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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我國所得稅法捐贈相關規定介紹 

    根據我國所得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關於所得稅扣除額的申報可 

以採取兩種方式：一種為標準扣除額，本文樣本期間民國 92 年度的 

標準扣除額單身者為新台幣 44,000，有配偶者為 67,000 元；另外也 

可以採取列舉扣除額的方式。納稅義務人可以夫妻合併申報，或選擇 

將配偶薪資所得分開計算稅額，再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 

  綜合所得為本人配偶及申報受扶養親屬取得下列各類所得的合 

計：營利所得、執行業務所得、薪資所得、利息所得、租賃所得及權 

利金所得、自力耕作漁牧林礦所得、財產交易所得、競技競賽及機會 

中獎的獎金或給予、退職所得、其他所得等。綜合所得總額減除免稅 

額及扣除額後的餘額，即為綜合所得淨額。表 1、表 2 列示綜合所得 

計算公式及其稅額之速算公式如下： 

表 1  綜合所得稅計算公式表 
綜合所得淨額=綜合所得總額-免稅額- 扣除額（標準或列舉）-特別扣除額 

             （表 3）    (表 3)    （表 3） 

應納稅額=綜合所得淨額*稅率-累進差額 

              (表 2) 

應自行繳納（退還）稅額=應納稅額-投資抵減稅額-重購自用住宅扣抵稅額-扣繳

稅額-可扣抵稅額 

註：綜合所得稅採累進稅率，為方便快速計算出稅額，所計算出溢增稅額的減除

額即是累進差額 
表 2  民國 92 年度綜合所得稅累進差額 

級別 綜合所得淨額(元) 稅率 累進差額(元) 
1 0~370,000 6% 0 
2 370,000~990,000 13% 25,900 
3 990,000~1,980,000 21% 105,100 
4 1,980,000~3,720,000 30% 283,300 
5 3,720,000 以上 40% 65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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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綜合所得稅對於個人享受免稅額、扣除額之範圍及條件規定 

於所得稅法第 17 條，扣除額可分為列舉扣除額、標準扣除額及特別 

扣除額三種。列舉扣除額及標準扣除額由納稅義務人擇一適用。列舉 

扣除額及標準扣除額不論係採用何者，均可再減除特別扣除額。民國 

92 年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扣除額及特別扣除額之規定彙整如表 3。 

表 3  民國 92 年度綜合所得稅免稅額及各項扣除額 
項目 可扣除金額 

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年滿 70 歲以上 111,000 元 
受扶養直系尊親屬年滿 70 歲以上 111,000 元 

免 
稅 
額 其餘本人、配偶、受扶養親屬 74,000 元 

單身者 44,000 元 標

準 
標 準 扣 除

額 夫妻合併申報者 67,000 元 
人身保險費 

（限本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

屬，且同一申報戶） 

24,000 元/人1 
實際發生之保險費未達

24,000 元者，就其實際發

生額全數扣除。 
醫藥及生育費 核實認列 
災害損失 核實認列 
 捐贈 詳見表 4 

自用住宅購屋借款利息 300,000 元/戶2 
以一屋為限，並須先扣除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各 
項 
扣 
除 
額 

列

舉 

房屋租金支出 120,000 元/戶 
財產交易損失 不得超過當年度申報之

財產交易所得 
薪資 75,000 元/人，未達 75,000

元者則以實際金額扣除。

儲蓄投資 270,000 元以下/戶 
殘障 74,000 元/人 

特
別
扣
除
額 

教育學費 25,000 元以下/戶 
捐贈一向為國人愛用的節稅管道，不但可扣抵之額度相較於其他

扣除額為高（例如保險費每人每年最高扣抵 24,000 元），又可幫助弱

勢團體，行善之餘亦可達節稅之效。根據所得稅法有關列舉扣除額的

                                                 
1人為每一納稅義務人 
2戶表每一申報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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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捐贈可分成四種不同的類型，包括慈善捐贈、國防勞軍之捐贈、

