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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假說 

  公司的有效稅率反映經濟所得之實際負擔，除了稅前淨利高低外，可能受到

稅法與財會核算差異、政府租稅優惠政策以及公司本身特性與經營管理決策之影

響。根據本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之四大假說，並說明其推論過程如下： 

一、資產減值準備 

中國 1998 年實施《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度》，開始要求在境外或香港上市(發

行 H 股)企業、以及在境內發行外資股(發行 B 股)等上市公司，提列四項資產減值

準備。除了將原來依政府規定比例提列壞帳準備，改由公司自行評估提列足夠應

有的壞帳準備外，在半年報及年報時，尚必須評估短期投資、長期投資以及存貨

等資產價值，若期末短期投資市價、長期投資可回收金額或存貨淨變現價值，低

於該資產帳面成本時，應將帳面成本與公平價值的差額提列短期投資跌價準備、

長期投資減值準備、存貨跌價準備；若未來價值回升，在不超過資產的帳面成本

範圍內，可將以往提列的減值準備予以轉回。此項政策對於資產採取較為嚴謹之

評價，但對於中國多數的上市公司仍非強制適用。 

2001 年實施《企業會計制度》，強制要求中國所有上市企業都必須提列 8 項

資產減值準備，包括短期投資跌價準備、壞帳準備、存貨跌價準備、長期投資減

值準備、委託貸款減值準備、固定資產減值準備、在建工程減值準備、無形資產

減值準備等八項，且若未來價值回升，仍允許認列減值迴轉利益，但 2007 年開始

適用之新會計準則，一律不准認列資產價值迴升利益。根據資產減值準備的執行

情況分析，企業所提列之資產減值以壞帳準備、存貨跌價準備、短投及長投減值

準備以及固定資產減值準備為主（張曉琦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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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資產減值準備之會計制度變革 
年份 會計制度 適用對象 提列減值準備範圍 
1998 年 《股份有限公司會

計制度》 
中國企業在境外或香港上

市(發行 H 股)，或在境內發

行外資股(發行 B 股)之上市

公司~強制要求提列 
其他上市公司~不強制 

壞帳準備 
短期投資跌價準備 
長期投資跌價準備

存貨跌價準備 
（可列迴升利益） 

2001 年 《企業會計制度》 強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提

列八大減值準備 
上述四項+ 
委託減值準備 
固定資產減值準備 
在建工程減值準備 
無形資產減值準備 
（可認迴升利益） 

2007 年 《企業會計準則》 強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提

列八大減值準備 
仍提列 8 項減值準

備，但不可再認列迴

升利益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引進公平價值，實施資產減值準備制度，雖然是中國會計制度與國際會計準

則接軌的重大體現，但企業依會計準則計提的減值準備在稅務申報課稅所得額

時，除了壞帳準備在稅法規定的限額標準內可列報扣除外34，其餘資產減值準備

仍屬未實現損失，不能列為稅前扣除項目35，以致企業依稅法規定實際繳納的稅

額超過其財務會計所得應負擔之稅額，增加企業的租稅成本。因此，企業計提的

資產減值準備愈高者，在稅上不可列報扣除之金額愈大，其公司有效稅率亦會愈

高，故本研究提出假說 H1a 為： 

 

 

                                                 
34 《企業所得稅前扣除辦法》第 46 條規定，企業提列壞帳準備之比例，除另有規定者外，一律

不得超過期末應收帳款餘額的 0.5%。 
35 《企業所得稅前扣除辦法》第 7 條規定，在計算課稅所得額時，除國家稅收法規規定可提取的

準備金外，任何形式的準備金均不允許列報扣除，因此包括存貨跌價準備金、短期投資跌價準

備金、長期投資減值準備金、風險準備金（包含投資風險準備金）等均不得列報扣除。 

H1a：其他條件相同下，中國上市公司當年度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與其有

效稅率間，呈正向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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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租稅優惠政策 

根據中國文獻指出，中國政府對各區域間企業的租稅優惠政策是影響公司有

效稅率的最重要因素（王昉 1999；王延明 2003)。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為吸引外資

