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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因人口轉型影響，成為所謂「高齡化社會」，人口老化可能帶來老年照

顧等問題。為提高生育以增加青、壯年人口比例，許多鼓勵生育措施便孕育而生，

希望將生育率提升至人口替代水準。此類措施有一共同特色，即給予「生育者」

某些「補償」，以茲鼓勵，亦即生育者是政策關懷的焦點；相對地，我們或可將

目標放在不生育者身上，溫和的「提醒」不生育者（即增加其支出）也可以是思

考的方向。我們就「以賦代役」的精神，提出調整綜合所得稅免稅額之構想，在

不影響總稅收的條件下，降低本人與配偶之免稅額，但提高子女之免稅額度。 

關鍵詞：親職假、托育、兒童津貼、稅式優惠、以賦代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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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人口轉型已步入尾聲，死亡率與生育率持續維持低水準，使得老年人

口比例日漸增加，成為所謂「高齡化社會」。人口老化係伴隨人口轉型而來，西

方國家的人口轉型約歷經一百五十年，台灣僅耗時六、七十年，顯示台灣地區

人口老化的速度較其他國家來得更快。人口老化可能帶來老年照顧問題，對此

問題，一般常以生命週期移轉、家庭資源與社會安全制度因應。但生命週期的

所得移轉無法跟隨通貨膨脹變化，使得儲蓄實際所得減少；生育率下跌則使得

家庭形態改變（王德睦與陳寬政，1996；楊靜利與曾毅，2000），老年人於退

休時可利用的家庭資源相對減少，子女照顧父母的成本同時增加；若由社會安

全制度照顧老年人生活，過低的生育率使未來勞動人口減少、勞動力老化，國

家稅收可能減少，則社會安全制度將欠缺財源依據，制度推動也將發生困難（陳

寬政，2000）。此外，低生育率對醫療保健支出與勞動生產也都有不利影響。 

面對人口老化產生的問題，除了健全社會安全制度外（如普設老人安養機

構、發放老人津貼等），有些國家希望改變人口結構，由提高生育率著手來增加

青、壯年人口比例，許多獎勵生育措施便孕育而生，希望將生育率提升至人口

替代水準。鼓勵生育措施大致分為三類：（1）減輕女性在工作與家務間的衝突，

如彈性工時、產假與親職假等以減輕生育負擔；（2）對育有子女的家庭提供工

具性協助教育功能，如托兒與幼稚政策；（3）提供經濟支持，用以增加家庭負

擔子女養育的功能，如生產給付、幼兒津貼與稅式優惠等（McIntosh，1981；

Hofferth＆Deich，1994）。台灣也有一些零散的相關政策（余多年，1999），

但相對歐洲國家仍嫌不足，例如：親職假仍屬留職停薪，恐怕使得職業婦女裹

足不前；幼兒機構收托比率低，家務與職場工作的衝突仍然普遍；而缺乏兒童

津貼相關措施使得養育成本大部分仍落在個別父母身上。 

上述措施有一共同特色，即給予「生育者」某些「補償」，以茲鼓勵，亦

即生育者是政策關懷的焦點；事實上，如果鼓勵生育效果不大的話，我們或許

可考慮將目標轉向「不生育者」，藉調整稅賦以增加其支出，使用溫和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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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作為思考方向，此概念主要來自於古代「人丁稅」的「以賦代役」原則。

設計目的除了希望透過稅式優惠來緩和生育率下跌的速度之外，也有公平性的

考量，生育者於退休時有子女投入勞動市場，維持社會安全與經濟體制之運作，

未生育者同享福利，則對未生育者課稅，以養育未來勞動人口，亦相當合理。

如此或能達到所謂的「公共化家庭」（Public Family）（Martin，2000）之理想，

也就是由國家集合大眾力量來養育小孩。 

我們提出調整綜合所得稅（以下簡稱綜所稅）免稅額的構想，在不影響總

稅收的條件下，降低本人與配偶之免稅額，但提高子女的免稅額度，調整結果

使得育有子女的家庭應繳稅額減少，未生育者相對增加，將提高生育的方法由

「鼓勵生育」延伸至「提醒不生育」，利用經濟手段進行道德勸說或誘發社會輿

論。現有綜所稅之扶養親屬免稅額依人數累計，子女數量愈多者免稅額就愈高，

除了可以視為是對生育者的鼓勵外，最重要的是對不生育者的「提醒」，其所得

因新稅制而減少，面對生育，不生育者不再覺得無關緊要。不過，此一稅制的

設計精神在於「量能課稅」，而能力的測量必須扣除必要支出之後的淨所得，民

眾的認知裡與鼓勵生育並沒有關係，因此仍須進一步調整來連結其與生育政策

的關係，而降低既有所得應可產生某些「提醒」的意涵。 

本文首先說明台灣地區生育率的變化與人口老化情形；其次檢討相關生育

政策；最後則從綜所稅之稅源結構探討如何調整免稅額。我們希望藉由調整所

得稅，在不影響政府財政條件下，一方面鼓勵生育者，同時「提醒」未生育者，

希望阻止生育率進一步下跌，甚或促使生育率增加，藉以緩和人口老化速度。 

二、生育率變遷與人口老化 

聯合國定義「高齡化」社會為 65 歲以上人口的比例超過總人口數 7﹪以

上，台灣地區在 1993 年的水準為 7.1﹪，2000 年時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

提高至 8.9﹪，顯示人口正持續老化。人口老化為人口轉型的結果，所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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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轉型」指人口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狀態轉變為低出生率與低死亡率的均

