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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民國 88 年度財政部台灣省北區營利事業申報之課稅資料，探討

兩稅合一實施後投資抵減對盈餘分配之影響。兩稅合一後針對公司每年度

之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雖有促使公司增加分配盈餘之



作用，但卻又放寬投資抵減可以抵減此一部份加徵之營利事業所稅，是否

會抵消原先未分配盈餘加徵 10％促使盈餘分配之政策目的，而造成享有

投資抵減之公司可減少公司盈餘發放，增加高稅率股東避稅之空間？ 本

研究首先，針對 17,850 個研究樣本中各項變數進行敘述統計分析，在兩稅

合一後，全體平均盈餘的分配率約為 50.32％，發放比率並不高；但全體

平均期初投資抵減稅額餘額占分配前未分配盈餘比率卻高達 13.05%，大於

未分配盈餘加徵之稅率 10％；而全體平均之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約為

26.10％，遠低於依照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 25％換算之稅額扣抵比率 33.33

％。 本文以多變量複迴歸模型進行研究，其實證結果顯示：(1)兩稅合一

後，企業投資抵減占分配前未分配盈餘之比率與其盈餘分配率呈負相關，

顯示投資抵減具有抵銷『未分配盈餘加徵 10%』提高盈餘分配率政策目的

之效果。許多學者均曾強烈反對將投資抵減擴大可抵減未分配盈餘加徵

10%之稅額，使所得稅法第 66-9 條防杜公司為股東不分配股利避稅及追求

租稅公平之意旨，受到嚴重減損，本文實證結果也支持這些學者的立論。

(2)兩稅合一後，股東可扣抵稅額比率與盈餘的分配率呈正相關，股東可扣

抵稅額的抵稅利益確實對盈餘分配有正面的影響。(3)最後，各公司之盈餘

分配比率，也會因其產業不同組織型態、是否採用會計師簽證等因素之差

異而有所影響。採用會計師簽證的公司，其盈餘的分配率較非會計師簽證

的公司低；組織型態為股份有限公司者，其盈餘的分配率亦較非股份有限

公司者為低。  

摘要

(英) 

This research used the data of companies which selected from the National Tax 

Administration of Northern Taiwan Province, Ministry of Finance in 1999.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tax credits on earnings payou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tax system. If companies increase the 

earnings appropriation, they must file tax returns for additional 10% surtax on 

undistributed earnings. But the government relaxes tax credits to offset the 

additional 10% surtax. The policy may have a disincentive effect on the purpose of 

imposing additional 10% surtax on undistributed earnings, and allows companies 

which have tax credits to decrease earnings distribution, and thus help their high tax 

rate shareholders to avoid paying taxes on dividends. First, this research u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o analyze each variable for the 17,850 sampl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tax system, average earnings distribution ratio is 

approximately 50.32%. But average ratio of tax credits divide by the undistributed 

earnings reaches as high as 13.05%, much higher than the 10% surtax rate on 

undistributed earnings. The average imputation tax credit ratio is approximately 

26.10%, which is lower than 33.33% if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statutory business 

income tax rate 25%.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reveal that: (1)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x integration system, this study show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tio of beginning tax credits divide by the undistributed 

earnings and earnings distribution ratio. The results support that tax credits may 

have a counter-effect on the purpose of imposing additional 10% surtax on 

undistributed earnings. (2)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tax system, the 

earnings distribution ratio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imputation credit 

ratio, suggesting that the imputation tax credits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earnings distribution. (3) Finally, this study finds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earnings distribution ratio and the type of corporations, use of CPA. Companies 

using CPA attestations have lower earnings payout ratios, ceteris paribus. 

Corporations limited-by-shares also have lower earnings payout ratios than limit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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