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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綜合所得稅為我國稅課收入之主要來源；統計所得年度 96 至 100 年

申報為退稅之件數佔總申報件數之比率，其平均數高達 47.63%。退稅件數

過多，不僅增加稽徵成本，亦使民眾觀感不佳。又退稅之產生，係因扣繳



稅額或可扣抵稅額之合計數較應納稅額為高所致；而造成大量退稅案件之

原因究係扣繳率、扣繳辦法之訂定未妥，致扣繳稅額偏高？或源自取得兩

稅合一的可扣抵稅額所致？   本研究以 96~98 年度納稅義務人設籍新北

市之綜合所得稅申報及核定資料為研究樣本，探討綜合所得稅退稅案件之

形成，與納稅義務人自身所得總額、所得筆數、有效稅率之關連性，再瞭

解退稅件數偏高的原因，係源自於何類所得之扣繳稅額或可扣抵稅額；另

與標準扣除額與列舉扣除額之選用有無干係。   實證結果發現：1.所得

總額、有效稅率與退稅案件之形成呈負相關，其中又以所得總額之影響較

大，即所得總額愈低，愈易形成退稅案件；2.另各類所得稅扣繳稅額或可

扣抵稅額與退稅案件之形成呈正相關，並以兩稅合一制度之可扣抵稅額及

租賃所得扣繳稅額之影響程度最大，換言之，可扣抵稅額及租賃所得扣繳

稅額愈高，形成退稅案件之機率愈高；3.至列舉扣除額之選用與退稅案件

之形成呈負相關，亦即選用標準扣除額，愈易形成退稅案件。根據實證研

究結果，建議兩稅合一採行全部設算扣抵法之制度，應予修改；另租賃所

得扣繳稅額之扣繳率降為 5%（目前為 10%）後，將與有效稅率較為相

當。 

摘要

(英) 

The individual income tax is a major source of tax revenue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n individual income tax between 2007 and 2011, showing that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tax refund filing to the total declaration filing cases averages 

to as high as 47.63%. An excessive number of tax refund cases not only add to the 

taxation collection cost but can also trigger poor public perception. Besides, whether 

the inappropriate formulations of the withholding rates or inappropriate withholding 

procedures are the major reasons of result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tax refund cases? 

Or is it a result stemming from the amount of the imputation credit arisen from the 

imputation system? The study is focusing on the individual income tax declaration 

filings and assessed information between 2007 and 2009 by taxpayers registered in 

New Taipei City as the study samples, one of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taxpayer’s total income amount, income transactions, and 

effective tax rate, etc. are the major reasons leading to excessive number of tax 

refund cases? Another purpose is to explore whether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fund 

cases stemmed from the withholding tax and the amount of the imputation credit. 

And the final is whether the choices between standard deduction and itemized 

deduction have effect on the tax refund cases. The findings derived from the 

empirical study are: 1. The total income amount and effective tax rate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ax refund cases, and of which the total income 

amount is found with greater impact, meaning that the lower the total income 

amount, the more likely tax refund cases will result; 2. Also the withholding tax or 

the amount of the imputation credit for all types of incom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tax refund cases, and that the amount of the imputation credit under the 

imputation system and the withholding tax of income from lease have the higher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tax refund cases; in other words, the higher the amount 

of the imputation credit and the withholding tax of income from lease, the more 

likely tax refund cases will result; 3. As to the choice of itemized deduction, which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tax refund cases, meaning that when choosing the 



standard deduction, the more likely tax refund cases will result. Based on findings 

derived from the empirical stud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imputation system 

adopting a complete imputation credit method ought to be amended, and lowering 

the withholding rate on income from lease deductible to 5% (which is currently at 

10%) is deemed more appropriate while comparing with the present level of 

effective tax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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