衡狀態。台灣地區死亡率自 1920 年開始因疫病受到有效控制而顯著下跌（陳

紹馨，1979），當時出生率仍維持高水準，所以產生人口大幅度成長，接著受

嬰幼兒死亡率下跌影響，生育率自 1951 年起開始下滑（王德睦，1988），1984

年後婦女生育率更低於替換水準，加上死亡率持續維持低水準，使得老年人所

佔的比例越來越高，西方國家（如英國）的人口轉型約經過一百五十年，台灣

則在短短六、七十年接近尾聲，更有學者估算未來台灣地區人口老化的速度將

超越日本等國，成為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楊靜利、涂肇慶與陳寬政，1997）。 

（一）台灣地區生育率變化過程 

人口統計資料常以「育齡婦女總生育率」1為指標來討論生育率下滑速度。

「育齡婦女總生育率」指每千名婦女若每年按照目前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來

生兒育女的話，則在 15 歲至 49 歲育齡期間共生育幾名子女。台灣的生育率自

戰後以來一直呈現下跌的趨勢，總生育率並於 1983 年低於替換水準，1986 年

之後，大致維持在 1.8 左右上下波動，但 1998 年跌破 1.5，1999 年雖然稍有

回升，也只有 1.55，2000 適逢龍年，希望能補足前兩年短少的生育數量，總

生育率雖一如預期回升，但卻只回升到 1.68 的水準，2001 年的總生育率又下

降到 1.40，顯示「龍年效應」似乎存在，也就是說，2000 年的相對高水準只

是一個「異常」現象，生育率已產生另一波的下跌（楊靜利與劉一龍，2001）。 

 

 

                                                 
1 「有偶婦女總生育率」是另一個常見的指標。同樣地，「有偶婦女總生育率」指的是：如果每

千名有偶婦女按照當前有偶婦女年齡別生育率來生育子女，那麼於 15 歲至 49 歲期間能生育多

少子女。雖然兩者皆以假設方式來討論一個社會的平均子女數量，但「有偶婦女總生育率」並

不適用在女性生育率變化的討論，因為低年齡組，如 15-19 歲，的女性大部分未婚，若有偶多

為剛結婚不久，加上多數乃因懷孕而結婚，有偶生育率自然較高，連帶使「有偶婦女總生育率」

大幅增加。事實上，若婚外生育的婦女不多，有偶婦女總生育率應該相當於育齡婦女的總生育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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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台灣地區育齡婦女總生育率，1951-2001 

資料來源：歷年「台閩地區人口統計」，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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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老化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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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老年人口成為社會主力，影響未來社會經濟發展。高齡化人口將改變健

康保健需求，加上慢性病盛行（吳淑瓊，1998），造成醫療支出增加；生育率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1940 1960 1980 2000 2020

年期

總

生

育

率



56 台灣社會福利學刊 

  

下跌也改變家庭形態（王德睦與陳寬政，1996；楊靜利與曾毅，2000），老年

人在退休時可利用的家庭資源相對減少，子女照顧父母的成本同時增加，形成

老年人的照顧問題；同時，低生育率使得勞動人口減少、勞動力老化，國家稅

收可能減少，社會安全制度將欠缺財源依據，社會安全制度推動也將發生困難。

雖然，未生育或生育數較少的老人或可利用生命週期移轉方式（如老年人個人

投資或儲蓄）來維持退休後的生活開銷，但卻得面對通貨膨脹與生活水準上漲

等問題，使得個人儲蓄的保障充滿不確定性；另外，私人企業的退休制度運作

尚未完全，或一般人無儲蓄習慣，都將使得未來面臨挑戰。面對人口老化風險，

我國在 1992 年將人口成長目標由「緩和人口成長」調整為「維持人口合理成

長」（內政部人口政策委員會，2000）。簡單說，要減緩台灣地區人口老化，則

平均每對夫妻至少需生育一對子女，才能使生育率回升到替換水準以上，因此

鼓勵男女結婚、成就家庭，並促成生育，將是未來人口政策必須碰觸的問題。 

三、鼓勵生育措施 

許多研究顯示婦女勞動參對生育行為的負向影響（Galloway，Hammel and 

Lee 1994；Gertler and Molyneaux 1994；于若蓉與朱敬一 1998；Anker 1978；

Ware 1976；Collver 1968；Stycos and Weller 1967）。為解決雙薪家庭在工作

與家務間「蠟燭兩頭燒」問題，許多國家透過社會政策來提高大眾生育意願，

這些措施大致分為三類：（1）減輕女性在工作與家務間的衝突，如彈性工時、

產假與育嬰假等，用以增加家庭負擔子女養育的功能；（2）針對育有子女的家

庭提供工具性協助教育功能，如托兒與幼稚政策；（3）提供經濟支持減輕生育

負擔，如生產給付、幼兒津貼與稅式優惠（McIntosh，1981；Hofferth＆Deich，

1994）。上述大部分的措施乃是透過社會保險或一般財政支出，提供某種形式

的給付，而稅式優惠則是以扣抵的方式，直接透過稅賦課徵的機制來移轉，形

式雖然不同，但均以協助「生育者」為重點。雖然 Thomson 與 Hoem（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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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 1992 年與 1994 年瑞典家庭與已婚婦女工作調查資料，發現鼓勵生育政策

