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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有效稅率之定義與衡量 

公司的有效稅率彙總表達了企業所得稅負擔之高低，一直以來都是租稅研究

者注目的焦點。有效稅率雖在不同的文獻中經常被提及，但依其所欲研究的主題

不同，有效稅率的定義與衡量也將有所不同。依據 Fullerton(1984)將有效稅區分

「平均有率稅率」與「邊際有效稅率兩種」。「平均有效稅率」係指年度稅額佔公

司所得額的比例，一般稱為平均稅率或有效稅率，反映過去的租稅負擔，適用企

業間或產業間稅負高低的比較。「邊際有效稅率」係指額外增加一單位投資時，所

賺取所得之預期稅負，一般稱為邊際稅率，用於反映未來的租稅負擔。 

鑑於本研究目的係以 1999 年至 2005 年中國上市公司財務資料來衡量不同公

司特性、租稅優惠程度對企業過去租稅負擔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採用「平均有效

稅率」進行相關探討。 

公司的平均有效稅率係以公司負擔的所得稅額佔所得額的比例衡量之，但各

文獻在計算所得稅額（分子）與所得額（分母）時，依照研究目的不同，也有多

種調整方法。在分子部分有採用當期所得稅費用、母公司當期所得稅費用、全球

當期所得稅費用及應納稅額扣除投資抵減額等；在分母部分多用稅前淨利、稅前

息前淨利、營運活動現金流量以及稅務申報的課稅所得等。表 3-1 彙整國內外主

要文獻對 ETR 之衡量。 

表 3-1 國內外文獻對有效稅率之衡量 
國外文獻 

作者 ETR 的衡量 
Stickey and 
McGee 
(1982) 

ETR＝(current tax expense)÷［pretax income – (change in deferred 
tax/statutory marginal tax rate)］ 
(當期所得稅費用)÷［稅前淨利－(遞延所得稅變動/邊際稅率］ 

Zimmer ETR＝total tax expense-change in deferred taxes & investment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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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credits)÷(operating cashflows) 
(所得稅費用總額－遞延所得稅及投抵變動數)÷營運活動現金流量 

Procano 
(1986) 

ETR＝(federal tax expense)÷(pretax book income - equity loss or 
income from unconsolidated subsidiaries) 
聯邦所得稅費用÷(稅前財務淨利－來自未合併投資公司的投資損

益) 
ETR1 ＝ total taxes paid(federal, state, and foreign)÷(total tax 
preferences + taxable income) ; tax preferences including exemptions, 
excess deductions 
全球應付稅額÷(稅收優惠＋應稅所得) 
ETR2＝total taxes paid ÷ gross profit 
全球應付稅額÷銷貨毛利 

Ｗang 
(1991) 

ETR3＝total taxed paid÷pretax accounting earnings  
全球應付稅額÷稅前財務淨利 
ETR1＝federal income taxes currently payable÷pretax book income 
當期聯邦所得稅費用÷稅前淨利 

Shevlin and 
Porter(1992 

ETR2＝federal and worldwide income payable ÷ pretax book income 
全球當期所得稅費用÷稅前淨利 
ETR1＝current tax expense÷pretax income 
當期所得稅費用÷稅前淨利 

Gupta and 
Newberry 
(1997) ETR2＝current income tax expense÷book income before interesnt and 

tax 
當期所得稅費用÷稅前息前淨利 

國內文獻 
周添城等 
(1989a、
1989b) 

ETR＝(應納稅額－減免稅額)÷全年稅前所得 

ETR1＝當期所得稅費用÷銷貨毛利 
ETR2＝當期所得稅費用÷稅前淨利 

蔡 素 幸

(1993) 
ETR3＝當期所得稅費用÷營運活動現金流量 

林世銘、楊

朝旭(1994) 
ETR＝繼續營業部門所得稅費用÷繼續營業部門稅前純益 

ETR1＝所得稅費用÷稅前息前淨利 張天勳 
(1999) ETR2＝所得稅費用÷稅前淨利 
胡子仁 ETR1＝減除當年度研發抵減、投資抵減後所得稅費用÷申報欄帳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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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年所得額（即財會所得） (2000) 
ETR2＝減除當年度研發抵減、投資抵減後所得稅費用÷課稅所得額

Chen et al. 
(2001) 

ETR＝income tax expense ÷ income before interest & tax 
所得稅費用÷稅前息前淨利 

Liu et al. 
(2001) 

ETR＝income tax expense ÷ income before taxes from continuing 
operations 
所得稅費用÷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利 

