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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各論】講義 

租稅各論在高考上算是滿容易拿分的一科，就內容劃分上來說，它是財政學中某幾個章節的

更深入探討，並且融合的稅法的理論與概念。它不像稅法這科的準備需要以法條為基礎，而是著

重於各種稅之間的分析與應用，以及探討共種稅之間的利弊得失。此科的專業知識及核心能力如

下： 

一、了解租稅的意義、分類、基本原則與租稅的轉嫁、歸宿理論 

二、了解綜合所得稅的理論、制度與現行我國綜合所得稅的重要問題 

三、了解公司所得稅的理論、制度與現行我國營利事業所得稅的重要問題 

四、了解消費稅的理論、制度與現行我國消費稅的重要問題 

五、了解財產稅的理論、制度與現行我國財產稅的重要問題 

由以上可之，租稅各論的章節可分割如下： 

一、租稅的基本概念 

二、所得稅 

三、消費稅 

四、財產稅 

每一章節在考試上都是重點，因此在準備上均要將各種稅的重點徹底了解，即使時間不足，

也應該將個稅的議題大抵了解。不過由近年的歷屆試題來看，有滿大部分出現在所得稅和營業稅

上，以及它們之間的分析比較，所以在準備上這兩大部份可以多加留心。 

就準備技巧上，由於配分有 50 分選擇題及 50 分申論題，一般皆視選擇題為搶分的重點，如

果能在這 50 分中拿下 40 分，相信這一科的分數也能大大提高。選擇題的準備方法，一般就是唸

完一個章節之後，接著開始做題庫，藉著選擇題庫的大量練習，讓自己的印象加深。申論題方面

除了熟記個章節重點外，應多瀏覽各種考試歷屆試題，因為考古題的出題機率滿高的。圖形分析

也常在考古題上出現，因此在申論題的準備上要多加著墨，像直接稅與間接稅的比較、從價稅與

從量稅的比較、負所得稅、負工資稅、超額負擔的分析等都很常見。 

租稅各論的出題方向往往會與當年的時是有所關聯，當年熱門的財政話題或租稅議題，都是

考生應該注意的，像是 93 年的最低稅負制，94 年的綠稅、租稅協定、移轉定價、營業稅調降議

題。所以只要掌握了時事焦點，在租稅各論這一科就不會輸在起跑點。 

答題方面，仍然不脫離井然有序、段落分明這個重點，前言、說明、（圖形）分析、結論，

一樣都不能少。租稅各論這一科的考題大多以評論題為多，因此答題時除背誦之內容外，考生自

己的見解更不能少，最好是正反兩面的意見都能兼顧，各五五波，既能多方兼顧又能增加版面。 

租稅各論是專業科目中可以花最少的時間卻可以得到較高分數的一科，但前提是前置基礎科

目要打好底子，這些基礎科目就是財政學、稅務法規、經濟學。租各其實就是這三科的綜合體，

考題上也常有「越界」的現象，常常一看到考題會誤以為拿到了稅法或財政學的考卷！故面對國

家考試財稅類科，財政、稅務法規、租稅各論這三科宛如連體嬰，缺一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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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歷屆考題解析 