無法提高生育率；但我們也發現縱然北歐婦女的教育程度與勞動參與率一直維

持相當水準，近年生育率下跌速度卻趨於和緩，很難說其完善的生育與托育政

策沒有效果。所以，如果能夠降低照顧幼兒的經濟與時間成本，生育率停止下

滑並非不可能的任務。 

（一）給付式生育輔助措施：產假與親職假 

產假（Maternity leave）是提供懷孕婦女生產前後的有薪生育假，但各國

對於假期長短的規定不一，給付水準也不相同。例如法國有 16 週（產前 6 週，

產後 10 週）、德國有 14 週、瑞典有 50 天（而男性最多可以有 10 天的陪產假），

而產假期間的生產給付水準均為 100﹪的所得替代率。日本則規定產前 6 週與

產後 8 週可請產假，但給付水準只有基本薪資的 60﹪，或一次領取 300,000

日圓的現金給付。（Hantrais，1993；余多年，1999；林佳慧，2001）。 

親職假（Parental leave）則是提供父母得因照顧幼年子女而選擇短暫離職

或彈性工時的制度。例如瑞典在子女兩歲以前，可申請最長 15 個月（450 天）

的親職假，前 360 天的給付水準為 80﹪薪資替代率，後 90 天為最低保障水準；

或可申請彈性工時（例如半天或四分之一天），兼領 50﹪、25﹪的親職保險給

付來延長假期時間。德國給予父母親最高三年的親職假，期間除工作保障外，

並於前兩年給予申請者每個月 600 馬克的現金給付。法國則在子女滿 3 歲前得

以申請，現金支付仍需經雇主與受雇者協商而來，但雇主多願提供全額或部份

薪資的替代給付水準；若父母育有三個以上的子女，同時父母之一曾有兩年以

上工作經驗者，則在親職假期間可向政府申請定額給付（約為全國最低工資的

50﹪）。日本則於 1992 年起，規定受僱父母之一得以申請一年的親職假，並領

取 25﹪的薪資，政府並獎勵補助准假的雇主（林佳慧，2001）。 

台灣對於婦女生產前後工作與薪資的保障，在勞動基準法第五十條與新實

施的兩性工作平等法第十五條中，按照懷孕時間長短與生產情形而有不同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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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保障；兩性工作平等法也規定男性在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兩天陪產假，

期間工資照常計算。親職假（或稱育嬰假）原先只有女性公務員得以申請，兩

性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增加育嬰假的規定，凡受雇於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雇

者，任職滿一年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

女滿三歲為止。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應合併計算，最長

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育嬰假期間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

主負擔之保費，免予繳納，受雇者負擔之保費，得遞延三年繳納。至於育嬰留

職停薪的津貼發放，另以法律規定。兩性工作平等法亦規定受雇者為撫育未滿

三歲子女，得向雇主請求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一小時（減少工作之時間，不得請

求報酬）或調整工作時間。 

（二）托育 

Lubeck 與 Garrent（1988）就曾以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推測未來兒

童照護單位勢必納入其它非家庭機構：如托育中心、居家照顧或學校等，藉以

提供全職婦女多樣選擇。Blau 與 Robins（1991）也發現越來越多年輕的職業

婦女傾向使用非親屬的子女照顧機構。Scott（1998）則以英國為例，說明子女

照顧的走向將由國家、家庭與市場共同分擔。往後，許多國家兒童托育政策的

制定與實施便如 Lubeck 等人所言，除了公立托育外，也鼓勵民間廣設托育機

構來提供選擇。 

多數國家按兒童年齡將托育服務（Child day care）分為 0 至 3 歲的嬰幼

兒托育與 3 至 6（或 5）歲兒童的幼稚教育，也有國家如芬蘭或瑞典為 0 至 7

（或 1 至 6）歲的單一體系。相較於 3 至 6 歲的收托比例，0 至 3 歲的收托率

顯然較低，一方面 3 歲以下的幼兒多由使用親職假的父母照顧（如瑞典一歲以

下嬰兒只有不到 2﹪使用托育服務），另一方面因對嬰幼兒照顧安排的觀點不

同，有些國家強調嬰幼兒應由父母照顧，其他國家可能重視家長工作權益，提

供高比例、寬鬆條件的公共托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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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的公共收托率一直很高，如 1990 年法國有 29﹪的 3 歲以下幼童

使用公立日間照顧中心，3 至 6 歲兒童照顧屬於法國學齡前教育體系，所以法

國 3 至 6 歲的兒童有高達 98﹪進入公共幼稚園就讀（Fagnani，1996）。德國

0 至 3 歲的兒童只有 3﹪利用托育服務，3 至 6 歲使用公共幼稚園者約有 80﹪

左右。匈牙利一歲半至 3 歲的幼兒有 12﹪使用托育照護，3 至 6 歲兒童則有

90﹪選擇學前照顧（Hofferth & Deich，1994）。瑞典公共托育服務是單一體系，

即所有 7 歲以下的兒童皆能申請，但家長需具一週至少工作 20 小時以上身份，

1990 年時約有 70﹪的幼童使用公共兒童照顧與學齡前計劃。日本在 1994 年

時，0 至 2 歲嬰幼兒約有 11﹪，3 至 5 歲兒童有 32﹪使用日間照顧中心，這些

日間照顧中心有 60﹪為公立，40﹪為私人提供；日本的兒童照護體系 60﹪為

公共提供，40﹪為私人所有（Shimomura，1990）。 

台灣地區的幼兒教育可略分為三歲以下與 3 至 6 歲兩部份，根據主計處

（1994）資料，台灣地區三歲以下嬰幼兒的照顧仍以父母、自己等家庭照顧為

主，其次則是家庭式褓姆托養，使用公立托兒所或育嬰中心的比例並不高； 3

至 5 歲的幼童分屬幼稚園及托兒所兩個體系，兩者法源依據也不相同（托兒所

屬兒童福利法，幼稚園屬幼稚教育法），但實質內涵差異並不大。余多年（1999）

曾自行計算 1997 年台灣地區 0 至 5 歲兒童使用公共托育的比例僅約 8.9％，遠

低於歐洲國家比例。 

（三）兒童津貼 

兒童津貼（Child allowance）主要能減輕家庭扶養的財政負擔，增加家庭

的選擇，以有子女的家庭為對象，並按兒童的年齡、排行與數目做為給付條件。

定義上，兒童津貼指的是提供兒童現金給付，但也有學者將所得稅中與兒童等

親屬扶養的優惠也視為間接的兒童津貼。各國的兒童津貼給付標準不盡相同，

多數國家以子女排行修改給付額，如日本與瑞士以第三個子女為分界將津貼加

倍，德國子女津貼金額隨生育數增加，也有國家採先增後減方式調整，如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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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四個子女的補助最高，爾後調降，標準差異與各國人口政策目標有關