選舉捐贈和私立學校捐贈。相關法規彙總如表 4： 

表 4  民國 92 年綜合所得稅捐贈相關法令 
教育、文化、

公益慈善機構

或團體  

綜合所得總額 20%以下（每一申報戶）  所

得

稅

法 政府（含以土

地對政府之捐

贈）、國防、勞

軍、古蹟等 

不限制  

候選人 個人對於候選人競選經費之捐贈，不得超過
新臺幣二萬元。候選人接受競選經費捐贈之
總額，不得超過第四十五條之一規定之競選
經費最高限額。 

政黨 個人對於依法設立政黨之捐贈，不得超過綜

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其總額並不得超過

新臺幣二十萬元。但對於政黨之捐贈，政黨

推薦之候選人於該年度省 (市) 以上公職

人員選舉之平均得票率未達百分之五者，不

適用之。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競選經費 候選人自選舉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後 30 日

內，所支付與競選活動有關的競選經費，於

規定最高限額內減除接受捐贈後的餘額，可

列報扣除。 

捐

贈 

 私立學校法第

51 條規定之捐

贈 

個人透過財團法人私立學校興學基金會，對

私立學校的捐款，金額不得超過綜合所得總

額 50％。 
註：資料來源台北省北區國稅局 

  納稅義務人透過慈善捐贈，在綜合所得總額 20%內可以扣抵所得 

稅，甚至降低綜合所得淨額及課稅級距，使應納稅額降低達節稅目 

標。因此善用捐贈扣除額，於綜合所得稅有相當大的可規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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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外文獻探討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認為個人是理性的自利計算者，他們會理性地

根據所獲得之充分資訊而追求個人的效益極大化。許多經濟學家透過

對利他主義之概念加以重新詮釋，認為利他行為不只是單方面的贈

與，而是一種捐贈者與受贈者之間的交易關係，在這個過程中，捐贈

者可從中提昇自己的福祉，其效益的概念不再僅限於物質上的獲得，

而同時包含的心理上的滿足。 

目前較多的文獻是以美國的資料所做的實證，在早期的文章中，

大多是著重於捐贈的所得彈性和價格彈性大小的檢測，探討政府之租

稅政策對是否能夠有效刺激捐贈。由於每個人受到社會規範、歷史傳

統、文化價值與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而表現出不同的思考模式與行為

方式。近年來，學者亦從捐贈者之心理因素及政策性的分析考量，詮

釋對個人捐贈行為的看法。以下分二個主題進行文獻方面的探討。 

一、所得彈性與價格彈性 

    Clotfelter (1985)對 1985 年以前的文獻作整理發現，捐贈被視為私

人消費財，捐贈模型的解釋變數不外乎所得、捐贈價格及個人特徵。 

作者認為部分納稅人係因捐贈而得以採取列舉扣除的方式申報

所得稅，因此有樣本選擇的內生性問題。另外，在採列舉扣除的樣本

中，通常有很大的比例是沒有捐贈的，這在實證上很容易發生潛在的

設定錯誤(misspecification)。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是將因捐贈而

採列舉扣除額之納稅人剔除。 Clotfelter 並同時指出當樣本中沒有捐

贈的比例過高時，為避免估計時因樣本截斷(truncation)而產生估計偏

誤，應使用 Tobit 模型估計較為適當。 

  此外， Clotfelter 發現不同的資料與估計方法，以及不同的所得

階層都會有不同的所得彈性及價格彈性。所以依作者整理的文獻當

中，估計價格彈性絕對值有大於 1 和小於 1。 Clotfelter 估計價格彈

性約 -1.1 至-1.30，估計的所得彈性大約落在 0.5 至 0.9 附近。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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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稅率改變會增加更多比例的捐贈。  

    Reece (1979)的實證結果顯示，過去的文章中大都把所有不同類

型的捐贈加總為一個捐贈總額進行分析，從而去驗證捐贈的所得彈性

和價格彈性大小。這樣的驗證方式，可能會出現一些關於各種捐贈的

特質上的偏誤。基本上，人們在從事教育、醫療或者是宗教等不同的

捐贈行為時，動機不盡相同。這些不同的捐贈行為其所得彈性和價格

彈性應該分別加以估計。 

   作 者 利 用 美 國 在 1972-1973 年 的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CEX)資料，分別對於這八種不同的捐贈類別，利用 Tobit model 