陳 明 進

(2002) 
ETR＝(應納稅額－投資抵減稅額)÷稅前財務所得 

ETR1＝(應納稅額－投資抵減稅額)÷稅前財務會計所得 陳 明 進

(2003) ETR2＝(應納稅額－投資抵減稅額)÷課稅所得 
ETR1＝當期所得稅費用÷稅前息前淨利 蘇 麗 雀

(2004) ETR2＝當期所得稅費用÷稅前淨利 
楊 雨 霓

(2005) 
ETR＝當期全球所得稅費用÷稅前息前淨利 

ETR1＝臺灣母公司所得稅費用÷稅前息前淨利 姚 彥 成

(2006) ETR2＝臺灣母公司當期所得稅費用÷稅前息前淨利 
  中國大陸文獻 
王昉(1999) ETR＝研究期間平均所得稅費用÷研究期間平均稅前淨利 
王 延 明

(2002) 
ETR＝國內所得稅費用(當年繳納稅額)31÷(稅前淨利＋除壞帳準備

外的七項減值準備當年變化額) 
ETR1=所得稅費用(當年繳納稅額)÷稅前淨利 王 延 明

(2003) ETR2=(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變化額)÷(稅前淨利+7 項資產減值

準備+投資收益+現金股利+現金債券利息) 
錢 晟 與 李

筱強(2003) 
ETR＝所得稅費用(當年繳納稅額)÷稅前淨利 

李韜(2004) ETR＝所得稅費用(當年繳納稅額)÷稅前淨利 
ETR1＝應納稅額÷主營業利潤（即營業毛利） 朴 姬 善

(2005) ETR2＝應納稅額÷稅前利潤 
ETR1＝(所得稅費用－遞延稅款貸項)÷稅前息前淨利 
ETR2＝(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貸項)÷稅前淨利 

曹 書 軍 與

竇魁(2006) 
ETR3＝(所得稅費用－遞延稅款貸項)÷營運活動淨現金流量 

                                                 
31 採用應付稅款法者，其公司所得稅費用為實際繳納稅額；採用納稅影響會計法，其公司所得稅

費用為本期應繳納稅額加上遞延稅款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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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嵐 嵐

(2006) 
ETR＝所得稅費用(當年繳納稅額)÷稅前淨利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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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有效稅率的決定因素 

各公司間有效稅率的差異，除了稅前淨利高低不同的原因之外，亦反映公司

因適用租稅優惠之機會不一，所享受的租稅減免程度之差異。因此公司有效稅率

在各企業間及產業別的分布情形，可用來檢視一國租稅制度之公平性，也是各國

進行重大的租稅改革時，經常被參考及引用的一項重要數據。影響公司有效稅率

高低的決定因子眾多，國內外文獻主要聚焦於公司規模、行業差異及其他公司特

性與有效稅率的關係，以下就國外、國內、中國大陸文獻分別敍述之。 

一、國外相關文獻 

Siegfried(1974)首先對有效稅率在企業間與行業間分佈進行探討，使用美國國

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1963 年礦業與製造業的統計資料(Statistics of 

Income)，分別以六種有效稅率定義進行統計分析，研究發現企業因享有加速折舊

法及折耗百分比法之租稅補貼，以致公司有效稅率低於美國稅法最高名目稅率。

但在各產業間適用這些租稅優惠之機會並不均等，如從事天然資源探勘的企業可

享有稅法規定優惠之折耗百分比法，有較低之有效稅率(Stickney and McGee 

1982)，以致公司間租稅負擔並不公平。自從 Siegfried (1974)這項研究發現之後，

公司有效稅率即經常被用於探討租稅負擔分配問題之研究。 

Zimmerman(1983)以 1947 年至 1981 年 COMPUSTAT 的財務報表資料，將樣

本公司依營收的多寡分為五組，探討公司規模與有效稅率間之關係。實證研究發

現，美國前 50 家的大型企業在大多數的年度中有最高的平均有效稅率。故

Zimmerman 主張有效稅率與企業規模之關係符合政治成本假說(political cost 

hypothesis)，亦即稅負是企業所須負擔的政治成本之一，大型企業受到政府與公

眾的監督及管制(例如國稅局查帳抽查的機率)較大，以致大型企業承受較高的租

稅成本，公司有效稅率與企業規模間呈正向之關係。此外，Zimmerman 亦建議企

業規模(size)可作為企業政治成本的一項代理變數(proxy variable)，而廣泛為會計

文獻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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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驗證以財務報表資料研究有效稅率的結果與課稅資料的結果是否具有