（Wennemo，1992；Pressman，1993；石婉麗，1995）。 

法國兒童津貼的財源由政府與雇主共同支付，只要家中有二名以上未滿 16

歲的子女即能申請，第二名子女的給付水準為 9.91﹪平均年工資，給付額隨子

女數增加而遞增，但第五名子女後則遞減。瑞典兒童津貼的財源來自政府稅收，

只要家中有未滿 16 歲的子女便能申請，第一名與第二名子女皆領取約 5.15﹪

平均年工資（950 元瑞幣），第三名以後另可領取補充給付，同樣以年平均工資

為計算基礎，第三名子女的兒童津貼為 7.72﹪（950+474 元瑞幣），第四名為

10.30﹪（950+950 元瑞幣），第五名為 12.87﹪（950+1424 元瑞幣），第六名

開始減少為 8.24﹪（950+570 元瑞幣）。德國情況與瑞典類似，兒童津貼主要

為政府歲收支付的普及形式，家中有未滿 16 歲的子女皆能申請，給付水準為

薪資的 1.89﹪，並隨子女數增加而提高給付額（2.04﹪、4.08﹪）（石婉麗，

1995；林佳慧，2001）。日本的兒童津貼需經資產調查，但符合條件者佔大部

份，生育二名子女者每名子女能領取 1.42﹪平均年工資，第三名以上則為 2.84

﹪，如 1995 年日本家庭第一、二名三歲以下每月可領 5000 日圓，第三名以上

者每月可領 10000 日圓（Boling，1998）。 

（四）稅式優惠之生育輔助 

除了前述給付措施外，有些生育相關政策是以所得稅的稅式優惠方式來辦

理。所得稅稅收的概念如下：綜合所得－免稅額或寬減額－扣除額＝應課稅所

得；課稅所得×稅率＝稅收。其中，免稅、寬減額與標準扣除額下限之總合稱為

最低納稅標準，當所得低於最低納稅標準時，便不需繳稅。 

1.綜合所得 

所得泛指個人在固定時間內資產的淨增加，OECD 國家應課稅所得

（Taxable income）來源包含薪資所得、福利性所得（勞工疾病給付津貼、勞

工私人年金計畫或其他福利）、營利所得、利息所得（政府債卷、特定存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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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儲蓄、銀行帳戶利息與其他利息）、股利所得、其他投資所得、租金所得、設

算租金、私人年金或人壽保險金、社會移轉、贍養費、資本增益與其他來源所

得等（OECD，1990）。 

台灣地區所得稅制自民國 45 年開始仿照美國稅制，所得稅制分為綜合所

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採用綜合所得稅。按照所得稅法第十四條

規定，綜合所得總額包含（1）營利事業所得；（2）執行業務所得；（3）薪資

所得；（4）利息所得；（5）租貸所得及權利金所得；（6）自力耕作、漁、牧、

林、礦之所得；（7）財產交易之所得；（8）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

與；（9）退職所得；（10）其他不屬於上類之所得等十類。 

2.免稅額 

免稅額（exemption）是指在稅基中，給予每一個人相同金額免稅。免稅

額的適用對象為納稅義務人與其配偶，扶養親屬寬減額的適用對象為受納稅義

務人扶養之親屬，目前則通稱免稅額。免稅額的制定是以基本生活費為主要依

據，通常隨物價指數調整稅額，另外，基本生活費、稅務行政效率、財政需要、

政治考量、經濟與人口政策都會影響免稅額的額度。免稅額主要功能為保障納

稅人及其扶養親屬最低生活要求、使低級距所得者有效稅率之累進更趨緩和、

對高所得者的影響則隨所得增加而相對減小、同時納稅人賦稅因家庭規模差異

而不同。 

美國免稅額的演進從 1910 至 1940 年代開始，當時主要課稅對象為高所得

者，稅率極高，相對個人免稅額也很高，每人為 3000 美元。二次大戰期間，

因國家財政需要個人免稅額縮減至一人 500 美元；戰後，1948 至 1969 年間，

個人免稅額一直維持在 600 美元；1970 年後，個人免稅額逐漸攀升，如 1979

年開始為 1000 美元，1986 年為 1080 美元，1987 年大幅增加至 1900 美元，

1989 年到 2000 美元；1990 年後個人免稅額依物價指數變化作調整，1995 年

為 2500 美元，1998 年為 2750 美元。1917 年增加扶養親屬寬減額，標準與個

人免稅額相同（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1993；CCH，1194-99）。 

我國所得稅寬免額最早分為個人免稅額與扶養親屬寬減額，但民國 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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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扶養親屬之寬減額納入免稅額範圍內，並將「寬減額」刪除。以往免稅

額標準每年檢討修訂，民國 81 年免稅額的調整改採物價指數連動法，當消費

者物價指數上漲累積至 3﹪時，便按上漲程度調整，如 81 年以每人 60000 元

為基準，82 年為 63000 元，91 年則為 74000 元。民國 82 年以後，滿 70 歲以

上之直系親屬增加 50﹪的免稅額。所得稅法第 17 條規定免稅額的適用對象為

納稅義務人 60 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的尊親屬、義務人未滿二十歲之子女與納稅

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或滿二十歲以上，但因在校就學、身心殘

障或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等（黃怡靜，1999）。 

3.扣除額 

扣除額（deduction）為在稅基中，考納稅義務人主觀情勢而給予不同金額

減除，許多國家多為標準扣除額與列舉扣除額並列，因列舉之證明資料保存不

易，使得一般所得稅法規定納稅人以固定數額，或以所得部份比例作為標準扣

除額，以代替列舉扣除額之申報。此外，列舉扣除額對高所得者較為有利，因

其可列舉項目可能較多。使用列舉扣除額規定有（1）未獲取所得之必要費用：

勤勞所得成本、借款利息；（2）調整納稅能力：災害損失、醫藥費用；（3）配

合其他社會政策的實施項目：捐贈、保險費；（4）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財

政關係。標準扣除額之計算，以申報單位為準，有配偶者與無配偶者的標準扣

除額並不相同，但與扶養親屬數量無關。 

美國扣除額亦分為標準與列舉扣除額，納稅人可以法採用標準扣除額

（1996 年為 4000 美元，已婚者為 6700 美元）或列舉扣除額。列舉扣除額可

列舉項目包含醫藥費用（須超過 7.5﹪AGI）、利息支出、捐贈、地方得稅與財

產稅、災害或竊盜損失、賺取薪資所得費用、賺取投資性所得費用與其他雜項

費用等。通常高所得者家庭因支付州、地方稅捐較高或高房屋利息支出，多會

採用列舉扣除額。扣除項目的比重以利息扣除支出（房屋貸款利息、付給金融

機構之投資利息）最高，如 1996 年的比例為 40.72﹪（U.S. Census Bureau，

1999）。 

台灣地區所得稅扣除額也分為標準扣除額與列舉扣除額。民國 52 年至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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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標準扣除額為 10﹪扣除率，並訂有高低限；民國 79 年起為簡化計算方