投資，規劃區域租稅優惠政策，租稅優惠多往經濟特區以及沿海經濟開發地區傾

斜，以致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稅負相對較低，形成地區間經濟發展程度與租稅負

擔程度呈逆向趨勢。此後，為了促進偏遠區域經濟發展，中國政府提供投資於大

西部地區企業優渥的租稅政策。王昉（1999）研究指出沿海地區企業稅負普遍低

於內陸地區，王延明（2003）研究發現地區間企業稅負由低至高依序為：經濟特

區、上海地區、西部、中部及東部地區。故本研究參考王延明(2003)，將中國經

濟區域劃分為上海地區、海南經濟特區、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及西部地區。由於

中國區域租稅優惠政策下，給予經濟特區以及上海浦東新區之企業較多的租稅優

惠，故本文推論設立於海南經濟特區及上海地區之企業，因享有較多的租稅減免，

有較低的有效稅率，本研究提出假說 H2a 如下： 

 

 

三、行業租稅優惠政策 

政府的產業租稅優惠政策也是影響公司有效稅率的重要因素之一(Wilkie 

1988; Shevlin and Porter 1992)。基於推動農業產業化政策，國稅發﹝2001﹞24 號

《關於明確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龍頭企業所得稅徵免問題的通知》規定，符合條

件的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龍頭企業，目前得暫時免徵所得稅。此外中國為追求產

業升級，對於高新技術產業提供免徵及減徵稅率等優渥之租稅優惠36，而信息技

                                                 
36 《關於企業所得稅若干優惠攻策的通知》財稅﹝1994﹞1 號規定，國務院批准的高新技術產業

開發區內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 15%的稅率徵收所得税；新辦的高技術企業自投產年度起免徵

得稅二年。《關於鼓勵軟件業和集成電路產業發展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00﹞25
號規定，對於國家規劃布局內的重點軟件生產企業，如當年未享受免稅優惠的，減按 10%的稅

率徵收企業所得稅。 

H2a：其他條件相同下，設立於海南經濟特區及上海地區之上市公司相較

於其他地區之上市公司，有較低的有效稅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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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產業由於企業技術創新及產品發展較快37，獲得高新技術租稅優惠之機會較其

他產業為高。故本文預期屬農林牧漁業及高新技術業的企業，較其他產業的企業

享有較多的租稅減免措施，有較低之有效稅率，本研究提出假說 H3a 如下： 

 

 

四、上市公司股權結構 

中國早期的股票市場是以國有資產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發行股票上市者為

主，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中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中國家持股比重較高。在股權

分置制度下，由於國有股等非流通股的主要報酬並非來自於公司股價反應，對於

稅後淨利經營績效之要求程度較低，故在節稅傾向上，國家持股比率較高之企業

因其營業利潤最終仍分配與政府，進行租稅規劃之誘因較低。此外，國家持股較

高之公司，其內部經營者可能偏向透過上繳較高之稅額，進而爭取國有股的支持。

鞏固自己的經營地位。反之，民間持股比率較高之企業，由於節稅之利益可歸於

私人股東利益，其節稅傾向的誘因會高於國家持股比率較高之企業。因此，本文

預期在其他條件相同下，國家持股比率較高之企業，繳納稅負之意願較高，將會

有較高之有效稅率。 

在租稅優惠政策上，中國為了吸引外資投資，在《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

所得稅法》中給予三資企業相較於內資企業更多的租稅優惠，使外資企業負擔之

有效稅率較內資企業為低。故本文推論上市企業中若外資法人股超過 25%者，可

視為外資投資企業，享受較多的租稅優惠，有效稅率較低。 

為了增加外資投注中國資本市場，中國政府鼓勵上市公司發行 B 股及 H 股，

給予 1990 年初第一批境內企業赴香港掛牌上市之企業享有按 15%稅率納稅之優

                                                 
37 中國信息技術產業主要可分為二大類，一是通信與相關設備製造業，包含通訊設備與廣播設備

的製造與修理；二是通訊服務業，包含電信服務、計算機應用服務、軟件設計、開發與諮詢等。

信息技術產業主要包括以高新技術為基礎之電子信息產品製造、修理與電子信息傳播、服務與

諮詢等活動。 

H3a：其他條件相同下，中國農林牧漁業及信息技術業之上市公司較其他

產業之上市公司，有較低之有效稅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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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其他發行 B 股或 H 股之上市公司，雖然無法直接適用《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