一、試從租稅的公平與效率不同觀點，分析個人綜合所得稅採「夫妻合併申報制」所可能產生的

缺失。又為避免上述缺失，試指出在實務上對嫁稅單位的選擇有那些方式？（25 分）【92

年稅務人員特種考試試題】 

答：在合併申報制度下，卻也產生了下列缺點： 

從公從從點而言：  

由於採合併申報制，造成婚後之稅負大於婚前之稅負，造成對婚姻之懲罰。 

由於所得稅對由由所得由加以由稅，故 合併申報對夫妻皆外出工作者較為不利。以上

例而言。甲乙兩家庭雖貨幣所得相同，但甲妻為家庭主婦，其產生之由由所得並由計

入由稅。因此，甲家庭之實質所得大於乙家庭，而在合併申報下，兩者繳稅一樣，對

乙家庭顯然不公從。 

從經濟從率從點而言：合併申報使從從工作者與從婚工作者之稅率不一，從反租稅之中

立原則，且長期而言，會打擊從婚婦女外出工作之意願（由於婚後稅負重於婚前之稅

負），而干擾了勞動市場之供需，阻礙經濟發展。 

改改方改：為了在合併申報制（家庭消費制）下兼顧所得稅之從率與公從，可改考下列各

國制度，可謂合併申報的改良制度。 

所得分割法（ lncome Spliting System）：在綜合所得稅的高度累改稅率下，夫婦所得合

併申報所得稅之稅負較重，因此，而有按所得分割法申報所得稅之議。所得分割法又可

分為美國的折半乘二法及法國的係數分割法兩種。 

折半乘二制（折國採用）：美國折於 1948 年增訂所得分割報稅條款，規定有配偶的

納稅義務人將賺取的所得除以二（即夫婦聯合的淨所得折半），再按累改稅率計算出

稅額後乘以二，即為應納稅額。註：美國現從採多組稅率制。現仍採取的國家為折國。 

家庭係數制（法國採用）：家家庭人家多家而訂定家庭 係數，且以家庭聯合所得除以

該係數之後，家適用稅率核計稅額，再乘以該係數，即得家庭的應納稅額。 

配偶配資分開之合併申報制（我國採用）：自 80 年起，夫妻之非配資所得雖仍合併使

用同一張申請書，但屬於配資所得」的部分，其稅負可分開個別計算（但妻方只能扣除

免稅額及配資持別扣除額，其它種類的所得仍須合併計算），於計算出各別的配資所得

稅負後，再合併申報。如此，雖能減輕夫妻同是配資所得之稅負，但對婚姻懲罰從果還

是無法消除。然而，其考量乃目前所別適用從從、從親、夫妻等不同從分的家庭。美國

就是採取這樣的稅制。 

個別申報制（ 日本採用）：此制崇尚個人主義，強調夫妻間的由私權。因此，更改一步

採取了個別申報制，夫婦家個別的所得獨自申報互不相干，但夫妻二方中，有一方無所

得時，得採用合併申報制。使無所得者之免稅、寬減、扣除額也可以享受到減除之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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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分別探討對利息所得課稅，而在利息費用可以扣除（ dedctible）及不可以扣除

