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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從價稅與從量稅比較之相關文獻 

在過去探討從價稅與從量稅孰為優劣的研究中，兩者於完全競爭市場

中一直是具有相同的福利效果，此係因其在稅收相同下之稅後價格與產量

皆相同所致2。因此，以往的文獻主要是關注於非完全競爭市場部分，其中，

Cournot﹙1838﹚首先在獨占市場中注意到從價稅與從量稅帶來的不同影

響，此後 Wicksell﹙1896﹚提供了更進一步且明確的結果，他指出若邊際

成本為固定時，則在稅收相同下從量稅所導致之價格上漲高於從價稅，簡

言之，其隱含從價稅對消費者與廠商而言皆優於從量稅。然而，直到近五

十年後才由 Suits and Musgrave﹙1953﹚的研究加以延續，並擴展至更一般

性的探討。該文證明在獨占市場中，無論成本函數之型式，若從價稅及從

量稅之稅後產量和價格相等，則從價稅之總稅收會比較高。此外，其確認

了先前Wicksell﹙1896﹚的結論，即在稅收相同下從量稅的稅後價格高於從

價稅，而且從價稅所能獲取之最大稅收亦較高，所以，對獨占市場下整體

社會的福利而言，從價稅優於從量稅。另一方面，由於過去的研究在比較

從價稅與從量稅時，並未探討從價稅之優勢是否為全面的，亦即，是否課

徵從價稅後的消費者福利、利潤與稅收皆高於從量稅。所以，Skeath and 

Trandel﹙1994﹚便著眼於此，提供了一個更強的結果：若給定任一從量稅，

則必可找出一從價稅在 Pareto準則下優於該從量稅。Cheung﹙1998﹚更進

一步指出無論在何種訂價策略下，從價稅於 Pareto準則中所具有之優勢皆

不受影響；而 Yang and Fox﹙1994﹚針對受限制的獨占廠商進行研究，在

適當的條件下仍是支持 Suits and Musgrave﹙1953﹚的結論3。近來，有別於

                                                 
2 可參閱 Stiglitz﹙2000﹚第 18章的相關討論。 
3 此處的適當條件，係指課徵從價稅下均衡產量之勞動的邊際產量大於或等於從量稅下

之勞動的邊際產量，且從量稅稅率尚未達到利潤極大化時之稅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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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皆使用部分均衡分析的研究方式4，Blackorby and Murty﹙2007﹚藉由

一般均衡模型獲得不同的結論，他指出若政府課徵 100％的利潤稅，不管是

從課徵從價稅轉為從量稅或由課徵從量稅改為從價稅，都將不會產生 Pareto

改善﹙improvement﹚，換言之，在此特殊情況下從價稅與從量稅具有相同

的福利效果。 

除了前述有關完全競爭市場與獨占市場之研究，許多的學者逐漸將目

標拓展至較不極端的情況，如寡占市場與獨占性競爭市場5。在不考慮其他

因素的簡單 Cournot寡占模型下，Dierickx et al.﹙1988﹚認為相較於對廠商

課徵從量稅，低成本廠商將可在課徵從價稅後獲得較高的市場比例﹙market 

share﹚，此隱含了從價稅優於從量稅之概念。Delipalla and Keen﹙1992﹚則

在同質性﹙homogeneous﹚產品的 Cournot寡占模型中，透過更具系統性的

比較及研究以支持從價稅較優之論點，亦即在固定政府收益下，若由原先

課徵從量稅改為課徵從價稅，將增加廠商的產量，進而提高整體社會的福

利。另 Skeath and Trandel﹙1994﹚同樣藉由 Pareto準則的衡量，指出從價

稅的優勢將會因市場需求曲線、寡占廠商的數目及從價稅率之影響，導致

其不一定能符合 Pareto準則所定義的優勢。此外，Denicolò and Matteuzzi

﹙2000﹚考慮非對稱﹙asymmetric﹚邊際成本下同質性產品的 Cournot寡占

模型，發現當給定相同的產量，則從價稅所獲的稅收將高於從量稅，換言

之，即使寡占廠商的邊際成本為非對稱，仍舊支持從價稅較優的看法，其

後 Anderson et al.﹙2001﹚的研究再度驗證此論述。另一方面，Grazzini﹙2006﹚

透過一般均衡分析發現，當消費者人數充分地高於寡占廠商數目時，從量

稅將會優於從價稅。 

以上討論多在產品為同質的假設下，但於現實生活中卻隨處可見異質

性﹙heterogeneous﹚產品的存在，例如：同樣是一杯珍珠奶茶，市面上便

                                                 
4 Myles﹙1996﹚曾經使用一般均衡分析來探討，但其研究目的主要在尋找最適的從價

稅與從量稅組合，藉此消除因獨占行為所帶來的福利損失。 
5 Keen﹙1998﹚對比較從價稅與從量稅之文獻有完整的整理與詳細的分類，故本文文獻

整理之架構主要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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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商家在販售，如五十嵐、歇腳亭、傳奇、春水堂及天仁茗茶等，而