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之租稅優惠，但有發行 B 股或 H 股的公司，受到外商注重經

營績效導向之影響，進行租稅規劃以增加稅後利潤之傾向也可能較為積極，有效

稅率可能較低。綜合上述分析，在中國公司股東股權結構與其有效稅率之關聯性，

本文提出假說 H4a 如下： 

 H4a：其他條件相同下，中國上市公司中國家持股比例較高者，其公司有

效稅率較高；而外資持股比例較高者以及有發行 B 股或 H 股者，其

公司有效稅率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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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模式 

本研究採用統計上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依據國內外

文獻所探討公司有效稅率之決定因素，以及中國會計及租稅環境之特性，建立中

國上市公司有效稅率之實證模型，測試假說 H1a 至 H4a。本研究建立測試假說

H1a 的實證模式第(1)式至第(4)式如下： 

一、模式第(1)式： 

 

 

第(1)式中，下標號 i表示個別公司樣本；t係年度別，樣本期間自 1999 年至

2005 年度；β’s 表示各項變數以迴歸模式估計結果的迴歸係數。PROVI 係企業當

年度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在假說 H1a 下，企業計提之資產減值準備與有效稅率

間為正向關係，因此預期 β1 > 0（其餘各項變數說明詳下文）。 

二、模式第(2)式： 

  企業投資經營之區域不同，適用稅法優惠措施的程度將有所差異，可能造成

各地區間公司有效稅率之差異，因此本研究在迴歸模式中加入地區別之變數，以

測試假說 H2a，建立實證模式第(2)式如下： 

 

 

   

第(2)式中，AREA_E、AREA_M、AREA_W 及 AREA_H 分別係東部地區、中

ETRit ＝ β0 ＋β1PROVIit＋β2SIZEit ＋β3ROAit ＋β4LISTi＋β5CAPINTit ＋β6R&Dit 
＋β7DEBTit ＋β8OPEXPit＋β9DIVit＋β10INVit＋β11Y2002t ＋εi  (1)         

 ETRit ＝  β0 ＋ β1PROVIit ＋ β2SIZEit ＋ β3ROAit ＋ β4LISTi ＋ β5CAPINTit ＋

β6R&Dit ＋β7DEBTit ＋ β8OPEXPit ＋ β9DIVit ＋ β10INVit ＋ β11Y2002i ＋

β12AREA_Ei＋β13AREA_Wi＋β14AREA_Mi＋β15AREA_Hi＋ε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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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區、西部地區、海南經濟特區等 4 個地區別之虛擬變數，表 4-2 列出各區域

的省市分布。在 H3a 的假說下，除了海南經濟特區外，上海市之上市公司其有效

稅率低於其他地區，因此預期 β12至 β15 > 0。 

表 4-2 各區域的省市分布 
區域 各省市分布 

東部地區（AREA_E） 遼、冀、京、津、魯、蘇、浙、閩（含廈門）、

粵（含深圳、珠海、汕頭） 
中部地區（AREA_M） 陜、甘、寧、青、桂、雲、貴、川、渝、新、藏、

內蒙 
西部地區（AREA_W） 黑、吉、豫、晉、湘、鄂、贛、皖 
上海市（AREA_S） 上海市 
海南經濟特區（AREA_H） 海南島 

 

三、模式第(3)式： 

企業所屬之行業不同，適用稅法優惠規定的機會不一，可能造成各行業間公

司有效稅率之差異，因此本研究在迴歸模式中加入行業別之變數，以測試假說

H3a，建立實證模式第(3)式如下： 

 

 

 

 

 第(3)式中，I_AGRI 至 I_CONGLOM 分別係農林牧漁業、採掘業、製造業、

電力煤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建築業、交通運輸倉儲業、批發和零售貿易業、房

地產業、社會服務業、傳播與文化產業、綜合業等 11 個產業別之虛擬變數，在

 ETRit ＝  β0 ＋ β1PROVIit ＋ β2SIZEit ＋ β3ROAit ＋ β4LISTi ＋ β5CAPINTit ＋

β6R&Dit ＋β7DEBTit ＋ β8OPEXPit ＋ β9DIVit ＋ β10INVit ＋ β11Y2002i ＋

β12AREA_Ei＋β13AREA_Wi＋β14AREA_Mi＋β15AREA_Hi＋β16I_AGRIi＋

β17I_MININGi＋β18I_MFGi＋β19I_GASi＋β20I_BUILDi＋β21I_TRANSi＋

β22I_RETAILi ＋ β23I_ESTATEi ＋ β24I_SERVICEi ＋ β25I_MEDIAi ＋

β26I_CONGLOMi＋ε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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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a 的假說下，除農林牧漁業外，信息技術業的有效稅率低於其他產業，因此預

