家庭結構對已婚婦女勞動供給的

影響，已婚婦女勞動供給彈性的實証結果為，大家庭妻子本身的薪資勞動

供給彈性 0.207、小家庭 0.146，而丈夫對妻子的交叉彈性皆為負，大家庭

-0.046、小家庭-0.245。吳君泰（1999）沿用 Gustafsson利用新古典勞動供

                                                 
4 大家庭特有的變數為年長父親的健康狀況與年長父母所提供之潛在照顧小孩的時間。 

 38

http://datas.ncl.edu.tw/cgi-bin/theabs/1/flyweb.cgi?p=3537&i=5152308&t=391&o=i%B3%AF%A6%60%A9%BE.auc
http://datas.ncl.edu.tw/cgi-bin/theabs/1/flyweb.cgi?p=3537&i=5152308&t=391&o=i%B3%AF%A6%60%A9%BE.auc


給模型進行有關已婚婦女勞動供給的估計，妻子教育年限與妻子年齡及未

滿六歲子女數對勞動供給皆為負向影響，而妻子稅後工資為正向影響，其

估計係數為 22~32之間（工作時數以年為單位）。茲將以上勞動供給文獻

整理列於表 3-2。 

 
表 3-2 國內勞動供給文獻整理 

 
研究者 資料來源 研究對

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梁正德（1986） 問卷調查，已婚男性

546個樣本；已婚婦

女為以上已婚男子

之妻子，樣本 463個 

已婚男性

與已婚女

性 

選 用 Hausman 與

Blomquist 的理論進行

研究 

已婚男性每小時稅後工資率估計

係數為 0.129、非勞動所得估計係

數為-0.000388。已婚女性每小時稅

後工資率為 1.377、非勞動所得的

估計係數為-0.001 

陳圳忠（1990） 民國 75 年主計處

「勞動力暨人力資

源調查」 

已婚女性 修正新古典的家計分

析模型，加入大家庭所

特有的影響變數5 

大家庭妻子本身的薪資勞動供給

彈性 0.207、小家庭 0.146 

張慶輝（1992） 民國 78 年主計處

「人力運用調查資

料」 

已婚男性

或女性勞

工 

古典模式、男人為主模

式、家庭效用模式及階

段性線型模式 

丈夫勞動供給量對本身稅後薪資

的彈性借於 0.14~0.17 之間。妻子

的自我薪資彈性較高，約介於

0.29~0.66之間 

張宏基（1996） 民國 67 年~82 年的

主計處「人力運用調

查」 

男性 以MaCurdy（1981）的

個人生命循環模型勞

動供給方程式為實証

基礎，將 TSCS 組成

PPD 

當薪資上升 1%，台灣男性個人的

勞動供給會因此上升約 0.6% 

吳慧瑛（1996） 民國 67 年~82 年的

主計處「人力運用調

查」 

已婚男性

與已婚女

性 

參考 Heckman 的家庭

勞動供給靜態模型與

MaCurdy 的個人生命

循環勞動供給模型 

估計丈夫的跨期替代彈性為

0.2~0.25 之間，妻子的跨期替代彈

性介於 0.42~0.59 之間，且夫妻間

的交叉彈性為負。 

譚令蒂、于若蓉

（1997） 

民國 82 年台灣「婦

女婚育與就業調查」 

已婚婦女 利用 Cogan 勞動市場

進入成本模型 

有工作的婦女勞動供給的付費看

護彈性價格為-0.232 

詹德聖（1999） 民國 68~85 年主計

處「人力運用調查」 

男性勞工 利用MaCurdy（1981）

的生命循環模型與

Moffitt（1993）發展出

當預期工資變動 1%，勞動供給會

成同方向變動 0.19% 

                                                 
5 大家庭特有的變數為年長父親的健康狀況與年長父母所提供之潛在照顧小孩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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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工具變數法 

許穎心（1999） 民國 87 年主計處

「家庭收支調查」、

「人力資源調查」 

男性戶長 利用 Hausman 的估計

模型，與 Tobit估計勞

動供給線， 

每小時稅後工資的係數為 0.0241、

每千元非勞動所得估計係數為

-0.5766 

吳君泰（1999） 民國 77~80 年主計

處「勞動力暨人力運

用調查」 

已婚婦女 沿用 Gustafsson 利用

新古典勞動供給模型

進行有關已婚婦女勞

動供給的估計 

妻子稅後工資為正向影響，其估計

係數為 22~32之間（工作時數以年

為單位） 

黃台心（2000） 民國 68~83 年主計

處「人力運用調查」 

已婚女性 利用 TSCS 架構 PPD

進行婦女勞動供給的

生命循環 

已婚婦女的勞動供給跨期替代彈

性介於 2.52~8.36之間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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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章小節 

本章主要回顧薪資所得抵減制研究的相關文獻，與我國勞動供給文

獻。美國實施二十餘年的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制度（EITC）與英國在 1999

年實施的工作家庭租稅抵減制度（WFTC），由實證或模擬估計結果皆顯示

此制度提供勞動供給有利的誘因。美國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藉由結構式模

型估計法、縮減式法、自然實驗等方法去估計薪資所得抵減對於勞動供給

的衝擊，結果皆顯示此制度對於「單親媽媽」將產生一個有利的誘因，刺

激她們投入勞動市場。但是，對於「處於薪資抵減遞減階段的女性」或是

某些「已婚媽媽」，此制度對於她們的勞動供給產生了些微的負向影響。

另外，英國的工作租稅抵減制，實證模擬估計結果顯示「單親媽媽」、「配

偶沒有工作的已婚女性與男性」的勞動供給參與一年將會增加 58,000 人

次，但「配偶有工作的已婚女性與男性」一年將會減少 30,500人次的勞動

參與。 

而由於國內並無薪資所得租稅抵減制度，故第二節僅是探討國內的男

性與女性勞動供給的研究文獻。依研究顯示男性稅後薪資彈性約介於

0.006~0.19 之間；女性的稅後薪資彈性則遠較男性高，約介於 0.146~0.66

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