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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現行稅制存在有稅基侵蝕與嚴重流失的現象為各界所不爭之事實，而其

中租稅減免措施過多，更嚴重影響了政府財政收支及租稅制度之應有功

能。 本研究實證資料取自某稅務單位八十七年至九十年度之營利事業所

得稅及營業稅課稅資料，利用平均有效稅率（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賦負

擔）在不同的產業間、規模間、申報別之分布與差異，檢驗政府稅式支

出對公司階段營利事業所得稅負擔之影響程度，並探討影響公司階段營

利事業所得稅賦可能因素有那些？ 實證結果顯示（一）公司規模、營業

管理、投資管理、融資管理與有效稅率為正相關。（二）資本密集度與

有效稅率為負相關。（三）有效稅率會深受證券期貨交易所得、土地出



售交易增益、五年免稅、稅額抵減等稅式支出之租稅優惠措施所影響，

其影響方向非為固定之正（負）向關係，端視非課稅所得降低應納稅額

效果與加徵保留盈餘稅增加應納稅額效果比較孰大孰小而定。（四）營

業稅負擔、稅額扣抵比率與有效稅率之影響方向非為固定之正（負）向

關係，顯示（1）營業稅負擔與有效稅率影響方向，端視公司是否多以

銷售零稅率及免稅商品為主，以致繳納平均營業稅率低而定。（2）稅

額扣抵比率與有效稅率相關方向，端視公司平均每元稅後純益所含之營

利所得與股利發放率比較孰高孰低而定。（五）股利政策與有效稅率之

影響方向非為固定之正（負）向關係，端視抵稅權可抵減稅的好處與加

徵保留盈餘稅的缺失比較，即抵稅權相對保留盈餘稅對公司股利政策的

影響程度孰重孰輕而定。 （六）有效稅率與行業別、申報別、核定別及

是否被列選有關，即有效稅率會受行業特性所影響；有效稅率會受營利

事業所得稅申報方式及稅捐稽徵機關核實並依法審理案件而影響。  

摘要

(英) 

Nowadays, the use of system on enterprise income tax has caused erosion of tax 

base and loss of tax income, especially too many tax reductions have made a great 

impact on government financial income and the function of tax system. The 

references of this research paper come from data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and 

business tax during 1998 to 2001 offered by some revenue service. By using 

average effective tax analy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properties, scales 

and returns to test government tax expenditure how influence enterprise income 

tax and discuss how many factors could influence enterprise income tax. The 

results show that (一) Companies scope, operating management, investment 

management, financing decisions relate directly to effective rate. (二) Contributed 

capital is negative relation to effective rate. (三) Income of securities (futures) 

transaction, profits from land sale, preferential measures of tax expenditure as 

exemption for five years and tax credit have deep influence on effective rate. The 

influence base on results of reduction of payable tax except income tax and 

increase of tax on undistributed profits. (四) The relation is not fixed between 

business tax burden and effective rate, between tax credit ratio and effective rate. 

(1) The relation of the burden of business tax and tax credit ratio base on if a 

company sells products and most of them apply to zero ratio or exemption so that 

the company enjoys low average business rate. (2) The relation of tax deduction 

ratio and effective rate base on average profit after taxes for each dollar that 

includes enterprise income and dividend paying rate high or not. (五) Dividend 

policy and effective rate are not fixed relations. Because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 bases on a comparison between profits of tax credit and shortage of 

increase tax on undistributed profits. (六) Effective rate is related to industries, 

returns and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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