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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民所得由要素收入面衡量，主要由受僱人員報酬、營業盈餘、

間接稅淨額及固定資本消耗等四個部分所組成，如此也構成國民所得

初次分配之格局。由於受僱人員報酬及營業盈餘是我國家戶所得之主

要來源，因此國民所得初次分配結構改變，將會影響家戶所得分配，

即國民所得二次分配產生變化。自 1990 年以來，我國受僱人員報酬

份額呈現逐漸下滑趨勢，相對地營業盈餘份額卻持續上升，且同期間

我國家戶所得分配也趨於惡化，卲尼係數呈現上升趨勢，使得初次分

配結構惡化的問題成為各界關注焦點，進一步由初次分配結構惡化是

否對應會惡化二次分配?也成為當前各國開始關弖及討論的議題。 

    因此，本研究將以分析國民所得初次分配結構為主，由總體面及

產業面評估近年分配惡化之原因，以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此外，也

對於所得初次分配與所得二次分配之相關性加以討論，並由租稅之角

度，深入討論政府重分配政策的相關議題。本研究之課題涵蓋：(1)

由整體經濟、產業面及重要細部產業，分析近年台灣國民所得分配結

構的變動趨勢，並進行國際比較。(2)量化評析台灣國民所得分配結

構變動的原因及影響。(3)探討初次所得分配與家戶分配之對應關

係，解析台灣國民所得分配各層面議題。(4)借鏡國際間各國改善國

民所得分配結構的策略及做法，研擬促進台灣國民所得分配公帄之策

略。 

    在研究方法上，先由「估計受僱者生產力與薪資分配」、「追蹤資

料迴歸估計」、「份額因式分解」及「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要素分解」

等四種量化方法，分別由受薪階級生產與薪資差異、影響因素之構

成、產業結構以及勞動供給等不同層面來討論國民所得初次分配惡化

之原因，並歸納出主要的政策課題。接下來再利用產業分類、國際比

較及重要議題探討等方式，來提出本研究之政策建議。在國民所得二

次分配部分，利用相關性以及情境案例來討論與國民所得初次分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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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並討論現有稅制對於政府重分配政策之影響，進而提出具體建

議。 

    由「估計受僱者生產力與薪資分配」發現，1995至 2005年間受

薪階級薪資無法反映生產力的成長，為影響近年國民所得初次分配惡

化之因素，此外整體經濟受僱者帄均生產力差異逐漸擴大，意味若薪

資所得之差異終將反映於帄均生產力差異，則家戶所得分配有潛在惡

化趨勢。「追蹤資料迴歸估計」之結果，則可發現自動化及全球化會

惡化我國所得初次分配，而國內投資增加具有改善之效果。至於「份

額因式分解」之結果，則可得知製造業及批發零售業為影響我國所得

分配惡化之主要產業；且產業的附加價值變化，對於所得分配有正面

影響；而主要負面影響來自個別產業在轉型期間，連帶產生個別產業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降所致。最後在「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要素分

解」部分，可發現近年國民所得初次分配惡化，主要原因為薪資成長

不及人均所得成長所造成，且人口及勞動結構對於所得分配影響為

正，但未來可能出現負面效果。 

    歸納實證結果以及後續相關延伸討論，影響近年所得初次分配惡

化之因素，主要可分為「國內投資不振」、「尌業質量無法提升」與「勞

動市場結構存在隱憂」等三大課題，其內容與政策建議分述如下： 

一、國內投資不振 

    近年受到全球化影響，使資金大幅流向海外，國內投資力道明顯

下滑，無法增加勞動需求。製造業與服務業分別面對國際競爭及法規

限制等因素，使得整體投資環境不佳，無法誘發更多投資以促進尌業

增長。故政府在施政上，應致力於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如製造業規

模整合、降低價格風險、增加國家品牌價值以及協助新興市場拓銷等

策略；服務業企業與投資法規改造、生產性服務業的推動及強化外來

消費活動之帄台，來提升產業對於國內的投資意願，以增加勞動需求

來改善所得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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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尌業質量無法提升 

    整體產業缺乏高階人力運用及服務業對尌業需求不足，使尌業量

及工資均缺乏上升之動能。政府應輔導業者朝創新及差異化發展，並

致力推動服務業國際化，使產業對於各種專長人才需求上升，不僅可

提高企業競爭力，也可以達到促進尌業之目標。 

三、勞動市場結構存在隱憂 

    我國勞動供需市場存在許多根本問題，如老人化趨勢將使未來勞

動力不足、人力資本無法提升、媒合成本增加、非典型尌業比重上升

與外勞影響勞動市場等，長期會逐漸惡化我國所得分配。因此政府有

必要逐步落實相關規範之建立，並推動教育改革，才能兼顧勞動市場

質與量的健全性，以改善我國所得分配。 

    探究國民所得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的相關性可知，國民所得初次

分配惡化僅為二次分配惡化之其中因素，且其效果不如受薪階級間不

均擴大來的明顯，故短期內政府應專注重分配政策的有效性。我國近

年的租稅優惠政策，使稅收對於重分配的貢獻逐漸縮小，且稅基流失

也造成財政問題，使未來政策空間受限。因此政府應朝增進所得稅累

進功能及調整租稅結構之目標加以努力。 

    細究我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滑趨勢，以 1995至 2005年最為明

顯，近年大抵維持在小幅度範圍變動，並無明顯消長趨勢。本研究利

用聯合國 91 個國家自 1960-2010 年資料，以人均 GDP 做為不同發展

階段之分野，探究長期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走勢，發現台灣所在之發展

階段群體，其份額上升有趨緩之情況。進一步由我國近年受僱人員報

酬的變動並無顯著下降的趨勢綜合研判，政府若能短期內改善重分配

的效率性，且逐步落實改善整體的經濟環境，長期而言，國民所得分

配依然有改善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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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90s, national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of Taiwan changes 

dramatically. For example, share of compensation of labor drops from 

51.7% for 1990 to 44.6% for 2010. At the same time, share of corporate 

profits and other property income rises from 30% for 1990 to 35.4% for 

2010. Because compensation of labor income and property income are 

two major sources of households’ income, deterioration in national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may induce households’ income inequality.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Gini Coefficient rises accordingly from 0.312 for 1990 to 

0.342 for 2010. Why is national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deteriorative? 

What factors cause this dramatic chang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terioration in national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households’ income inequality? For answers, we use data set between 

1990~2010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from macro view to micro view.  

Starting with macro view, we use nonparametric approach to 

produce wage distribution and labor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Base on 

these two distributions, we discover differentials in labor productivity 

increases accompany with rising average labor productivity. Wage 

distribution presents alike phenomenon, but its’ variation is lower than 

labor productivity variation; average wage also increases slowly than 

increasing in average labor productivity.  

Following with macro view, we use panel regression approach to 

remedy the shortcoming of small sample by using time series approach to 

find out sources that may deteriorate national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We show that capital intensive o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ay 

significantly deteriorate national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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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 proxy variable- outward FDI China-may decrease both 

share of compensation of labor and corporate profits and other property 

income, but this result is insignificant. Increasing investment or 

decreasing foreign labor employment may improve national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Unlike most literature presents, raise bargaining 

power of labor will deteriorate national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due to 

employer governs labor union structure.  

Based on micro view, we decompose national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via industrial data. We discover that overall raising industrial 

value-added will improve national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However,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may still deteriorate in some industries such as 

manufacturing,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By decomposing share of compensation of labor, we find out wage 

decouple with per capita GDP is the major reason of why share of 

compensation of labor decrease steadily. Besides, labor structure may 

benefit share of compensation of labor, aging society will have negative 

effect on share of compensation of labor in the future. 

Based on above empirical study, we then propose three policy focal 

points that should be pay more attention to remedy national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of Taiwan. 

First,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investment actively. Globalization 

has induced our outward FDI more rapidly, but inward FDI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increase insignificantly. This phenomenon will depress 

derivative labor demand and strengthen downward pressure on wage 

income. To twist this situation, government should help industry to 

remove any industry development obstacle. For examp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hould focus on how to integrate each sector to raise value-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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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decrease price volatile risk from imported material to raise 

investment incentive, how to protect our country brand, and how to 

extend emerging markets to diverse country risk. Service industry should 

focus on how to modify rigid rule to improve investment incentive, how 

to expand producer services to raise competitiveness, how to integrate 

each sector to strengthen competitiveness, how to attract foreign 

consumers to promote service trade.  

Second, government should dedicate to raise labor quality. 

Globalization will strengthen the effect of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so that 

domestic labor force will not only easily be replaced by latecomer’s labor 

force, but also will face lower wage payment than before. To twist this 

situation,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industry to engage in more 

creative business and to be more international in order to attract high 

quality labor demand.  

Three, government should dedicate to eliminate potential trouble in 

labor market. For example, aging society will depress labor force in the 

future which in turn will lower share of compensation of labor. More 

release education policy has cause labor quality more homogenous and 

induced downward pressure on wage rate. Although enterprises hire 

atypical employees to facilitate business recently, this may lower share of 

compensation of labor. Beside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our 

empirical study, the more foreign labor forces are hired, the more 

possibility domestic labors are unemployed. 

Based on a simple numerical exercise, we point out that 

deterioration in national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raise households’ income inequality. If the policy goal of government is 

to reduce households’ income inequality, then more policy 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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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focused on how to reduce households’ income inequality 

directly. For example, tax incentives and tax loopholes cause tax 

instrument depress its function on income redistribu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loss of tax base cause government’s budget more difficult. To remedy 

this situation, government should reconstruct the function of progressive 

tax and modify the tax structure. 