式，取消扣除率與高低限，改採定額扣除方式，標準依個人與有配偶者有所不

同。與免稅額類似，民國 82 年扣除額修訂也採物價指數連動法，按物價變動

修改扣除額，如民國 82 年個人標準扣除額為 38000 元，有配偶者扣除額為

57000 元；民國 91 年個人標準扣除額增加至 44000 元，有配偶者為 67000 元。 

列舉扣除額自民國 44 年起有多次修正，民國 44 年時規定列舉項目為稅

捐、捐贈、保險費、醫藥與生育費與災害損失等五項；民國 77 年起增加購屋

利息貸款列舉扣除；民國 79 年起廢除稅捐列舉扣除。此外，我國稅制還增列

特別扣除額，如薪資、儲蓄、殘障與教育特別扣除等，民國 64 年實施薪資特

別扣除是為適度減輕工作者稅負；民國 70 年實施的儲蓄特別扣除則為獎勵國

人投資與儲蓄；民國 79 年起為保障殘障者生活，新增殘障特別扣除；民國 84

年予納稅義務人就讀大專院校以上之子女教育扣除額。 

4.扣抵額 

扣抵額（credit）為政府基於政策需要或免稅利益均等之考量，准予納稅人

自應繳稅額中扣抵減稅之金額，如我國現行稅法規定中的抵扣稅額項目有「投

資抵減稅額」、「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大陸地區已繳納所得稅可抵稅額」。

扣抵額與免稅額或扣除額的主要差異在扣抵額是由應繳稅額中直接刪減，免稅

額或扣除額則為計算應繳稅額時自稅基中減除的項目。台灣地區扣抵額項目與

子女扶養並無相關，但美國則有多項扣抵政策與養育子女相關，如薪資所得租

稅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簡稱 EITC）與子女租稅扣抵（Child Tax 

Credit of $500，簡稱 CTC）等。 

子女租稅扣抵（CTC）申請資格需為美國公民或外國僑民。當一對夫婦調

整後總所得（Adjusted gross income, AGI）不高於 110,000 元美金，或單親家

戶的 AGI 不高於 75,000 元美金，納稅人的 17 歲以下依賴人口，如兒子、女兒、

收養子女、孫子女或過繼子女便能申請，以兩名為限，每名子女能有 500 元美

金的扣抵，納稅人的 AGI 每增加 1000 美元，扣抵額便減少 50 美元。2001 年

的稅務法計畫在 10 年內逐步增加扣抵額至 1000 元美金（Bartlett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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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y & McCarthy ，2002）。 

EITC 是對低所得家庭影響最大的方案，在扣抵額的討論中，EITC 也最為

人所注目。從 70 年代尼克森（Nixon）總統的家庭救助計畫（Family Assistance 

Plan，簡稱 FAP）開始，便有學者主張使用稅務系統來解決社會問題，如 Russell

（1972）為關懷貧窮者，以稅務扣抵（tax credit）方式來鼓勵貧窮但願意工作

者，這也是日後 EITC 的雛型。EITC 在 1974 年頒布，1975 年實施，1993 年

柯林頓（Clinton）總統任內通過改變稅務系統中累加機制，透過增加高所得者

的稅務支出以增加 EITC 的規模，爾後在 1996 年的福利改革（welfare reform）

與 1997 年的稅務法（Tax Act）中也曾多所討論。 

EITC 的目標是鼓勵就業，受益對象為中、低收入家庭，特別對低收入家

庭的影響最為顯著，補助標準則視家庭收入與子女數目而定。今日，它是全美

第二大需透過資產調查的救貧政策（第一為醫療救助），美國每年用於 EITC 的

預算超過 300 億美金。在政治上，主政者認為 EITC 可刺激失業者的工作意願，

使得福利領受者離開福利系統，因而有學者將 EITC 視為一種「反貧窮」

（anti-poverty）與「反福利」（anti-welfare）的機制（Ventry，2000）。 

相對於 CTC，EITC 的主要特色為可償還的（refundable），指當扣抵額超

過應繳稅額時，納稅人還可由國家稅收部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拿回

不同金額的現金。除了 EITC 外，有些州還有一些其他可償還的扣抵，如子女

照護扣抵（child care credits）（只限州級，聯邦級為不可償還的）。另有些州（共

有 12 個）則有州級的 EITC，它們與聯邦 EITC 一樣皆屬可償還的，但州級 EITC

規模較小。 

EITC 主要分為三個階段：（1）、在一定所得水準下，扣抵额隨所得增加而

提高，稱為遞增階段（phase in range）；（2）、當納稅人的所得在一定範圍內，

扣抵额保持固定、不隨所得增加而改變稱為固定階段（plateau）；（3）、若納稅

人所得超過某一金額，扣抵額隨所得增加而減少至完全離開 EITC，我們稱為

遞減階段（phase out range）。1991 年開始，各階段還依家庭子女數（無子女、

一名子女與二名以上子女）決定不同比例的扣抵額。以 1999 年有兩名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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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為例，當家庭總收入在 0 至 9500 元美金時，收入每增加 1 元，就有 40.17

