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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理論基礎

租稅優惠獎勵可誘發企業投資，在 1967 年 Hall 和 Keynes 之投資理論

中，已發展出新古典學投資理論(neoclassical investment theory)之最適資本

形成論，即計算邊際成本時，除利率還考慮租稅。而投資抵減正影響租稅

負擔之多寡，故亦會影響資本的邊際成本，其投資租稅獎勵會降低資本之

使用成本，使企業增加產業的投資效果。

在新古典學派之理論下，當經濟不景氣或國內投資不振時，政府可透

過租稅減免刺激企業加速投資，達到財政政策穩定經濟的目標。又政府如

果欲引導企業發展，亦可透過租稅減免以降低企業投入成本，增加企業參

與意願。

租稅優惠實務上可用以追求改善所得分配、社會正義、租稅公平、經

濟成長與產業之發展等目標。且由於租稅優惠獎勵無需籌措財源，執行較

簡便，使得租稅優惠獎勵工具普遍為世界各國所採行。惟部分學者

(Auerbach，1989)認為暫時性之租稅優惠獎勵措施帶動投資效果大於長期

性租稅優惠，或有學者(Pindyck，1988)懷疑政府影響企業投資時機之能力

等。因其租稅優惠是否真有助於產業之發展，或僅只是干預市場運作，造

成資源配置之扭曲，及稅收之損失，茲因學者研究理論紛歧，本文將於第

三節投資抵減對經營績效影響文獻探討中，作更詳細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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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營績效評估之相關文獻

經營績效的目的在於衡量企業策略目標的達成度。欲瞭解公司營運活

動之表現，績效評估方法一般有量化及質化之指標、財務與非財務指標及

衡量過程與衡量結果的指標。茲將績效衡量指標彙整如表 11。

績效衡量指標最早由 Venkatraman and Ramanujam (1986)分為財務績

效、事業績效及組織績效，後又有 Fitzgerald, Johnston, Brignall, Silvestro and

Voss (1991)將績效指標構面分為競爭力指標、財務績效指標、服務品質指

標、彈性指標、資源利用指標與創新指標，而 Rajaopalan, Rasheed and Datta

(1993)更直接將績效指標分為經濟績效及過程績效兩個構面，也就是直接

分為量化及質化之指標，經濟績效（量化）指標以淨利率、資產報酬率、

營收成長率、市場佔有率、股價等作為衡量，而過程績效（質化）以決策

品質、決策速度、組織承諾、組織學習等作為衡量標準。其亦類似於 Lumpkin

and Dess (1996)之指標分法，而綜歸上述學者之分類，無論績效指標構面

分的多細，如 Fitzgerald, Johnston, Brignall, Silvestro and Voss (1991)或

Kaplan and Norton (1996)，還是僅以單純兩個構面作研究之 Rajaopalan,

Rasheed and Datta (1993)與 Lumpkin and Dess (1996)，財務績效指標總為企

業衡量績效之最重要指標。

又由於有關績效之衡量，大多文獻是採財務性績效指標，且此類資料

較易取得，也較具公信力。基此，本研究採用財務績效指標（會計資料）

作為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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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績效相關衡量指標

作者 績效構面 衡量指標
財務績效 營收成長率、獲利率、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

報酬率、每股盈餘等
事業績效 除上述財務指標外，加上市場佔有率、產品品

質、新產品導入、製造附加價值等

Venkatrama
n and
Ramanuja
m (1986)

組織績效 除上述兩類指標，還包括達成組織各種目標及
各種關係人之目標滿足如員工滿意度

競爭力指
標

相對市場佔有率及地位、營收成長、顧客基礎
指標等

財務績效
指標

獲利能力、流動性、資本結構、市場比率等

服務品質
指標

可靠性、安全性、舒適性等

彈性指標 數量彈性、運送速度彈性
資源利用
指標

生產力、效率等

Fitzgerald,
Johnston,
Brignall,
Silvestro
and Voss
(1991)

創新指標 創新程序績效、個體創績效等
經濟績效 淨利率、資產報酬率、營收成長率、市場佔有

率、股價等
Rajaopalan,
Rasheed
and Datta
(1993)

過程績效 決策品質、決策速度、組織承諾、組織學習等

財務指標 為取得資金應如何面對股東，其以收益與成長
組合、成本降低及改進生產力、資產運用及投
資策略去衡量

顧客指標 達成公司目標應如何服務顧客，其包括市場佔
有率、現有顧客的維繫、顧客的滿意度、顧客
的獲利力等

內部營運
指標

滿足股東與顧客，應採取之營運，包括創新程
序、營運程序、售後服務程序

Kaplan and
Norton
(1996)

