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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回顧 

關於逃漏稅議題之研究，Spicer and Lundstedt(1976)、Groenland and 

Veldhoven (1983)、Elffers and Hessing (1997)和 Torgler (2002) 皆

曾綜合評判歷年來的文獻。其中，Spicer and Lundstedt 與 Groenland and 

Veldhoven 均以心理學為出發點來探討納稅者的逃稅行為。由於租稅逃漏

的政策問題處理，必須先了解影響個人付稅或逃稅的因素，故 Spicer and 

Lundstedt 於既存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政府對逃稅的處罰、納稅者面對租稅

制度的態度、以及納稅者的規範方面，為個人逃漏稅的三大主要影響因素。

因此，Spicer and Lundstedt 以納稅者與政府關係間的強迫、交易、規範

三要素架構來說明逃漏稅行為，並使用美國的普查資料檢定發現查核率、

納稅者知覺負稅不公平與知道逃稅者的數目三因素的確會使逃稅的可能性

增大，但卻不會受處罰大小的影響，此為 Spicer and Lundstedt 與他人文

獻不同之處。另外，Groenland and Veldhoven 還提出知識、經驗、風險

分析也會間接地誘導租稅逃漏行為，而逃漏機會的有無對逃漏稅有直接的

影響效果；並特別強調納稅者對租稅負擔的成本和從政府所獲得的給付之

利益知覺，及租稅負擔的公平分配知覺是逃稅的主要理由，由於高所得者

從政府給付得到的較少，使其相對較不能忍受租稅負擔。 

 

除了以上所提及的影響因素外，Elffers and Hessing (1997)還提出

另外一種納稅人的不同心理想法，其以實證的資料發現所得稅的超額扣繳

會使人們有依從的趨向，若租稅預先課徵的太高，則納稅者預期未來會退

稅，而有利得的傾向，因此，將不會採取風險的選擇。故 Elffers and 

Hessing 認為自願依從比率為扣繳狀態的函數，而且呈現正相關的變動。

此外，若政府提供人們在結算申報時有列舉扣除額及標準扣除額的選擇，

則會增強依從及減少稽徵機關對於預防所得稅逃漏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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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文獻可知，租稅依從除了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外，還受社會規範、

正面的刺激、公平之社會因素等心理層面的影響。接下來，本研究再將文

獻回顧細分為(1)理論、(2)實證與實驗兩部份。由於本研究是以人類心理

觀點為出發點，將展望理論應用在教師逃漏稅的研究分析上，因此，將第

一部份分為傳統的預期效用理論與晚近的展望理論，第二部份則分為探討

框架效果下的實驗文獻與未含框架效果下的實驗和實證文獻，以回顧及比

較影響逃漏稅的不同因素及結果。第三部份本文對教師免稅問題的來龍去

脈做一分析與回顧。 

2.1 逃漏稅理論相關文獻 

2.1.1 預期(Expected)效用理論相關文獻 

Allingham and Sandmo(1972)首先提出所得稅逃漏之預期效用模型，

他們假設納稅人為符合 Von Neumann-Morgenstern 公理，即邊際效用大於

零且邊際效用遞減的風險趨避者。該文使用 Arrow-Pratt 風險趨避程度來

衡量比較靜態分析的結果，得到稅率變動對申報所得的影響有兩種效果，

其一為替代效果，即稅率增加會使逃稅更為有利；其二為所得效果，即稅

率增加會使所得減少，在絕對風險趨避遞減的假設下，會減少逃稅，因此

使總效果無法確定。此外，罰款率及查核率均與申報額呈同方向變動，此

隱含罰款率和查核率政策可互相替代，而政府可透過懲罰率和查核率兩政

策來達到影響稅收的目的；因此，當查核率減少使政府預期稅收減少時，

稅收損失可藉由罰款率增加來彌補。之後，首次以政府的角度來看逃漏稅

行為的是 Kolm (1973)，他認為公共財比私有財帶來較高的社會價值，並

提出罰款率可由政府直接控制，查核率則須由花在查核逃稅的成本間接控

制，所以稽徵稽關為了要極小化稽徵成本、和極大化稅收來避免逃稅，則

應選擇查核率為零及罰款率為無窮大來減少逃稅行為。而 Yitzhaki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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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首先假設納稅人之絕對風險趨避程度為所得的遞減函數，並對