﹪的扣抵額；若家庭收入在 9501 元至 12500 元間，扣抵額固定為 3816 元；

當家庭總收入在 12501 元到 30850 元時，收入每增加 1 元，就有 20.8﹪的扣

抵額。 

表一：1999 年 EITC 優惠規定 

家戶類型 遞增階段 固定階段 遞減階段 遞 增 時 的

扣抵稅率 

固定金額 遞 減 時 的

扣抵稅率 

無子女 0-4500 4501-5700 5701-10200 7.65 347 7.65 

一名子女 0-6800 6801-12500 12501-26900 34 2312 16.06 

二名子女 0-9500 9501-12500 12501-30850 40.17 3816 20.80 

資料來源：Cherry & Sawicky（2001） 

 

學者一般認為 EITC 是政府幫助貧窮家庭脫離貧窮最有效的方案，同時也

能增加勞動參與率（Liebman & Eissa，1996）。但是，許多使用 EITC 的單身

女性一旦結婚，就無法再申請食物卷、住宅、子女照顧津貼或其他福利，如此

對結婚者有處罰的意涵，與原先強調組成家庭來照顧子女的主張相衝突（Cherry 

Robert，2001）。有鑒於受惠者所得提高後，EITC 逐漸取消受益者資格，這可

能使受益者無法馬上適應。Sawicky（2001）主張結合 EITC、每名子女 500

元的稅額扣抵、與扶養親屬免稅額（dependent exemption）成為聯合子女扣

抵（Unified Universal Child Credit），利用稅式優惠來養育子女，對於所得提

高的受益者，以漸進排除 5﹪優惠方式取代取消資格。Sawicky 立意雖美，卻

未討論財源問題（Sawicky ，2001）。 

EITC 的扣抵方式雖有所得限制，但並不需考慮稅率問題，亦即不與所得

稅需按所得多寡課稅之「量能課稅」原則牴觸，加上又是現金支付，形式上，

我們也可將它視為津貼的一種。若想以稅制來推動生育政策，考量免稅額或扣

除額容易發生以「人頭頂替」與產生累退效果等缺失，此外，免稅額或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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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人數亦可能十分有限，因此，諸如 EITC 扣抵額或許也是可以努力的方

向。台灣地區目前租稅的扣抵項目與子女扶養並無關連，將來或可對課稅對象、

方式甚至扣抵財源進一步規劃、討論。 

5.稅率 

一般稅率可分為比例結構、累退與累進稅率，多數國家（包含我國）綜合

所得稅制都採累進稅率結構，因其能使高所得者適用較高稅率、負擔較多稅租，

低所得者可減少納稅，以達公平。累進稅率還可細分為全額累進與超額累進兩

種，全額累進為當所得超過一定標準時，全部所得均適用高一級的稅率計算稅

額；超額累進僅就超過標準的所得計算較高稅率，原標準內所得仍適用稅率，

我國稅率採用後者。 

四、免稅額之調整與生育政策 

台灣雖然亦可學習美國，在扣抵額方面考慮子女撫養支出，但此一方式與

之前所討論的給付式生育輔助措施同樣是針對生育者而來的鼓勵與協助，焦點

仍放在生育者身上；但是，當人口老化將形成社會壓力，而人口老化主因又來

自於生育數量不足時，則如何提醒未生育者在此一議題上的責任，也是值得努

力的方向，因此對於不願生育的人口，乃有學者主張對其課徵賦稅（陳寬政，

2000）。我們擴展此一想法，透過稅制讓沒有生育子女者有「所得損失」的感

覺，我們咸信一般大眾對「生小孩給錢」與「不生小孩扣錢」的感受並不相同，

也相信後者造成之效果較前者來得大，至少，不生育者不會再覺得可以置身事

外。藉由提高子女免稅額以及降低無子女者免稅額之設計，主要能提醒未生育

者的社會責任，同時解決鼓勵生育措施的財源問題。免稅額的制定雖然是以基

本生活費為主要依據，也就是保障納稅人及其扶養親屬最低生活要求，但稅務

行政效率、財政需要、政治考量、以及經濟或人口政策，亦可作為制定免稅額

度的基礎。此一概念主要是反映古代「人丁稅」的「以賦代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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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賦代役 

古代政府因勞動需要或軍事需求，要求人民為國家社會服務，至於無法提

供人力者，則改以實物或金錢替代，商朝即有類似制度，至清代才取消。此類

人力服務稱為「徭役」或「丁賦」，「徭役」（或力役）是政府要人民直接提供勞

動服務；「丁賦」則以丁口為單位課以錢糧，由政府雇用他人代其服役，兩者只

在形式上有所差異，於本質上無所軒輊。 

「力役」為古老稅制之一，為政府因需要強制人民為政府服務，早在商代

實施的助法，即要求農民另外耕種公田，以勞動服務代替租稅之繳納，這是最

早的「力役」課征。周朝將對象廣及所有人民，並規定「力役年齡」，凡是役男

均為王室征用民力，為王室從事狩獵、追討寇賊即為朝廷運送所課之稅、所收

之貢，爾後更擴大至國防兵役等義務。對於無法履行義務的人民，可用其他財

物加以代替，主要是金錢或米糧。又如漢朝實施徵兵制，無法服役者，可折算

「代金」繳納給政府而會得免役，如在水師（海軍）規定：「正卒之更以月代，

廷戌之更以三月代，不得行者月出三千錢，謂之過更錢。」明朝改實物為代金。

除了金錢外，南宋王朝以繳納「米糧」代替「力役」之征。隋代則將人丁稅、

戶稅與田賦合而為一，整理戶籍、並清查全國戶口，以維隋代財政。又如王安

石推行之免役法規定：「依人民分等，納免役錢，得免勞役，國家別募無職人民，

充當役夫。」對無法親自參加勞動者，繳納與義務同等價值之銀錢給政府，當

時稱為「免役錢」（鄧海波，1984）。 

「力役稅」隨著滿清末年走入歷史，主要因課稅對象都為平民百姓，王公

貴族卻只享利益，未盡義務，因此在民主社會難以實行。既然「力役稅」引來

公平性批評，我們勢必得小心緣用此概念，就公平性而言，全體未生育者皆為

納稅對象，不因身分地位有所不同；其次，就目前福利制度漸趨普及式福利措

施來看，我們認為台灣家庭正朝向福利國家 Public Family 的概念（Martin，

2000），例如義務教育、全民健保、失業保險等都是家庭公共化的具體呈現。

可能有人認為當一個人選擇不生育時，他只需為自己的抉擇負責、自行負擔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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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活，但既然社會已經承擔了部分責任，當然是不論教育程度與所得而雨露