學習與成
長指標

達成公司目標之革新，其衡量指標為員工滿意
度、員工留職率及員工生產力

質化指標 商譽、員工滿意度、員工對組織的承諾Lumpkin
and Dess
(1996)

量化指標 市場佔有率、盈餘成長率、投資報酬率

註：本文獻係以年代前後依序排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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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目前國內已有許多研究探討投資抵減租稅獎勵之效果，其單純分析

投資抵減與企業經營績效之研究不多，僅鄭惠方（2005）以固定資產淨額、

資產報酬率、約當研發投入單位數、研發部門薪資費用、員工人數、產業

薪資為投入自變數，再以營收淨額為產出應變數，並以虛擬變數-投資抵減

及投資抵減占營收比率等為自變數去檢定是否取得投資抵減影響公司效

率之差異。

而一般單純研究公司之經營績效，則有 Kozmetsky and Yue (1998)7在

研究全球半導體業進行績效評估研究時，其以銷貨成本、銷貨、一般管理

費用、總資產作為投入項的指標，以銷貨淨額作為產出項的指標。游聲裕

（2000）則以固定資產、員工人數、營業成本、營業費用、資本費用為投

入變數，稅前淨利、營收淨額為產出變數去研究電腦及週邊產業之經營績

效與經營特性。洪明暉（2001）以固定資產、員工人數、銷貨成本、管銷

費用為投入變數，稅前淨利、銷貨收入為產出變數，研究全球 19 家專業

電子服務廠商的經營效率與關鍵因素。其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廠商效率的

關健因素主要為員工人數與固定資產兩項。徐孟詩（2001）在探討上市上

櫃光電工業廠商財務與經營特性以資料包絡分析法評估之適用性時，以固

定資產、員工人數、營業成本、營業費用為自變數，營收淨額、市場資本

為應變數。還有如：黃亭瑜（2001）8、陳鼎誠（2002）9及洪淑娟（2004）
10等等，都有使用相類似之變數作為研究標的。

7 以資料包絡分析法分析，其研究發現效率得分越高之公司在研究發展比率、獲利能
力、企業成長能力以及每股表現之平均值等項目之表現較高，而在財務安全能力較健
全，經營能力等項目之表現也較為好。
8 以 1988 年至 1989 年五大行動電話業者之企業績效為其研究對象，採用固定資產、員工
人數為投入變數，營業淨利為產出變數，其發現全區經營之電信業者較有效率，其無效率之原因
在於規模無效率。
9 以 1998 年至 2000 年台灣主機板各廠商之經營效率及生產力變動情形為研究主題，其以固定資
產、員工人數、研發費用為自變數，營收淨額為應變數，研究結果發現，產出、投入量高的廠
商，不代表即具有較高之經營效率。各廠商在管理上普遍缺乏效率，並且明顯轉由追求
規模效率變動之提高。由於大廠具有較充裕的資源及財力，在擴產上相對較具優勢，所
以規模效率變動幅度遠較小廠表現佳。
10 以 2000 年至 2001 年 9 家上市上櫃筆記型電腦產業之經營效率以資料包絡法作分析，其研究
自變數為平均每人固定資產及平均每人研發費用，應變數為營收淨額、代工家數，研究結果經
營效率與營收淨額是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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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經營績效變數之相關文獻

姓名（年度） 研究主題 研究變數

游聲裕（2000） 研究電腦及週邊產業

之經營績效與經營特

性

自變數：固定資產、員工人數、

營業成本、營業費用、資本費用

應變數：稅前淨利、營收淨額

洪明暉（2001） 研究全球 19家專業電

子服務廠商的經營效

率與關鍵因素

自變數：固定資產、員工人數、

銷貨成本、管銷費用

應變數：稅前淨利、銷貨收入

徐孟詩（2001） 研究經營績效與資料

包絡分析法模式在光

電產業績效評估之適

用性

自變數：固定資產、員工人數、

營業成本、營業費用

應變數：營收淨額、市場資本

黃亭瑜（2001） 研究國內五大民營行

動電話業者企業績效

評估

自變數：固定資產、員工人數

應變數：營業淨利

陳鼎誠（2002） 研究台灣主機板各廠

商之經營效率及生產

力變動情形

自變數：固定資產、員工人數、

研發費用

應變數：營收淨額

洪淑娟（2004） 研究筆記型電腦產業

之經營效率以資料包

絡法分析

自變數：平均每人固定資產及平

均每人研發費用

應變數：營收淨額、代工家數

鄭惠方（2005） 研究電子業及電機業

之投資抵減對企業經

營效率之影響

自變數：固定資產淨額、資產報

酬率、約當研發投入單位數、研

發部門薪資費用、員工人數、產

業薪資

應變數：營收淨額淨額

註：本文獻係以年代前後依序排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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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投資抵減對經營績效影響之相關文獻