一致性，Zimmerman 在該文中同時另以美國國稅局(IRS)的課稅統計資料，按企業

規模分為五組，計算各組的加權平均有效稅率32。其研究結果與使用 COMPUSTAT

的財務報表資料一致，企業規模最大的一組，在多數的年度中有最高的加權平均

有效稅率。因此，Zimmerman 認為雖然課稅所得可能與財務會計所得存有差異，

但以財務報表資料和課稅資料研究有效稅率所發現的結果之間，並無重大偏差。

因此，此後國內外文獻大都仍以財務報表資料進行有效稅率之研究，以克服因課

稅資料保密而無法取得研究數據之限制。 

Wang(1991)認為造成企業規模與有效稅率間有正向關係之原因，除了政治成

本假說外，也可能是受到公司發生營業虧損之風險與企業規模有系統性相關的影

響。小型企業因為發生營業虧損的風險較高，造成其有效稅率較低；大型企業採

多樣化經營，發生營業虧損的風險較低，相較於小型企業不易享有前五年虧損扣

抵，故有較高的有效稅率。 

另一方面，Siegfried(1974)與 Porcano(1986)之研究卻發現企業規模和有效稅

率間呈現負向之相關性，顯示大型企業有較低之有效稅率。分析發現，因大型企

業享有較多的加速折舊及國外稅額抵減，以致有較輕之租稅負擔，故

Siegfried(1974)與 Porcano(1986)主張有效稅率和企業規模間之關係符合政治權力

假說（political power hypothesis），即大型企業有較多資源從事政治遊說，促使對

己較有利的租稅政策通過立法或向政府爭取較多的租稅優惠，並聘雇專業人才從

事租稅規劃，以致有效稅率較低。此外在 Porcano(1986)研究中，分別以總銷貨額、

總資產、資本支出、淨利等四種指標來衡量公司規模，其中以使用總資產為衡量

指標所得出的研究結果最為顯著，故後述研究多以總資產作為公司規模之衡量。 

上述文獻認為公司規模與有效稅率間具有顯著關係，分別提出政治成本假說

與政治權利假說，但 Stickney and McGee(1982)、Shevlin and Porter(1992)、Manzon 

and Smith(1994)等之研究卻未發現有效稅率與企業規模間有顯著之關係。因此，

雖然國外文獻許多著墨於探討企業規模與公司有效稅率間之關係，但迄今仍無一

                                                 
32 各組的加權平均有效稅率是以該組的總所得稅額除以總所得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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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之結論，不同國家間，因企業所處政治、經濟及租稅環境有所差異，企業規模

與公司有效稅率間之關係可能呈現不同之關係。 

Wilkie（1988）提出租稅優惠假說，認為有效稅率會受到租稅優惠的影響。

該研究假設公司所得與租稅優惠是影響公司有效稅率差異的原因，實證結果發現

有效稅率同時受到公司所得的正向影響以及租稅優惠的負向影響，亦即當公司所

得愈高時，有效稅率愈高，但享有租稅優惠的所得愈多時，其有效稅率將愈低。  

除了產業別、企業規模與租稅優惠外，國外文獻也指出公司有效稅率亦可能

受到企業營運、投資及理財決策的影響。在資本結構部分，由於舉債融資的利息

費用在申報所得稅時可列報扣除，因此企業舉債融資愈多者，其利息費用愈多，

有效稅率則愈低。在資產組合部分，資本資產密集程度愈高的公司，其折舊利益

愈多，且在稅上也可享有加速折舊方式及投資抵減等租稅優惠，有效稅率也愈低。

而在研究發展支出部分，投入研究發展比率愈高的公司，享有愈多的投資抵減及

稅盾利益，有效稅率也愈低 (Stickney and McGee 1982; Gupta and Newberry 

1997)。此外，獲利能力較佳之企業，其所得相對也愈高，但若固定費用之稅盾無

法隨所得增加而等比例提高時，則在累進稅率級距下，也會產生較高之有效稅率

(Shevlin and Porter 1992; Gupta and Newberry 1997)。 

由於有效稅率彙整表達了企業的租稅負擔，因此有效稅率也經常被用來檢討

稅制公平性及評估租稅改革之成效(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1985, 1986; Shevlin and 

Porter 1992; Gupta and Newberry 1997)。例如，美國租稅正義公民會（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CTJ, 1985, 1986）的分析發現，美國 250 家大型企業的平均有效稅率

約只有 15％，遠低於當時美國名目最高的所得稅率 46％，且半數以上企業在 1981

至 1984 年的四年期間內，至少有一年不必支付任何聯邦所得稅，甚至可收到聯邦

退稅款。他們抨擊獲利較佳之大型企業反而有較低之有效稅率，違背租稅公平原

則。一般認為此一批評促成了美國國會在 1986 年通過近三十年來最重大的「租稅

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 of 1986, TRA 86)」（Birnbaum and Murray 1987）。 

在美國實施 1986 年「租稅改革法案」(TRA 86)後，Shevlin and Porter(1992)