有人就是特別喜歡喝某一家的珍珠奶茶，且其價位從最普遍的 25元到百元

以上都有。因此，為了貼近實際市場情況並擴大研究範疇，學者們便將產

品的差異性納入思考，希望瞭解異質性產品的存在是否會對從價稅之優勢

產生影響。其中，差異性來源又可區分為垂直的產品差異﹙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與水平的產品差異﹙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所

謂，垂直的產品差異係指其差異來自於品質的優劣，因此乃是根據客觀的

準則；另一方面，水平的產品差異則是受消費者的偏好或其認知﹙perception﹚

所影響，故為主觀的判斷6。 

首先，Kay and Keen﹙1983﹚分別在完全競爭市場與獨占性競爭市場

下考慮垂直與水平的產品差異，該文指出在此二模型中，從價稅可視為對

非價格因素﹙差異性與品質﹚的課稅，因此兩者呈現負相關，而從量稅則

決定價格因素，所以，除了隱含過去研究指出的從價稅優勢乃是對應低價

格、低差異性及低品質的政策外，在假設課稅前市場的產品差異性過多下，

主張應引進從價稅以達到市場最適的差異性，但若政府需要額外的租稅收

入時，則應完全透過從量稅來融通。此觀點於 Anderson et al.﹙2001﹚的長

期分析獲得延續：在考慮水平產品差異的 Bertrand模型中，課徵從量稅會

比從價稅更具有效率7。然而，Liu and Saving﹙2005﹚卻提供一個不同的論

述。他們認為先前研究之所以在長期分析中會獲得從量稅較優的結論，乃

是源自其基於消費者的決策為間斷型之假設8，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維持從

價稅在同質性模型中的優勢來源—價格效果—便消失殆盡。所以，Liu and 

Saving﹙2005﹚透過不同以往的分析方式，同時將差異效果與價格效果納

入模型之中，發現從價稅在福利衡量上所具有的正價格效果必將大於其負

的差異效果，故證明在長期之下從價稅仍是優於從量稅。 

                                                 
6 更詳細的定義與討論可參考 Tirole﹙1988﹚。 
7 此外，Schrõder﹙2004﹚藉由 Dixit-Stiglitz型的獨占性競爭市場來做分析，在考慮異質

性產品、規模報酬遞增、廠商可自由進出及對差異性的喜愛下，作者證明在稅收相等

時從價稅係優於從量稅。 
8 在此係指消費者對於各種財貨勞務的購買單位是 0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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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對於產品品質在此討論中所具有的影響9，Kay and Keen

﹙1991﹚指出要將視品質對消費者的邊際價值﹙the consumer’s marginal 

valuation of quality﹚之大小而定，若假設此邊際價值的價格彈性為θ且等

於 1﹙0﹚時，品質與從價﹙量﹚稅率將互相獨立10；而當0 1θ< < 下，則

從價﹙量﹚稅稅率的增加將會降低﹙提高﹚產品品質，故代表在不同的情

況下，僅課徵單獨一種租稅乃是最適的，至於該課徵何種租稅則由θ值決

定。近來，Liu﹙2003﹚和 Delipalla and Keen﹙2006﹚延續此觀點，指出相

較於在同質性模型中從價稅一貫的優勢，當產品品質內生化時，最適的租

稅係對品質的影響效果最小者；換言之，當 0θ = 時應課徵從量稅，而 1θ =

時的最適租稅則為從價稅11。 

除此之外，仍存在其他可能產生影響的因素，如不確定性與外部性。

Fraser﹙1985﹚曾於完全競爭市場下將不確定性的概念納入探討，結果發現

若廠商非風險中立者時，則不確定性將致使從價稅與從量稅對廠商之影響

會有所不同。而 Dickie and Trandel﹙1996﹚從社會整體福利的角度切入，

考慮在一個具有負生產外部性的市場，且進一步假設政府會將部分租稅歸

還給民眾12，此時，政府除了可採產量限制﹙output quotas﹚來矯正外部性，

亦可按照每單位的邊際外部成本課徵庇古稅﹙Pigouvian tax﹚，以使廠商造

成的外部成本內部化。現若考慮市場需求之不確定性，則當邊際外部成本

線愈平緩將愈偏好從量稅的使用，而愈陡峭則愈偏好產量限制，並另存在

一個區間會較偏好從價稅，且此區間將隨著不確定性的提高而增加。值得

注意的是，當廠商擁有市場力量時，偏好課徵從量稅的區間將會擴大，這

與原先研究獨占市場時從價稅會較優之論點有所不同。此外，若改為市場

供給具有不確定時，則從量稅必優於從價稅。另一方面，Pirttilã﹙2002﹚在
                                                 
9 相關的討論亦可參見 Bohanon and Van Cott﹙1984﹚、Kay and Keen﹙1987﹚及 Bohanon 

and Van Cott﹙1991﹚。 
10 在文中稱 1θ = 為「電燈泡」﹙light bulb﹚例子， 0θ = 為「完全價格」﹙full price﹚例