再加上一些個人因素和社會因素的條件加以分析。結果顯示，慈善捐

贈的租稅扣抵效果，是個人是否從事捐贈行為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

素。另一方面，宗教團體受到租稅扣抵因素的影響，較其他的慈善團

體顯著。 

    針對不同國家捐贈探討或特徵之研究方面，Chua and Wong

（1999） 以新加坡為例，探討租稅誘因及個人特徵對個別慈善捐贈

金額的影響。並針對教育程度分為三群進行研究。發現捐贈為一低所

得彈性、高價格彈性的實證結果。經由租稅誘因，捐贈的價格愈低，

能更有效率去鼓勵私人捐贈給慈善公益團體。 

   Feldstein(1976)對捐贈的結論和一般大眾的直觀並不相同，

Feldstein 認為影響高所得階層捐贈的原因和其可支配所得的關連性

較小，影響高所得階層者進行慈善捐贈的主因，應是高所得階層的所

得種類繁多，使得其價格彈性相對較高，而所得彈性則較其他所得階

層為低。 

  此外，一般認為高所得者從事慈善捐贈節稅的誘因較大，對中低

所得者效果有待觀察。較近的文獻亦著重在使用 panel data 估計，實

證結果發現，對中低所得者而言，租稅抵減仍有刺激捐贈的效果。於

Feldstein(1975)、Feldstein and Taylor(1976) 、Schiff(1985)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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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及 Choe and Jeong (1993)的研究中均有提及。Ｂroman(1989)、

Barret(1991a)進而將價格彈性區分為短期與長期，Steinberg (1997)延

續前二位學者的研究，發現長期價格彈性約介於-1.6 至-0.4 之間。

Randolph(1995)甚至將價格彈性區分為恆常的價格彈性與暫時的價格

彈性，若納稅人有較高之恆常所得，則捐贈價格則較低。反之若納稅

人有較高之暫時所得，並且預期未來暫時所得會降低時，則有較低的

捐贈價格。   

  於我國的文獻中，張隆宏(2000)針對台灣綜合所得稅申報資料，

就租稅的價格彈性及所得彈性進行評估。實證結果發現，台灣個人捐

贈之租稅價格彈性絕對值及所得彈性值都顯著大於 1，表示在現行稅

制下，隨著國民所得提高，公益及慈善團體的經費成長速度將會比所

得的成長速度快，且邊際稅率變動對捐贈金額影響的總效果，與所得

彈性及價格彈性之絕對值密切相關。 

陳勇達(2004)採用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民國 89-91 年的資 

料作實證分析，估計公益慈善捐贈與其所得來源所存在的相對係數關

係。有鑑於行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報告中挑取的隨機樣本，有 90%樣

本量集中於中產階級，其所得約 38%來自薪資所得。作者發現對中產

階層而言，捐贈不同於其他的消費財，當其他的消費財大多由恆常所

得決定時，公益慈善捐贈則由臨時所得決定。當作者考慮若所得來源

為臨時所得時，投資收入與捐贈金額的關係為正向且顯著；相對地，

所得來源為恆常所得時，如薪資收入所得和退休金收入所得，其與捐

贈金額的關係為負向且顯著，因此，作者推測慈善捐贈大多由臨時所

得所影響；這也暗示當個人臨時所得增加時；為了獲得聲譽、名望、

及認同感，個人願意多花費於公益慈善捐贈。 

  關於問卷的實證研究方面，宋明光(2004)針對台北市家戶捐贈權

力分配進行研究。發現：已婚家戶「單一配偶決定」類型存在顯著的

性別差異，而「夫妻共同決定」類型家戶的行為特質類似於「丈夫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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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類型的行為特質。並驗證了當家戶捐贈決策由夫妻共同決定時，