 45

及 Gupta and Newberry(1997)均以有效稅率在該法案實施前後之變動，來評估該

「租稅改革法案」是否達成提供一個公平租稅環境之政策目標。Shevlin and 

Porter(1992)將租稅改革前後有效稅率的變動，依所得變動、稅率變動、稅基變動

等原因，依序分解成所得效果(Income Effect)、稅率效果(Tax Rate Effect)以及稅法

效果(Tax Rule Effect)。研究結果顯示 1986 年「租稅改革法案」雖然降低名目稅率，

但公司的有效稅率卻反而提高。在控制所得變動的影響後，有效稅率提高的原因

是該法案擴大稅基的稅法變動效果大於稅率降低效果所造成之結果。Gupta and 

Newberry(1997)的實證結果也顯示，該法案實施後，美國公司之有效稅率顯著地

提高，與 Shevlin and Porter(1992)之發現相同。但在實施該法案之前，大型企業原

本比其他企業有較高之有效稅率，符合政治成本假說，而在該法案實施之後，大

型企業反而有較低之有效稅率，轉為符合政治權力假說，顯示企業規模與有效稅

率間之關係也可能隨租稅制度變革而改變。 

二、國內相關文獻 

  在國內文獻部分，對於公司有效稅率也有諸多討論。周添城、徐偉初與李新

仁(1989a)以民國 73 年及 75 年財政部財稅中心提供之所得稅額核定資料，探討我

國企業在不同規模及組織型態下的租稅負擔。研究結果發現，公司組織之有效稅

率高於非公司組織，而大型企業因取得較多租稅優惠，有效稅率低於中小型企業。

周添城、徐偉初、宋秀玲與李新仁(1989b)以財稅中心提供之所得稅申報資料，討

論探討部門間、產業間租稅負擔的分配情形。研究結果發現，服務業所得稅稅負

最高，依次為工業，而農業最低，主要原因在於相較於服務業，政府給予工業及

農業的租稅減免優惠較多。 

  在公司規模部分，蔡素幸(1993)首先以民國 70 年至 80 年台灣上市公司財務

資料，探討公司規模與有效稅率間之關係，並研究營業淨損對公司規模與有效稅

率間關係的影響程度。實證發現公司規模與有效稅率間呈現正向之關係，符合政

治成本假說(Zimmerman 1983)，但公司規模與有效稅率之關係並不受到營業淨損

之影響，與 Wang(1991)研究結果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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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世銘與楊朝旭(1994)以民國 73 年至 81 年連續九年掛牌交易的上市公司財

報資料，檢驗公司規模與有效稅率的關係。實證結果發現，全體上市公司的平約

有效稅率約為 15.2% ，遠低於當時法定的名目稅率，且公司規模愈大者，愈有能

力進行租稅規劃，其有效稅率則愈低，符合政治權力假說(Siegfried 1974; Porcano 

1986)。此外該研究也指出，各行業間的租稅負擔顯著不同，以零售業的平均有效

稅率最高，表示政府的產業租稅政策，會造成行業間租稅分配不均之現象，扭曲

資源配置。 

  張天勳(1999)及 Chen et al. (2001)利用民國 75 年至 86 年台灣上市及上櫃公司

財務資料，探討土地及證券交易所得等免稅規定與集團企業特色對公司有效稅率

的影響。由於財報資料未單獨揭露土地及證券交易所得，該研究以處分投資利得

（損失）作為證券交易所得（損失）的替代變數，以處分資產利得（損失）作為

土地交易所得（損失）的替代變數。實證結果發現處分投資或資產利得愈高者，

其有效稅率愈低；反之處分投資或資產損失愈高者，其有效稅率愈高，表示台灣

上市櫃公司的確會透過土地、證券交易安排，來規避稅負；而控制產業別因素後，

集團的上市(櫃)公司相較於非集團公司，可能挾帶較豐厚的資源優勢，可透過集

團交易安排而有較多的租稅規劃空間，故有效稅率也愈低。在其他控制部分，實

證結果發現有效稅率和公司規模、獲利能力呈正相關，和舉債融資呈負相關，但

與研發費用及資本密集程度的相關性並不顯著。而在產業部分，一般而言電子業

因所享有的租稅優惠較多，其有效稅率較傳統產業來得低。最後該研究也發現上

市公司與上櫃公司有效稅率並不相同，整體而言上市公司平均有效稅率低於上櫃

公司。 

  胡子仁(2000)以民國 85 年度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之營利事業所得稅申報資

料，將研究範圍擴及所有營利事業，以課稅資料取代一般常用之財務資料，探討

我國租稅優惠措施對營利事業有效稅率的影響。該研究統計發現，製造業及電子

業享有優惠金額約占全部優惠金額的九成，主要適用免稅所得、投資抵減及研發

抵減三項優惠，而公債條例免稅利息所得優惠主要由服務業享有，顯示各產業間

適用租稅優惠之機會並不均等。實證結果顯示，並非所有的租稅優惠皆能降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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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有效稅率，不同的租稅優惠措施對企業有效稅率影響程度不同，符合獎勵投資