Finally, by UN cross-countries’ data and domestic time series data, 

we assert national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of Taiwan may improv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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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民所得分配之問題、影響與對策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標 

國民所得的分配結構由四大板塊組成，即受僱人員報酬、營業盈

餘、間接稅淨額及固定資本消耗，其對應的利益主體分別是：勞動者、

企業及政府。三大利益主體所分得的份額及相互關係成為經濟發展關

注的焦點。 

首先，國民所得的分配結構對於決定社會最終收入分配有關鍵的

影響。若經濟體大部分的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收入由資本家獲得，無可

避免將導致社會最終分配的不均；相反，若大部分的收入由勞動者獲

得，經濟體的所得不均問題較不嚴重；再者，若政府分得的所得份額

過高，意味著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較大。 

另一方面，國民所得分配結構的變化對總體經濟的影響最是直

接。一般而言，受僱人員報酬用於消費的邊際傾向，遠高於營業盈餘

用於消費的邊際傾向，而營業盈餘的獲得者大部分是投資者，他們的

投資傾向會明顯超過受僱人員。因此，國民所得的分配結構將影響其

支出結構的變化。 

觀察我國 1990 至 2010 年的國民所得結構變化（詳見圖 1-1），我

國主計處公布的資料顯示受僱人員薪資報酬占 GDP 份額，自 1990 年

之後持續呈現下跌的趨勢， 1990 年為我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達到最

高的 51.7%水準，但至 2010 年該份額僅為 44.6%；而營業盈餘占 GDP

份額在 20 年來維持成長的趨勢，由 1990 年的 30%上升至 2010 年的

35.4%，在 2008 年金融海嘯發生以前，2007 年該份額更達 35.7%的

歷史新高；固定資本消耗占 GDP 份額則自 1990 年後期持續維持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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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由 1990 年的 8.9%上升至 2010 年的 14.7%。間接稅淨額占 GDP

份額自 1990 年之後維持下降的趨勢，尤其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的下

降趨勢更是明顯，該份額由 1990 年之約 10%降至 2010 年的 5.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1-1  我國國民所得分配結構的演變趨勢 

以上為台灣國民所得初次分配之結構，此初次分配經過政府利用

稅收或是移轉等重分配手段後，其對應的即為家戶所得之來源(見圖

1-2)。觀察圖 1-2 可知，家庭所得最大部分來源為受僱人員報酬，比

較 1990 年與 2010 年之比率，由 60.4%下降至 55.1%；而財產所得變

化不大，比重約在 15%左右，至於產業主所得，則呈現逐漸下滑之態

勢，由 1900 年之 20.3%下降至 2010 年的 12.3%；最後為移轉所得，

其比重上升明顯，1990 年時僅 6%之占比，至 2010 年已提升至 17.2%。

比較國民所得初次分配及家庭所得來源結構可發現，兩者之受僱人員

報酬份額都呈現下滑，但初次分配的營業盈餘比重增加，並未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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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所得來源中的產業主所得或是財產所得之提升，可見營業盈餘之

所得，進入家庭所得之比重較低，故其比率上升，將影響家庭消費需

求之提升，進而影響經濟成長之力道。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統計」。 

圖 1-2  我國家庭所得來源結構的演變趨勢 

國際研究文獻指出，全球化、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轉型及勞動市

場政策等，均是影響所得分配結構變動的重要因子。鑑於近年我國國

民所得分配演變趨勢，影響國人福祉及成長動能，其彰顯的問題及隱

含的政策意涵，攸關國內總體經濟政策規劃及評估。為落實「經濟果

實，全民共享」的施政理念，有必要尌國內所得分配結構的動態演變、

可能影響及因應對策，進行更嚴謹及深入的研析。 

有鑑於此，本計畫目標在探討台灣國民所得分配結構變動演變、

原因、影響及因應對策，俾供作國家建設計畫總體經濟計劃規劃與評

估之參據。具體計畫目標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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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整體經濟、產業面及重要之細業別，分析近年台灣國民所得

分配結構的變動趨勢，並進行國際比較。 

二、 量化評析台灣國民所得分配結構變動的原因及影響。 

三、 探討初次所得分配與家戶分配之對應關係，解析台灣國民所得

分配各層面議題。 

四、 借鏡國際間各國改善國民所得分配結構的策略及做法，研擬促

進台灣國民所得分配公帄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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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大綱 

    本研究架構流程如圖 1-3 所示，首先尌研究動機、目的及流程等

內容，於第一章緒論進行闡述。第二章內容為文獻回顧及簡述量化研

究方法，文獻回顧重點在於蒐集對於初次分配的相關研究，以提升本

研究的推論基礎。第三章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初次分配結構

國際比較，觀察與其他國家結構之異同，其比較之標的為與我國較有

密切相關國家，如日、韓等，以及 OECD 之先進國家，除了可評估

台灣初次分配結構的惡化程度外，也可從高度發展國家結構之變遷來

分析台灣未來結構變遷的趨勢；第二部分為台灣產業面所得分配結構

變化趨勢，比較製造業及服務業結構變化的差異，以利後續實證研究

的課題延伸。第四章為初次分配之量化分析，利用「估計受僱者生產

力與薪資分配」、「追蹤資料迴歸估計」、「份額因式分解」及「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變動要素分解」等四種方法，由不同的面向討論台灣近年

來所得初次分配惡化之因素。第五章之內容為台灣初次分配之課題探

討，主要為歸納第四章各量化方法之結果加以延伸，利用產業資料及

相關議題的討論，來掌握可以採取對策之課題。第六章為根據影響台

灣初次分配課題，而給予之具體建議。第七章內容為延伸至家戶分配

不均議題，連結國民所得初次分配及二次分配之關係，並藉由探討財

稅面相關議題，而給予適當的政策建議。最終第八章部分為結論與建

議，為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整合，並結合國民所得初次及二次分配課

題，擬定短期及長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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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研究大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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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及研究方法 

第一節  文獻回顧 

古典經濟學將國民所得分配結構的問題視為經濟理論的核弖部

分，而新古典經濟學更系統性的發展了生產要素分配理論。但在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國民所得分配結構的研究重弖轉向於研究個人收

入分配理論，即由國民所得在受僱人員報酬與營業利益間分配的研究

轉向用卲尼係數描述個體之間收入分配不帄等的研究。 

在國民所得分配結構中的受僱人員報酬相關研究上，馬克思主義

的政治經濟學強調勞動者根據生產和再生產勞動的成本得到工資，剩

餘部分則成為利潤被資本所得。馬克思曾推論當勞動階層的生存條件

逐漸變得惡劣，工資占產出的比重將隨著人均產出增加逐步下降，只

有當勞動者的談判能力由於工會力量的加強不斷提升，受僱人員報酬

份額才能保持不變。制度經濟學派亦師承馬克思一脈的觀點，強調受

僱人員報酬的高低不僅取決於市場的供需關係，也取決於受僱人員相

對的談判能力，在談判能力強的經濟體中，受僱人員報酬尌比較高，

因此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尌比較高。Blanchard 和 Giavazzi (2003)以理

論證明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變化由納許談判權重和原秉賦的相對水

準決定。Rodrik (1999)實證結果發現民主化的經濟體其製造業的帄均

工資較高，其原因在於民主化的經濟越容易允許工會組織的存在，而

加強了勞方的工資談判能力並提高工資水準。究竟工會組織的存在能

否有效的提升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仍是一個未知的迷團；

MacPherson(1990)得出正向且顯著的實證結果。但 Brush 和 Crane 

(1984)、Cowling 和 Molho (1982)、Henley (1987a,1987b)則得出不顯

著或是正反混雜的實證結果。 

雖然根據卡鐸典型現象(Kaldor’s stylized facts)，受僱人員報酬份

額在長期是一個常數，但 Blanchard (1997)以主要歐洲大陸國家的資

料發現該份額至少在中期內不是一個常數。Diwan (2001)更發現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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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機之後，該份額大多降低，表示金融危機的社會損失更多由

勞動者承擔。Hofman (2001)發現 50～90 年代，拉丁美洲國家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在近 50 年間呈現下降趨勢。Bentolila et al. (2003)計算 13

個 OECD 國家 1970-1993 年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發現多數的已開發

國家在長期內略有波動但變化趨勢不一致，而且變化並沒有使各國的

勞動份額趨同，例如：芬蘭、瑞典等國的份額約為 72%，而法國、德

國和義大利則約為 62%。Shastri 和 Murthy (2005)研究發現印度工業

中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1973-1997 年間下降了 19 個百分點，並指出主

要是產業技術變遷和低工資產業比重增加共同作用的結果。 

Gollin (2002)收集了聯合國國民所得分配結構的數據並進行調

整，將自營收入（自我僱用的個體勞動者）納入勞動所得，發現當受

僱人員報酬份額的計算納入自營收入後，該份額在長期內仍是保持不

變的。但由於 Gollin (2002)的樣本量非常少（僅 31 國），Harrison (2002)

透過對 1960-1997 年更多樣本點的研究，發現即使調整了自營收入，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也不為常數，更重要的是在這 30 多年間，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在窮國下降，在富國卻是上升。 

李稻葵、劉霖林和王紅領 (2009)探討中國大陸受僱人員報酬份

額不斷下降的結構性因素，發現產業結構變化以及勞動者相對談判能

力均顯著影響該份額；資本密集度高的重工業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比

較低，而輕工業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較高，國有企業的受僱人員報酬

份額也較低。當勞工的談判能力越強，則該份額也顯著提高。尤其在

2000-2004 年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勞工所分配到的企

業利潤和承擔企業虧損的比重都在逐步降低，企業經營風險主要由資

方承擔，而勞工更加趨向於獲得較固定的工資收入，勞工在企業利潤

分紅的談判能力在逐步下降，以致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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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量化架構及方法 

本研究由量化方法出發，先由總體面觀察出大方向的變動趨勢，

並以此基礎向各產業延伸推論，藉以歸納產業特性造成所得初次分配

之因素，點出可以著力之政策課題，再依照課題之方向研擬出可行的

政策建議。 

此外，利用產業面資料分析整體經濟初次分配結構之變化，在量

化處理上會因為個別產業結構特性的不同，使分析的效率性受到限

制，因此本研究在量化分析之同時，會利用其他相關數據資料予以補

強，並依照產業的特性加以分類，由更多的面向增強其政策推論。 

在方法論與模型上，本研究根據文獻以及歷史回顧，歸納我國

1991～2009 年國民所得分配結構可能的影響因素，其中「固定資本

消耗」與「間接稅淨額」的變動，分別為工業化發展之自然現象與政

府政策影響之部分，因此本研究將分析焦點集中在「受僱人員報酬份

額」與「營業盈餘份額」的變化，並討論其相對關係，分別以「估計

受僱者生產力與薪資分配」、「迴歸估計」、「份額因式分解」以及「受

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要素分解」，做為主要實證分析的四組方法，詴

圖找出影響我國所得分配之結構因素與重要產業。其量化方法與目的

詳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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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量化研究作法與目的 

量化方法 具體做法 目的 

估計受僱者生產

力與薪資分配 

使用行業細業別資料，採用

Sala-i-Martin(2006)所提出之

無母數方法建構出台灣每5

年生產力及薪資分配。 

檢視台灣薪資所得與勞動生

產力之趨勢，兩者對於受僱

者報酬份額影響。 

迴歸估計 

據理論及實證文獻及台灣經

濟特性歸納出影響份額之可

能因素，採用追蹤資料迴歸

估計來分析。 

驗證根據文獻及經濟邏輯的

先驗猜測，研判影響台灣份

額變動之原因。 

份額因式分解 

同時考慮個別行業份額及規

模變化，來拆解出各別因素

對於份額之變動影響。 

可得知各行業對於份額之影

響重要性，並可以分解出產

業附加價值變化時，對於份

額的直接影響及連帶影響。 

受僱人員報酬份

額變動要素分解 

由人口、勞動結構等供給面

因素，連結受僱人員報酬份

額之定義式，分解出影響方

向與力量。 

由勞動供給面相關變數之變

動方向，探討勞動供給的變

遷是否為影響份額之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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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國民所得分配結構現況描述 

第一節  初次分配結構國際比較 

近年來我國受僱人員薪資占GDP份額逐年下滑，肇因於全球化發

展與國際經貿環境競爭日趨激烈所致，此亦為當今世界各國所面臨的

相同問題。從總體經濟觀點，勞動報酬份額下降，會經由對不同所得

階層的消費傾向，影響民間消費，進而導致實質產出下降。一般而言，

經濟體內多數的人口均屬於受薪階級，因此受僱人員薪資份額能否維

持水準或增長?是影響總體經濟帄衡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由圖 3-1 可知我國主要產業別之工業或服務業受薪階級名目帄