Allingham and Sandmo 模型做一些修正，將懲罰率從原本課於逃漏所得額

改課之於逃漏稅額後，發現稅率的增加僅有所得效果而無替代效果存在，

使得稅率與申報額呈同方向變動，與 Allingham and Sandmo 所得結果不同。 

 

Pencavel (1979)則擴充了傳統模型，且放寬線性所得稅制的假設、考

慮另一種罰款函數的組成及勞動供給決策，並在假設實際所得和申報所得

為內生變數下，結果發現免稅水準增加，會使稅後財富增加，又在遞減的

風險趨避下，會使申報所得減少。接著，Koskela (1983)在考慮免稅額，

及線性累進稅制下，以及在納稅者的預期效用和政府預期稅收不變下，發

現稅率增加，逃漏稅的變化須視罰款率課徵於未申報所得或逃漏稅額而

定。若罰款率課於未申報所得時，一方面稅率增加對逃漏稅的影響有兩種

效果，正的替代效果使逃漏稅增加，負的所得效果使逃漏稅減少；另一方

面由於定額移轉有正的所得效果會抵銷負的所得效果，因此總效果會使逃

漏稅增加。而當罰款率課於逃漏稅額時，稅率的增加只有負的所得效果，

且此所得效果較強，又因定額補貼的移轉之正的所得效果無法完全抵銷負

的所得效果，總效果會使逃漏稅減少。之後，Yaniv (1988) 探討雇主和員

工在扣繳制度下的欺騙行為，並比較扣繳制度和非扣繳制度的逃漏稅大

小，結果發現扣繳制度不能保證會使逃漏稅減少;且當扣繳率大於申報稅率

時，會誘導雇主向政府支付少的扣繳金額。 

 

由於上述學者對逃漏稅問題的研究奠定了紮實的根基，自此關於逃漏

稅的探討即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許多文獻即將相關的研究做進一步地整

理與比較，例如 Cowell(1985)和 Pyle(1989, 1991)。此外，Cowell(1990)

指出人民會打從心底不願意服從納稅此項義務，而這是種普遍且自然的經

濟現象，因此他在此前提下以政府執行面來思考，針對租稅問題設計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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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解決方案。此外，他認為資訊不對稱才是逃漏稅問題的根本，並建議在

建立逃漏稅模型之前應將公部門的角色說明清楚。最後他還指出若政府要

藉由租稅收入的增加來擴大公部門的規模，則將會使地下經濟更加猖獗。

其次，Andreoni, Erard and Feinstein (1998)則指出租稅依從會受到心

理、道德和社會等因素的影響，而當人民對道德有不一樣的偏好時，則該

因素會減少經濟理論對於非依從的預測準確性。最後，Slemrod and 

Yitzhaki (2002)利用規範分析的角度來探討逃漏稅如何影響公平面及效

率面，這是最新近的文獻集成。 

 

2.1.2 展望(Prospect)理論相關文獻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率先提出展望理論，其為風險下個

人選擇的敘述理論。Kahneman and Tversky說明此理論違反預期效用理論

的一些公理，且認為預期效用理論並非適當的敘述模型。Kahneman and 

Tversky 提出的價值函數1包含以下的特性：在參考點的右邊為利得、凹形、

有風險趨避的傾向，而在參考點的左邊為損失、凸形、有風險愛好的傾向，

且損失的曲線比利得曲線還陡；其價值函數的價值以利得或損失來判斷，

而非由最終資產所決定。故若決策者是以最終資產來做決策，而非利得或

損失，則參考點決策為零，價值函數可能在任何利得及損失情況均為凹，

而沒有風險愛好的情況。除此之外，每個結果的價值都乘以一個決策權重

2 ( )pπ ， ( )pπ 為 p的遞增函數而非機率，其特性為不可能的事件被摒棄

( ) 00 =π 、常態化 ( ) 11 =π ；對於低的機率 ( ) ( ) ( ) 11 ≤−+ pppp πππ ，但大於 ，且

低的機率被高估及重視，而中及高的機率被低度重視。亦即，展望理論在

說明納稅者面對風險的態度同時被價值及決策權重所決定。 

                                                 
1 S型價值函數圖，請參見附圖 2.1。 
2 決策權重函數圖，請參見附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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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還提出三個主要的效果證明違反預期效