子。前者隱含價格與品質的替代彈性為 1，後者之替代彈性則為無窮大。 
11 Cremer and Thisse﹙1994﹚亦曾考慮一個垂直的產品差異模型，結果則是支持從價稅

較優。 
12 此隱含政府課稅之目的並非用以追求稅收的增加，即政府對稅收之數額無設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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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考慮負生產外部性而無不確定性的情形中，指出必須在非完全競爭市場

所造成之扭曲成本高於負外部性的條件下，從價稅才會優於從量稅。 

由本節的討論中可以發現，基本上在不完全競爭市場中，大部分的文

獻是支持從價稅優於從量稅之論點，無論是 Skeath and Trandel﹙1994﹚在

獨占市場中指出從價稅於 Pareto準則下係優於從量稅；或在寡占市場裡，

Liu and Saving﹙2005﹚認為即使考慮消費者對產品差異性的喜好，在長期

之下從價稅仍是優於從量稅。此外，過去於關注從價稅與從量稅比較的研

究中，未曾將逃漏稅因子納入模型內討論，故本文希望藉此瞭解廠商的逃

漏稅行為是否會對從價稅的優勢造成影響。 

第二節 廠商逃漏稅理論之相關文獻 

逃漏稅理論的源起可追溯至 Allingham and Sandmo﹙1972﹚一文，其

試圖探討納稅人是否會藉由低報﹙underreporting﹚所得來逃漏租稅及該數

額的大小13。在稽核機率﹙probability of detection﹚為固定下，研究發現改

變實際所得對申報比例之影響須視相對風險趨避程度與實際所得間的關係

而定，當相對風險趨避程度為所得的增﹙減﹚函數時，實際所得增加將提

高﹙降低﹚申報比例。此外，懲罰比例﹙penalty rate﹚和稽核機率皆與申

報所得呈正向關係，至於稅率變動對申報所得的作用則須由所得效果與替

代效果決定14。另一方面，若假設稽核機率現為申報所得之函數且兩者呈

反向關係時，則懲罰比例的提高或查核機率函數的正向移動會導致申報所

得的增加。而 Yitzhaki﹙1974﹚則證明當懲罰比例為逃漏稅額﹙非逃漏額度﹚

                                                 
13 該文假設納稅人的行為符合 Von Neumann-Morgenstern 公理，且為風險趨避者﹙risk 

averter﹚。 
14 替代效果係指當稅率上升將增加逃漏稅之誘因，因而此效果必為負；所得效果則視納

稅人的絕對風險趨避程度與所得間之關係所影響，例如，兩者為負向關係便隱含所得

效果為正，即隨著稅率提高，納稅人將因實際所得減少而使其絕對趨避程度上升，故

其申報額度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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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函數下，先前指稱稅率變動對申報所得產生的兩個反方向作用將僅存所

得效果，換言之，廠商申報所得的額度會隨著稅率的上升而提高。 

由於逃漏稅理論的探討不計其數15，因此，本節重點在廠商逃漏利潤稅

下，其產出與逃漏稅決策之關聯。Kreutzer and Lee﹙1986﹚曾透過忽略不

確定性的簡化模型分析，假設獨占廠商可透過浮報一固定比例δ的成本，

從而降低其利潤稅的支付，故作者認為當獨占廠商考慮逃漏稅所帶來的稅

負減輕效益後，將可能提高其產量，換言之，廠商的逃漏稅與產量決策係

有所關聯。這是一個相當特別且誘人的結論，此隱含政府能透過對獨占廠

商課徵利潤稅的方式而減少其對市場的扭曲﹙即產量過低﹚。然而，Wang 

and Conant﹙1988﹚卻認為上述模型之所以會得出利潤稅不具中立性

﹙neutrality﹚，係因其未考慮不確定性且廠商的逃漏稅額為外生決定所致，

於是他們延續 Allingham and Sandmo﹙1972﹚的概念並主張廠商可自行決

定δ ，證明只要廠商有能力使其邊際替代率與逃漏稅的真實價格相等下

16，藉由預期效用模型證明廠商的產量和逃漏稅決策乃是相互獨立而分離

的，亦即維持利潤稅具有中立性的傳統看法17。此後，Yaniv﹙1995﹚提出

更具一般化的模型分析，他表示當廠商的逃漏稅決策是考慮「數量」而非

「比例」時，則無論政府課徵租稅之標的為何及其逃漏稅決策是否為最適，

廠商的產量決策係與逃漏稅決策互相獨立，故利潤稅必為中立18。 

另一方面，Wang﹙1990﹚發現於現實社會之中，政府的稽核機率與懲

罰比例有可能與浮報成本的數量大小相關，因此，該文指出若將懲罰比例

                                                 
15 關於逃漏稅文獻的詳細整理及回顧，可參考 Cowell﹙1985，1990﹚、Andreoni et al.
﹙1998﹚、Slemrod and Yitzhaki﹙2002﹚和 Sandmo﹙2005﹚。 

