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失業保險重分配功能之理論探討 

失業保險對於社會所得分配改善的功能，一直是失業保險很重要的目標之

一。社會福利的範疇中，所得分配改善一直是重要的課題，而社會福利架構下的

社會安全制度，更著眼於促進社會所得分配平均的方向邁進；社會安全制度下的

社會保險，旨在平均分攤風險，讓社會相對較弱勢的人能得到在某些情況下，能

得到一定程度的經濟照顧；失業保險是社會保險中很重要的一環，其所分配改善

的功能更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重分配，意旨相對較弱勢的團體，從失業保險拿取的比付出的還多，即領取

的給付比付出的稅賦大；而相對較具有優勢的團體，付出的比得到的還多，即付

出的稅賦比得到的給付大，藉由將某一群體的所得移轉給另一群體的人，可以造

成所得分配改善的效果，將有助於經濟的穩定 ( Douglas,1953 )。 

Blaustein ( 1968 ) 曾指出失業保險的基本目標為：在失業期間，提供失業者

補助（包括非自願性的失業者，應確保其有基本的尊嚴、失業給付能替代薪資，

使失業者維持基本的水準、幫助失業者保有其基本的生活技能）⋯等，其中在經

濟穩定功能方面，認為失業保險有緩和失業對於社會衝擊的功能，進而促進社會

所得分配的改善。 

鄒道序 (1969) 指出失業保險是一種社會保險，被保險人，其雇主或政府集

合一部份金錢以保障被保險人的集體危險，由於受雇人中事業的可能性大小不

一，失業對被保險人的危險程度不一，但是同為一個計畫所保障，是一種社會保

險的精神。社會保險很重要的功能是改善所得分配的狀況，社會保險中的失業保

險是其他社會保險計畫的前鋒，更負有這項重要的使命。 

Browning (1975) 提到當政府想要進行所得分配的改善，其中很重要的方式

是透過支出的政策來實施。如果我們能用通盤的指標來衡量所得分配的狀況，在

社會福利中，我們可以進行很多的計畫來促進社會所得分配的改善。在經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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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影響是可以使社會不致於動亂、犯罪、社會動盪不安。Symposium (1983)，

認為當我們欲期待社會所得重分配的效果時，應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來提供

社會保險。社會保險所得重分配的功能不言而喻，社會保險中失業保險更責無旁

貸。 

Beveridge (1984) 亦曾指出失業保險的實施，期待能使失業者在失業期間維

持其基本的經濟生活，Rejda (1994) 也認為失業保險應提供適當的給付，使失業

者在失業期間獲得一定程度的保障，進而平衡社會所得之差距。 

Wright (1986) 研究經由公共選擇機制決定的保險政策中亦提到，當經濟體

當中的選民是異質性時，失業保險系統扮演很重要重分配的角色。 

蔡宏昭 (1990) 認為社會福利具有四項經濟效益，即解決貧窮問題、所得重

分配、促進經濟成長、維護經濟穩定之效益。由於近來台灣由開發中國家邁入已

開發國家的過程中，所得分配不均是一項嚴重的問題；而社會福利制度的重要功

能之一即解決所得分配的問題。 

Benabou (2000) 曾嘗試解釋相同政治、經濟環境下的國家，為何各自有不同

的社會保險制度及財政分配狀況，Benabou指出重分配確實可以提高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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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育程度與所得之關係 

   在探討所得重分配的過程，常使用 Gini Coefficient來衡量。使用這項係

數的同時，需要將所得劃分為十等分。由於資料結構的緣故，本文未採用 Gini 

Coefficient來劃分所要分析的對象，而採用教育程度來劃分；採用教育程度來

將勞工分為不同的群體，在經濟意涵的解釋上，也等同於用所得來劃分勞工為不

同的群體。 

    採用教育程度劃分所要分析的對象，與採用所得十等分來劃分，具有等價的

經濟意義。因為不論是過去的文獻獲釋或是本文所分析之台灣的就業人口，教育

程度較高、受教育年限較長的群體，其所得（或薪資）是較高的。 

    根據李奕君（1992）指出，台灣地區教育水準對薪資有正面的影響，也就是

教育程度越高者，薪資也越高。 

黃美華（1994）發現，教育程度,工作經驗水準,與薪資報酬有顯著的正向關

係 

鄭乃慈（2002）亦指出，台灣地區教育程度越高的勞工與其相對薪資是為正

成長的關係。 

廖茂榮（2002）研究教育投資與薪資所得關係中，發現學校教育年數與工作

經驗年數的增加都能提高薪資所得水準。 

    李俊賢（2003）研究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工人之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對薪資所