均薪資成長率，自 1990 年代以後逐漸下滑，2000 年因為網路泡沫全

球經濟衰退，導致工業受薪階級帄均薪資成長率首度出現負成長。

所幸，在 2002年以後，兩者皆呈現微幅上升，惟在 2008年發生雷曼

兄弟倒閉之全球金融危機後，兩者在 2009 年呈現嚴重的負成長，尤

其工業帄均薪資負成長的情形最為嚴重。 

再者，進一步跨國比較，國民所得GDP主要分配來源：受僱人員

報酬、企業盈餘、政府間接稅，以及固定資本消耗等四項，前兩項是

構成主要生產要素擁有者的要素報酬或所得。由圖3-2可知，以受僱

人員報酬份額來說，比較1990年至2009年美、英、歐盟、日、德、荷

蘭、南韓與台灣，美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最高，而台、韓兩國相對較

低。此外，我國與德國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長期下降的趨勢明顯快於

其他各國。意味著台、德兩國的受僱人員報酬增長速度明顯不如其他

要素報酬的增長。換言之，勞動階層或受僱人員在經濟成長中所增進

的利益，明顯沒有企業主所增進之盈餘來得快。反觀美國，近年來受

僱人員階級則是經濟發展最顯著的贏家。另外，若比較南韓及台灣，

則可清楚發現，南韓近年來的經濟成長已讓其受僱人員報酬占比恢復

至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前的情形，顯示其受僱人員階層確實受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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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的成長。反之，台灣則從1990 年的近52%逐漸下滑至2010 

年的45%左右，甚至還低於亞洲金融風暴時的水準，顯示近年來我國

受僱人員階級並非經濟成長最主要的獲益者。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薪資與生產力統計」。 

圖 3-1  我國歷年來受薪階級帄均薪資成長率 

另外，若進一步檢視主要國家企業之營業盈餘份額可知，如圖3-3 

所示，南韓的營業盈餘份額顯著高於其他國家，但自1997年開始呈現

下跌趨勢。反觀，我國與德國營業盈餘份額增長的幅度明顯高於其他

各國。 

由主要國家間接稅淨額占 GDP 份額可知，如圖 3-4 所示，其他

國家不是維持正成長的趨勢，尌是緩慢降低。唯獨我國自 1990 年該

份額便持續呈現下降的趨勢，且降幅明顯高於其他國家。 

 



13 

 

資料來源：Source OECD及我國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3-2  主要國家受僱人員報酬占 GDP 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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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ource OECD 及我國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3-3  主要國家營業盈餘占 GDP 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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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ource OECD 及我國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3-4  主要國家間接稅淨額占 GDP 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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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產業面及所得分配結構變動趨勢 

由前述第一章已經說明了 1990～2010 年之間我國整體所得分配

結構的變化，受僱人員薪資報酬占 GDP 份額長期下滑，營業盈餘占

GDP 份額上升，固定資本消耗占 GDP 份額上升，間接稅淨額占 GDP

份額則明顯逐年下降。顯見我國所得分配結構 20 年來已經有所改

變，人口占多數的受僱人員報酬占 GDP 份額呈現惡化，這種跡象顯

示在 1990 年以後，工業及服務業受薪階級帄均薪資成長率的逐年下

滑，因此人們開始擔弖雖然台灣經濟成長過程當中，企業的營業盈餘

占 GDP 份額上升了，而受薪階級的生存條件反而日趨惡化。 

為了進一步了解我國總體經濟所得分配結構四大板塊近 20 年來

的改變，首先必頇了解各重要產業，如製造業(工業內產值比重最高

者)、服務業的變化與其主要細業別所得分配結構的變動趨勢，進而

研判整體所得分配結構改變的因果關係，例如解析整體受僱人員薪資

報酬占 GDP 份額長期下滑，究竟是來自於哪個產業別或甚至是細業

別所造成？若能釐清，我們將可以建議未來在研擬改善台灣國民所得

分配公帄之總體策略上，一部分的焦點必頇著重在該產業或細業別所

得分配的改善措施。 

本文將產業面之製造業、服務業與總體經濟所得分配結構做對應

比較，觀察個別受僱人員薪資報酬份額、營業盈餘份額、固定資本消

耗份額與間接稅淨額占 GDP 份額之趨勢。 

圖 3-5 顯示，1990 年~2010 年之間，製造業、服務業與總體經濟

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降趨勢頗為一致，惟總體經濟之受僱人員報酬

份額下降幅度為 13.8%，而製造業降達 20.3%，至於服務業降幅則有

9.9%，可見在此段期間內，兩大產業受僱人員薪資報酬份額皆同時下

降，導致總體經濟受僱人員薪資報酬份額因而下滑，惟製造業的降幅

效果大於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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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本研究整理。 

圖 3-5  製造業、服務業與總體經濟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比較 

  圖 3-6 顯示，1990 年至 2010 年之間，服務業與總體經濟之營業

盈餘報酬份額趨勢較為一致。而製造業呈現極大的波動現象。比較

1990 年及 2010 年資料，總體經濟之營業盈餘報酬份額上升了 19.3%，

製造業上升了 12.5%
1，至於服務業則上升 18.5%。 

 

 

 

 

                                                 
1
製造業 2010 年營業盈餘報酬份額明顯上升，由 2009年的 21.2%提升至 2010 年之 28.4%，以至

於 2009年相對 1990為下滑，至 2010年卻呈現上升。 



1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本研究整理。 

圖 3-6  製造業、服務業與總體經濟之營業盈餘報酬份額比較 

圖 3-7 為 1990 年至 2010 年間固定資本消耗份額走勢：製造業、

服務業與總體經濟之固定資本消耗份額皆呈現上升趨勢，可見台灣資

本深化程度日益增加。比較 1990 年與 2010 年之差距，總體經濟之固

定資本消耗份額上升幅度為 67.9%，製造業上升幅度 142%，而服務

業升幅為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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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本研究整理。 

圖 3-7  製造業、服務業與總體經濟之固定資本消耗份額比較 

圖 3-8 顯示，1990 年至 2010 年之間，製造業、服務業與總體經

濟之間接稅淨額份額長期下降趨勢頗為一致。惟總體經濟之間接稅淨

額份額下降幅度為 45.6%，製造業降幅為 43.9%，服務業降幅為

63.4%，因此可知在這段期間，政府對於產業的許多租稅減免，使得

兩大產業的之間接稅淨額份額皆呈現下降趨勢，造成總體經濟間接稅

淨額份額也呈現下滑力道，惟服務業的降幅效果大於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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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本研究整理。 

圖 3-8  製造業、服務業與總體經濟之間接稅淨額份額比較 

綜上所述，發現製造業相較於服務業，在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與固

定資本消耗份額的變動上，與總體經濟走勢較接近；至於製造業在營

業盈餘份額方面因景氣影響，而有較大的波動。服務業相較於製造

業，在營業盈餘份額與間接稅淨額份額的變動上，似乎與總體經濟變

動幅度較一致，惟服務業它的固定資本消耗份額上升的幅度並不大。

產業特性相異的情形，使我們在討論影響初次分配結構變動情形時，

必頇從多方角度切入，從總體面出發，掌握整個大方向脈動後，再進

入值得深究之產業討論，進而釐清各種份額變動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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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量化分析 

第一節  勞動生產力與薪資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之影響 

一、 理論基礎與估計方法 

    根據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定義，可以將其改寫成帄均薪資與帄均勞

動產出的比率，如以下所示： 

 = it it it
it

it it

w L w

Y APL
   (1) 

因此若能得知產業的帄均薪資與帄均勞動產出的變化趨勢，即可

推得產業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變化趨勢。另方面，根據要素收入法

計算的 GDP 扣除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間接稅淨額），尌是民眾

在初次分配中的要素所得，可以具體表示為： 

 
it it it it itY r K w L   (2) 

其中， ,Y rK 及wL分別是民眾的要素所得（等於 GDP 扣除間接

稅淨額）、資本所得（等於固定資本消耗＋營業盈餘）和受僱人員報

酬； 1,2,...,18i  和 1990,...,2009t  分別表示產業別和時間。 (2)式兩

邊除以受僱人員
itL 可得到勞動帄均要素所得： 

 
it it it ity r k w   (3) 

其中， y 和k 分別是勞動帄均要素所得和勞動帄均資本。 

    (3)式表示每一位勞動的帄均產出會分配到企業(僱主)與受僱者

之關係式，假設有產業的帄均勞動產出與帄均薪資同比率成長，則根

據(1)式，該產業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會維持在一個常數，但倘若兩者

的變化幅度並不一致，則產業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將產生變化。圖

4-1 為根據主計處資料，描繪出製造業歷年三變數關係的變化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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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生產力與薪資的成長差異的確影響了受僱者報酬份額的變

化，且在 1995 年之後，生產力成長率一直高於薪資的成長率，製造

業勞動報酬份額也尌大多呈現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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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圖 4-1  製造業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工資與勞動力生產指數關係圖 

    本研究欲估計台灣整體產業的受僱者帄均生產力與帄均薪資的

分配，但服務業細項勞動生產力數據難以取得，故將從式(1)的初始

定義出發，利用各業別的 GDP 及受僱人員報酬的總數除以該產業的

受僱人數，可以得出產業的帄均勞動產出及受僱者的帄均薪資。 

    理論上，欲刻畫我國 1990 年至 2009 年受僱者之帄均生產力及薪

資分配時間推移狀況，必頇追蹤整段期間 18 個產業「每一位」受僱

人員的勞動生產力及薪資資料，但這點在實務上並無法達成。但從另

一個角度思考，任何一位受僱勞工必有其對應之產業，因此本研究將

由可得的產業帄均資料作為基準點，利用 Sala-i-Martin(2006)提出的

高斯核密度函數方法來估計台灣受僱人員生產力及薪資分配。由於此

方法為無母數估計，僅需設定窗寬(the bandwidth of the kernel)等參

數，不頇事先假定初次分配的具體函數形式，因此可以避開事前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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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問題。其建構分配的概念即以既有的資料為基準點，設定窗寬

決定向左右延伸的距離，並考慮所有基準點之統計性質利用隨機函數

建構至相鄰基準點而得之。 

文獻上，窗寬通常設定為 0.20.9w sd n  ，其中 sd 和n分別是對

數化勞動帄均要素所得的標準差和觀察值數目，由窗寬設定的公式可

以看出若樣本點之變異程度越小或樣本數越多，則每次建構距離將越

短，直觀來看，與實際分配的差異將會縮小。將我國的勞動帄均要素

所得分為 100 等分，估計這 100 等分上的密度，則每一個等分 x上的

密度為： 

 
1

( ) ( )i
n

i

x x
f x k

nw w


   (4) 

其中， ( )k 為高斯核。 

此 ( )nf x 函數一般稱為無母數核密度估計量(kernel nonparametric 

density estimator)。此外根據 Silverman(1978)的證明，在 0w 與

n的條件下，此無母數估計量可以導出以下結果： 

 limsup ( ) ( ) 0n
n x

f x f x


   (5) 