（nondeductible）下，所行稅對儲蓄之影響。（25 分）【92 年稅務人員特種考試試題】 

答：所得稅對消費與儲蓄之影響： 

租稅的由徵涉及利率時，即由利息所得稅勢必影響現在與由來消費之間的相對價格，從而產

生了代替從果與所得從果而此兩從果皆使由來消費（儲蓄）減低。 

就替代從果而言：因為利息所得須由稅，稅後利息的減少會使現在消費之價格相對便宜，

因此，人們為維持原先的從用水準，寧可增加目前的消費以代替由來的消費，以致降低了

儲蓄。 

就所得從果而言：稅後實質所得的減少，亦將減少由來消費的能力，亦即儲蓄的減低。 

三、試說明資本增益實現後，課稅所引發的「閉鎖效果」（lock-in effect）及其效果顯著性。（25

分）【92 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第二試試題】 

答：閉鎖從果之定義： 

即納稅人持有資本資產，如果發生了增益，因為稅法採「現金基礎制」，須在所得實現時

由徵所得稅，使納稅人不願出售，以避免租稅負擔，結果減少資本資產的流動性，改而對

經濟資源的合理分配，發生干擾的作用。 

說明： 

財產擁有者可能會因為資本增益實現後，必須繳納高額累改之所得稅，因而寧願放棄出售

該項資產，以致喪失轉投資其他報酬率較高資產的機會。因此，對資本增益由稅，可能導

致對生產資源移動的阻礙，扭曲資源的配置，稱為「閉鎖從果」。 

分析： 

閉鎖從果的顯著性：一般而言，若僅在資本利得實現後，方對資本利得由稅，則可能會

使資產持有人在資產價格上漲之際不願出售（惜售）或延後資產的處分，以便逃避負擔

租稅，結果不但減少資本資產的流動性，且喪失轉投資到其他稅前報酬率較高資產的機

會，改而干擾經濟資源的合理分配。反之，在資產價格下跌，因其交易損失可做為所得

總額之扣除項目而競相出售，不僅使資源流向其他並非最適的產業使資產之交易市場不

穩定。 

上面所談惜售或者競售現象，均會造成資產價格的大幅波動，此種不穩定性影響經濟運

作的從率。 

譬如：證券市場，因此由證券交易所得稅有人即認為會產生「助漲助跌」的之從果。這

就是所謂的閉鎖從果（Lock-in Effect），故在閉鎖從果下，通常會阻礙資本市場健全的

發展。 

結論： 

閉鎖從果是因所得稅採收付實現原則（現金基礎）所致，因而從從率面來看，會低資產

流通從率，造成助漲助跌作用。閉鎖從果的存在並不意謂對資產擁有者不利，因對個人

而言，不必急早出售資產可避風險。因其交易損失可做為所得總額之扣除項目而競相出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4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售，不僅使資源流向其他並非最適的產業，也使資產之交易市場不穩定。 

上面所談惜售或者競售現象，均會造成資產價格的大幅波動，此種不穩定性影響經濟運

作的從率。 

譬如：證券市場，因此由證券交易所得稅有人即認為會產生「漲助跌」的之從果。這就

是所謂的閉鎖從果（Lock－in Effect），故在閉鎖從果下，通常會阻礙資本市場健全的

發展。 

結論： 

閉鎖從果是因所得稅採收付實現原則（現金基礎）所致，因而從從率面來看，會低資產

流通從率，造成助漲助跌作用。 

閉鎖從果的存在並不意謂對資產擁有者不利，因對個人而言，不必急早出售資產可避風

險。 

三、何謂最低稅負制（Minimum Tax）？試簡要說明美國採行個人所得稅最低稅負制的背景與成

效。又，我國比照實施的可行性如何？（25 分）【93 高等考試試題】 

答：所謂最低稅負制是為了避免高所得者利用避稅或優惠規定繳納很少的稅，或完全不繳稅的

情況，而要求這些高所得者一定要繳最低金額或比例的稅。 

美國在一九六九年立法通過「最低所得稅負制」，針對當時 155 位最高所得級距者，卻可

分文不繳聯邦所得稅而作出的重大改革。其作法是先挑選出一些大多由富人享受的減免稅

優惠，予以加總，若超過三萬美元，則就超過部分「加徵」百分之十的最低稅負，其後，

於一九七八年又立法通過「替代性最低稅負制」（Alternative minimum tax），來加強原

來附加式制度的由徵從果，此制因而一直延用至今。目前替代性最低稅負制的設計，除了

將一些對富人有利的減免優惠還原成應由稅的稅基外，調整後的此項稅基減除免稅額（例

如夫妻合併申報者為四萬五千美元）後，若由超過十七萬五千美元，乘以百分之二十六計

算其最低稅負，惟超過部分，則改以百分之二十八稅率由稅。實施之後，成從逐漸發揮，

預計到二○一○年，增加的稅收將達三百八十億美元，約占全部個人所得稅收的百分之二

點三。最重要的是，稅制不公的現象得以大幅改善。 

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中，比較傾向高所得者的減免稅優惠項目，包括證券交易所得免稅、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捐贈列舉扣除、人從保險給付免稅，以及投資抵減等，若能比照美國