得的影響，發現教育程度與薪資所得呈現正相關。 

    本文採用教育程度將勞工劃分為三個群體，其背後也隱含用所得劃分的經濟

意義。由於本文在使用勞工保險統計年報計算失業保險淨給付時，勞工保險統計

年報沒有所得十等分的資料，使得本文在計算方面面臨相當大的困難，因此本文

調整為使用教育程度將勞工劃分為三個群體，分析不同教育程度勞工所得分配改

善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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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國失業保險制度之給付與稅收 

1.美國 

美國失業保險制度的建立，開始於1932年，最初為威斯康辛州創立失業補 

償法，是第一個採用保險方式解決失業問題的州。美國失業保險制度主要法源依

據為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1939年的聯邦失業稅法，以及各州失業保險法。美

國失業保險的給付，根據石泱（2004），美國各州對於失業保險的給付標準有差

異，計算基礎大多以過去工作期間的平均薪資來計算，並有最高及最低給付額度

的限制，有些州以一定的基準期的平均週薪再乘以一定比例作為計算標準，有些

州則以年薪的百分比來計算。特別的地方在於，有些州對於低薪失業者會採取加

重給付的方式，藉以保障低所得勞工失業期間的生活。另外在給付期限方面，一

般最長給付週數為 26週，但是聯邦政府規定某些失業率較高的州得延長 50%給

付的期限，亦即可以再增加13週的給付，聯邦政府對於延長給付部分給予補助。 

     在財務基礎方面，各州的失業保險財源主要來自雇主為員工繳納的薪資

稅，而除了某幾個州（阿拉斯加、紐澤西與賓州）外，被保險人大多不需要負擔

保險費。比較特別的是，美國失業保險費率是採用經驗費率，因為美國的學者認

為，員工之所以會失業，是來自於雇主解雇導致的，所以將失業保險費率負擔的

責任全歸於雇主身上，所以雇主需負擔的失業保險費率是依據過去雇主解雇員工

的程度而定。另外，約為薪資總額的 0.8%為雇主所繳納的聯邦稅，其中6.2%為

基本費率，若州政府有辦理失業保險，則可自基本費率當中扣除 5.4%給州政府

作為保險費用（其中包括0.2%的暫時基本費率），而目前各州所實施失業保險制

度基本費率多為5.4%，失業保險稅實際費率大約介於0~10%之間。而在政府負擔

方面，政府主要負擔制度營運管理費、延長給付費用之10%、融資給用盡預備財

源的州（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3）。 

    美國失業保險制度主要之特色有下列幾點：採取雇主責任制，輔以經驗費率

計算方式，以強化雇主穩定雇用；對薪資所得較低者採取加重給付的方式；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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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率較高的州採取延長給付的方式，以照顧長期失業者的生活；聯邦與州政府間

的伙伴關係，建立出更完美的失業保險制度；失業保險與就業服務整合；建構出

完善的就業資訊網絡 (石泱，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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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國 