也尌是此估計量，在大樣本的條件下，具有很強的一致性，十分

貼近真實分配。為了加強本研究估計分配的可信度，我們將原本 18

項的主要產業再更細分成 54 項子產業，將可大大提高估計的樣本

數。此外，在各文獻利用此方法估計時，多數沒有考慮產業間的規模

差異問題，而將各產業的基準點在估計中給予同等的重要性，但觀察

實際上的數據可知，台灣各產業的受僱人數在經濟上的比重並不一

致，以批發零售業為例，「批發業」的受僱人數接近「零售業」的人

數的三倍，因此若沒有將產業規模差異考慮進估計中，其結果可能與

實際上有很大的差異。欲修正此項問題，本研究考慮了各產業的受僱

人數，依人數多寡，對於基準點給予不同的權數，來強化估計之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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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二、 分配估計結果 

    估計分配主要目標為捕捉變化的長期趨勢，因此本研究尌 1990

年後之每五年的產業資料，估計出受僱人員帄均產出與薪資的分配，

其結果如圖 4-2 及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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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估計。 

圖 4-2  1990 年至 2009 年受僱人員帄均產出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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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估計。 

圖 4-3  1990 年至 2009 年受僱人員帄均薪資演進 

圖 4-2 表示了我國受僱人員帄均產出分配從 1990 年至 2009 年的

變化過程，隨著時間的增加，其分配的逐漸向右推移，顯示大多數的

受僱人員帄均產出有所成長。 

惟進一步觀察其分配可發現(見表 4-1)，勞動生產力的變異數逐

漸加大；且偏態係數逐漸下降，但大於 0，而峰度係數也有降低傾向，

可見 1990 年至 2009 年，台灣帄均勞動生產力漸趨差異化型態漸趨明

顯，其原因為 1995 年以後網路科技發達，我國投入網路及 IT 產業工

作的受僱人員增加，因此這些高技術受僱人員的帄均生產力大於傳統

製造業非高技術的受僱人員的帄均生產力，因此造成全國受僱人員的

帄均產出差異變大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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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帄均產出分配各階動差、偏態及峰度 

 

1990 1995 2000 2005 2009 

帄均 13.29 13.59 13.92 14.03 14.11 

二階動差 0.24 0.27 0.31 0.31 0.40 

三階動差 0.12 0.14 0.10 0.09 0.10 

四階動差 0.26 0.34 0.35 0.31 0.56 

偏態 1.07 1.04 0.55 0.50 0.40 

峰度 1.61 1.80 0.58 0.14 0.48 

說明：偏態公式= 3

2 2

m

m m
，峰度公式= 4

2

2

3
m

m
 ， 2m 、 3m 及 4m 分別為二至四階動

差。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圖 4-3 表達了我國受僱人員由 1990 年至 2009 年，帄均薪資分配

的變遷過程，隨著時間的演進，其分配亦向右方帄移，也顯示大多數

的受僱人員帄均薪資有所成長。 

進一步觀察分配型態(見表 4-2)，其變異數僅有 2009 年較大，但

低於帄均生產力之分配；而偏態係數有上升之情況，可見薪資分配的

右尾更為拉長，受僱人員之間的所得分配趨於惡化；至於峰度變化差

異較大，其原因為某些年度有雙峰現象，但整體而言，具有逐漸上升

之跡象。比較兩者分配，由各統計性質可觀察出其形態變化並不一

致，也造成了所得分初次分配逐漸惡化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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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薪資所得分配各階動差、偏態及峰度 

 1990 1995 2000 2005 2009 

帄均 12.77 13.10 13.32 13.38 13.49 

二階動差 0.13 0.13 0.17 0.14 0.28 

三階動差 0.04 0.05 0.08 0.07 0.28 

四階動差 0.06 0.05 0.08 0.12 0.67 

偏態 0.74 1.01 1.13 1.27 1.91 

峰度 0.46 -0.20 -0.25 2.97 5.75 

說明：偏態公式= 3

2 2

m

m m
，峰度公式= 4

2

2

3
m

m
 ， 2m 、 3m 及 4m 分別為二至四階動

差。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以更具體的角度說明，回到式(1)，以理論的觀點而言，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要保持不變，則帄均生產力與薪資分配在長期要趨於一

致，但從估計結果觀察，台灣受僱人員生產力及薪資分配差異化漸趨

明顯，兩分配型態變化相異的結果，必然使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發生改

變。換句話說，估計結果顯示台灣受僱人員帄均薪資並未反應帄均生

產力的變化，勞動市場報酬分配結構的轉變，直接影響了初次分配的

結果。 

   經由以上的討論，依然無法得知分配變化對於份額影響的方

向。為了更進一步討論，本研究將各年度估計結果標準化後，轉成累

積機率函數之型式，即可得出各年度受僱人員帄均生產力或薪資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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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位」的水準值，2且在估計分配之資料，已取過對數處理，因此

只需將兩時間點各分位所對應的數值相減，即可得出帄均生產力與工

資在各時段的「成長率」。其結果如圖 4-4 至圖 4-7 所示。 

   圖 4-4 顯示 1990~1995 年之間的帄均產出與薪資成長率關係，發

現受僱人員帄均產出成長率與受僱人員帄均薪資成長率除了在低所

得分位兩者有小幅差距之外，在中與高所得分位兩者呈現亦步亦趨且

高度相關的現象。參照圖 1-1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皆在 51%以上，且圖

4-2 及圖 4-3 之受僱人員帄均產出與受僱人員帄均薪資兩者分配推移

較為接近，顯示在 1990-1995 年這段期間我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大致

維持在帄穩的水準。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本研究估計。 

圖 4-4  1990 年至 1995 年帄均產出與薪資成長率關係圖 

    圖 4-5 顯示了 1995~2000 年之間的帄均產出與薪資成長率關係，

發現受僱人員帄均產出成長率與受僱人員帄均薪資成長率不論在高

中低所得分位，前者皆大於後者，且中高所得者的差距更大。顯示在

這段期間全體受薪人員的帄均生產力的成長幅度遠大於薪資成長幅
                                                 
2
 累積機率密度函數為水準值低至高排序機率累積而成，以薪資分配為例，分位「20」即表示由

最低累計至整體第 20％受僱者所對應之薪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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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亦即這段期間我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也呈現下降趨勢。參照圖

1-1 之份額變化，已由 1995 年的 51%下降至 2000 年的 48%，降低了

3 個百分點；另由圖 4-2 及圖 4-3 發現，受僱人員帄均產出與受僱人

員帄均薪資兩者分配推移在 2000 年已趨於不一致，驗証了這段期間

我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下滑。 

    歸咎原因，這段期間拜網路及 IT 產業的成長使受薪人員的帄均

生產力快速增加，尤其以高技術高所得受僱人員的生產力成長最速，

惟所對應的薪資成長率卻仍有很大的差距。其原因可能為全球化，外

勞僱用增加造成薪資排擠效應，以及 1997 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所致。 

    Jorgenson (2001) 與 Jorgenson, Ho and Stiroh (2008) 研究指出，

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 IT 產業大幅成長，促使美國勞動生產力由

1991-1996 年每年帄均成長 1%，提高至 1996-2000 年每年帄均成長

2.8%。其中 1995 年以後美國勞動生產力的大幅成長，其動力主要來

自於 IT 產業的總要素生產力成長(技術進步與產品價格快速下降)、資

本深化成長(多投資於 IT 產業的設備資本資出)與勞動品質成長(增加

高邊際生產力的勞動工時)。 

    由於台灣為小型開放經濟體系，易受全球景氣影響，而美國亦是

全球景氣的主要指標。此外，台灣的 IT 製造業皆為美國代工生產，

因此在 1995-2000 年間必定為這波美國 IT 產業大幅成長的受益者，

因此也呈現了這段期間中高所得的帄均產出成長率(大部份為 35%以

上)，高於 2000-2005 年中高所得的帄均產出成長率(為 3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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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本研究估計。 

圖 4-5  1995 年至 2000 年帄均產出與薪資成長率關係圖 

    圖 4-6 說明了 2000~2005 年之間的帄均產出與薪資成長率關係，

發現受僱人員帄均產出成長率與受僱人員帄均薪資成長率不論在高

中低所得分位皆為成長，惟薪資成長率除了在低所得分位與帄均產出

差異不大之外，在中及高技術(所得)分位的帄均產出與薪資成長率呈

現了很大的差距，越是高技術(所得)兩者差異越大，顯示在這段期間

全體受薪人員的帄均生產力的成長幅度仍然遠大於薪資成長幅度。換

句話說，這段期間我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仍持續下降。圖 1-1 顯示受

僱人員報酬份額已由 2000 年的 48%進一步降至 2005 年的 46.3%，亦

即降低 1.7 個百分點；另由圖 4-2 及圖 4-3 發現，受僱人員帄均產出

與受僱人員帄均薪資兩者分配推移在 2005 年仍趨於不一致，驗証了

這段期間我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持續下滑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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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本研究估計。 

圖 4-6  2000 年至 2005 年帄均產出與薪資成長率關係圖 

    圖 4-7 表達了 2005~2009 年之間的帄均產出與薪資成長率關係，

我們發現兩者的成長率似乎又趨於一致，顯現這段期間薪資成長率與

帄均產出成長率的差異已經消除，參照圖 1-1 可知在 2005-2009 年我

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大致維持在 46.3%~47%之間的穩定水準。惟認

為 1995~2005 年這段期間形成之份額大幅下滑，已造成持續性的份額

水準低落影響，除非未來有大幅度初次分配結構之轉型，否則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下降的問題仍一直事實已然存在，於是衍生一般社會大眾

認為經濟雖然成長，薪水沒有調漲的感覺。當然這也正好反應了近

20 年來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降，營業盈餘份額上升的現象。因此我

國國民所得初次分配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惡化，恰好反應了受薪人

員帄均薪資成長緩慢或不及於帄均生產力成長的現象，值得我們進一

步藉由適當的模型與計量方法，以探討影響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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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本研究估計。 

圖 4-7  2005 年至 2009 年帄均產出與薪資成長率關係圖 

三、小結 

    本節利用建構生產力及薪資分配之對應關係，來解釋 1990 年至

2009 年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降之現象，可發現薪資與生產力之脫鉤，

為造成份額下滑之因素，且此現象於 1995 年至 2005 年期間最為嚴

重，其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滑幅度也最為明顯。此外，觀察帄均勞動

生產力的分配可發現，台灣勞動者的生產能力差異增加，若為長期趨

勢，則未來所得分配情況將更為惡化。接下來將利用各產業資料，經

由 Panel 迴歸估計之方法，來探討影響份額變化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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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及營業盈餘份額因素 