總捐贈水準會降低的假設。   

  就所得稅法各扣除額對捐贈之相互誘因方面，朱紀燕(2003)發現

從事捐贈的樣本有集中於高所得族群的現象。再從個人從事捐贈行為

的誘因出發，研究中發現配偶薪資所得總額對於慈善捐贈金額的變

動，有顯著且正向的效果；納稅義務人的年齡對於慈善捐贈金額的變

動有負向顯著的影響。保險和慈善捐贈在某種程度上存在替代的關

係。至於生育醫療費對於慈善捐贈，存在正向但不顯著的效果。 

  觀察我國實證結果，我國的慈善捐贈價格彈性相對於美國的捐贈

價格彈性較高，可能為導因於兩國所得稅法制度及稅率級距之規定不

同。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包括聯邦稅、州稅和地方稅。聯邦稅率全國一

致，但州稅率和地方稅率各地不同。州個人所得稅則從 5％到 8％不

等。布希振興經濟方案將聯邦個人所得稅分為六個所得級距：10%、

15%、25%、28%、33%和 35.5%。捐贈的最大額度為個人當年收入的

50％，超過限額之慈善捐贈支出，可遞延至未來三年或五年扣除。此

外，慈善捐贈必須捐贈給合格的慈善機構，如紅十字會、教會、及教

育科學研究機構。政治捐獻、捐獻給外國組織及義務服務不能作為捐

贈扣除。 

    反觀我國稅法稅率和所得及所得級距之規定，個人所得稅邊際稅

率介於 6%至 40%，採累進稅率課徵，共分為五個所得級距。外加我

國所得稅法中亦有多項租稅優惠，例如對政府之捐贈（捐地節稅）、

國防、勞軍、古蹟等可以全額扣抵綜合所得總額，私立學校法第 51

條規定之捐贈可扣抵綜合所得總額之 50%，更加誘使高所得者積極從

事捐贈活動，進而造成捐贈價格彈性值偏高。 

 

二、捐贈制度 

林妙雀（1991）針對各國慈善捐贈制度進行比較分析後，認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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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慈善捐贈法令立法與執行標準寬嚴不一，導致個人或營利事業利用

捐贈進行非常規交易，不僅違背課稅中立與公平，亦影響財政稅收。

作者參考八國相關慈善捐贈法令，針對我國國情，提出以下改進建議： 

(1)建議超過限額之捐贈支出，可比照美國、加拿大、法國等國之規定，

允許超過限額之慈善捐贈支出，遞延至未來三年或五年扣除，以增加

大眾捐贈意願與熱情。 

(2)為杜絕「假慈善真避稅」之現象，可仿效美國、西德、與法國，針

對不同受贈對象之公益程度大小而設定差別化列支限額。並建議主管

機關應定期對各所管轄之公益團體進行績效評估，有效管理並將評估

報告提供給財稅機關，定期檢討並調整慈善列支百分比。 

(3)作者認為現行慈善捐贈扣除之規定，未兼顧高低所得者免稅實質利

益之不同，建議應依照納稅義務人綜合所得總額大小，設定遞減式扣

除比率，給予中低所得者列支更多百分比之捐贈扣除優惠。 

  楊蔓玲(2003)探討我國所得稅免稅額及扣除額對各所得階層之公

平性，依據民國八十七年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專冊資料進行研

究，認為我國租稅抵減規定，於理論及實際面均有違反租稅中立之情

形。針對捐贈扣除額之部分，作者研究指出，捐贈扣除額獎勵到的多

為高所得族群。隨著所得提高，使用戶數越多。作者認為，即使目前

之捐贈策略能有效刺激各所得階層之捐贈意願，但政府仍應檢討賦稅

課徵後所得分配之狀態，並考量補貼個人慈善捐贈行為對稅基侵蝕所

造成之影響。 

  綜上所述，現行所得稅捐贈扣除額之抵減政策，政府除了間接以

稅收補貼捐款，使捐款人之捐贈成本低於實際金額，但同時也改變了

稅後之所得分配，間接造成捐贈為高所得族群逃漏稅工具。因此我國

若欲落實慈善捐贈之稅式支出功能，唯有提高對非營利團體之監督管

理效率，俾考量不同所得者因捐贈比例相同，而對高所得者造成較高

租稅優惠之弊，修改過於簡略之所得稅法規定，以導正國家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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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無效率與不公平，充實財政收入。 