期 β16 至 β26 > 0。 

四、模式第(4)式： 

中國長期以來實施內外資企業分稅制度，企業股權結構之差異，可能影響企

業享受租稅優惠的機會以及進行租稅規劃的誘因，因此本文在迴歸模式中加入企

業股權結構之變數，以測試假說 H4a，建立實證模式第(4)式如下： 

 

 

 

 

 第(4)式中，STATE 代表樣本公司國家持股比例達全部股份 50%以上之虛擬變

數，FOR 代表樣本公司非流通股中外資持股比例達全部股份 25%以上之虛擬變

數，BH 係樣本公司有發行 B 股或 H 股之虛擬變數。在假說 H4a 下，企業國有股

份比率愈高者，其有效稅率愈高；而外資持股比率愈高或有發行 B 股或 H 股之企

業，其有效稅率較低，因此預期 β27 > 0，而 β28 及 β29 < 0。 

 ETRit ＝  β0 ＋ β1PROVIit ＋ β2SIZEit ＋ β3ROAit ＋ β4LISTi ＋ β5CAPINTit ＋

β6R&Dit ＋β7DEBTit ＋ β8OPEXPit ＋ β9DIVit ＋ β10INVit ＋ β11Y2002i ＋

β12AREA_Ei＋β13AREA_Wi＋β14AREA_Mi＋β15AREA_Hi＋β16I_AGRIi＋

β17I_MININGi＋β18I_MFGi＋β19I_GASi＋β20I_BUILDi＋β21I_TRANSi＋

β22I_RETAILi ＋ β23I_ESTATEi ＋ β24I_SERVICEi ＋ β25I_MEDIAi ＋

β26I_CONGLOMi＋β27STATEit＋β28FORit＋β29BHit＋ε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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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數之定義及衡量 

表 4-3 列示本研究變數代號、名稱、定義以及其迴歸係數之預期方向，並於

其後詳細說明各變數。 

表 4-3 變數定義 
變數代號 變數名稱 變數定義 預期方向 

ETR 平均有效稅率 所得稅費用÷稅前財務所得 不適用 

PROVI 計提減值準備 企業當年計提(或迴轉)的減值準備÷期末總資產 正向 

SIZE 企業規模 ln(期末總資產) 正向 

ROA 資產報酬率 稅前息前淨利÷期末總資產 正向 

LIST 上市證交所別 企業掛牌上市的證交所別之虛擬變數，屬深圳者為

1，否則為 0 
負向 

CAPINT 資本資產密集度 期末折舊性固定資產淨額÷期末總資產 負向 

R&D 研發投入程度 期末無形資產÷期末總資產 負向 

DEBT 財務槓桿 期末長期負債÷期末總資產 負向 

OPEXP 營業費用 營業費用÷期末總資產 正向 

DIV 股利收入 股利收入÷期末總資產 負向 

INV 投資淨收益 長期股權投資採權益法認列的投資收益（損失）÷期

末總資產 

負向 

Y2002 2002 年以後期

間 (稅制改革) 

樣本期間之虛擬變數，屬 2002 年以後者(含 2002 年)

為 1，否則為 0 

正向 

AREA 地區別 企業所屬區域之虛擬變數，若樣本企業屬於該區

域，則 AREA 為 1，否則 AREA=0。AREA 共包含 4

個虛擬變數：AREA_E(東部地區)、AREA_M（中部

地區）、AREA_W（西部地區）、AREA_H (海南經濟

特區) 