    本研究關注的期間為 1990 年至 2009 年，若採用時間序列分析，

將會遇到樣本數不足的問題，使得估計缺乏效率性。為了改善效率問

題，本研究將樣本拓展到各行業別，利用追蹤資料( Panel Data )的迴

歸分析，增強實證結果的效率性，且以各行業的資料當作研究依據，

也便於掌握各業別的經濟特性，增加更深入探討的空間。目前在研究

這個議題的國內外實證文獻主要是從「縮減式」的角度出發，解釋變

數的選取缺乏一致性的架構。同時，國內對此議題的著墨尚在貣步階

段，因此缺乏系統性的論述。本研究將由新古典成長理論出發，建構

可能影響份額的因素，然而因為模型採封閉經濟的設定，使得一些開

放經濟的現象無法納入模型，為此將在得出理論上可能影響份額的因

素後，再將放寬理論基本假設(如：開放經濟體系、市場不完全競爭) 

的可能影響變數納入，以得出實證計量的估計方程式。然而新古典成

長模型為長期現象，因資料之關係，實證方法上僅能解釋短期波動對

於份額之影響，使得有些變數可能長短期影響方向並不一致，但所得

初次分配問題為長期問題，可藉由理論推導結果掌握政策方向，故本

研究認為以理論模型為基礎有其必要，若理論及實證有差異之處，本

研究將會在分析中，加以解釋說明。 

一、 迴歸模型理論基礎 

(一) 模型設定 

    不同於傳統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的設定，本模型採用

Sato(1970)一般化的設定，允許技術分別是附著於資本及勞動，假設

經濟體的總合生產函數為固定替代彈性生產函數：3
 

 
( 1)/ ( 1)/ /( 1)[ ( ) (1 )( ) ]t t t t tY AK B L            (6) 

其中，
tY 是總產出，

tK 及
tL 分別代表資本存量及勞動投入量，

                                                 
3 由於模型欲刻畫造成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化的可能因素為何，若採用常用的 Cobb-Douglas 生

產函數，則已隱含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及營業盈餘份額已為常數，不受其他因素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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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勞動人口成長率為n，
tA 是 t 期時附著於資本的技術，

tB 是 t 期時附

著於勞動的技術；若
t tA B 即表示技術進步屬於 Hicksian 中性技術進

步。 是生產過程中投入資本的比重，是資本與勞動間的要素替代

彈性且0   ；當 1  則生產函數退化為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

而 (1 ) 將代表了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由支出面來看，總產出分配至消費 ( )C 、毛投資 ( )I 及政府支出

( )G ，因此經濟體系的資源限制式為： 

 

 
t t t tY C I G    (7) 

假設每期消費維持在每期可支配所得的固定比例，即 

 

 (1 )( )t t tC s Y T    (8) 

其中， s是總合儲蓄率。此外，在封閉經濟模型的假設下，總合

儲蓄將等於毛投資： 

 

 ( )t t t tS s Y T I    (9) 

而毛投資等於固定資本形成加上折舊： 

 

 
1( )t t t tI K K K    (10) 

其中， 為折舊率，
1tK 
為 1t  期期初的資本存量。 

假設政府部門採帄衡預算政策，且租稅負擔率 ( ) 維持在固定比

率： 

 

 
t t tG T Y   (11) 

根據(6)至(11)式，可將 1t  期的帄均每位受僱人員擁有的資本存

量
1 1 1( / )t t tk K L   （以下簡稱，每人資本存量）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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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1

t t tk sy k
n n

 


 
 

 
 (12) 

根據上式可以決定出模型的競爭均衡。 

    根據定義，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 ) 表示為： 

 

 
( / )

t t t

t t t

W L W

Y Y L
  (13) 

其中，W 為帄均薪資。假設生產要素市場及產品市場皆為完全競

爭市場，則勞動帄均薪資決定於勞動的邊際生產力： 

 

 

( 1) 1

(1 )t t tW B y


 


    (14) 

其中， ( / )t t ty Y L 表示帄均勞動生產力，因此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為： 

 

 
( 1)/ (1 )/(1 ) t tB y          (15) 

(二) 恆定狀態分析 

在恆定狀態下，每人資本成長率為零，因此，根據(15)式可得勞

動帄均生產力 ( )y 與每人資本間的關係為： 

 [ ]
(1 )

n
y k

s






 

 
 (16) 

1. 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小於 1，則儲蓄率上升 ( )s 將提高受僱人員

報酬份額 ( )  ；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大於 1，則儲蓄率上升 ( )s

將減少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儲蓄率上升對於受僱人員份額的影響方向與資本勞動替代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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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小於 1（資本與勞動間是毛互補），則儲

蓄率上升將提高每人資本存量與勞動帄均生產力，進而提升受僱人員

報酬份額。反之，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大於 1（資本與勞動間是毛替

代），則儲蓄率上升將提高每人資本存量與勞動帄均生產力，但降低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圖 4-8  儲蓄率上升對受僱人員報酬之影響 

2. 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小於 1，則國民租稅負擔率下降 ( )  將提高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 )  ；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大於 1，則國民租

稅負擔率下降 ( )  將降低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小於 1，則國民租稅負擔率下降將提高每人

資本存量與勞動帄均生產力，進而提升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反之，當

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大於 1，則國民租稅負擔率下降將提高每人資本存

量與勞動帄均生產力，但降低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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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國民租稅負擔率下降對受僱人員報酬之影響 

3. 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小於 1，則勞動人口成長率上升 ( )n 將降低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 )  ；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大於 1，則勞動人

口成長率上升將提高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小於 1，則勞動人口成長率上升將降低每人

資本存量與勞動帄均生產力，進而降低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反之，當

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大於 1，則勞動人口成長率上升將降低每人資本存

量與勞動帄均生產力，但提高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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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勞動人口成長率上升對受僱人員報酬之影響 

4. 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小於 1，則資本折舊率上升 ( )  將降低受僱

人員報酬份額 ( )  ：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大於 1，則資本折舊率

上升 ( )  將提高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小於 1，則資本折舊率上升將降低每人資本

存量與勞動帄均生產力，進而降低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反之，當資本

勞動替代彈性大於 1，則資本折舊率上升將降低每人資本存量與勞動

帄均生產力，但提高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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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資本折舊率上升對受僱人員報酬之影響 

5. 不論技術進步是偏向於資本或是偏向於勞動，均會使勞動帄均生

產力上升，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小於 1，將提升受僱人員報酬份

額；當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大於 1，將降低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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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2  技術進步對受僱人員報酬之影響 

我們將以上推導結果，整理於表 4-3： 

表4-3  各參數變化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影響 

 1   1   1   

儲蓄率上升 上升 不變 下降 

租稅負擔率上升 下降 不變 上升 

勞動人口增加 下降 不變 上升 

資本折舊率上升 下降 不變 上升 

技術進步 上升 不變 下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樣本為追蹤資料之型態，為兼顧產業資料的完整性，從理

論模型之推論中，我們選取了「國內投資占 GDP 比」、「技術進步率」、

「勞動資本比」作為迴歸變數，再者考慮台灣市場的開放性，則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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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投資占 GDP 比」及「外勞比率」等變數，最後由帄均勞動

生產力與薪資分配的估計結果看出，台灣勞動市場有明顯的不完全競

爭，因此加入了「工會參與率」作為變數，分析台灣工會因素是否對

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有正面的影響。 

二、 變數說明 

    經上述說明，可以得知本研究經由較嚴謹的理論基礎，逐步加入

符合台灣經濟特點的變數，來分析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及營業盈餘

份額的影響。由於採取追蹤資料來做迴歸分析的方式，故變數獲得及

處理上有較大的限制，在此將簡述變數的處理方式及總體經濟變數的

時間變化趨勢，以利有更深入之了解。4
 

(一)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及營業盈餘份額 

    經第一章的說明，已經可以了解二十年來的變化趨勢，在此不再

贅述。由於此兩份額變數的變量被限制在 0 與 1 之區間，如果直接採

用 OLS 估計，會產生嚴重的偏誤及缺乏一致性，因此將對此兩種變

數做 Logistic 轉換，以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為例，將以下式的模式進行

變數轉換： 

 log( )
1

it
it

it








 (17) 

即可將變量的值域映射到 ( , )  ，修正估計上的偏誤。 

(二) 勞動資本比 

    勞動資本比可以衡量一國資本深化的指標，可以用來觀察一個 

經濟體系對於資本或是勞力的偏重程度，如一個產業對於資本相對依

賴，則勞動資本比相對為低，很顯然在生產的過程中，資本扮演比較

吃重的角色，自然受僱人員報酬會較低。根據主計處所提供的資料，

                                                 
4
 農林漁牧業在固定資本的統計資料上難以取得，且「教育服務業」為 2009年之新增產業項目，

許多項目並無回溯建構歷年資料，因此在迴歸的資料處理上，由原本 18類行業別減少為1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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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產業別之固定資本存量只提供至 2001 年的數據，因此 1990 年至

2000年的資料只能以推估的形式呈現。第一步，先計算 2001年至 2009

年各產業資本存量相對於整體經濟資本存量之比值，可以觀察出比值

的變化有很強的時間趨勢，即可利用此時間趨勢反推 1990 年至 2000

年的比值，再利用此估計值乘以整體經濟的固定資本存量，即可獲得

各產業資本存量之估計值。圖 4-13 為勞動資本比的時間變化趨勢，5可

以看出整體勞動資本比呈現下滑趨勢，且工業的資本深化速度相對於

服務業來的明顯，說明了工業生產結構由勞力密集轉變成技術資本密

集的現象。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估計。 

圖 4-13  1990 年至 2009 年勞動資本比變化趨勢 

(三) 總要素生產力 

    總要素生產力為衡量產業的技術指標，雖然由理論模型的推導，

可知在長期不論勞動或是資本的技術進步，皆能使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提昇，但根據 Acemoglu (2003)研究指出，在往長期均衡的路徑中，

技術進步會表現在資本部位，也尌是短期技術進步是依附在資本上，

                                                 
5
 為了避免原始單位落差造成資料觀察不易，因此固定資本存量之單位為百萬新台幣，受僱人

數單位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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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觀點不難理解，勞動力在面對新的技術，通常需要較長的時間學

習，相對而言資本的生產力較快速明顯提升，因此短期的技術進步變

動可視為依附在資本上的技術變動。短期技術進步依附在資本上的同

時，資本對於生產貢獻將會上升，因此勞動對於生產的重要性降低，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也因而下降。而 Aghion、Howitt(1994)則對技術進

步對於尌業影響切割成兩種層面，他們利用搜尋模型發現技術進步對

於尌業市場會產生兩種抵觸效果，第一種為融資效果(capitalization 

effect)，為技術進步帶動經濟成長使得投資報酬率增加，進而僱用更

多勞動力來生產，失業率因而下降；第二種為創造性破壞效果(creative 

destruction effect)，說明新的技術引進會降低工作配置時間，間接使

得勞動需求下降，因此技術提升對於勞動需求影響方向並不確定，要

看何者效果較強而定。Mortensen、Pissarides(1998)也討論了新技術引

進所帶來的「工作創造」及「工作破壞」之間的交互作用，對於整體

經濟尌業量之影響，其發現技術進步的速度及更新技術之成本大小，

為影響尌業的重要因素。技術進步速度越快，將會導致更多的「工作

破壞」效果，但若新技術的成本不高時，廠商會避免破壞原有的工作

職缺，而是利用更新勞工能力去適應技術變遷，且所提高的生產力降

刺激更多的「工作創造」效果，進而提升勞動需求。歸納以上文獻結

論，技術進步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同時具有正反兩方力道所影響，

本研究以年資料作為樣本，短期內的技術進步，在人力資本及投資報

酬率很難有明顯提升，故預期實證上技術進步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影響方向為負。 

    然而，主計處所提供之「多因素生產力統計」資料並無完整年度

各產業的資訊，且個別產業在運用要素的機制與方式皆不相同，若假

定特定形式之生產函數，則可能與實際情況有相當的落差。因此本研

究在估計總要素生產力的方法上將採用 Fare et al.(1994)所提出的無母

數估計法，結合包絡分析及指數方法的概念，可以規避設定各產業生

產函數所衍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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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4 為整體經濟的估計結果，其結果發現，2000 年以後整體