用理論的很多現象，一為確定效果(certainty effect)，即人們會過度看

重確定的效果相對於可能的結果之現象，此違反替代公理；二為反射效果

(reflection effect) ，即會過度看重確定的情況，當在利得情況會以風

險趨避的態度做偏好的選擇，而在損失情況會以風險愛好的態度做偏好的

選擇；三為孤離效果(Isolation Effect)：指用不同的方式陳述相同的選

擇會導致不同的偏好，此效果隱含價值或效用的大小是由財富的改變所決

定，而非最終資產狀況所決定。Kahneman and Tversky 所提之展望理論違

反一致性、遞移性、及優勢性，但在很多情況，決策者沒有機會去發現他

的偏好違反決策規則，這些反常情況都暗指展望理論預期會發生。 

 

Markowitz (1952)財富效用理論3是最早提出風險愛好在負的展望間，

此理論和展望理論的相似處為價值函數均由損失和利得而非最終財富狀態

所定義，且限制影響行為的因素為機率與結果，並採用貨幣結果為單一面

向，而未考慮其它非貨幣特性。不同處為 Markowitz 效用理論假設主觀機

率與轉換的客觀機率相關，但展望理論以決策權重來取代機率，決策權重

為客觀機率的非線性函數；此外，Markowitz 增加兩個反曲點，損失及利

得範圍各有一個，其中大的損失值及小的利得值為凸（風險愛好者），小的

損失值及大的利得值為凹（風險趨避者）。 

 

  再者，Yaniv (1999)將展望理論應用到逃漏稅模型，探討預先支付稅

與租稅依從的關係，並將參考點設為實際所得減預先支付的租稅，發現減

                                                 
3 Markowitz財富效用圖形，請參見附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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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逃稅的誘因有二，一為須花成本的查核努力增加，二為不需花成本的預

先支付增加，但其指出若預先支付低於納稅者的實際租稅責任，要以預先

支付稅額來替代須花成本的查核努力以誘使完全依從，則預先支付必須設

定在充分高的水準才有可能；而若查核努力相當高，預先支付只要設定輕

微地高於納稅者實際的租稅責任，也有可能會誘導完全依從；而若查核率

被降低至某一水準，則預先支付須逼近無窮大才能誘導誠實。 

 

由上述可知，展望理論在逃漏稅的應用均為決策者以參考點來評估利

得或損失，而不是以最終的財富狀態來判斷是否要逃稅，而與傳統的預期

效用模型有所不同。 

2.2 逃漏稅實驗與實證相關文獻 

2.2.1 未含框架效果下的實驗和實證文獻 

Clotfelter (1983)、Wallschutzky (1984)、Erard and Feinstein 

(1994)、Das-Gupta, Lahiri and Mookherjee (1995)等人以實證方法來探

討逃漏稅行為，而 Spicer and Becker(1980)、Spicer and Thomas(1982)、

Kaplan and Reckers (1985)、Baldry (1987)、Alm, McClelland and 

Schulze(1992)等人則以實驗方法來分析逃漏稅行為。Das-Gupta, Lahiri 

and Mookherjee 實證發現免稅範圍對依從和收入產生負效果，但罰款率的

影響不顯著。Erard and Feinstein 則加入道德觀因素，結果顯示，當低

報及逃稅被發現時，逃漏者會覺得有犯罪感及恥辱；此外他發現犯罪及恥

辱為申報行為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且恥辱比犯罪更敏感。但 Kaplan and 

Reckers不建議用道德觀念來減少逃稅行為，因不容易改變納稅者已根深

蒂固的觀念。除此之外，Spicer and Becker 認為如果納稅者知道和政府

交易的不公平，他將會試圖藉由逃稅來重建公平。若政府重分配納稅者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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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稅負擔，重分配後覺得自己是受害者的人，會增加租稅逃漏；覺得較