    英國的失業保險制度法源基礎為1996年的英國求職者津貼法。失業保險制

度適用範圍為義務教育結束年齡（通常為 15歲）以上，不滿老人年金給付年齡

（男性65歲、女性60歲）的所有受雇者。英國尋職者津貼整合了繳費式的求職

者 津 貼  (Contribution-based JSA) 與 資 產 調 查 為 基 礎 的 尋 職 者 津 貼 

(Income-based JSA)。繳費式的求職津貼，採取均等給付的方式。其中 18至 24

歲者每週發給 42英鎊，25歲以上每週發給 53.05英鎊，若低於 18歲者則每週

發給31.95英鎊，最長以6個月為限，這些求職者需要等待3天，才能領取這些

津貼。資產調查式的求職者津貼所發給的金額依求職者的年齡、家庭收入和家庭

成員狀況有所不同，這項津貼依求職者家庭狀況不同而有額外的個人津貼、配偶

津貼、照顧兒童津貼、殘病照顧津貼及住屋津貼的補充，求職者津貼通常每週支

付乙次，但英國也存在某些條件下，將會排除求職者繼續請領津貼的權利。例如：

未積極覓職，或被各區就業服務中心認定無法隨時工作，或故意維持失業狀態

時，就會停止給付的權利。 

    財務基礎方面，早期失業給付是由國民保險基金提供 (陳聽安，1996)，財

源主要來自勞、資雙方繳納的保費。現在英國的求職者津貼中，資產調查式的財

務來源主要來自政府的稅收，繳費式的與年金保險相同，受雇者週薪介於87.01

至 575英鎊者繳納 10%，若是外包的聯邦所得相關年金計畫 (State 

Earnings-Related Pension Scheme, SERPS) 方案適用人員則繳納8.4%。雇主則為

受雇者繳納週薪超過 87英鎊部分的 11.9%，政府主要負擔資產調查式和其他非

繳費式各項津貼的所有行政費用 (石泱，2004)。 

    英國失業保險之特色有下列幾項：失業保險與失業救助相結合、失業保險合

併於年金保險項下、給付水準與薪資所得無關，但與失業者的年齡有關；嚴謹的

失業認定程序，以強化就業服務功能；藉由工作激勵給付與給付移轉方案，刺激

失業者的工作意願 (石泱，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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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 

   日本失業保險制度適用對象主要包括四類，依勞工身份分為一般被保險人、

高齡繼續雇用之被保險人、短期雇用之被保險人、日雇勞動之被保險人。其失業

保險給付主要有三項，分別為求職給付、就業促進給付、繼續雇用給付。 

    失業保險制度中的求職給付除了謀求安定勞工生活外，並以協助勞工順利求

職為目的，依勞工身份不同可以分為一般被保險人、高齡繼續雇用之被保險人、

短期雇用之被保險人、日雇勞動之被保險人。主要提供給一般保險人基本津貼、

技能訓練津貼、寄宿津貼和傷病津貼外，其餘三種被保險人僅提供基本津貼，並

採取一次給付的方式。各種津貼的給付標準依被保險人的年齡、投保年資與離職

原因而有不同的規定，大多介於90日至330日之間 (石泱，2004)。而在就業促

進給付方面，包括四種給付，分別為再就職津貼、長雇就職準備金、遷移費、廣

域求職活動費。在繼續雇用給付方面，日本政府於 1994年修法創設繼續雇用給

付制度，其目的為促使高齡勞工及女性勞工於生育後能繼續就業，短期目標，則

是希望促進高齡及女性勞工就業，但長期而言，期待減少失業給付的支出。給付

內容依對象不同可分為兩種，分別為高齡者繼續就業給付、育兒休業給付。基本

上，給付約佔離職前薪資的60%~80%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3)。 

    日本的保險財務是由政府、雇主和被保險人三方共同負擔，其中政府（國庫）

負擔日雇勞工求職費用的 25%，再加上14%的行政費用。而勞資部分，雇用保險

的四大事業所需費用由資方全部負擔，失業給付所需費用由勞資各負擔50% (詹

火生，1992)。累計被保險人須繳納薪資的0.6%，風險較高的農林漁業被保險人

則繳納0.65%。雇主則繳納薪資總額的0.5%，農林漁業的雇主則為1.0% 至1.1%

之間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3)。 

    日本雇用保險制度具有下列幾項特色：發展促進雇用的四大事業（即雇用安

定、雇用改善、能力開發、雇用福祉）；保險對象擴及高齡者及育兒留職停薪人

員；提供失業者遷移費及廣域求職活動費用；對季節性失業者提供保障 (石泱，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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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韓國 