正向 

IND 行業別 企業所屬行業之虛擬變數，若樣本企業屬於該行

業，則 IND 為 1，否則 IND=0。IND 共包括 11 個產

業別虛擬變數：I_AGRI(農林牧漁業)；I_MINING(採

掘業)；I_MFG(製造業)；I_GAS(電力、煤氣及水的

生產和供應業)；I_BUILD(建築業)；I_TRANS(交通

運輸、倉儲業)； I_RETAIL(批發和零售貿易業)；

I_ESTATE(房地產業)；I_SERVICE(社會服務業)；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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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_MEDIA(傳播與文化產業)；I_CONGLOM(綜合

業)。 

STATE 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的虛擬變數，若樣本企業的國家持股比例

達全部股份 50%以上者為 1，否則為 0 

正向 

FOR 外資企業 外資企業的虛擬變數，若樣本企業的非流通股中外

資持股比例達全部股份 25%以上者為 1，否則為 0 

負向 

BH 發行 BH 股 企業是否發行 B 股或 H 股的虛擬變數，有發行者為

1，否則為 0  

負向 

 

ETR（有效稅率） 

有效稅率在國外文獻上經常以當期所得稅費用除以稅前淨利衡量。中國所得

稅會計處理方法可分為應付稅款法38及納稅影響會計法39二種核算方式，2005 年

以前主要以應付稅款法為主，約有 96%上市公司採用應付稅款法核算所得稅費用

（車菲，2005）。由於採用應付稅款法核算所得稅費用，其財務報表上的所得稅費

用相當於企業當年度繳納之所得稅，與國外文獻上使用之當期所得稅費用相同，

且本研究期間的樣本企業大多數採用應付稅款法，實際刪除採納稅影響會計法的

樣本數量並不多（參見下文樣本篩選），故本文的研究樣本僅以採應付稅款法核算

所得稅的企業為對象。且 ETR 以企業損益表上的所得稅費用除以全年稅前財務所

得額衡量之，並非採用課稅所得額，更適切反映企業的經濟所得所負擔的所得稅

比率。 

PROVI（當年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 

PROVI 係以企業當年計提（包括迴轉）的資產減值準備除以期末總資產衡量

之。在 1998 年實施《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度》下，PROVI 包括壞帳準備、短期

投資、長期投資以及存貨等四項之資產減值準備。但自 2001 年實施《企業會計制

                                                 
38 應付稅款法：是將本期稅前會計利潤與應稅所得之間產生的差異均在當期確認為所得稅費用，

亦即當期財報上扣除的所得稅費用等於本期所得應繳交的所得稅。 
39 納稅影響會計法：是將本期由於時間性差異產生的所得稅影響金額，遞延和分攤到以後各期，

亦即當期所得應繳交的所得稅還須調整時間性差異的遞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的變動數後，才是

認列的所得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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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後，PROVI 則擴大包括短期投資跌價準備、壞帳準備、存貨跌價準備、長期

投資減值準備、委託貸款減值準備、固定資產減值準備、在建工程減值準備、無

形資產減值準備等八大準備金。PROVI 中，除了壞帳費用在稅法規定的比率內，

准許列報扣除外，其餘減值準備原則上均不可自課稅所得額扣抵。在本文 H1a 之

預期下，公司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愈多者，其有效稅率應愈高，亦即 PROVI 的迴

歸係數應為正向。 

AREA(地區別) 