偏好此情況者，會減少逃漏。因此，納稅者與政府的交易關係之知覺和態

度也會影響個人的逃漏稅決策。Wallschutzky 認為若納稅者知覺稅率太

高、知覺租稅制度不公平或知覺政府花錢不明智，均是引起納稅者逃漏稅

的可能原因，且會藉由低報所得或高報租稅扣減額的方法來逃漏。 

其次，在稅率對逃漏稅的影響方面，Clotfelter (1983)、 Das-Gupta, 

Lahiri and Mookherjee (1995) 和 Baldry (1987)均發現稅率對逃稅金額

有顯著的影響效果，稅率增加會使低報所得的幅度增加。在查核率方面，

Das-Gupta, Lahiri and Mookherjee (1995)實證發現稽徵效率對於依從和

收入有顯著的效果。但是 Erard and Feinstein (1994)認為傳統租稅依從

理論模型假設納稅者知道實際的查核率是不符合事實的，因事實上在不確

定性及社會的認知下，納稅者對於查核函數的真實知覺是困難的。他還發

現納稅者對於查核率會有不同的錯誤知覺，當申報所得減少時，納稅人會

高估查核水準和比率。Alm, McClelland and Schulze (1992)也認為某些

人會過度敏感，而高估查核率，但其認為依從不是總是歸因於高估查核率；

因為當沒有查核時，公共財的出現也會增加依從，且若查核率高到使逃漏

的預期值為負時，愛好風險者也會選擇逃漏。但平均而言，平均群體依從

率隨著查核率增加，而呈現非線性的增加。可是，Spicer and Thomas (1982)

提出知覺查核率的效果須視資訊情況而定，其發現在完全及不完全資訊情

況下，逃漏的可能性與查核率呈顯著的負相關；在完全沒有資訊下，逃漏

的可能性與查核率無顯著的相關性。他並建議課稅當局若要提高查核率以

增加稅收，必須提供給納稅者更精確、更完整的查核率資訊。而且，逃漏

稅的經濟模型應修正為以不完全資訊為基礎的逃稅決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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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框架效果下的實驗文獻 

Kahneman and Tversky (1981, 1984, 1986) 在一系列的偏好選擇實

驗中對傳統的預期效用理論的實用性提出質疑，其認為人民的心理會影響

問題的決策判斷，和機率及結果的評估，當相同的問題被不同的方式所框

架時會產生偏好的改變，違反理性選擇的不變原則。當涉及損失和利得的

風險問題時，會有不一致的反應態度，此稱為框架效果。若涉及利得的選

擇有風險趨避的態度，涉及損失的選擇有風險愛好的態度，此稱為行為框

架。此外，實驗發現，參考點的不同決定結果被評估為利得或損失，且因

價值函數的利得為凹，損失為凸，故參考點的改變會改變結果間價值的差

異，因此會改變方案間的偏好順序。其認為如果價值函數與決策是線性的，

則方案的選擇順序框架無關。然而，若為非線性，則不同的框架會導致不

同的偏好結果。此再次證明展望理論違反現代決策理論 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 公理的遞移性、替代性、支配性、不變性。接著，他還發現

心理會誘使過度高估確定的事情和不可能的事件，並且當有不可能的利得

時，會出現風險愛好的態度；而當有不可能的損失時，會出現風險趨避的

態度。 

之後，有許多學者以實驗方法探討有關逃漏稅議題之框架效果，如

Chang, Nichols and Schultz (1987)實驗發現在框架方面，納稅者視租稅

支付為利得的減少或視為確定損失會影響納稅者的行為。而在非框架的外

部因素方面，納稅金額愈小納稅者愈想逃稅，且愈大的罰金及查核率有愈

大的制止效果。他們認為外部的變數及內部的框架很明顯會影響不確定下

納稅者的選擇。實驗結果顯示納稅者一般為風險趨避者，但也有實質的比

例存在風險愛好行為，此符合展望理論。Traub (1998)則探討稅項寬免的

框架以評估租稅負擔的公平性，在租稅退回金額與租稅追繳金額相等下，

分為兩部分的框架，其一為逐漸降低租稅負擔，即有租稅退回的情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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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逐漸提高租稅負擔，即有租稅追繳的情況，結果發現，納稅者認為租