    韓國雇用保險制度（the 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EIS），主要分為三大

部分，分別為雇傭安定、職業能力發展、雇傭保險失業給付。雇傭安定主要在於

預防失業、改善就業情況及增加就業機會等，其內容包括就業調適補助、促進地

方就業發展、高齡者就業促進服務、婦女就業促進服務、獎助民間興辦就業促進

措施、提供求才求職就業資訊。在職業能力發展方面，此部分主要在鼓勵民間、

私人部門辦理職業訓練，促使增進受雇員工就職過程中所需要的技能，甚至開發

第二專長等能力，另外更有諸多措施例如促進企業員工訓練、失業勞工再就業訓

練、獎助民間興辦職業訓練設施 (石泱，2004)。另外，在雇傭保險失業給付方

面，失業給付包括基本津貼 (Basic Allowance)、就業促進津貼 (Employment 

Promotion Allowance)，其中就業促進津貼包括提早再就業津貼 (Early 

Reemployment Allowance)、職業能力發展津貼 (Job Ability Development)、廣域

求職津貼 (Wide-area Job Seeking)、搬遷費津貼 (Moving Expense)四種 (石泱，

2004)。 

    韓國雇用保險制度中基本津貼給付的方式，以勞工失業前三個月平均薪資的

50%為基礎，再依據被保險人的投保期間及失業時的年齡而定，給付期限大約從

60日至210日不等。而失業者每階段給付期滿後，其年資將必須重新計算。 

    失業勞工如果不服勞動事務所的不給付處分時，可以依循下列管道進行：首

先，向所屬（地方）勞動廳提出異議。如果不服勞動廳的核定結果，可以再向（中

央）勞動部審議委員會提起覆議，對於該委員會的決定仍有不服時，最後可以向

高等法院行政法庭提出行政訴訟。 

    另外，在財務基礎方面，韓國失業給付保費由勞雇雙方共同分擔，而雇用安

定及職業能力發展則全部由雇主負擔。失業給付勞工與雇主各負擔 0.3%，雇用

安定事業雇主負擔0.2%，職業能力發展部分需要依據投保單位人數多寡，從0.1%

到 0.5%不等，其全部的保險費率以不超過給付受雇員工每月薪資的1.5%為上

限，此時，政府則負擔相關行政方面的支出。韓國失業保險制度中，有一項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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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保險費率的變化，即何保險費率的變動，需由就業政策委員會  (the 

employment council) 討論而確立之。 

    韓國失業保險尚有相關配套措施，包括雇用安定配套措施，職業訓練配套措

施、技職教育配套措施。其中雇用安定配套措施包括就業調適補助 (employment 

adjustment subsidy)、促進地方就業發展 (promotion of local employment 

development)、高齡者就業促進 (service for employment promotion of the aged)、

婦女就業促進 (service for the employment promotion of women)、就業服務 

(employmen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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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國失業保險制度之給付方式 

    我國的失業保險制度主要隸屬於九十二年一月一日實施的就業保險法，就業

保險法的前身為八十八年元月開始實施的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其保險費率為百分

之一，並於現行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百分之六點五內支應；對於不適用失業給付之

被保險人，將免收其失業給付適用部分之保險費，即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率按百分

之五點五計收。自九十二年一月一日就業保險法開辦起，失業給付改納入就業保

險給付範圍，故勞工保險的普通事故保險費率配合調降為百分之五點五（台北市

勞工保險局，2003）。 

就業保險法為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頒佈，並在九十二年一月一日實施，根據

就業保險法第一條之規定，就業保險法制訂的目的為提升勞工就業技能、促進就

業、保障勞工職業訓練及失業期間的基本生活。適用的對象為「年滿15歲以上、

60歲以下，受雇之本國籍的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本

保險（就業保險）為被保險人」。就業保險法規定凡是具有明確雇傭關係者均強

制參加。就業保險的等待期由7日延長為14日，其涵蓋的內容有四項：即失業

給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失業之被保險人參加全民健保保

險費補助。 

    在失業給付方面，根據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的規定，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

辦理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

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十四日內仍無法推介

就業或安排職業者，得請領失業給付。而失業的給付發放，根據就業保險法第十

六條的規定，申請人每個月可拿到離職退保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的百

分之六十，最長可拿到六個月的給付。但是領滿六個月失業給付者，其保險的年

資應該從新計算。如果受領失業給付未滿六個月再參加失業保險後非自願離職，

得依規定申領失業給付。但合併原已領取之失業給付月數及依第十八條規定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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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以發給六個月為限；合計領滿六個月失業給付者，保險年