條例及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的免稅所得、五年虧損扣抵、投資抵減、研發投資抵減

確實能夠降低企業有效稅率，但公債條例免稅利息所得優惠與有效稅率的關係並

不顯著。而研究中也加入地區別、企業組織型態以及是否經會計師簽證申報的虛

擬變數，由於北區營利事業所享有的租稅優惠及免稅所得占全國之冠，股份有限

公司相較其他組織的營利事業在稅法上享有較多的租稅優惠，故兩者有效稅率較

低；而經會計帥簽證申報的企業，通常規模較大、獲利較佳，且在會計師監督下，

較不易發生租稅逃漏現象，故有效稅率較高。此外該研究利用課稅所得稅資料進

行實證，結果發現有效稅率與研發費用及資本資產密集度呈顯著負相關，有別於

以往使用財務資料之不顯著結果。 

  Liu et al.(2001)研究兩稅合一之前企業的租稅負擔，並探討長期股權投資、受

控子公司數目和董監事持股比例對公司有效稅率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長期股

權投資愈多者，因其收到的股利可享有 80%免稅（兩稅合一前），故有效稅率愈

低；而受控子公司數目愈多者，表示公司透過關係人交易安排進行租稅規劃的空

間可能愈大，有效稅率亦愈低；而董監事持股愈高者，表示該公司內部人員對於

公司未來前景看好，更有誘因進行租稅規劃，有效稅率愈低。而在其他控制變數

方面，公司規模、研究發展費用、融資程度皆與有效稅率呈負向之關係，但存貨

密集度與有效稅率呈正向關係。 

陳明進(2002)利用民國 83 年至 85 年營利事業課稅資料，探討影響企業有效

稅率之因素。迴歸變數中除了基本公司特性變數外，加入了土地、證券交易所得、

以及是否為電子業、是否經會計帥簽證申報等虛擬變數。其中土地、與證券交易

所得是採用稅務申報資料，實證結果發現該等免稅所得和有效稅率呈現負相關，

與 Chen et al.(2001)以財報資料的處分資產損益、處分投資損益作為土地及證券交

易所得代替變數結果一致，表示土地交易所得與證券交易所的確會影響公司有效

稅率。此外電子業公司及經會計師簽證申報公司，因相關稅法所提供的租稅優惠

較多，故有效稅率較低。而在其他變數方面，企業規模、研究發展費用、獲利能

力與有效稅率呈正向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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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進(2003)使用 86 年度營業事業所得稅申報資料作為研究樣本，探討政府

所提供的租稅優惠對企業有效稅率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投資抵減、五年免稅

所得、土地及證券交易所得、享有公債條例免稅利息所得以及前五年虧損扣除額

等租稅優惠減免變數，均與有效稅率呈現負向之相關關係，表示我國租稅優惠措

施確實影響企業間租稅負擔。但統計結果顯示營業額一億元以上的 94 家營利事業

享有全國超過六成以上之租稅優惠，但營業額一億元以下的中小型企業，雖然佔

全體營利事業家數的八成以上，但享有的租稅優惠僅佔 3%，突顯出我國租稅優

惠集中於大型企業之不公平現象。 

蘇麗雀(2004)主要研究我國企業公司規模與有效稅率之關係，實證結果顯示

公司規模與有效稅率呈負向之關係，符合政治權力假說(Siegfried 1974;Porcano 

1986)，與以往國內文獻所發現之結果不同。推測可能原因為我國屬開發中國家，

政府之租稅政策或其他重要財經政策會傾向於仰賴大企業帶動整體經濟，以致我

國大型企業反而有較高的稅負。 

楊雨霓(2005)利用美國 COMPUSTATE 資料庫中公司自 1988 年至 2003 年之

財務報表資料，針對會計方法的之選擇對公司有效稅率影響進行實證研究。實證

結果顯示，採用後進先出法之公司，其公司有效稅率顯著低於採行其他評價方法

之公司，表示會計方法的選擇會影響企業之有效稅率；但以提列壞帳之比率及退

休金費用兩變數來探討會計估計對有效稅率的影響時，皆無法獲得明確之實證證

據，表示會計估計對有效稅率的影響並不顯著。 

姚彥成(2006)以民國 86 年至 93 年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探討我國企業赴大投資

相關因素對有效稅率的影響。實際結果發現。赴中國大陸投資的上市公司其有效

稅率低於未赴大陸投資者，且透過間接方式投資大陸地區的比重愈高者以及大陸

地區獲利愈高者，因有較多的租稅規劃空間，其有效稅率愈低。 

三、中國大陸相關文獻 

中國大陸實證研究公司有效稅率之文獻仍較少，多數以敘述統計方式或分組

之比較分析，且較著墨於上市公司地區別及行業別與有效稅率之關係。王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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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有效稅率探討中國上市公司的租稅負擔差異，利用 1993 年至 1997 年 525