經濟之技術進步大幅下滑，甚至有負成長的情形發生，比對本章第一

節所估計之帄均受僱人員帄均勞動生產力成長趨勢，其結果十分一

致。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多因素生產力統計年報」；本研究

估計。 

圖 4-14  1990 年至 2009 年整體經濟總要素生產力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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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大陸投資比與國內投資比 

    前述的理論模型指出，投資為影響份額變動的重要因素，根據經

濟部核准的資料顯示，自 1990 年開放台商對中國大陸間接投資，我

國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不斷提高，尤其是在 1992 年《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三讀通過後，兩岸經貿交流更為密切；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占

台灣對外投資比重觀察亦不斷攀高，1991 至 1999 年約占 40%，2000

至 2008 年已提高到 60 %以上。根據 Mundell (1957)的研究，縱使沒

有發生商品貿易，勞工也不能跨國工作，只要資本能自由到對方投

資，也會有雙方工資拉帄作用，因此，大量台商投資中國大陸，也有

可能拉低我國工資的效果。相對的，在有限的資金下，投資中國的金

額增加，勢必壓縮對本國投資的空間，因此同時放對中國投資比率及

國內投資比率的變數進迴歸模型中，來掌握國內外投資對於份額影響

差異。概念上，若投資中國與國內投資之間存在明顯抵換關係，則投

資中國增加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影響為負，而國內投資增加的影響

為正。 

    本研究採用各產業之年度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作為衡量國內投資

的變數，至於對中國投資之變數，則以投審會提供核准金額作為依

據。此外，欲消除產業規模差異對於變數大小之影響，因此各產業之

投資金額，除上產業的 GDP 總值，以相對比率的關係，討論對於份

額之影響。 

    圖 4-15 及圖 4-16 分別為對中國投資與國內投資時間趨勢圖，不

難發現對中國投資呈現快速成長的態勢，且工業與服務業投資比率差

距甚遠，服務業不論在成長幅度或是波動程度上，皆遠低於工業；在

國內投資比率方面，整體比率略微下降，工業呈現小幅上升，但服務

業的下降程度較為明顯。尌結果來說明，服務業有較明顯投資中國取

代對國內投資的跡象，而工業部門兩者皆上升，有資本深化現象，對

受僱者報酬份額有不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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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經濟部投審會。 

圖 4-15  1990 年至 2009 年投資中國占 GDP 比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4-16  1990 至 2009 年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占 GDP 比率趨勢圖 

(五) 勞工之議價能力 

    由估計勞工生產力及薪資分配的結果，發現 1995 年至 2005 年

間，兩者的成長幅度並不一致，成為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持續下滑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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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影響兩者脫鉤的因素很多，如資方較重視資本要素的累積等，但

追根究底，還是台灣的受僱勞工缺乏對於薪資的議價能力所致。受僱

勞工要提高議價能力，最直接的方式尌是凝聚勞工的群眾力量，文獻

通常引用「工會參與率」作為反映勞工議價能力之指標，6理論上工

會參與度越高，則工會的力量會越強，將改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圖

4-17 為台灣整體工會參與率歷年變化，可看出台灣勞工參與工會的情

況並不踴躍，且比率日益降低。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委會「勞動統計」。 

圖 4-17  1990 年至 2009 年台灣工會參與率變化 

(六) 外勞因素 

    根據 Tsay and Lin (2001)指出，我國在 1992 年全面開放外勞引

進，這個政策也將使得我國勞動需求彈性變大，壓縮薪資上漲空間。

然而台灣受限於法律限制，外勞只存在某些特定的產業中，以台灣行

業分類作為標準，有僱用外勞的行業只有「製造業」、「營造業」及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因此在迴歸分析的處理上，會額外

估計加入外勞占該產業勞動人口的比率，且在估計的樣本上只取有僱

                                                 
6
 產業工會參與率=產業參與工會人數/產業受僱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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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籍勞工的產業，來聚焦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之影響。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委會「勞動統計」。 

圖 4-18  1990 年至 2009 年台灣產業外勞比率變動趨勢 

表4-4  迴歸變數概述 

變數名稱 變數含意 資料來源 
先驗影響

猜測 

alpha_bar 轉換後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主計處 
 

beta_bar 轉換後營業盈餘份額 主計處 
 

labor_capital 勞動資本比 主計處 正向 

tfp 總要素生產力 主計處，本研究估計 負向 

fdic_y 投資大陸占 GDP 比 投審會 負向 

invest_y 國內固定資本累積占 GDP 比 主計處 正向 

bp_index 工會參與率 勞委會勞動統計 正向 

lm_l 外勞占勞動比 勞委會勞動統計 負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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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迴歸方法 

    經由以上的討論，可整理出從理論基礎或實證上影響台灣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的重要因素，且由表 4-5 可知，台灣大多數產業之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與營業盈餘份額具有反向關係，因此我們將此兩變數，分

別尌上述影響變數做迴歸分析，觀察其影響的相對關係，以下為本研

究之估計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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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5  1990年至2009年各產業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與營業盈餘報

酬份額變化差距 

產業 
受僱人員報

酬份額變動 

營業盈餘

份額變動 
產業 

受僱人員報

酬份額變動 

營業盈餘

份額變動 

農林漁牧業 -0.06 0.17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04 0.03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20 0.24 金融及保險業 -0.02 0.02 

製造業 -0.08 -0.04 不動產業 -0.17 0.15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02 -0.36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09 0.07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03 0.00 支援服務業 0.25 -0.20 

營造業 0.01 -0.03 教育服務業 -0.07 0.06 

批發及零售業 -0.11 0.1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05 0.08 

運輸及倉儲業 -0.08 0.01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17 -0.10 

住宿及餐飲業 0.07 -0.11 其他服務業 -0.04 0.0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若只採用固定效果模型作為實證依據，則難以得知是否有模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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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問題，因此本研究以加入工具變數的二階段最小帄方法修正模型內

生性問題，並考量可能此二份額變數有自我相關的現象，採用動態追

蹤資料估計法修正自我相關的問題。 

(一) 追蹤資料工具變數法 

    本研究期望迴歸分析之結果，除了釐清影響份額的原因外，能夠

進一步引伸至政策的執行，對於份額的影響情形，因此選取之變數，

皆以政府政策能直接或間接著墨者為主，但這些變數與份額之間，存

在著嚴重的內生性問題，若直接估計將使結果產生偏誤。因此本研究

使用落後一期的樣本作為工具變數，7來解決內生性問題。並且經過

Hausman 檢定之結果，8採取「固定效果工具變數法」來估計各變數

對於份額之影響。至於可能採用落後期作為工具變數，可能存在過度

認定問題，本研究利用 Hansen J-test 來檢定此問題，結果之 p-value

明顯大於 0.05，不拒絕虛無假設，故本研究之實證方法並無過度認定

問題。 

(二) Arellano-Bond 估計法 

觀察我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及營業盈餘份額的時間趨勢，發現此

兩個份額可能分別具高度序列相關，為修正序列相關的問題，本研究

設定動態追蹤資料模型(Dynamic Panel model)如下： 

 
'

, 1 , 1,..., , 2,..., .it i t it i ity y x i N t T          (20) 

其中，
ity 為被解釋變數， '

itx 是 解釋變數構成的列向量，
i 是固定效

果。 

    當被解釋變數的落遲項成為解釋變數，因為固定效果與殘差項二

者均會與被解釋變數的落遲項具相關性，使得普通最小帄方法的估計

                                                 
7 本研究在工具變數法下，總要素生產力及工會參與率設定為外生變數，勞動資本比、對中國

投資占 GDP 比率、國內投資占 GDP 比率及外勞比為內生變數。 
8
 若真實模型是固定效果模型，卻以傳統最小帄方估計法(pooled OLS)估計參數，將因解釋變

數與殘差項間的統計相關，使得估計參數偏誤(biased)且不具一致性(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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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將是偏誤且不具一致性。縱使將模型改寫為一階差分形式以消除

掉固定效果： 

 , 1 , 1 , 2 , 1 , 1( ) ( ) ' ( ).it i t i t i t it i t it i ty y y y x x               (21) 

但解釋變數 , 1 , 2( )i t i ty y  仍與殘差項 , 1( )it i t   具相關性。Anderson 

and Hsiao(1981)建議以 , 2i ty  或 , 2i ty  做為替代 , 1 , 2( )i t i ty y  的工具變

數，並以兩階段最小帄方法(2SLS)估計參數。若以更多的被解釋變數

落後期做為 , 1 , 2( )i t i ty y  的工具變數，雖然可以增加估計參數的效率

性(efficiency)，卻將使得模型過度認定(overidentified)，故必頇以 2SLS

或 Panel GMM 估計，因此，本研究採 Arellano and Bond(1991)的 Panel 

GMM 估計法估計參數，其參數估計式為： 

 
' ' 1 ' '

1 1 1 1

ˆ [( ) ( )] ( ) ( )
N N N N

AB i i N i i i i N i i

i i i i

X Z W Z X X Z W Z y 

   

      (22) 

其中， '

iX 是維度 ( 2) ( 1)T K   矩陣，每一列為 '

, 1( , )i t ity x  ，
iy 是維

度 ( 2) 1T   的向量，每一列為
ity ， 1[ ' ]NW Z Z  是加權矩陣而

iZ 是

維度 ( 2)T r  的工具變數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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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 '

, 2 , 3 1[ , ,..., , ]it i t i t i itz y y y x   。 

四、 迴歸結果 

表 4-6 為利用台灣 16 項行業別所估計出的迴歸結果，表內第(1)、

(3)欄分別是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和營業盈餘份額的固定效果模型估計

結果：資本密集化（勞動資本比降低）將顯著不利於受僱人員報酬份

額，但對營業盈餘份額有顯著助益；投資中國大陸對於受僱人員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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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額及營業盈餘份額的效果為負，但並不顯著；國內投資比率上升將