資應重行起算。 

    在提早就業獎助津貼方面，其請領資格需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且在失業

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雇工作，並參加就業保險達三個月以上者。可向保險人申

請，依照保險人尚未請領的失業給付金額的百分之五十，被保險人一次可領得提

早就業獎助津貼。 

    在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方面，申請的條件為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得請領

的生活津貼為申請人每月可領得退保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

十，且最長可領六個月。 

    在失業之被保險人參加全民健保保險費補助方面，指的是失業者領取失業給

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由政府補助被保險人參加全民健保費自付額的部

分，但是這項補助僅限於失業者本人健保費自付額的部分，不包括失業者眷屬在

內 (石泱，2004)。 

    我國失業保險尚規定，申請人對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工作，在某些條件

下，仍得繼續領取失業給付。例如：工資低於其離職退保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

資百分之六十、工作地點距離申請人日常居住處所三十公里以上（就業保險法第

十三條）。另外，針對就業服務機構安排之就業諮詢或職業訓練，申請人在下列

條件下，仍得請領失業給付：因傷病診療，持有證明而無法參加者、為參加職業

訓練，需要變更現在住所，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顯有困難者（就業保險法第

十四條）。 

    失業給付的請領，亦有消極條件的限制，如就業保險法第十五條所規定的，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拒絕受理失業給付申請之情形：無第十三條規定情事之一不

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工作、無第十四條規定情事之一，不接受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之安排，參加就業諮詢或職業訓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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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險人於失業期間另有工作，需依就業保險法第十七條規定，如果每月工

作收入超過基本工資者，不得再請領失業給付；而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基本工資

者，其該月工作收入加上失業給付之總額，超過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八十部

分，應自失業給付中扣除。但總額低於基本工資者，可不用扣除。而領取勞工保

險傷病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臨時工作津貼、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其他促進

就業相關津貼者，領取相關津貼期間，不得同時請領失業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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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我國失業保險之財務 

    根據就業保險法第八條的規定，保險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按被保險人當月

之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擬訂，並報請行政院核定。 

我國就業保險中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二十，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

七十，其餘百分之十，在省，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在直轄市，由中央政府補助

百分之五，直轄市政府補助百分之五（台北市勞工保險局，2003）。 

另外，在就業保險法第九條亦規定保險費率的調整機制：保險人每三年應

至少精算一次，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聘請精算師、保險財務專家、相關學者及社會

公正人士九人至十五人組成精算小組審查。而如果有下列情形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在上述保險費率範圍內調整保險費率：一為精算之保險費率，其前三年度之平

均值與當年度保險費率相差幅度超過正負百分之五。二為保險累存的基金餘額，

低於前一年度保險給付平均月給付金額的六倍或高於前一年度保險給付月給付

金額的九倍時。三為本保險增減給付項目、給付內容、給付標準或給付期限，致

影響保險財務時。 

    就業保險基金的來源，根據就業保險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有五種：分別為保

險開辦時，中央主管機關自勞工保險基金提撥的專款；保險費與孳息收入及保險

給付支出的結餘；保險費滯納金；基金運用之收益；其他有關之收入。 

    就業保險基金之運用，根據就業保險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經勞工保險監理

委員會之通過，得為下列之運用：對於公債、庫券及公司債之投資；存放於公營

銀行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及買賣短期票券。 

    辦理就業保險所需要的經費，根據就業保險法第三十五條的規定，由保險人

當年度保險費收入預算總額百分之三點五為上限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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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衡量所得分配改善的方法 

    本節首先介紹美國、我國失業保險制度在收入及支出方面的特性，其次介紹

社會保險中，衡量所得分配改善常用的指標。最後，根據本研究所使用之我國家

庭收支調查報告之特性，擇一適合的方式，用以衡量我國失業保險制度所得分配

改善效果之評估。 

     Anderson and Meyer (2003) 使用美國失業保險薪資稅個人代表性資料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簡稱SIPP) 計算個人薪資、個人所得及家