  AREA 是地區別的虛擬變數，本文參考王延明(2003)研究依地理位置、經濟特

性，將中國劃分為五大經濟區域。本研究在迴歸模式中將上海地區設為對照組別

(excluded group)，並將其他樣本分別設立 4 個區域別的虛擬變數： AREA_E 為東

部地區【遼、冀、京、津、魯、蘇、浙、閩（含廈門）、粵（含深圳、珠海、汕頭）】、

AREA_M 為中部地區【含陜、甘、寧、青、桂、雲、貴、川、渝、新、藏、內蒙】、

AREA_W 為西部地區、AREA_H 為海南市。若樣本企業屬於該地區，則其地區之

虛擬變數之數值為 1，否則其數值為 0。早期中國租稅優惠以區域優惠為主，故以

地區別之虛擬變數控制企業所屬地區別差異對有效稅率之影響。在假說 H2a 中，

因為設立於海南經濟特區以及上海浦東地區的企業，其享有的租稅優惠普遍較設

於其他地區的企業來得多，租稅負擔較輕，有較低的有效稅率，故預期除海南市

外，其他區域變數之迴歸係數應為正向。 

IND（行業別） 

IND 是行業別的虛擬變數，本文在迴歸模式中將信息技術業設為對照組別，

另依據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會員所發布之《上市公司行業分類指引》，將其他樣本

企業依所屬之產業類別，分別設立 11 個行業之虛擬變數，包括 I_AGRI 為農林牧

漁業、I_MINING 為採掘業、I_MFG 為製造業、I_GAS 為電力、煤氣及水的生產

和供應業、I_BUILD 為建築業、I_TRANS 為交通運輸倉儲業、I_RETAIL 為批發和

零售貿易業、I_ESTATE 為房地產業、I_SERVICE 為社會服務業、I_MEDIA 為傳

播與文化產業、以及 I_CONGLOM 為綜合業。若樣本企業屬於該產業，則其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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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虛擬變數之數值為 1，否則其數值為 0。行業別變數係控制企業所屬產業的稅法

規定及適用租稅優惠機會之差異對其公司有效稅率之影響。在 H3a 假說下，農林

牧漁業與信息技術業享有的租稅優惠機會較其他產業為高，故預期農林牧漁業以

外之其他產業變數的迴歸係數應為正向。 

STATE(國有企業)、FOR（外資企業）、BH（是否發行 B 股或 H 股） 

STATE、FOR 及 BH 代表本文三個企業股東股權結構之變數。STATE 代表國

家持股比例達全部股份 50%以上樣本之虛擬變數，FOR 代表樣本企業的非流通股

中，外資持股比例達全部股份 25%以上之虛擬變數，BH 代表樣本企業有發行 B

股或 H 股之虛擬變數。在 H4a 假說下，國家持股比例愈高，進行租稅規劃之誘因

較小，企業有效稅率愈高，故預期 STATE 的迴歸係數應為正值。而外資持股比例

大於 25%者，可視為外資企業，享有較多的租稅優惠，公司有效稅率較低，故預

期 FOR 的迴歸係數呈負向。發行 B 股或 H 股企業受到外資注重經營利潤績效的

文化程度影響較高，且國務院 1993 年批准到香港發行股票的 9 家股份制企業，可

暫減按 15%的稅率徵收企業所得稅，低於 33%的名目稅率。故在 H4a 預期下，BH

的迴歸係數應為負向。 

SIZE（企業規模） 

SIZE 係以期末總資產取自然對數衡量之，是企業規模之代理變數。企業規模

與有效稅率的關係，在不同的假說下有不同的推論，在政治成本假說下，企業規

模與有效稅率呈正相關(Zimmer 1983；Shevlin and Porter 1992；蔡素幸 1993；王

延明 2003)。但在政治權力假說下，企業規模與有效稅率則為負相關(Siegfried 

1974; Porcano 1986；林世銘與楊朝旭 1994)。中國大型企業國家所持有的股份比

例較高，利用其地位從事減少租稅負擔的誘因較低。此外，由於中國的稅務稽查

並無核課期間之限制，大型企業相較於中小型企業，較容易受到公眾及稅務機關

的監督，進行租稅規劃所引起的非稅成本亦較高。故本文推論，在中國的經濟環

境下，企業規模與有效稅率的關係應較偏向政治成本假說，預期 SIZE 的迴歸係數

應呈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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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資產報酬率） 