本文將探討投資抵減對企業之影響性，為使本文研究確立具有公信力

之研究指標，經歸納相關文獻整理如下：

一、 租稅誘因與企業投資之關聯性研究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制定各種產業政策，透過減稅、租稅抵減等等措

施協助產業發展。然而租稅優惠及減稅措施常受到批評，其違反市場機能

及租稅中立性，且常可能導致租稅不公平，甚至無法發揮培養稅源的目

的，其對激勵投資意願的效果，長久以來都是爭議的研究議題，相關的探

討文獻有，從國外文獻早在Jorgenson（1963）、Hall and Jorgenson（1967）

研究投資抵減對企業投資產生之效果，發現7%之投資抵減可增加40%以上

之投資。後又有Eisner and Lawler（1975）研究發現各種租稅獎勵措施，包

括加速折舊、降低公司所得稅、投資抵減，對資本支出皆有適度影響力。

Grubert and Mutti (2000)則以美國跨國製造業之報稅資料作研究，發現低稅

率國家較易吸引投資。而國內早在孫克難（1985）11研究發現，獎勵投資

租稅減免使固定資本形成水準向上移動，然長久存在激勵投資失效。而影

響製造業固定資本形成之主因，依次為實質產值、利息負擔率及租稅減免

程度。而張慶輝（1985）亦研究發現永久性的投資抵減，其效果極微。

惟藍科正等人（1992）12研究發現，投資抵減獎勵廠商採購自動化生

產設備的誘發效果大於其他工具。又王健全等人（1995）13自動化投資抵

11 其就製造業對於獎勵投資條例之經濟效益作評估，結果（一）獎勵投資租稅減免的存
在，使得固定資本形成水準具向上移動的效果，然而此一制度長久存在，激勵投資的作
用失效。（二）由橫剖面享受五、四年免稅的受獎廠商資料迴歸分析發現，銷售額及資
本規模乃為決定廠商投資的主要因素，租稅減免程度對固定資本形成不具影響力。（三）
影響製造業固定資本形成的主要因素，依次為實質產值、利息負擔率及租稅減免程度。
（四）臨時性的機器設備計畫時機的效果投資抵減措施，產生改變企業投資計畫時機的
效果，藉以享受減稅的優惠。（五）獎勵措施宜由直接支援朝向間接支援發展，彈性利
用加速折舊取代租稅假期，增加企業更新設備，減少免稅依賴心理。
12 以電子零組件為抽樣對象，針對 124 家回卷廠商進行多變量分析，結果發現廠商每多支出一
元於自動化生產設備上，約有 0.28 元的支出是來自租稅獎勵影響；自動化生產對廠商
在節省人力、不良率改善及產量提升上均有顯著的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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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廠商生產績效、市場績效均有正面影響，政府可考慮繼續運用。游怡玲

（1995）14探討機械設備租稅減免對製造業投資政策的影響，發現：不會

影響其資源分配的效率；但有加速企業機械設備的投資。

而就獎投與促產之比較，褚倚華（1999）15研究結果發現，「促產條例」

之投資抵減政策較能刺激產業的研發資本需求，且研發密集度較高的產業

研發價格彈性通常較低，投資抵減政策對於研發密集度較高的產業效果相

對較低。

還有如：孫克難（1985）；石齊平（1988）；許松根、陳玉瓏（1989）；

王健全、陳厚銘（1995）；許松根（1997）；林安樂、陳元保、林世銘等（1999）；

Plesko and Tannenwald (2001)等等，對於租稅減免激勵投資意願效果

作研究，其產生之投資效益各說紛紜，尚無明確共識。

13 以基本化學材料、人造纖維等工業為對象，調查結果：（一）租稅獎勵對廠商自動化
生產設備的投資影響效果約是 4.97%~13.17%，高於人才培訓的 3.03%~8.02%及低利貸款
的 3.37%~8.94%；（二）自動化生產績效：產量增加 1 至 3 成；產品穩定度提升 1 成左右；
生產週期縮短約 1 至 2 成；不良率降低 1 成半；（三）自動化市場績效；退貨率減少 2~4%；
訂單數增加 2%~4%；顧客抱怨減少 3%~4%；準時交貨改善 3%~4%；銷貨額增加 2%~4%。
14 探討機械設備租稅減免對製造業投資政策的影響，利用隨機漫步模型及調整成長率隨機漫步
模型進行分析。
15 以投資抵減對研發資本需求的影響作研究，假設產業內各成本份額迴歸式之干擾項為相關，
採 SURE 方法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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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租稅誘因與企業投資相關文獻整理