庭所得，在不同級距下之稅的負擔，並進行失業保險薪資稅的分配與失業保險給

付、失業保險淨給付分配的比較。其研究結果顯示，失業保險薪資稅是累退的，

而在一般的失業保險計畫中，失業保險薪資稅的累退性會被失業保險給付的累進

性所抵銷，使得淨給付效果是累進的。 

     石泱 (2004) 說明我國就業保險政策下，給付內涵的狀況。整體而言，每

人每月平均薪資所得為42,287元，平均月投保薪資為27,455元（包括失業給付

16,779元、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33,698元、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15,959元，全民

健康保險費補助534元）。 

     在衡量社會保險所得重分配效果上，國外學者曾提出數種方式來評估。本

文首先介紹常用的衡量方法。其次，針對不同的方式做一比較與分析。最後，根

據欲設算的我國家戶所得資料的特性，選擇 Moene and Wallerstein (2001) 之

wagemean
wagemedian 方法，衡量我國失業保險之所得分配改善效果。 

      Musgrave and Thin (1948) 比較稅前與稅後的所得重分配狀況。使用下列

的指標： ,
b

a

E
E
其中 為稅後所得的吉尼係數分配， 為稅前所得的吉尼係數分

配，上式比值為1時，代表為比例稅制；當比值小於1時，為累退稅制；當比值

大於1時，為累進稅制。其研究結果顯示， 為.872，為.853，因此比值為

1.022。一套累進的稅制會伴隨著所得不均的降低；而一套累退的稅制會反映出

所得不均的提高。 

aE bE

aE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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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kwani (1977) 主要衡量稅制及公共支出的累進性。Kakwani提出一項指

標：
Gt

tP

G
GG

n

t
ii

)1(
1

*

−
−=

− ∑
=

it

用來代表因為稅制所導致的不平均的比率。其中G為稅

前所得的吉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G 為稅後所得的吉尼係數，P為第 i個

人稅的累進性， 為第 i 個人稅的平均稅率， 為整體的平均稅率，且

*
i

t

i

n

i

i p
t
t

GG ∑
=

=−
1

*

*
iP

P =

G

。等號左邊代表稅後吉尼係數減稅前吉尼係數占稅前吉尼係

數的比重即所得重分配的效果，等號右邊代表影響這項指標的因素有 、t 、t、

、G 。其中 與

iP i

P為同向變動，當 為負值（此時iP P亦為負值），如果假設

，則 需上升，如此一來，等號左邊是正的，則 t 是正值，所以當 是負

值，第 個人稅的貢獻（即 t ）是正的；同理，當 是正值，第 個人稅的貢獻 （即

） 是負的。其資料特性是以群組的方式呈現，並且以稅前所得的方式來分類，

每個所得階層皆有納稅義務人的數目、總所得、總稅賦。Kakwani 計算 1968至

1972年間，澳洲、加拿大、英國、美國個人所得稅之 、 t 、 t、G、G 。其中

澳洲、加拿大、英國的G 皆介於 0.3024~0.3518之間，比較特別的是，美國的

數值較大，約在 0.3524~0.3924之間；另外，澳洲、加拿大、英國的G皆介於

0.3454~0.3659之間，美國的G約在0.3772~0.4196。經由上述公式推算可得美

國的所得分不均程度是較嚴重的。在稅的累進程度方面，研究結果顯示稅的累進

程度依序為英國、澳洲、加拿大、美國。在這研究中，發現這四個國家的個人所

得稅累進的程度是下降的，尤其以英國的幅度最大（由0.2821下降至0.2540）。

個人所得稅的累進性降低將使得所得不均的狀況更惡化，但是這樣的效果會被平

均稅率的上升所抵銷。 

−

G *G

i

=G

it

i

i

iP

*

i iP i

P i

*

      Coronado et al. (1999) 衡量美國社會安全的分配改善效果。Coronado 在

steady state的前提下，建構其衡量所得分配改善的方法。Coronado 將個人所

得的資料分為五等分，主要計算每個人之終生給付折現至 22歲時之現值減去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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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稅賦折現至 22歲時之現值。這樣的衡量工具可以顯示在不同的所得群體中，

社會安全移轉的大小。資料來源1968~1989，22年間所得動態資料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1) 。其研究結果顯示最低所得級距的人終生稅賦為 64,700