均霑。或許有人質疑，社會保險的給付資格在於有無繳費，不在於有無子女。

表面上如此，但不論是醫療給付或年金給付，不可能不跟隨當時生活水準變動，

而當時的生活水準是由勞動力人口所創造的。對所有老年人來說，不論其有無

子女，他們都曾經過去的經濟成長有所貢獻，但有子女者，他們留下子女來「繼

往開來」，使得經濟成長能夠持續下去，而透過社會移轉制度，將持續成長的果

實移轉給非勞動力人口。所以我們提醒的重點是「生育的社會責任」，未生育者

在未來國家經濟、社會安全制度仰賴他人子女投入勞動市場維持，未生育者同

享此福利，則其於年輕時納較多稅款更符公平原則，另一方面也分擔照顧子女

負擔，當家庭公共化程度越深，那麼生育的責任便越加顯著。 

（二）調整構想 

根據所得稅法第 17 條規定，免稅額的適用對象為納稅義務人 60 歲以上無

謀生能力的尊親屬、義務人未滿二十歲之子女與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

弟、姊妹，或滿二十歲以上，但因在校就學、身心殘障或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

義務人扶養者等。九十一年的免稅額為台幣 74,000 元，即每多增加一名子女，

全年薪資所得之計算便可多減少 74,000 元。我們提出：在不影響總稅收的條

件下，降低本人與配偶之免稅額，但提高子女的免稅額度。2事實上，已有許多

文獻討論「稅式優惠」（免稅額）對於生育行為的影響，或者說討論「鼓勵」的

效果，如 Dickert-Conlin & Chandra（1999）使用 N.Y.S.L.資料，比較美國新

稅制在實施前後，生育行為之改變，並推論政策對生育的影響力極大；

Whittington（1992）以美國 1979 年至 1983 年對已婚夫婦的長期收入動態調

查，認為免稅額對於生育時間點與子女數有顯著相關，並認為免稅額降低養育

                                                 
2 當然，年度稅收與免稅額的計算具其理論基礎，在此，我們希望在影響程度最小之下，強調扶

養子女之責任，故降低個人免稅額數目、提高子女額度以提供試算基礎，至於詳細數值，仍應

進一步謹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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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費用，對鼓勵生育有正面的效果。此外，Whittington（1993）也發現「聯

邦」稅制的影響較「州級」稅制的影響來得大；Huang（2002）則以 1990 年

至 1996 年的長期追蹤資料，發現個人免稅額對台灣地區的生育率有影響，但

效果不大。相對以往，本文最大的意義不僅在於免稅額的效果，而是強調政策

對象除了「鼓勵生育者」之外，可以考慮移轉到「提醒不生育者」（其實就是懲

罰）上面，雖然就「相對剝奪」的概念來看，「鼓勵生育者」與「提醒不生育者」

是同一回事，但其所宣示的意涵卻完全不同，前者與生育補助（津貼）類似，

容易使不生育者事不關己，而後者欲降低其所得，不生育者就不容易無關痛癢。 

假設將子女的免稅額提高，國家勢必減少部分稅收來源，則稅收不足部分

以降低申報者的免稅額來因應。茲以 2000 年為例計算如下： 

按照所得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 20 歲以下子女或 20 歲以上就學子女屬於扶

養親屬。我們將扶養子女分為 15 歲以下所有人口，以及 15 歲以上的在學人口。

2000 年台閩地區 15 歲以下人口共 4,703,093 人（台閩地區人口統計，2000），

15 歲以上的高中、高職、專科、大學、碩士班、博士班與特殊學校人數（以上

不含補校）共 1,798,805 人（中華民國教育統計，2000），所以該年的依賴人

口共 6,501,898 人，該年免稅額為 74,000 元。若將扶養子女的免稅額比照 70

歲以上人口提高至 111,000 元，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稅基將減少

240,570,226 千元。 

設減少的稅基將由降低申報者的免稅額來因應。由於 2000 年的申報戶數

資料仍未公佈，因此我們以 1998 年的申報率（1998 年全台總家戶數共

6,369,768 戶，申報戶數 4,768,453 戶，申報率 74.87%），估計 2000 年的申報

戶數為 5,002,271 戶。短少的稅基由這 5,002,271 人分擔，則申報者每年的免

稅額須降低 48,092 元，詳如表三。3值得此處稍加說明的是：雖然結婚並不保

證生育，但在現有的社會規範下，生育往往須透過婚姻才可得。為了在稅收制

                                                 
3 免稅額改變可能使得個別家戶適用的稅率隨之改變，因此稅基雖然維持不變，但減少的稅收與

增加的稅收還是會有所差距。欲維持稅收總額不變，必須有更詳細的稅賦統計資料來估算，此

處的重點在於概略地數據化我們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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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給予已婚者與未婚者不同的意涵，我們僅改變申報者與被撫養子女的免稅

額，配偶部分則無更動，因此免稅額度的高低排序分別為子女、配偶、申報者。 

表二、綜合所得稅免稅額之調整 

 受撫養子女 申報者 

人數 6,501,898 人 5,002,271 人 

原免稅額 74,000 元 74,000 元 

新免稅額 111,000 元 25,908 元 

變化的額度 37,000 元 -48,092 元 

短少 (新增) 稅基 -240,570,226 千元 240,570,226 千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計算 