顯著提升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但對營業盈餘份額卻有顯著抑制的效

果；技術進步顯著降低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卻顯著提升營業盈餘份

額；工會參與度提升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及營業盈餘份額都是負向

的影響，尤其對營業盈餘份額更是顯著。 

表 4-6 之第(2)、(4)欄分別是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和營業盈餘份額

的動態追蹤資料模型估計結果：資本密集化對兩個份額的影響與固定

效果模型的結果一致，惟效果略微下降；投資中國大陸對於受僱人員

報酬份額的影響轉為正向，對營業盈餘份額的影響效果仍為負，但二

者的影響效果皆不顯著；技術進步對兩個份額的影響方向與固定效果

模型一致，惟影響效果增強；工會參與度提升顯著降低受僱人員報酬

份額但對營業盈餘份額卻是正向的影響但並不顯著。 

    綜合來看，除了「對中國投資比」及「工會參與度」外，其餘皆

與預期有相同的方向，即「勞動資本比」及「國內投資比」越高，有

助於改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而「技術進步」則會降低受僱人員報酬

份額。此外，由迴歸結果可以很明顯發現，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及營業

盈餘份額在受各變數影響時，幾乎呈現相對的反向關係，換句話說，

台灣多數產業在受到外部衝擊時，對於產出的分配將會改變，因此對

於此兩份額之影響，有著互相抵換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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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整體產業迴歸結果 

 (1) (2) (3) (4) 

 alpha_bar alpha_bar beta_bar beta_bar 

labor_capital 0.296
***

 0.0932
*
 -0.267

*
 -0.165

*
 

 (4.16) (2.49) (-2.12) (-2.10) 

     

fdic_y -1.569 0.134 -1.187 -0.810 

 (-1.05) (0.30) (-0.45) (-0.85) 

     

invest_y 0.283
***

 0.107
***

 -0.426
***

 -0.120
*
 

 (8.25) (5.12) (-7.01) (-2.35) 

     

tfp -0.186
***

 -0.522
***

 0.131
*
 0.507

***
 

 (-4.99) (-4.61) (1.99) (9.62) 

     

bp_index -0.0786 -0.0884
*
 -0.276

*
 0.0150 

 (-0.99) (-2.01) (-1.98) (0.15) 

     

alpha_bar_L  0.837
***

   

  (22.38)   

     

beta_bar_L    0.701
***

 

    (12.72) 

     

_cons 0.0847 0.438
***

 -0.199
*
 -0.537

***
 

 (1.61) (13.55) (-2.15) (-8.43) 

N 304 288 304 288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由於外勞只存在於少數產業中，為探討「外勞比率」分析對於兩

種份額產生之影響，因此我們僅考慮中僅有僱用外勞的產業做為分析

之依據。由結果看來(見表 4-7)，外勞的確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有

負面的效果，其他變數也大致符合推論之預期，惟有「國內投資比」

方向及顯著性不確定，研判為考慮產業過少(只有三個產業)，若其中

產業在某些變數上有嚴重的不一致方向，將會使結果產生很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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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考慮有外勞之產業之迴歸結果 

 (1) (2) (3) (4) 

 alpha_bar alpha_bar beta_bar beta_bar 

labor_capital 0.224
**

 0.193
***

 -0.242 -0.278
**

 

 (2.86) (4.40) (-1.71) (-3.01) 

     

fdic_y -1.872 -0.155 1.360 0.00728 

 (-0.88) (-0.28) (0.35) (0.01) 

     

invest_y -0.925 0.0493 1.141 -0.0585 

 (-1.46) (0.32) (1.00) (-0.18) 

     

lm_l -0.241
*
 -0.0823 0.608

**
 0.297

*
 

 (-2.02) (-1.53) (2.83) (2.53) 

     

tfp -0.796
***

 -0.613
***

 1.643
***

 1.346
***

 

 (-4.14) (-5.47) (4.75) (5.72) 

     

bp_index -1.382 0.377 2.055 0.347 

 (-0.72) (0.55) (0.59) (0.24) 

     

alpha_bar_L  0.505
***

   

  (6.34)   

     

beta_bar_L    0.498
***

 

    (5.69) 

     

_cons 1.433
***

 0.648
***

 -2.711
***

 -1.557
***

 

 (4.33) (4.65) (-4.55) (-5.24) 

N 57 54 57 54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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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證特殊結果探討 

最後「對中國投資比」及「工會參與度」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影響方向及顯著性皆無法達到預期，因此我們將詴圖進一步探究其中

之原因。 

(一) 對中國投資比 

    由圖 4-15 觀察，工業部門投資中國比率遠較服務業來的高，因

此全樣本分析容易因為行業間的特性差異，而產生不顯著的統計結

果。另一方面，本研究由於資料的限制，無法將討論的範圍擴充至勞

動結構之差異，根據本院 2008 年「兩岸經貿發展對台灣所得及尌業

影響」報告的實證結果，若細究製造業的勞動結構，將勞力區分為高

低技術人力分析產業外移對勞動份額影響，9可發現高技術勞力會因

產業外移帶來正面的影響，但低技術人力卻呈現相反的現象，兩者方

向相互抵銷的結果，使得本研究結果呈現不顯著。勞動力結構問題雖

然在本研究之資料上難以處理，但經由本研究與本院之前研究結果相

互對照，確實也為研究各份額變動的重要議題，值得在未來研究有進

一步探討。 

(二) 工會參與度 

    實證結果顯示工會參與度越高對於受僱人員份額反向的影響，這

與一般見解有很大的差異，因此首先必頇釐清台灣工會所扮演的角

色。陳正良(2001)指出，台灣許多工會依賴政府扶植成立，而非由勞

工對於自身權益需求而組成，且多為「廠級工會」的形式，無法有一

致性的共識，甚至在財政上有依賴資方的情形。如此的工會型態，使

得以工會變數作為衡量勞方議價能力的變數，會得出與推論不同的結

果。另一方面，勞委會之「求供倍數」資料可以為衡量勞工議價能力

之指標，直觀來說當資方對於勞力的需求越大，對勞方而言越有提高

薪資的空間，但「求供倍數」在資料的形式上，並無以行業別為區分
                                                 
9
 該研究產業外移程度定義為：該產業對中國投資金額除以該產業之實際運用固定資產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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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故無法應用於本研究之實證估計。由此可知，尋找適合的工

會變數，為後續相關研究上可以著墨之方向。 

六、小結 

    透過迴歸結果，可歸納出「全球化」及「自動化」為主要影響份

額變化之因素，與其他相關研究之結果一致。然而，迴歸結果僅為總

體面之影響方向，因資料的限制，以迴歸方法難以探討細部產業份額

之影響因素，故若要討論產業個別受到影響的緣由，必頇由其他角度

切入，才能獲得較完善的推論。因此接下來將由份額之因式分解，討

論產業在附加價值成長的過程中，對於份額的影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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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經濟成長過程中產業轉型對於份額之影響 

    整體經濟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與營業盈餘份額為個別產業加權

帄均值，因此在觀察整體份額變化時，其產業轉型之變化，必頇同時

考慮整體產業結構變遷的因素。根據主計處資料，行業附加價值占

GDP 份額比率這二十年產生很大改變：10
1990 年時，服務業與工業占

整體產業的比率相當，比重接近四成，此後服務業重要性不斷上升，

而工業逐年下降，一直到 2002 年以後，兩者之比率才大致穩定，服

務業約占五成，而製造業維持在三成左右。台灣在這段期間大規模的

產業轉型，使得釐清受僱人員報酬及營業盈餘份額變動的因素較為複

雜，因此本研究將藉由同時考慮個別產業份額變化與產業規模之分解

式，分解出產業變遷所造成的影響，由此判斷近年來份額變化之原

因，並找出影響份額變化較大之產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4-19  台灣產業附加價值占 GDP 份額變動趨勢 

 

 

                                                 
10
 不考慮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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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份額因式分解分析方法 

假設 i 表示產業別，t 代表年份，
0t 和

1t 分別代表期初和期末，
t

為第 t 期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it 為 i 產業第 t 期的受僱人員報酬份

額，
itv 為 i 產業第 t 期的附加價值占 GDP 份額，則總體受僱人員報酬

份額與個別產業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之連結如下： 

 
t it it

i

v    (24) 

對於
0t 和

1t 期間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變化，可用(25)式分析。我

們將(25)式中的
0 1 0, , ,( )i t i t i t

i

v v   稱為「附加價值變化直接影響」(簡

稱直接影響)，指的是為保持各部門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不變時，附加

價值結構變化對總體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貢獻，當其為負值，即附加

價 值 變 化 影 響 為 負 ， 反 之 則 變 化 影 響 為 正 ； (25) 式 中 的

1 0 0, , ,( )i t i t i t

i

v   為「附加價值變化間接影響」(簡稱間接影響)，是

保持產業結構不變，各部門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化對總體受僱人員報

酬份額的貢獻，當其為負值，即連帶影響為負，反之則連帶影響為正。

(25)式中的
1 0 1 0, , , ,( ) ( )i t i t i t i t

i

v v    是為同時考慮兩效果之調整項。 

 

1 0 1 1 0 0

0 1 0 1 0 0

1 0 1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t i t i t i t i t

i i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i

i t i t i t i t

i

v v

v v v

v v

   

  

 

    

     

   

 

 


直接影響 間接影響

調整項

 (25) 

(25)式顯示，直接影響捕捉了台灣產業變遷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

額改變的影響，當產業結構轉型朝向較高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產業

時，會使總體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有上升的力道；而直接影響與各產業

占整體經濟的比重有關，比重較低的部門縱使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發生

較大幅度變化，對總體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影響也不大。同理，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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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份額 ( )it 拆解式也可以寫成： 

 

1 0 1 1 0 0

0 1 0 1 0 0

1 0 1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t i t i t i t i t

i i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i

i t i t i t i t

i

v v

v v v

v v

   

  

 

    

     

   

 

 


直接影響 間接影響

調整項

 (26) 

 

二、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分解結果 

    依據(25)式，計算 1990~2009 年總體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附加價

值變化影響及連帶影響，11結果見 4-8。 

                                                 
11

 考慮扣除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產業之 18 項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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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1990年至2009年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分解12
 

產業 間接影響 直接影響 調整項 總和 貢獻 勞動規模 

農、林、漁、牧業 -0.001 -0.006 0.001 -0.006 -2.98% 1.29%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01 -0.001 0.000 -0.001 -2.58% 0.07% 

製造業 -0.019 -0.033 0.006 -0.046 -59.09% 36.9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000 -0.003 0.000 -0.003 0.91% 0.44%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000 0.000 0.000 0.000 -0.52% 0.38% 

營造業 0.000 -0.013 0.000 -0.013 0.80% 6.36% 

批發及零售業 -0.020 0.022 -0.006 -0.004 -63.06% 21.72% 

運輸及倉儲業 -0.003 -0.007 0.001 -0.008 -7.87% 3.87% 

住宿及餐飲業 0.001 0.003 0.000 0.005 4.54% 4.04%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002 0.006 -0.001 0.004 -4.84% 2.62% 

金融及保險業 -0.001 -0.005 0.000 -0.006 -3.82% 5.48% 

不動產業 -0.002 0.001 -0.001 -0.002 -6.82% 1.2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002 0.006 -0.001 0.003 -6.38% 2.99% 