ROA 係以稅前息前淨利除以期末總資產衡量之，用以控制企業獲利能力對有

效稅率之影響。當企業獲利能力愈高，如果固定費用之稅盾(tax shields)無法與所

得增加呈同比例增加時，則企業所得稅負擔之比例將會提高（Shevlin and Portor 

1992; 陳明進 2002；曹書軍及竇魁 2006）。故在其他條件相同下，本文預期 ROA

的迴歸係數應為正向。 

LIST（掛牌上市之證券交易所別） 

LIST 為企業掛牌上市的證券交易所別之虛擬變數，樣本企業在深圳證交所掛

牌上市者，則 LIST＝1，否則 LIST＝0（代表樣本屬上海證交所掛牌上市者）。由

於在深圳證交所上市之公司，其企業規模一般較在上海證交所上市之公司來得小

40，獲利的穩定性可能較低，且受到公眾注目的機會亦較小。因此本文推論在中

國的經濟環境下，相較於在上海證交所上市之企業，在深圳證交所上市的樣本公

司進行節稅規劃的公眾監督壓力較小，預期 LIST 的迴歸係數應為負值。  

CAPINT（資本資產密集度） 

CAPINT 係以期末折舊性固定資產淨額除以期末總資產衡量之，作為企業資

本密集程度之衡量指標。資本資產密集程度愈高的公司，因可享有的折舊利益愈

多，且在稅上也可享有加速折舊方式及投資抵減，其有效稅率也愈低（Stickey and 

McGee 1982；Gupta and Newberry 1997；陳明進 2002），故本文預期 CAPINT 的

迴歸係數應為負值。 

R&D（研發投入程度） 

  R&D 係以期末無形資產淨額除以期末總資產衡量之，作為研發支出之替代指

                                                 
40 根據 2007 年 5 月 23 日上海、深圳證交所揭示的市場概況資料顯示，上海證交所上市公司家數

851 家，總股本 11,334 億元，總市值 139,037 億元，平均每家股本 13.32 億元，平均每家市值

163.38 億元；深圳證交所上市公司家數 607 家，總股本 2,531 億元，總市值 41,078 億元，平均

每家股本 4.20 億元，平均每家市值 67.67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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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企業之投資包含有形之固定資產投資及無形之研究發展支出，當企業投入於

無形資產之比重愈高，其可享有的攤銷利益愈多，且在稅上尚可能享受國家給予

研發支出費用扣抵之優惠41（Liu et al. 2001；陳明進 2003；蘇麗雀 2004），其有

效稅率較低，故本文預期 R&D 的迴歸係數應為負值。 

DEBT（財務槓桿） 

  DEBT 係以期末長期負債除以期末總資產衡量之，作為企業融資決策中運用

財務槓桿之程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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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key and McGee 1982；

Gupta and Newberry 1997；張天勳 1999；Chen et al. 2001；Liu et al.2001；陳明進 

2002 等），故本研究推論 DEBT 的迴歸係數應為負值。 

OPEXP（營業費用） 

  OPEXP 係以當期營業費用除以期末總資產衡量之。稅法基於管制之目的，對

於罰款支出、贊助費、非公益、救濟性捐贈支出等項目，皆不得自課稅所得額中

扣除；且對於廣告費42、宣傳費43、業務招待費44以及職工薪金45等，也均設有列

報扣除標準之限制。因此當公司帳列營業費用愈高者，其帳外被調整增加課稅所

得額的金額也可能愈高，有效稅率較低，故本文預期 OPEXT 的迴歸係數應為正

值。 

                                                 
41 《關於促進企業技術進步有關財務稅收問題的通知》財稅﹝1996﹞41 號規定，企業為開發新產

品、新技術、新工藝所發生的各項費用應逐年增加，增長幅度在 10%以上的企業，可再按實際

發生額的 50%抵扣課稅所得額。 
42《扣除辦法》第 40 條規定，納稅人每一納稅年度發生的廣告費支出不超過銷售(營業)收入 2%者，

可據實扣除；超過部分可無限期向以後納稅年度結轉。糧食類白酒廣告費不得在稅前扣除。納

稅人因行業特點等特殊原因確實需要提高廣告費扣除比例，須報國家稅務總局批准。 
43《扣除辦法》第 42 條規定，納稅人每一納稅年度發生的業務宣傳費(包括未通過媒體的廣告性支

出)，在不超過銷售營業收入 5‰範圍內，可據實扣除。 
44《扣除辦法》第 43 條規定，納稅人發生的與其經營業務直接相關的業務招待費，在下列規定比

例範圍內，可據實扣除：全年銷售(營業)收入凈額在 1500 萬元及其以下，不超過銷售(營業)收
入凈額的 5‰；全年銷售(營業)收入凈額超過 1500 萬元，不超過該部分的 3‰。 

45《扣除辦法》第 20 條規定，除另有規定外，工資薪金支出實行計稅工資扣除辦法，計稅工資扣

除標準按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的規定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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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股利收入） 

DIV 係以股利收入除以期末總資產衡量之，用以控制股利收入之財稅規定差

異對公司有效稅率的影響。依《1996 年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企業所得稅幾點具體問