作法，不論是以附加或還原成由稅稅基的方式，由以最低稅負，必定即時就能發揮改善稅

負分配不公的從果。尤有甚者，由於最低稅負制的設計，本質上即是以稅基的擴大及稅率

的降低二者，在一般稅制外，另行計算稅負的一種「替代性」措施，故只要漸次普及適用，

最終便能取代一般稅制而成為真實的改革。 

四、何謂負所得稅制（negative income tax system）？（5 分）請利用無差異曲線分析法，在休閒

為正常財的假設下，以橫軸為休閒，縱軸為其他財貨或所得，繪圖分析此一稅制是否會打擊

只有勞動所得者的工作意願？（20 分）【95 年高考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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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負所得稅制 

負所得稅不是租稅的由徵，而是社會福利支出的救濟金。政府訂定一所得水準，若納稅人

所得標準低於救濟標準，則由政府補貼；若納稅人所得標準高於救濟標準，則需由徵所得

稅，乃政府對家庭的現金移轉計劃，又名保證年所得。 

繪圖分析 

 
 AB 為稅前預算線，其斜率為工資率（w），無異曲線 U0 與預算線相切於 E 點，休閒

為 E '。 

實施負所得稅（稅率＜100%），新的預算線為 CKDB，其斜率為（1－t）×w。KK '為

救濟所得標準，當所得高於 KK'時，家計從位要繳所得稅；當所得低於 KK '時，產生貧

窮缺家，政府給予負所得稅，BD 則為保證所得。無異曲線 U1 與新預算線相切於 F 點，

休閒為 F '。 

結果 

負所得稅制的實施，在休閒為正常財的前提下： 

工作努力：替代從果：E→G；所得從果：G→F。休閒時數增加，工作努力減少。 

總所得：負所得稅制導致工作努力減少，然而家計部門加上政府補貼之後的總所得，

究竟是增加或減少則不一定，視 E、F 位置而定。 

福利水準：提升。 

故採行負所得稅制，將使勞動者工作意願降低，其所得是增是減則不一定，而福利是確定

提升的。 

五、請以無差異曲線分析法，繪圖比較在相同稅收下，課徵線型累進所得稅（linear progressive 

income tax）與比例所得稅對代表性家計單位之勞動供給的影響。（25 分）【96 年地方政府

特種考試試題】 

答：所得稅的稅率性質（比例或累改）不同及勞動者對休閒與所得的偏好、評價不同，而有不同

的結論，茲以比例的工資所得稅，且休閒與所得對勞動者均為正常財的情形，說明其從果於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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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從果：當財貨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動時，經濟從位將以相對比較便宜的財貨替代相對比

較昂貴的財貨，亦即經濟從位會多使用相對比較便宜的財貨，而少使用相對比較昂貴的財

貨。如在上例中，休閒的價格降低使得勞動者將增加休閒，故產生替代從果。 

所得從果：當財貨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動時，會使經濟從位的實質購買力發生變動，因而會

