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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傳統探討逃漏稅的文獻都忽略了納稅人的消費

行為對其逃漏稅行為的影響1，其主要原因在

於，傳統文獻在分析逃漏稅問題時先驗上都假定

商品的消費可無限細分；本文即嘗試從此一觀點

切入，在消費支出具有不可分割性的假設下重新

檢視傳統逃漏稅所獲致的結果。在所得為外生的

設定下本文有幾點重要發現：當商品的消費具有

不可分割性時，(1)、相對商品的消費數量可無

限分割的情況下，商品的消費數量不可無限分割

時，決定納稅人逃漏稅與否的條件較為寬鬆；

(2)、逃漏稅額與稽核率仍然為單調的遞減關

係；(3)、逃漏稅額與處罰率以及比例稅率之間

不見得為單調的遞減關係，後者可以改善傳統財

務模型預測逃漏稅額與稅率之間為單調遞減的

                                                 
1 例如：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Yitzhaki 
(1974, 1987)、Cowell (1985, 1990)、Pyle (1989, 
1991) 等，相關文獻的回顧可參閱Andreoni et al. 
(1998) 與 Slemrod and Yitzhaki (2002)。 

關係之結果。 

關鍵詞：逃漏稅、不可分割性、外生所得 

  
Abstract 
 
The tax evasion literature has been huge since the 

seminal work of 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 

and Yitzhaki (1974) [see Cowell(1990),  

Andreoni et al. (1998), and Slemrod and Yitzhaki 

(2002) for literature surveys on tax evasion.] .As 

noted by Chander and Wilde (1998), much of the 

tax evasion literature treats income as exogenous.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we can obtain three 

interesting results: Firstly, a taxpayer will engage 

in tax evasion when evasion is either a fair or 

unfavorable gamble to the taxpayer. The second, as 

the traditional result shows, an increase in the 

probability of detection reduces tax evasion. In 

other words, the comparative static result of tax 

evasion with respect to the probability of detection 

is robust. Third, the comparative static result of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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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sion with respect to the fine and tax rate is not 

monotonic, and the last result will slow down the 

shortcoming of the traditional A-S-Y model. 

 
Keywords: tax evasion; indivisibility; exogenous 
income; 
 
緣由與目的 
 
傳統探討逃漏稅的文獻都忽略了納稅人的消費

行為對其逃漏稅行為的影響2，其主要原因在

於，傳統文獻在分析逃漏稅問題時先驗上都假定

商品的消費可無限細分；換言之，在此一設定之

下，納稅人的消費決策並不會受到扭曲或是沒有

受到限制，因而其對應的間接效用函數與所得間

乃是一條平滑且可微的函數關係。在此一前提

下，分析納稅人的逃漏稅行為並不需要觸及其消

費決策，因為在既定的所得水準下其消費行為都

會最適化。然而，在給定納稅人的所得水準的情

況下，3當商品的消費無法無限細分時 (文後我

們稱之為消費具有不可分割性)，納稅人的消費

決策並無法到處皆可滿足一階必要條件，因而其

間接效用函數與所得間將不再是一條平滑且可

微的函數關係，而是可能產生拗折不可微的點，

此一特質將使得納稅人的逃漏稅行為產生質

變，而且相對傳統文獻的分析模式本文更形複

雜，因而有必要作一深入的研究。 

                                                 
2 例如：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
Yitzhaki (1974, 1987)、Cowell (1985, 
1990)、Pyle (1989, 1991) 等，相關文獻
的回顧可參閱 Andreoni et al. (1998) 與 
Slemrod and Yitzhaki (2002)。 
3文獻上在分析納稅人的逃漏稅行為大

多假設納稅人的所得為外生 (參閱
Chander and Wilde，1998)，因此本文仍

從消費者理論來看，間接效用函數為價格的凸函

數  (convex function)，為所得的遞增函數 

(increasing function)。為了刻畫納稅人的風險趨

避的行為，一般探討逃漏稅文獻會進一步假設間

接 效 用 函 數 為 所 得 的 凹 函 數  (concave 

function)，亦即所得的邊際效用水準遞減。然

而，誠如 Ng(1965) 所言，關於的邊際效用水準

遞減的假定，乃是建立在消費者的消費支出為可

無限細分的基礎上，當消費支出並不具有可分割

性時，例如：車子與房子的買賣，上述的性質便

不一定會成立。換言之，消費支出的不可分割性 

(indivisibility) 乃 是 一 種 可 認 知 的 事 實 

(recognized fact)，而這個性質將產生相當特定的

效用函數。本文即嘗試從此一觀點切入，在消費

支出具有不可分割性的假設下重新檢視傳統逃

漏稅所獲致的結果。 

在現實經濟環境中，商品具有不可分割性的例子

相當多，關於這方面 Marshall (1984) 作了相當

好的整理。如 Rubin and Paul (1979) 的不可分割

之財貨指的是『重新生產的機會』，Dowell (1982) 

則是『工作之擁有與否』，Dixit (1973)以及 

Riley(1973)則是『居民的位址』。另外一支文獻

則是運用到有關生命價值的探討，這類文獻主要

在分析人們對有死亡風險的工作之願付價值 

(此方面文獻可參閱 Jones-Lee，1976; Rosen，

1987)。此外，Bergstrom(1986) 則將其運用在探

討有導致人民死亡可能的政府政策 (如徵兵、募

兵) 的好壞。在所得為外生的設定下本文有幾點

                                                         
然沿用此一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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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發現：在商品的消費具有不可分割性時，第

一，相對商品的消費數量可無限分割的情況下，

商品的消費數量不可無限分割時，決定納稅人逃

漏稅與否的條件較為寬鬆；第二，逃漏稅額與稽

核率仍然為單調的遞減關係；第三，逃漏稅額與

處罰率以及比例稅率之間不見得為單調的遞減

關係，後者可以改善傳統財務模型預測逃漏稅額

與稅率之間為單調遞減的關係之結果。 

 
結果與討論 

消費的不可分割性對納稅人的逃漏稅行為產生

相當深遠的影響。就某種程度而言，當納稅人的

消費行為因某種因素受到限制而產生扭曲時，這

種結果將會影響其逃漏稅的決策。在所得為外生

的設定下本文有幾點重要發現：在商品的消費具

有不可分割性時，第一，相對商品的消費數量可

無限分割的情況下，商品的消費數量不可無限分

割時，決定納稅人逃漏稅與否的條件較為寬鬆；

第二，逃漏稅額與稽核率仍然為單調的遞減關

係；第三，逃漏稅額與處罰率以及比例稅率之間

不見得為單調的遞減關係，後者可以改善傳統財

務模型預測逃漏稅額與稅率之間為單調遞減的

關係之結果。透過這樣的研究，我們可以重新檢

視傳統的赫阻措施對納稅人逃漏稅的影響。我們

發現，稽核措施對赫阻逃漏稅的行為的有效性仍

然較高，換言之，逃漏稅額與稽核率為單調的遞

減關係這個比較靜態分析結果這個性質相當的

穩固 (robust)；另外，由逃漏稅額與處罰率間不

具有單調遞減關係的結果來看，透過處罰措施來

赫阻逃漏稅的行為之有效性仍然較受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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