家上市公司進行描述性統計分析，分為 7 大類行業、33 個省、自治區及直轄市，

結果發現有將近 9 成公司的 ETR 小於 25%，整體上市公司租稅負擔並不重，其中

房地產業公司有效稅率約 20.36%為最高，高科技行業公司有效稅率約 13.42%為

最低。此外，不同域區別之有效稅率存在顯著差異，沿海地區企業的 ETR 遠低於

內陸地區。 

王延明(2002)對中國上市公司自 1994 年至 2000 年執行法定所得稅稅率的現

狀進行分析，並以 186 家上市公司的的財務報表資料，探討中國上市公司法定稅

率變化對公司有效稅率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上市公司 ETR 對法定稅率的敏感

程度很低，平均而言，ETR 變化僅為法定稅率變化的 0.502。當法定稅率調升時，

ETR 變化係數僅為 0.328，表示上市公司會採取一些因應措施以減少法定稅率調

升對實際稅負增加的不利程度；而當法定稅率調降時，對 ETR 變化的影響並不顯

著，表示降低上市公司法定稅率對公司實際稅負的影響不明顯。但在該研究中未

考量公司業績變化以及規模因素對 ETR 的影響。 

王延明(2003)以發行 A 股的非金融業上市公司 1994 年至 2000 年的財務報表

資料，以兩種有效稅率計算方式來探討公司規模、地區別、行業別與公司有效稅

率的關係。研究中以總資產、淨資產及營業收入三種變量，將公司規模分為 5 個

等級，其研究結果發現，1998 年以後不同規模上市公司的 ETR 有顯著差異，規

模愈大的公司有較高的 ETR，符合政治成本假說，其中又以總資產作為公司規模

代理變數的統計量最為顯著（Porcano, 1986）。 

朴姬善(2005)也利用 2000 年至 2002 年 250 家上市公司連續三年之財務報表

資料，探討營業虧損、公司規模、有效稅率三者之關係。實證結果中僅有營業虧

損與有效稅率呈負向關係，且達顯著性，亦即公司有效稅率受到營業虧損的風險

影響，有營業虧損的公司，其有效稅率較低；而企業規模與營業虧損間、企業規

模與有效稅率間均不呈顯著關係，不符合政治成本或政治權力假說。 

王延明(2003)將上市公司樣本，歸屬為五大地區（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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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區、經濟特區、上海市）、21 個行業別，探討公司有效稅率在不同地區及行

業之分布情形。其研究發現，不同地區上市公司因享有之租稅優惠程度不同，ETR

有極為顯著的差異，是導致上市公司所得稅負不同的最重要原因，平均 ETR 由低

至高依序為經濟特區、上海市、西部地區，而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差異並不明顯，

在 1996 年以前中部地區 ETR 最高，1997 年以後東部 ETR 較高。此外，行業間

租稅負擔也有差異，農林牧漁業、電子製造業、交通運輸業、倉儲業公司有效稅

率較低，而採掘業、木材家具製造業公司有效稅率相對較高。該研究結果可看出

中國政府對於不同地區及行業的政策持扶差異，已造成區域間及行業間租稅負擔

扭曲之現象。 

錢晟與李筱強(2003)，利用 2001 年至 2002 年度中國上市公司財務資料，將

樣本公司分成 22 個一級行業及 75 個子行業，探討取消「先徵後返政策」前後，

行業間租稅負擔的分布情形。其研究結果與王延明（2003）大致相同，租稅負擔

較重的行業分別為金融保險業、採掘業及房地產業，其中金融保險業、採掘業的

有效稅率兩年均在 30%左右，接近 33%最高名目稅率；而公司租稅負擔較輕者為

農林牧漁業及電子製造業，其中農林牧漁業的有效稅率約為 15%，不及最高名目

稅率的二分之一。此外，取消先徵後返政策後，2002 年多數行業稅負較 2001 年

來得重，其中以食品飲料製造業與傳播文化業之漲幅最大，惟有採掘業之稅負有

減輕的傾向。 

  李韜(2004)以 2000 年至 2002 年不同行業 159 家上市公司進行研究，探討 2002

年取消先徵後返的租稅政策後，對各行業租稅負擔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 2002

年所得稅政策改變，對於上市公司行業間租稅負擔並未造成顯著影響，租稅負擔

較重的行業依次為批發和零售貿易業、金融保險業及採掘業，而信息技術業的稅

負仍然相對較輕，表明中國對於高科技行業確實提供較多的租稅優惠，相較之下

傳統行業的租稅負擔較重。由上述研究可知，2002 年租稅改革，就整體而言增加

上市公司的有效稅率，但並沒有改變行業間租稅負擔之差異現象。 

  早期中國文獻大多聚焦於有效稅率與公司規模、地區別、行業別的關係，曹

書軍與竇魁(2006)首先採用多元迴歸模式，以 1998 年至 2004 年連續 7 年掛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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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 425 家上市公司的財務資料，探討公司其他經營特性與股權結構對有效稅率的