作者 研究題目 主要發現
Hall and
Jorgenson
（1967）

租稅與投資行為 發現 7%投資抵減可增力 40%
以上之投資之效果。

Eisner and
Lawler
（1975）

租稅政策與投資的調
查研究分析

各種租稅獎勵措施，包括加速
折舊、降低公司所得稅、投資
抵減，對資本支出皆有適度影
響力。

孫克難
（1985）

台灣地區獎勵投資條
例及其經濟效益評估

1.長久存在將失去激勵投資的
作用。2.影響製造業固定資本
形成的主要因素，依次為實質
產值、利息負擔率及租稅減免
程度。

張慶輝
（1985）

投資租稅抵減之賦稅
面與經濟面效果

1.永久性的投資抵減，其效果
極微，但 12.5%的投資抵減率
下，只使全體企業的淨投資增
加 0.8%，但稅收損失頗為可
觀。2.臨時性的投資抵減，能
顯著增加企業投資，對稅收的
影響亦較小。

藍科正、王健
全、黃宗煌、
蔡坤宏
（1992）

政府獎勵研究發展、污
染防治和自動化生產
之效果評析

投資抵減獎勵廠商採購自動
化生產設備的誘發效果大於
其他工具，且對於產量提升有
顯著正面效益。

王健全、黃宗
煌、蔡坤宏、
傅祖壇
（1995）

政府獎勵自動化及污
染防治之效果評析

租稅獎勵對廠商自動化生產
設備的投資效果為正向，且生
產效率也提高。

Grubert and
Mutti (2000)

美國跨國製造業之跨
國投資活動

低稅率國家較易吸引投資

Plesko and
Tannenwald
（2001）

企業實際負擔的稅率
與企業區域投資之影
響

租稅對於企業在區域投資決
策上影響遠較銷售及勞工等
因素為小。

註：本文獻係以年代前後依序排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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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稅捐減免與經營績效之文獻