美元，終生給付為125,700美元，但是這些淨給付是未來才拿得到，而在22歲

時的淨損失為1,300美元，約佔折現後的終生淨給付的0.17%。另一方面，最高

所的級距的人終生稅賦為141,400美元，而所拿到的給付為187,000美元，當淨

給付的折現率以2%計算時，損失30,100美元，約佔終生所得現值的1.33%。在

計算現值的時候，會牽涉到折現率的選擇，折現率的不同，會影響盈餘或損失的

折現值大小，也會影響累進程度。Coronado 將折現率假設為內在報酬率，發現

最低所得級距的人內在報酬率為 1.92%，最高所得所得級距的人則為0.85%，由

此可知，社會安全制度是高度累進性的。 

     van Doorslaer et al. (1999) 主要衡量12個OECD國家醫療照護財務方面的重

分配效果。van Doorslaer et al. (1999) 延續Kakwani’s Index的精神，在衡量重分

配效果的指標中，將平均稅率的影響程度顯現出來，Dooeslaer et al.提出的指標：

K
g

gRE 







−

=
1

，RE即為重分配效果，其中 為平均稅率，而g K為 Kakwani’s 

Index，由這個指標中我們可以看出，重分配效果不僅取決於稅的累進性K，更

受平均稅率 g的影響。當RE大於零時，稅制就是累進性的；當RE小於零時，稅

制就是累退性的。van Doorslaer更應用 Aronson et al. (1994) 的觀念，將所得分

配改善效果進一步解析為垂直不公平、水平不公平。其指標為：

[ ] RHCGG TXTXxFx −−−−− −−∑ )(α V=K
g

gRE 







−

=
1

，K為在假定每個人面對

相同稅制下的 Kakwani’s Index， xα 當所得為 x時，人口比例及過去繳稅所得的

比例， 當稅前所得為)(xFG x時，稅後所得的吉尼係數，C 為稅的集中指數

(concentration index)，V 衡量不公平程度的降低，

TX −

H為傳統水平不公平的範圍，

                                                 
1 PSID為收集自1968年以來美國8000個家庭、個人所得方面的資料，包含經濟、健康、社會
行為方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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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為比較過去稅的吉尼係數與過去稅的集中係數，衡量稅前分配至稅後分配的狀

況。其資料結構如同Wagstaff et al. (1999) 的處理，涵蓋十二個OECD國家自1980

至1993年之資料，主要包含所得、稅賦、社會保險、私人保險、直接支付⋯等

項。其研究結果顯示在所有OECD國家中，使用直接稅來融通醫療照護，具有所

得分配改善的效果。其中，芬蘭與美國所得重分配效果更伴隨著直接稅的攀升。

OECD國家中，大部分國家社會保險重分配效果是正的，只有英國與荷蘭，因為

訂有最高稅賦上限的緣故，社會保險呈現負的所得重分配效果。以所得重分配的

絕對值而言。另一方面，如果從所得分配效果絕對的數值來看，法國、德國、荷

蘭是最高的。 

      Liebman (2001) 主要模擬1925至1929年出生，在1991年仍存活且終生

皆適用當時社會安全制度的人之內在報酬率的分配、淨移轉、以及終身稅率。

Liebman提出三種衡量重分配的指標。第一種為內部報酬率，即為使社會安全貢

獻及給付折現值相等的報酬率，由下列式子得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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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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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B為社會安全給付，為T社會安全稅， 為人在某個給定年齡之存活率。第

二種方式，是以個人終生給付與稅之間的差距，表現社會安全淨移轉的大小，由

下列式子得出：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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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etTransfe , 

我們可以看出淨移轉是由個人終生社會安全給付之現值減去個人終生稅賦之現

值，使用 65歲時的折現率 計算之。第三種衡量方法為淨移轉除以終生所得現

值表現之。資料來源為 1990年至 1991年的所得與計畫參與調查 (Surveys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SIPP

dr

2) 。其結果顯示社會安全提供與所得相關

的移轉，約佔 2001年總給付水準的 5%~9%(大約190~340億美金)。而且當時的

                                                 
2 SIPP是美國人口統計以及經濟方面的資料，可提供社會所得、財富、貧窮分佈的狀況，以及
聯邦或各州政府對於個人或家計單位實施計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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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制度以所得為基礎的重分配與總給付相較之下是較適當的。 

 