影響。實證結果發現公司規模與 ETR 無顯著關係，不符合政治成本假說或政治權

力假說，推測樣本上市公司本身均具有一定規模，利用各自規模優勢爭取租稅優

惠的能力並無太大差異。ETR 與公司的財務槓桿程度呈負相關，但與固定資產密

度則無顯著關係，表示政策中給予固定資產的折舊利益與加速折舊等租稅優惠方

式並沒有獲得預期效果，即上市公司不存在非債務性稅盾。該研究結果也發現，

獲利能力愈高的公司，則有效稅率也愈高，與 Shelvin and Porter(1992)研究結果吻

合。最後該研究尚探討股權結構與冗員情況33對有效稅率的影響，實證發現公司

第一大股東持股比例愈高者，其有效稅率愈高，有冗員存在的公司，其有效稅率

反而愈低，推測主要原因在於中國上市公司多數為國有股控股，企業管理階層沒

有利用與政府關係之優勢來獲取稅收優惠政策的動機，反而會積極納稅以換取地

方政府對個人職位的支持。此外，當公司存在冗員情況時，表示該公司在替地方

政府分擔創造就業機會，地方政府給予租稅優惠的可能性也愈多，故其有效稅率

可能愈低。 

  而韓嵐嵐(2006)利用 2000 年至 2004 年中國上市公司財務資料，分組檢驗統

計分析影響中國上市公司有效稅率低於法定稅率 33%的因素。中國上市公司租稅

負擔普遍低於非上市公司，但 2002 年起地方取消先徵後返的租稅優惠後，中國上

市公司所得稅實際稅率有存在遞增的趨勢。研究發現，不同地區或不同行業所享

有的租稅優惠，仍是造成 ETR 低於名目稅率的主要原因；此外稅法和會計制度規

定的稅基差異，也是 ETR 與法定稅率背離的重要因素，如資產減值準備除在規定

範圍內的壞帳準備外，在所得稅申報不允許扣除。而戴德明與姚淑瑜(2006)以 2002

年至 2004 年Ａ股上市公司母公司報表資料，探討財務所得與課稅所得差異的主要

原因。研究結果指出，財稅所得差異主要來自於稅法與會計制度規定之歧異，其

中又以折舊費用與投資收益對財務所得與課稅所得差異的影響最大。 

                                                 
33 對於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冗員現象，該文使用 Cobb-Douglas 生產函數予以估計，迴歸方程式為

Y=3.156K
0.1297

L
0.8471 

，用主營業務收入表示產出 Y；用固定資產淨值＋無形資產表示資本投入

K；使用職工薪資表示勞動投入 L。將實際個別企業的產出 Y 與資本投入 K 代入方程式，得出

預計的勞動投入 L。若勞動投入之實際值大於預測值，即認為該企業過度使用勞動，存在冗員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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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國內外實證研究之發現，影響公司有效稅率之決定因素包括：企業規

模、地區別、行業類別、融資理財程度、資本資產密集程度，企業獲利能力、租

稅優惠措施、股權結構以及其他可能因素，彙總如表 3-2。這些企業特性之變數

將於建構本文之實證模式中加以探討，以檢視國內外文獻之研究結果是否能推論

於中國之公司。 

表 3-2 影響公司有效稅率之決定因素 
類

別 
影響因子 研究發現 

（與 ETR 關係） 
出處 

行業、產

業類別 
不同行業、產業公司因

享有的租稅優惠程度不

一，影響公司有效稅率 

Siegfried(1974)；周添城等(1989b)；林

世銘與楊朝旭(1994)；張天勳(1999)；
胡子仁(2000)；Chen et al.(2001)；Liu et 
al.(2001) ；陳明進 (2002) ；陳明進

(2003)；王昉(1999)；王延明(2003)；
錢晟與李筱強(2003)；李韜(2004)；韓

嵐嵐(2006) 
地區別 不同地區別，因享用的

租稅優惠程度不一，影

響公司 ETR 

胡子仁(2000)；陳明進(2003)；王昉

(1999)；王延明(2003)；錢晟與李筱強

(2003)；李韜(2004)；韓嵐嵐(2006) 

租

稅

政

策

差

異 

租稅優惠 不同租稅優惠政策，對

於有效稅率的影響程度

可能有所差異（加速折

舊及折耗百分比，免稅

所得、投資抵減、研發

抵減、公債利息免稅） 

Siegfried(1974)；Wilkie(1988)；張天

勳 (1999)；胡子仁 (2000)；Chen et 
al.(2001) ；陳明進 (2002) ；陳明進

(2003)；姚彥成(2006) 