稅退回的公平性大於租稅追繳的公平性，且框架效果隨所得增加而提高；

此顯示納稅者是依參考點而非最後的財富水準來看租稅公平性，框架效果

的主要來源為參考點。因此，Traub 建議負的或損失的框架之租稅制度應

避免。此外，Kelsey and Schepanski (1990)分為三個框架，分別為損失

情況、租稅退回情況、最終資產情況。結果顯示即使所有情況都相等，但

租稅退回情況有較強的框架效果，最終資產情況則不強，且退回及最終財

富情況比損失情況更風險趨避。其中損失及退回情況符合展望理論，最終

資產狀況不能符合展望理論。再由展望理論可預測損失情況的偏好為查核

率的遞減函數，退回情況及最終情況的偏好為查核率的遞增函數。因此，

建議使用框架現象可能可以改善納稅者的依從。 

 

而在有關扣繳的議題方面，Robben, Webley, Elffers and Hessing  

(1990)實驗發現不足的扣繳未來必須支付額外的租稅，相對於超額扣繳未

來可退回，更會逃稅。而 Schepanski and Shearer (1995)發現未預期的

退回比未預期的支付狀況更依從，低扣繳者有風險愛好的態度，高扣繳者

則有風險趨避的態度；低扣繳及有額外的應付額，有低的依從率，且低扣

繳的納稅者相對於高扣繳者有較低的租稅依從。由此可知納稅者的扣繳狀

態會誘導不同的風險態度，進而影響依從行為。 

 

綜合上述可知，傳統理論分析為經濟學家視租稅逃漏決策為淨所得最 

大化，誠實申報或申報小於真實所得的效用問題；若不誠實申報，其報酬

依賴於被查核的機率和查核的有效性，且通常研究逃漏稅的最適金額。並

假設納稅者的行為符合 Von Neumann-Morgenstern 公理，不確定下的行為

邊際效用為正、呈嚴格遞減、風險趨避，所得的基本效用函數為唯一的論

點。而展望理論建議一個不同的不確定行為，可應用於納稅者對風險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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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並依賴於參考點，租稅的支付被知覺為利得的減少或損失，且所得不

是效用函數唯一的論點，利得與損失的效用函數不同。根據展望理論，租

稅支付被知覺為利得的減少，納稅者的效用函數被假設為凹型；若知覺為

損失，為凸型。在現實上納稅者不符合預期效用理論的公理，高的機率或

低的機率常被過度重視。此外，有高(低)度扣繳的納稅者被視為評估租稅

相關的結果為利得(損失)，且面對凹(凸)的價值函數，採較保守(冒險)、

更依從(不依從)的態度於他們的租稅申報。 

2.3 中小學教師免稅問題相關文獻 

自從民國六十八年國民教育法公布，將中學教職員薪資列入免稅範圍

後，中小學教師是否該免稅的問題即令人側目。綜觀國內的相關研究所在

多有，其中以林春燕(1981)、吳雪琴(2000)和李怡欣(2002)為例，他們均

對當時制定中小學以下教師免納薪資所得稅的理由做了詳盡的研究。根據

他們研究的結果，本文對於中小學教師免稅政策實施的理由，作出了以下

的歸納：第一，以前基層教育並不普遍，政府為鼓勵私人興辦，故實施免

稅政策藉以吸引優秀人才從事基礎教育；第二，與公務員相較，公務員可

按年資升遷，但當時教師地位低，發展其他事業的機會較受限制；第三，

在過去小學教職員待遇微薄，往往低於平均所得以下，且稽徵成本過高，

稽徵不易，即使申報也難以課到稅。在當時的環境下，中小學教師免稅政

策的實施可謂適時適地。 

 

然而，由於時空背景的不同，上述免稅的理由在現今的社會早已不存

在。於是社會興起了數股批評的聲浪，在在皆反對中小學教師免稅政策的

繼續存在。關於免稅的缺點及贊成取消的理由，林春燕(1981)、吳雪琴(2000)