      Moene and Wallerstein (2001) 使用中位數與平均數的比值來衡量薪資重

分配。其指標為：
wagemean
wagemedian

，其中median wage代表薪資中位數，mean wage

代表薪資平均數。其所使用的資料為 1985、1990、1995社會保險給付、政府支

出及失業的資料，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年金的支出來自1999年OECD的資料，

並利用多種統計量
3來輔助說明。此研究檢驗五個模型，分別放入時間落後變數、

不均度 (90/10)4、失業率、老年人口的比率⋯等，觀察這些因素對於因所得減

少而得到的給付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薪資的分配占GDP

的比重是負值；在高度工業化國家中，所得分配較不均的國家花費比所得分配較

平均的國家花費較少在社會保險上。茲將本節所介紹之衡量所得重分配的方式做

一整理，如下表1所示： 

表 1   所得分配改善指標歸納表 

文章 衡量重分配指標 資料特性 結果 

Musgrave 

and Thin 

(1948) 

其中 為稅後所得的吉

尼係數分配， 為稅前所得

的吉尼係數分配 

aE

bE

略 aE

為.872，E

為.853，因

此比值為

1.022 

b

Kakwani 

(1977) Gt

tP

G
GG

n

t
ii

)1(
1

*

−
−=

− ∑
= ,G為稅

前所得的吉尼係數 (Gini 

以稅前所得分類、群組的

方式呈現，每個所得階層

皆有納稅義務人的數目、

美國的所

得分不均

程度是較

,
b

a

E
E

                                                 
3 例如：因所得損失而受領的保險給付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社會支出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

率⋯等。 
4 原文為Inequality (90/10)，一地最高所得10%的人之所得是最低所得10%的人之所得的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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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ficient)，G 為稅後所

得的吉尼係數，P為第 個人

稅的累進性， t 為第 i個人稅

的平均稅率， t為整體的平均

稅率 

*

i i

i

總所得、總稅賦 嚴重的 

Coronado et 

al. (1999) 

個人所得的資料分為五等

分，主要計算每個人之終生給

付折現至22歲時之現值減去

終生稅賦折現至22歲時之現

值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主要為自1968

年以來美國8000個家庭、

個人所得的資料，包含經

濟、健康、社會行為方面

的資料 

折現率假

設為內在

報酬率，最

低所得級

距的人內

在報酬率

為 1.92%，

最高所得

所得級距

的 人 為

0.85%，社

會安全制

度是高度

累進性的。

 

van 

Doorslaer et 

al. (1999) 

K
g

gRE 







−

=
1

,RE即為重分

配效果，其中 g為平均稅率，

而K為 Kakwani’s Index 

主要包含所得、稅賦、社

會保險、私人保險、直接

支付 

OECD國家

中，除了德

國與荷蘭

外，社會保

險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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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是正

的，最大效

果 為 美

國、其次為

英國與芬

蘭 

Liebman 

(2001) 

1. ∑
=

=
−+

−
=

100

21
21)1(

)(
0

age

age
age

ageageage

r
TBS

B為社會安全給付，為T社會

安全稅，S為人在某個給定年

齡之存活率 

2. 

∑
=

= +

−
=

100

21 )1(
(age

age
age

d

ageage

r
BS

rNetTransfe

 

3. 淨移轉除以終生所得現值

1990年至1991年的所得

與計畫參與調查(Surveys 

of Income and Progeam 

Participation，SIPP) 

當時的社

會安全制

度以所得

為基礎的

重分配與

總給付相

較之下是

較適當的 

Moene and 

Wallerstein 

(2001) 

 

wagemean
wagemedian

其中

median wage代表薪資的中位

數，mean wage代表薪資的平

均數 

1985、1990、1995社會保

險給付、政府支出及失業

的資料，社會保險、醫療

保險、年金的支出來自

1999年OECD的資料，並利

用Inequality(90/10)、老

年人口的比率⋯等統計量 

高度工業

化國家，所

得分配較

不均的國

比分配較

平均的國

家花費較

少在社會

保險上 

資料來源：Musgrave and Thin (1948) 、Kakwani (1977)、 Coronado et al. (1999)、van 

Doorslaer et al. (1999)、Liebman (2001)、Moene and Wallerstein (2001)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