就稅捐減免與經營績效之影響，認為對企業會產生負面效果的有許淑

雲（2000），她認為「促產條例」對高科技產業具「錦上添花」之效果，

對傳統產業較具影響力。但一般研究者之研究結果都傾向於有正面之效

果。如：卓吉成（2002）16研究結果顯示租稅減免對於誘導投資及促進產

業經濟發展，整體而言有顯著效果。且張伊伊（2003）17及鄭惠方（2005）
18皆研究發現，其企業經營績效與自動化設備或技術投資抵減金額亦具有

正向的影響。而最新的研究王健全（2007）19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有

關自動化及研發抵減獎勵之經濟效益評估，研究結果仍然與往年其他學者

之研究結果相同，其顯示「促產條例」在研發、自動化的抵減獎勵，不但

在總體經濟產生重大效益，而且也符合成本效益分析。20

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21（2006）亦曾根

據中華經濟研究院就「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實施經濟效益發布新聞稿指

出：「促產條例」第 6 條至第 9 條所產生的經濟效益，約使國內生產毛額

16 以 1961 年至 2001 年時間序列資料，直線迴歸模型探討租稅減免與獎勵投資及產業經濟發展
的關聯性。
17 以 1998 至 2002 年上市公司之資料，研究結果顯示，企業經營績效與自動化設備或技術投資
抵減金額具有正相關，但檢定結果不具統計上的顯著性。另自動化設備或技術投資抵減之效益反
應在企業經營績效表現上，具有時間落後，但檢定結果不具統計上的顯著性。企業經營績效與研
究發展及人才培訓投資抵減金額具有正相關，且檢定結果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另研究發展及人
才培訓支出投資抵減之效益反應在企業經營績效表現上，具有時間落後，且檢定結果具有統計上
的顯著性。
18 以 87-93 年之上市櫃電子及電機公司為研究對象，採用資料包絡分析方法計算效率值，及以
Tobit 迴歸控制各項公司特性與總體產業因素探討投資抵減對企業經營效率之影響。結果發現不
論是電子業或電機業，均顯示投資抵減政策確實使得公司降低成本，但是未能明顯提升公司的技
術效率。在電子業部分，實證結果顯示投資抵減並不是提升公司經營效率的關鍵影響因素，若公
司過於依賴租稅減免，反而不利於改進其成本效率；在電機業部分，實證結果顯示投資抵減獎勵
沒有達成政府預期的效果，因此電子業與電機業有同樣之現象：企業過度依賴租稅減免，而未致
力於技術水準之提升。
19 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有關自動化及研發抵減獎勵之經濟效益評估，其以 2000-2003 年製
造業為研究對象，因自動化申報金額平均約為 1,382 億元，在扣除更新設備、自發性投資、股東
抵減、五年免稅等投資後，在 93 億元誘發自動化投資的假設下，國內生產毛額增加 259 億元，
就業人數增加 6,697 人，稅收增加 32 億元，租稅將有 13 億元的淨收益。研究結果顯示「促產條
例」在研發、自動化的抵減獎勵，不但在總體經濟產生重大效益，而且也符合成本效益分析。
20 王健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有關自動化及研發抵減獎勵之經濟效益評估」，全球台商 e
焦點，第 69 期，http://twbusiness.nat.gov.tw/epaper/y07/01/69-101.htm，最後瀏覽日 2007 年 10 月
5 日。
21 經濟部工業局，「新世代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修法方向 經濟部立場說明」，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
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http://203.145.193.71/techroom/policy/policy_06_162.htm，最
後瀏覽日 2007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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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加 4,360 億元，帶動就業約增加 11 萬 5 千人，租稅淨收入增加

51 億元。其中研究與發展、自動化及五年免稅對國內經濟助益效果較大，

分別使 GDP 增加 1,851 億、1,079 億及 757 億元；就業人數增加約 4 萬 8

千人、2 萬 8 千人及 2 萬人。對租稅的貢獻方面，以研究與發展使租稅收

入增加 124 億元最高，五年免稅 65 億元次之，可見其經濟效益大。

綜上，以往製造業投資抵減獎勵評估在誘發效果（因為抵減獎勵而增

加的自動化投資）；對總體經濟效益（如國內生產毛額及失業率的影響）；

及稅收的成效分析，大致上效益均呈現正面且相當顯著效果。

在污染防治上，根據吳靜怡（1993）22的研究，污染防治設備投資比

率對企業短期經營績效沒有影響，長期時才有正面效果。但王健全與黃宗

煌（1995）的研究發現，結合排放費的徵收與投資抵減獎勵並行的作法，

對產業的發展較有利，但在長期下，最適抵減率（或補貼率）應逐漸調降。

可見投資抵減的獎勵對廠商提高污染防治意願是有正面效果的。且黃宗煌

（1994）研究發現認為廠商對於優惠措施偏好為：投資抵減＞免關稅＞低

利貸款＞加速折舊。

22 以台灣地區上市公司中高污染行業研究對象，結果顯示：關於企業經營績效，不論投資抵減
前或投資抵減後，污染防治設備投資比率對企業短期經營績效沒有顯著之影響；更新性污染防治
設備投資與企業長期經營績效呈正向相關；補救性污染防治設備投資與企業長期經營績效呈負向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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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稅捐減免與經營績效之文獻整理

研究者 研究主題 樣本期間與對象 主要實證結果
吳靜怡
（1993）

污染防治設備
投資與企業經
營績效之實證
研究

上市公司中高污染
行業研究對象

短期經營績效沒有
顯著之影響；長期經
營績效呈正向相關。

卓吉成
（2002）

臺灣租稅誘因
與產業經濟發
展之研究

以 1961 年至 2001
年就整體產業為對
象

租稅減免對於誘導
投資及促進產業經
濟發展，整體而言是
有顯著效果。

張伊伊
（2003）

租稅獎勵與經
營績效關聯性
之研究─以促
進產業升級條
例第六條為例

以 1998 年度之前
設籍某縣（市）之
上市公司為樣本，
研究 1998 年至
2002 年

企業經營績效與自
動化設備或技術投
資抵減具正向的影
響。

鄭惠方
（2005）

投資抵減與企
業經營績效間
之關聯性研究

以 87-93 年之上市
櫃電子及電機公司
為研究對象

電子業或電機業，均
顯示投資抵減政策
確實使得公司降低
成本，但是未能明顯
提升公司的技術效
率。

王健全
（2007）

以「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有
關自動化及研
發抵減獎勵之
經濟效益評估

以 2000-2003 年製
造業為研究對象

「促產條例」在研
發、自動化的抵減獎
勵，不但在總體經濟
產生重大效益，而且
也符合成本效益分
析。

註：本文獻係以年代前後依序排列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