和李怡欣(2002)也都做了深入的探討，他們均認為對中小學教師免稅會對

租稅公平及財政收入產生負面的影響，而應予以取消免稅優惠；在租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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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面，免稅優惠會對中小學與高中以上教師間造成具相同納稅能力的人

未繳納同樣的稅額之水平不公平現象，以及對中小學教師與其他行業間造

成不同納稅能力的人未依能力負擔國家稅負之垂直不公平現象。例如，李

怡欣(2002)比較民國 88年中小學教師及公務員的薪資，發現中小學教師的

薪水已很高，且高於公務人員各職等的薪資，若中小學教師免稅政策持續

施行，將會對公務員產生不公平的待遇。而在財政收入方面，中小學教師

免課薪資所得稅會破壞稅基的完整性，使政府財政收入減少，故應取消免

稅優惠。李怡欣估計 87年中小學以下的教職員薪資所得免稅，所造成稅基

侵蝕高達新台幣 1,364.86 億元，而造成稅收損失額共計新台幣 67.83 億元

之多。故其建議為了維持稅制之完整性，以及減低對租稅公平與政府稅收

之損害，應取消免稅之優惠。 

 

針對中小學教師免稅問題的改進之道，首先，林春燕(1981)分別從所

得稅理論、社會正義、時代環境和財政政策四項觀點探討免稅所得相關問

題，之後對於中小學教師免稅問題提出兩種方案：第一，先取消國中教職

員薪資免稅之規定，俟時機再取消國小以下教師之免稅措施，此乃因國小

教師服勤時間較國中教師長，且國小教師還需身兼其他教務、訓導、總務

等職務於一身，似乎較國中教師還辛苦；第二，除了特定對象予以定額補

貼(例如為鼓勵教師至偏遠鄉村地區任教者)外，其餘全部一併取消免稅規

定，其認為此方式對財政稅收方面不致減損過大。 

 

其次，吳雪琴(2000)以公共選擇理論中政府失靈的觀點探討為何教師

免稅無法取消之因，共分為官僚體系與代議制度兩方面來探討。在官僚體

系下，官僚體系的缺乏競爭、具僵化特性、欠缺評估標準與資訊不對稱為

其影響因素；在代議制度下，立法委員追求選票至上、任期限制與利益團

體尋租等因素的影響，使得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取消中小學以下教師之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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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因此，吳雪琴首先建議要加強選民的民主政治教育，使選民能真正

選賢舉能，以斷絕立法委員與利益團體相同勾結之情事。其次，應建立公

開而具競爭性的遊說管道，並落實官僚人員的獎懲制度。最後，建議官僚

機構作業程序的公開且透明，以及行政部門應廣開諮詢管道以傾聽民眾的

意見，以作為政策決議的基礎。吳雪琴提出的建議也許能解決執行面的問

題，但可惜的是對於取消教師免稅之整個政策規劃並沒有提出具體的意見。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基於時空背景的不同、稅制公平與財政收入的考

量，林春燕、吳雪琴和李怡欣均贊同取消中小學教師薪資所得免稅之優惠。

另外，現今各部會所凝聚的共識為恢復教師課稅前，必須合理地調整教師

薪資，吳雪琴(2000)認為若課稅後所增加的稅收多於調整教師薪資的支

出，則應恢復課稅，反之則不宜貿然採行。由此可知，政府要以加薪來彌

補教師因課稅後所短少的所得，以順利進行取消免稅優惠之措施之前，必

須還要考量課稅又加薪後是否會因此而使財政收入不增反減。 

 

  不同於以往探討教師課稅問題的文獻，本文嘗試以另一種思考層面來

切入，亦即以逃漏稅的角度，來分析在政府對教師調整薪資的幅度等於教

師誠實申報所應課徵的稅收情況下，觀察教師是否在課稅政策實施後會有

逃漏稅的誘因，進而讓政府財政損失更嚴重。藉此我們得以思考政府在實

施此項課稅又加薪政策的利弊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