 

表三列舉了數種家庭類型在上述調整方式下所產生的影響，顯示生育子女

數 2 人以上者新制才較有利，反應生育子女數最少兩個的「社會期望」。事實

上，此一調整所產生的影響相當有限，假設平均的所得稅率為 10﹪，則每一家

戶每一年所影響的稅額均不到一萬元。雖然稅賦負擔的差距並不太，但此項調

整的重要性在於「降低」某些人（特別是未生育者）的實質所得，以達「提醒」

之意。 

表三、綜合所得稅免稅額調整後之影響 

家庭類型 原免稅額 新免稅額 稅基差距 

單 身 74,000 25,908 -48,092 

夫 妻 148,000 99,908 -48,092 

夫 妻 + 1 子 女 222,000 210,908 -11,092 

夫 妻 + 2 子 女 296,000 321,908 25,908 

夫 妻 + 3 子 女 370,000 432,908 62,908 

夫 妻 + 4 子 女 444,000 543,908 99,90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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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文首先說明台灣地區生育率的變化趨勢，指出生育率下跌所帶來的人口

老化問題。其次介紹各國的生育政策，包括提供經濟支持、子女照護的協助、

以及降低女性在工作與家務間的衝突等三大類。這些措施主要是提供從懷孕至

產後子女照護的保護與協助，一方面是轉化部分的家庭責任為社會責任，另一

方面則減少生育所需成本冀能提高生育率。此類政策常由國家主辦，並以全民

稅收維持運作，因而有「公共化家庭」（Public Family）的說法（Martin，2000）。

雖然學者檢討各國的鼓勵生育措施之後，多認為與無法達成生育率「回升」的

目標（張明正，2000），但若就各國目前的生育水準來看，其實仍有「止跌」

的作用。例如兒童津貼金額較高的國家，其總生育率也較高（1996 年法國為

1.71；瑞典為 1.59；德國為 1.30；日本為 1.42），相當巧合地與兒童津貼金額

成正比。 

我們則提出改變綜合所得稅中申報者與受撫養子女的免稅額之構想，做為

生育政策的另類思考；免稅額的制定雖然是以基本生活費用為主要依據，但稅

務行政效率、財政需要、政治考量、以及經濟與人口政策，亦可作為制定免稅

額度的基礎。此一構想雖然對於家庭實質所得影響不大，卻有「提醒」未生育

者的社會責任之宣示效果，也可以作為將來如何在相關的社會安全制度之財源

籌措辦法中，將子女數量納入考慮的參考，例如正在規劃中的國民年金即可可

納入此一概念。一般來說，老年人的生活仰賴家庭資源、社會移轉與生命週期

移轉：家庭資源即為子女人數，社會移轉指社會安全制度，生命週期移轉則是

老年人的自身儲蓄。自身儲蓄需面對通貨膨脹與生活水準上漲問題，而當生育

低於替換水準以下，可使用的家庭資源（子女數）相對減少，依靠社會安全制

度負擔老年照顧往往是另一個必需的選擇。社會安全制度要能正常運作，除了

仰賴目前大眾繳交財源至其退休外，還得扶養子女長大成人，因成人子女的經

濟投入方能使得社會安全制度不致潰散（Adams，1990）。生育率過低將使得

財源大幅縮減，因此，當利用社會移轉方式來照顧老年生活時，費率的設計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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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考慮子女數量多寡將更能突顯代間的緊密關係。 

上述不論是「鼓勵」或「提醒」的措施，乃著眼於生育的成本，包括因為

生育而新增的成本，以及不生育的外部成本，基本上為家庭經濟學（Becker，

1981；Cochrane et al.，1990）之思考架構：認為女性教育程度與就業率提高

使得生育數量愈少，因為生育與女性就業互為機會成本，教育程度提高則延後

結婚年齡、降低避孕成本、形成小家庭偏好、並促使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然

而，婦女教育程度以及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並無法完全解釋生育率的差異，有關

平權態度的討論乃逐漸受到重視。平權態度與生育行為有一個很有趣的關係，

相對於傳統的女性，平權女性的期望子女數較低，傾向少生育（Chapman，

1989；Morgan and Waite，1987；Kaufman，2000），但是平權的男性卻較傳

統的男性希望較多的子女數，而且也傾向於多生育（Affleck et al., 1989；

Kaufman，2000）。Kaufman（2000）的解釋是：生兒育女有許多喜樂，但也

十分辛苦，傳統的家務分工讓這些喜樂與辛苦均由女性來承擔，女性乃備感壓

力，因此平權態度的女性會傾向掙脫這些束縛而少生育；而男性進入養育一事

時，乃是夫妻雙方共同承擔責任，因此男性較能夠享受其中的樂趣，而傾向多

生育。所以傳統女性與平權男性的婚配有最高的生育率，平權女性與傳統男性

的婚配有最低的生育率，而平權女性與平權男性的婚配中，平權男性多尊重平

權女性的意見，因此生育水準也低。鼓吹女性走回傳統恐怕有實質的困難，那

麼建立兩性的平權觀念並鼓勵付諸行動，也許是提高生育率方法的另一個思考

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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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raging birth giving –adjustment of 
exemption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Yilong Liu、Kuanjeng Chen＆Chingli Yang 
 Chung-Cheng University ；CHANG-GUNG UNIVERSITY； Nan-Hua University 

To reduce the threats of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population ageing, which 

mostly results from low fertility,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Europe, created birth-encourage policies. These policies may have detained 

fertility from further decline, however, they seemed not encourage birth giving.  

Except the antecedent polici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a new thought about 

discouraging those who don’t have any children is proposed. This paper 

illustrated how to reduce the exemptions for never married persons and 

married persons without children, but increase the exemption for children, with 

a constraint of fixed total tax revenue, to simultaneously encourage birth giving 

and discourage not giving birth. 

Keywords: Parental leave, Child day care, Child allowance, Negative 
tax, Replace service with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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