16 此處的邊際替代率，係指成功逃漏稅下的利潤與被稽徵出逃漏稅而支付罰款下的利潤

之間效用的抵換關係。 
17 Kreutzer and Lee﹙1988﹚曾針對Wang and Conant﹙1988﹚的反駁作出回應，他們認
為廠商逃漏稅之比例在某些情況的確為外生決定，例如，透過合法的加速折舊而提報

較高之成本，此時逃漏稅比例便是法律所給定，因此，在該文中仍得出與 Kreutzer and 
Lee﹙1986﹚相同的結論。不過，Kreutzer and Lee﹙1988﹚所舉的例子似乎為合法的

避稅﹙tax avoidance﹚，而非本文想探討之非法的逃漏稅行為。 
18 值得說明的是，本模型分析結果係基於自 Allingham and Sandmo﹙1972﹚以來相關研

究的一個重要假設——廠商為風險趨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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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稽核機率內生化，從而成為廠商利潤的預期效用函數之ㄧ部份時，其最

適的產量決策將不再與逃漏稅決策互相獨立，所以導致利潤稅喪失其中立

性，但並非支持 Kreutzer and Lee﹙1986﹚所提出利潤稅能降低市場扭曲的

論點，反之，作者認為廠商在此模型中將可能限制產量而更加劇生產的不

效率。但這樣的論述卻遭到 Yaniv﹙1996﹚的反駁，如同其先前研究的概

念，他認為若廠商關心的是逃漏稅數量時，儘管其逃漏稅決策係非最適或

稽核機率與懲罰比例為內生，甚至是選擇逃漏全部的利潤稅之角解，其皆

不影響廠商的產量決策。換言之，即使將不同的逃漏稅設定納入考量，只

要廠商選擇的是逃漏稅數量，將可確保利潤稅的中立性及生產與逃漏稅行

為的獨立性﹙independence﹚。 

然而，同樣是考慮內生化稽核機率與懲罰比例，Lee﹙1998﹚卻有截

然不同的觀點，他以為過去研究之設定皆為前述二者受逃漏稅比例或數量

所影響，但這樣的假設卻有其不合理之處，特別是稽核機率19。此係因政

府對個別廠商的稽核機率應是在事前﹙ex ante﹚所決定，故若以已被稽核

出的逃漏稅額度﹙無論是比例或數量﹚作為解釋變數似乎不甚適宜，而 Lee

﹙1998﹚認為改採廠商申報之產出、收益、成本或利潤將較為恰當。因此，

當假設稽核機率與懲罰比例會受申報產出、收益或成本影響下，該文指出

利潤稅的中立性將遭受破壞；可是，若為廠商申報的利潤時，利潤稅仍維

持其中立性。邇來，Goerke and Runkel﹙2006﹚提出另一個切入角度——

市場結構。由於在 Cournot 同質性寡占市場下，廠商在決定產量前須先思

考其是否要進入此市場，所以，作者藉此將廠商數目納入探討，並同時屏

除其他可能造成利潤稅非中立的因素20，進而證明在此研究的模型設定下，

利潤稅之逃漏的確可能會影響廠商的產量決策。 

                                                 
19 至於懲罰比例，由於政府若欲對廠商加以處分，須在其已逃漏稅的前提之下，因此懲

罰比例係事後決定，故維持先前研究的假設—自變數是逃漏稅比例或數量—應較合

適。但即使如此，作者指出只要稽核比例是申報產出、收益或成本之函數，利潤稅仍

將不具中立性。 
20 詳言之，該文假設稽核機率與懲罰比例皆為外生決定，且廠商逃漏稅決策關注的是數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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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本節的整理分析，一般而言，當廠商逃漏稅之決策變數是比例

時，廠商的產量與逃漏稅決策將有關聯；反之，決策變數改為數量後，傳

統論述下利潤稅的中立性將不受逃漏稅行為之影響。但是，若假設稽核機

率與懲罰比例是內生且其影響因素為申報數額﹙不含利潤﹚，則此時利潤

稅將不具有中立性。換言之，廠商的逃漏稅與產量決策是否獨立，將視其

考慮之因素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