題通知》規定，企業的股權投資從被投資方企業分配取得股息、紅利性質的投資

收益，在被投資方企業適用的稅率高於或等於投資方企業適用的稅率之部分，不

需要列入投資方的課稅所得額。因此當企業獲配之股利收入愈多時，其被投資方

已納稅額部分可以予以扣除，稅上申報之課稅所得額較財務會計所得小，有效稅

率較低，故本文預期 DIV 的迴歸係數應為負值。 

INV（權益法認列的投資淨收益） 

 INV 係以長期股權投資依權益法認列的投資收益及損失之淨額，除以期末總

資產衡量之，用以控制依權益法認列投資淨收益之財稅規定差異對公司有效稅率

的影響。依據《2000 年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企業所得稅幾點具體問題通知》規定，

無論企業長期股權投資採取何種會計方法，在稅務上係等被投資方企業實際分配

利潤時，投資方企業才須認列為已實現之投資所得課稅。因此，當企業依權益法

核算之投資收益愈多，則稅務申報時帳外減列的未實現課稅所得可能亦愈多，有

效稅率愈低，故本研究預期 INV 的迴歸係數應呈負向。 

Y2002（租稅改革） 

  Y2002 代表樣本期間在 2002 年度以後之虛擬變數，若樣本的年度期間屬 2002

年以後者，則 Y2002=1，否則 Y2002=0。Y2002 係用以作為中國政府取消上市公

司先徵後返政策之租稅改革代替變數。在 2002 年以前各地方政府為了支持本地上

市公司之發展，普通實行所得稅「先徵後返」政策，上市公司先按 33%稅率繳納

所得稅，地方政府再退還 18%稅率之稅額，實際繳納稅率僅為 15%。國務院針對

各地方先徵後返政策進行改革，強制要求各地方政府於 2002 年 1 月 1 日起停止實

施該項政策。2002 年取消先徵後返的租稅優惠後，使得中國上市公司所得稅實際

稅率存在遞增的趨勢（韓嵐嵐 2006)，故本文推論 2002 年以後租稅改革後，中國

上市公司所得稅負擔較重，有效稅率較高，Y2002 的迴歸係數應呈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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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料來源與樣本篩選 

一、資料來源 

本研究以中國上海及深圳證券交易所之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包含發行 A

股與 B 股的上市公司，樣本期間為 1999 年至 2005 年度。有關財務報表及公司基

本資料來源係取自臺灣經濟新報社(Taiwan Economic Journals Co. Ltd., TEJ)所建

制之中國大陸金融市場資料庫之大陸上市公司財務資料檔、公司基本資料檔、股

權結構檔以及國泰安研究服務中心所建制之中國上市公司財務系列資料庫。 

二、樣本篩選 

1999 年-2005 年間在上述資料庫檔案均有資料之樣本數為 9,036 筆，刪除金

融業樣本、使用納稅影響會計法之樣本以及全年稅前財務所得小於零或有缺漏或

不合理值之樣本後，實際使用樣本數為 7,166 筆。進行樣本篩選過程如表 4-4，篩

選後各年度樣本家數如表 4-5 所示： 

表 4-4 樣本篩選過程 
原始總樣本 9,036 
刪除金融業樣本46 (7) 
刪除所得稅費用使用納稅影響會計法之樣本47 (497) 
刪除全年稅前財務所得小於零的樣本48 (1,024) 
刪除遺漏研究所需變數值49及變數不合理數值50 (342) 

最後研究使用樣本筆數 7,166 

 
 

                                                 
46 金融、保險業受到政府管制環境及適用的會計制度與一般企業不同，列入研究樣本將會造成樣

本間有異值性問題(Heterogeneity)。 
47 資產負債表中遞延所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科目不等於零時，代表該企業採用納稅影響會

計法，其所得稅費用將不等於當期應納的稅額。 
48 當全年所得額小於或等於零時，其有效稅率的意義無法合理解釋。 
49 遺漏研究變數包括缺乏公司總資產與計提資產減值準備與地區別等資料之樣本共 265 筆。 
50 研究變數不合理數值包括營業費用為負值之樣本共 77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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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篩選後各年度樣本家數 
年份 1999 年 2000 年 2001 年 2002 年 2003 年 2004 年 2005 年

家數 1008 筆 1085 筆 969 筆 1001 筆 1061 筆 1052 筆 990 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