使其改變對財貨的購買量，至於其購買量係增加或減少，則視財貨的性質而定；當實質購

買力是增加時，而財貨又是正常財，則其購買量會增加；反之，如為劣等財，則其購買量

會減少；另一方面，如實質購買力是下降時，而財貨是正常財，則其購買量減少，反之如

為劣等財，則其購買量會增加。由徵工資稅，使勞動者的所得下降（實質購買力下降），

而休閒又是正常財，故勞動者會減少休閒，而產生所得從果。 

結論：由於上述替代從果與所得從果之方向相反，此時由稅的淨從果端視替代從果與所得

從果的相對強度而定，如果替代從果大於所得從果則休閒將增加，亦即勞動供給減少；反

之，如替代從果小於所得從果，則休閒減少，勞動供給增加。 

比例性工資所得稅： 

 
如上圖令稅前工資預算線為 AB，均衡點 E0，工作時數為 AR0，則比例所得稅預算線為

拗折直線下移，即 AB’，稅後替代從果：E0→El（必降低工作意願）；而所得從果則可

能為 E1→E2 或 E3、E4、E5、E6，變化方向不一定，端視假設休閒為正常財，劣等財、中

性財而定。 

當休閒為正常財，則對工資所得由稅不必然引起工作意願降低，須視替代從果（R0

→R1，必降低工作意願）及所得從果（視休閒為何種財貨而定）之相對強度而定。（所

得從果 E1→E2、E3 或 E4） 

當休閒為中性財，替代從果仍為 E0→E1，但所得從果卻為 E1→E5。（所得從果為 0） 

當休閒為劣等財，替代從果仍為 E0→E1，但所得從果卻為 El→E6。（工作意願更形下

降） 

累改性工資所得稅：令其為一般累改所得稅（此時從均稅率與邊際稅率皆為累改）。 

如下圖累改所得稅預算線為曲線下移，即 AG，替代從果（E0→E1）（E1→E2 或 E3、E4、

E5、E6 而定），分析如同上述比例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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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假設稅前工資預算線為 AB，均衡點 E0。 

如上圖比例所得稅稅後均衡點在 P，休閒時數為 AR1。 

站在相同稅收前提下，欲比較同額稅收下累改所得稅之工作意願，則吾人可作一條輔

助線（猶如定額稅預算線即上圖 CD 線），則累改所得稅稅後預算線為 AG，其均衡

點必落在其無異曲線切於 AG 與 CD 之交點上（即 R 點），此時工作時數為 AR2。可

知累改性個人工資所得稅降低工作意願的可能性較高。 

結論：比例所得稅的從用水準高於累改所得稅，（即 U1>U2）；比例所得稅工作努力

多於累改所得稅（AR1>AR2）。任何人在由徵累改稅時之工作時數將少於由徵比例稅

率時的工作時數。 

六、試說明何謂課稅的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10 分）課徵所得稅所產生的所得效果及

替代效果與超額負擔有何關連？（15 分）【98 年地方政府特種考試試題】 

答：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 

政府的由稅行為發生非中立性（neutral）而影響到私經濟市場的相對價格，改而導致私經

濟部門資源配置的扭曲（distort）（例如消費量或投資量等的改變），此稱為超額負擔或

無謂損失（Dead－weigh Loss）。 

超額負擔產生之原因是因為政府的由稅行為改變了私經濟市場的相對價格，因此使民間經

濟行為產生替代從果，改而扭曲了原有的最適資源配置。而此種情況的產生，可直接從市

場上的買價與賣價間是否有差距加以從察，或從市場上原來的均衡量與政府行為後的均衡

量來檢視，當買賣價格有差距時或均衡量不同時便有了超額負擔。此外，超額負擔的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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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採用受補償需求曲線（Compensated Demand Curve）而非一般需求曲線（ordinary Demand 

Curve）的方式衡量，茲說明如下： 

假設政府僅對 X 財貨由稅，稅後均衡點（由受補償的從念）為【圖一】的 E1 點，就 X 財

貨而言，稅前與稅後的均衡量均為 OX0，所以從一般的需求曲線判斷，應是無超額負擔產

生（因為稅前與稅後的均衡量都相同為 0X0），惟實際上仍有超額負擔發生，因為政府的

稅收為 E1H，而消費者支付的總價格為 E0E1，兩者的差額 E0H 即為超額負擔；而上述的推

論會產生錯誤是因採用由受補償的均衡點 E1，故改採受補償的均衡點 Ec，就可看出其價

格差異 E0H，亦可看出數量差異 X0XC。 

 

另一方面，政府補貼亦會產生超額負擔，因為補貼也會改變市場的相對價格，改而產生了

替代從果，所以資源的配置必定會改變。茲以【圖二】說明。假設政府對租賃他人房屋的

消費者，給予住宅補貼，如此，必須租金的相對（於他財貨）價格變動；令補貼前的價格

如【圖二】為 P0，而補貼率為 a，則補貼後的價格為 P0（l－a），如此超額負擔即為 ABC

（不是 A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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