  表 5 及表 6 整理國內外相關研究之資料來源、解釋變數以及於所

得彈性、價格彈性的實證結果。



 17

表 5  個人慈善捐贈之國外實證文獻整理 
研究 資料來源 納稅義務人對

象 
價格

彈性 
所得

彈性 
其它解釋變數 樣本數 

Feldstein 1975 a Statistics of Income, polled, 
1948-1968 

所得 4-100 
thousands 美金 

-1.24 0.82  117 

Feldstein and 
Clotfelter 1976 

Federal Reserve Board Survey,1963 所得 1.721 
thousands 美金 

-1.15 0.87 Age, marital status, wealth 1,406 

Reece(1979) BLS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1972-73 

 -1.19 0.88  537 

Clotfelter 1980b Seven-year panel of taxpayers 
(AGI; 1970 dollars) 

所得 2-50 
thousands 美金 

-1.34 0.67 Age, marital status, 
dependents ,lagged giving 

3,456 

Clotfelter and  
Steuerle 1981 

Tax File,1975 所得 4 
thousands 美金

以上 

-1.27 0.78 Age, marital status, 
dependents 

26,397 

Kevin S. Barrett 
(1991) 

Ernst and Young’s 1979-1986 Tax 
Research Database (panel data) 

 -0.59 0.87 Marital status, age, 
dependents 

5,789 

Choe, Y. & 
J.Jeong  (1993)

1985 Individual Tax Model File (IRS) 
 

All Taxpayers -2.53 0.96 Marital Status, age, 
dependents 

23,497 

Barret, Mcguirk, 
and Steinberg 
(1997) 

Ernst and Young’s 1979-1986 Tax 
Research Database(panel data) 

Middle- 
Class Taxpayers 

-1.40 -0.47 Marital Status, age, 
dependents 

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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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資料來源 納稅義務人對象 價格 
彈性 

所得 
彈性 

其它解釋變數 樣本數 

Chua and Wong 
(1999) 

Island Revenue Authority of 
Singapore 

Primary 
Secondary  
Tertiary  
(教育程度) 

-5.26
-6.15
-0.98

0.24 
0.33 
0.79 

 107,628 

Auten, Cilke, 
and Randolph 
(1995) 

IRS Statistics of Income 
Cross-Section Samples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turns 
for the years 1979-1990 

 -1.11 0.67 Age, marital status, 
family size 

80,000- 
110,000 
Returns 

 

資料來源：Clotfelter,C.T., Federal Tax Policy and Charitable Giving, pp57-59 及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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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個人慈善捐贈之國內實證文獻整理 
研究 資料來源 價格

彈性 
所得 
彈性 

其它解釋變數 樣本數 

張宏隆(2000) 綜合所得稅申報資料隨機抽樣 
(民國八十四至八十六年) 

-3.86 0.69 扶養人數、婚姻狀況、 
年齡、薪資所得比重 

37,868 

朱紀燕(2003) 財稅資料中心綜合所得稅申報核

定統計專冊(民國八十八年) 
-4.07 0.35 年齡、配偶薪資所得總額、受

扶養人數、本人薪資所得總

額、婚姻狀態、人身保險費、

生育醫療費 

226,280

陳勇達(2003)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

報告(民國八十九年至九十一年) 
-0.89 0.78 性別、年紀、教育程度、婚姻

狀況、年度別、所得來源 
41,074 

宋明光(2004) 台北大學民意與選舉研究中心電

話訪問滿二十歲以上的台北市居

民(民國九十二年)  

-2.12 0.21 年齡、大學畢業宗教信仰、公

職家庭成員數、自用住宅、婚

姻狀態、性別 

1,876 

吳文傑(2005) 抽樣健保與個人所得稅合併檔資

料(民國八十八年) 
-3.19 0.11 婚姻狀態、年齡、扶養人數、

性別、其他扣除額 
83,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