 租稅改革 租稅政策改變會影響公

司有效稅率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CTJ, 1985, 
1986；Shevlin and Porter(1992)；Gupta 
and Newberry(1997)；錢晟與李筱強

(2003)；李韜(2004)；韓嵐嵐(2006) 
正相關（政治成本假說） Zimmer(1983) ； Shevlin and 

Porter(1992)；蔡素幸(1993)；胡子仁

(2000)；陳明進(2002)；陳明進(2003)；
楊雨霓(2005)；王延明(2003) 

公

司

特

性 

公司規模 

正相關（營業虧損影響） Ｗang(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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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相關（政治權利假說） Siegfried(1974) ； Porcano(1986) ；

Shevlin and Porter(1992) ； Liu et 
al.(2001)；林世銘與楊朝旭(1994)；蘇

麗雀(2004)；姚彥成(2006) 
無顯著關係 Stickey and McGee(1982)；Shevlin and 

Porter(1992) ； Manzon and 
Smith(1994) ；朴姬善(2005)、曹書軍

與竇魁(2006) 
融資理財

程度 
負相關（利息費用稅盾

效果） 
Stickey and McGee(1982)；Gupta and 
Newberry(1997)；張天勳(1999)；胡子

仁(2000)；Chen et al.(2001)；Liu et 
al.(2001) ； 陳 明 進 (2002); 陳 明 進

(2003)；蘇麗雀(2004)；楊雨霓(2005)；
姚彥成(2006)；曹書軍與竇魁(2006) 

負相關（折舊費用稅盾

效果） 
Stickey and McGee(1982)；Gupta and 
Newberry(1997)；張天勳(1999)；胡子

仁(2000)；Chen et al.(2001)；陳明進

(2002); 陳 明 進 (2003) ； 蘇 麗 雀

(2004)；楊雨霓(2005)；姚彥成(2006)

資本密度

程度 

關係不顯著 張天勳(1999)；Chen et al.(2001)；曹書

軍與竇魁(2006) 
研發費用 負相關 胡子仁(2000)；Liu et al.(2001)；陳明

進 (2003)；蘇麗雀 (2004)；楊雨霓

(2005)；姚彥成(2006) 
正相關 Liu et.al(2001)； 存貨密集

程度 負相關 姚彥成(2006)； 
企業獲利

能力 
正相關（所得效果） Shevlin and Porter(1992)；Gupta and 

Newberry(1997)；張天勳(1999)；胡子

仁(2000)；Chen et al.(2001)；陳明進

(2002)；蘇麗雀(2004)；楊雨霓(2005)；
曹書軍與竇魁(2006) 

組

織

型

態

組織型態 股份有限公司或上市上

櫃公司，相較於一般營

利事業享有較多優惠，

其 ETR 較低 

胡子仁(2000)；陳明進(2002)；陳明進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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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企業 負相關（有較多資源爭

取租稅優惠及進行租稅

規劃） 

張天勳(1999)； Chen et al.(2001)； 
 

與

投

資

架

構 
長期股權

投資及受

控子公司

數目 

負相關（因股利收入免

稅；受控公司愈多，愈

易進行租稅規劃，降低

稅負） 

Liu et al.(2001)；蘇麗雀(2004)； 

資產處分

收 益 ( 損
失) 

負相關(正相關) 張天勳(1999)；Chen et al.(2001)；陳明

進 (2002)；陳明進 (2003)；蘇麗雀

(2004)；姚彥成(2006) 
投資處分

收 益 ( 損
失) 

負相關(正相關) 張天勳(1999)；Chen et al.(2001)；陳明

進(2002)；陳明進(2003)；姚彥成(2006)

股權投資

收益 
負相關 Liu et al.(2001)；蘇麗雀(2004) 

財

稅

差

異 

資產減值

準備 
除壞帳準備的 7 項資產

減值準備會影響公司租

稅負擔 

王延明(2002)、王延明(2003)、韓嵐嵐

(2006) 

會計師簽

證申報 
正相關（會計師簽證公

司通常規模較大獲利較

佳，且在會計師監督

下，較不易發生租稅逃

漏現象） 

胡子仁(2000)；陳明進(2002)；陳明進

(2003) 

會計方法

選擇 
存貨會計方法的選擇會

影響 ETR 
楊雨霓(2005) 

台商投資

中國比重 
投資大陸比重愈高者，

其 ETR 低 
姚彥成(2006) 

股權結構 第一大股東持股愈高者

(國有股)，ETR 愈低 
曹書軍與竇魁(2006) 

其

他

因

素 

冗員情況 公司存在冗員情況者，

ETR 愈低 
曹書軍與竇魁(2006)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