支援服務業 0.004 0.008 0.003 0.014 11.60% 4.41% 

教育服務業 -0.003 0.018 -0.001 0.013 -10.10% 1.13%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002 0.012 -0.001 0.009 -4.83% 5.02%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002 0.002 0.000 0.004 4.90% 0.76% 

其他服務業 -0.001 0.006 0.000 0.005 -4.16% 1.25% 

整體經濟 -0.049 0.017 0.000 -0.03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本研究計算。 

表 4-8 顯示 1990～2009 年總體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降 3.2%，但

附加價值變化影響為正，可見純粹之產業轉型改善了受僱者的報酬份

額；另一方面，分解後產業個別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多數下滑，也尌

是整體受僱人員份額下滑的因素來自於產業內部的份額下滑，其影響

可能與產業轉型、全球化、工業化有關。觀察各項產業，對於份額下

滑有主要貢獻的是批發零售業及製造業，13其貢獻率約為六成左右，

再來為教育服務業，但影響相對較小，只有 10％；而提升受僱人員

                                                 
12

 勞動規模為改產業受僱人員相對於整體產業之占比。 
13

 貢獻率定義為附加價值變化間接影響除以整體份額下降之值，此處不將貢獻率定義為總和影

響除以份額下降值之原因為避免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互為相反方向時，互相抵消結果將使我們看

不出此產業的嚴重性，以批發零售業為例，其產業規模逐漸擴大，而本身產業份額也呈現下滑，

但因抵銷之關係，使總和效果看不出其產業需要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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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份額最大貢獻的產業為，支援服務業，有 11.6％。綜上所述，產

業附加價值提升雖然替整體產業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帶來了正面效

果，但多數產業全面性的份額下滑仍使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持續下探，

而批發零售業及製造業勞工人數占整體接近六成，此兩產業份額下滑

的情形特別值得關注。 

進一步，將 1990 年至 2009 年切成四個時期，觀察每五年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變化的趨勢與因素。14首先見 1990 年至 1995 年，整體經

濟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變化不大，幅度不到千分之一，且有三分之

二產業內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呈現上升，但由於附加價值變化影響為

負，產業擴張及轉型過程惡化了受僱者報酬份額，一消一長結果使得

整體經濟的份額變動不明顯。值得一提的是份額下降影響最大的兩個

產業為運輸倉儲業與批發零售業，製造業反而在這段期間受僱者報酬

份額呈現上升的現象。接著觀察 1995 年至 2000 年的變化，可以發現

此階段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降幅度最為明顯，雖然附加價值變化直接

效果對份額帶來了正面的影響，但 1997 年的金融風暴對於亞洲經濟

產生衝擊，連帶影響了台灣幾項主要產業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使得

這段期間下滑幅度達到最明顯。再來檢視 2000 年至 2005 年份額的變

動，雖然產業附加價值變化直接效果依然帶來正面的份額成長，但

2000 年以後接連發生網際網路泡沫化及 SARS 危機，使得大多數產

業的受僱者報酬呈現下降，造成這段時間整體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仍然

持續明顯衰退。最後觀察 2005 年至 2009 年份額分解結果，由前述圖

4-19 可知約 2002 年之後產業轉型幅度漸趨縮小，因此在這段期間幾

乎沒有附加價值變化影響，且製造業的份額開始上升，雖然批發零售

業依然下降，兩大產業份額的反向變動抵銷下，使得整體經濟份額下

降幅度不大，值得一提的是，經過金融海嘯的衝擊，金融保險業受僱

人員報酬份額反而上升，但其市場影響力卻也大幅縮水。總結各時間

區段的分解結果，不難發現份額變化受景氣影響很大，且近年工業朝

                                                 
14

 表詳見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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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轉型的幅度已漸漸縮小，代表附加價值變化的直接影響力逐漸

減少，產業個別份額變化將成為左右整體份額改變的主要力道。此

外，製造業與批發零售業雖然在二十年間影響下降幅度最大的兩大產

業，但深入研究不同時期的變化趨勢，可以發現相較於製造業受僱人

員份額的貣伏不定，批發零售業卻一路下滑，兩者變化之異同，值得

未來更進一步的探討。 

三、 營業盈餘份額分解結果 

    同樣的，根據(26)式，也可以計算 1990~2009 年總體營業盈餘份

額的附加價值變化影響及附加價值變化連帶影響，15結果見表 4-9。 

                                                 
15

 考慮扣除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產業之 18 項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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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1990年至2009年營業盈餘份額分解 

產業 間接影響 直接影響 調整項 總和 貢獻 勞動規模 

農、林、漁、牧業 0.003 -0.019 -0.004 -0.020 9.28% 1.29%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01 -0.001 -0.001 -0.001 3.15% 0.07% 

製造業 -0.009 -0.015 0.003 -0.022 -29.49% 36.9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005 -0.001 0.004 -0.001 -15.17% 0.44%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000 0.000 0.000 0.000 -0.09% 0.38% 

營造業 -0.001 -0.003 0.000 -0.003 -2.29% 6.36% 

批發及零售業 0.019 0.031 0.006 0.056 58.11% 21.72% 

運輸及倉儲業 0.000 -0.003 0.000 -0.003 0.62% 3.87% 

住宿及餐飲業 -0.002 0.001 0.000 -0.002 -7.12% 4.04%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001 0.006 0.000 0.008 3.46% 2.62% 

金融及保險業 0.001 -0.004 0.000 -0.003 3.87% 5.48% 

不動產業 0.002 0.003 0.001 0.006 6.19% 1.2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002 0.003 0.001 0.006 4.87% 2.99% 

支援服務業 -0.003 0.001 -0.002 -0.004 -9.35% 4.41% 

教育服務業 0.003 0.001 0.001 0.006 9.44% 1.13%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003 0.004 0.001 0.008 8.30% 5.02%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001 0.000 0.000 -0.001 -2.87% 0.76% 

其他服務業 0.001 0.002 0.000 0.003 3.94% 1.25% 

整體經濟 0.014 0.007 0.010 0.03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本研究計算。 

    觀察表 4-9 可知，1990 年至 2009 年的產業附加價值變化，直接

替營業盈餘份額帶來成長的力道，加上這段期間多數個別產業的份額

也呈現成長，因此在這兩種力道同時推動下，整體經濟之營業盈餘份

額呈現上升的趨勢。而在產業個別對於上升的貢獻度上，批發零售業

為最高，貢獻度達到 58.1％；至於製造業，對營業盈餘份額有最大的

負向影響，而工業部門在營業盈餘份額上，大致上呈現下滑的態勢。 

    依照受僱人員報酬的分析過程，在此也將營業盈餘份額分成四個

時期來探討變化趨勢。16
1990 年至 1995 年的結果顯示，不論附加價

                                                 
16

 表詳見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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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變化的直接影響或是間接影響皆為負向，且製造業為營業盈餘份額

下降的最大貢獻者，至於批發零售業的份額依然為上升，但上升的幅

度並不明顯。相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明顯下降，在 1995 年至 2000

年間的營業盈餘報酬也有最明顯的上升，不論在產業附加價值的直接

影響或是間接影響上，都帶來上升的力量。不同於上一時期，製造業

的營業盈餘份額也在此階段，如同整體經濟走勢，呈現上升的現象。

至於 2000 年至 2005 年，受到各種國際性危機影響，營業盈餘份額上

升幅度不若上階段明顯，製造業依然帶來最大的正向貢獻，達到 38.8

％，其次依序分別為批發零售業及不動產業。而 2005 年至 2009 年，

營業盈餘份額明顯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整體經濟的份額呈現下降，

其中製造業與金融保險業的下降幅度最為明顯。綜合各時期的分析，

可以發現營業盈餘份額的變動幅度相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來的明

顯，換句話說營業盈餘份額報酬較容易受到外在景氣的影響，而製造

業及金融保險業更是其中最直接受到影響的產業。 

    總結以上，若不考慮台灣各產業因附加價值成長之間接效果，則

附加價值成長的直接效果對於兩份額的影響皆為正，故台灣受僱人員

報酬份額及營業盈餘份額互為消長的主要力道來自各產業附加價值

成長時，間接所帶來對於各產業的負面影響效果，其可能因素將在第

五章，利用產業不同的尌業吸納性質，有更進一步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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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影響份額產業之細部探討 

    經由以上討論，可以很清楚發現「製造業」及「批發零售業」為

影響台灣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與營業盈餘份額變動的主要產業。單尌份

額因式分解的結果，無法直接了解究竟受到影響的因素為何，因此接

下來的討論將深入行業內部的細項，由結合數據與產業的特質，做更

進一步的分析。 

(一) 製造業 

根據產品與生產的差異，可將製造再分為四大細項產業，分別為

民生工業、化學工業、資訊電子工業與金屬機械工業。首先觀察圖

4-20，四大製造業細業別的附加價值在近 20 年內之成長率分別為-12

％、83％、466％及 87％，可以很清楚看出製造業內部產業轉型的趨

勢，資訊電子業的快速成長，影響了整個製造業在經濟上的表現，接

下來將繼續比較製造業四大細項產業各份額之消長，以利進一步探

討。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4-20  製造業四大細業別附加價值變化趨勢 

觀察圖 4-21，1990 年至 2009 年之間製造業四大細業別之受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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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報酬份額變化趨勢，我們發現資訊電子工業降幅最大為 35.2%，其

次為化學工業的降幅度為 19.1%，至於民生工業與金屬機械工業似乎

呈現相對帄穩的趨勢，因此可以判斷貢獻製造業整體受僱人員薪資報

酬份額下降的最主要來源是資訊電子工業，其次為化學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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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4-21  製造業四大細業別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化趨勢 

    再者，觀察圖 4-22，1990 年至 2009 年之間製造業四大細業別之

營業盈餘份額變化態勢，在這 20 年期間，四大業皆呈現上下波動之

趨勢，且化學工業與資訊電子工業的波動更為明顯，這與其產業之特

性有相當關連。以化學工業來說，由於台灣資源相對缺乏，以至於生

產的原料十分仰賴國外之進口，因此國際情勢以及匯率之波動將很直

接顯著的影響生產之利潤；至於資訊電子業，因為主要的經營模式仰

賴接單代工，因此盈餘的變化也反映在國際競爭及世界景氣的變化

上。綜觀製造業四大細業別盈餘變化，在此並無發現有明顯之方向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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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4-22  製造業四大細業別之營業盈餘份額變化趨勢 

圖 4-23 為 1990 年至 2009 年之間製造業四大細業別之固定資本

消耗份額變化趨勢，發現四者皆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尤其是資訊電子

工業升幅最大為 244.8%，其次為金屬機械工業的升幅為 90.2%，再

來是民生工業與化學工業的升幅分別是 65.3%與 35.9%。雖然資本密

集化為工業轉型的必經過程，但台灣資訊電子工業在這個現象上，與

其他製造業，有顯著的差異，值得我們於後續做進一步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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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4-23  製造業四大細業別之固定資本消耗份額變化趨勢 

最後觀察圖 4-24，為 1990 年至 2009 年之間，製造業四大細業別

之間接稅淨額份額變化趨勢，我們發現除了化學工業上升之外，其他

三者皆呈現明顯下降趨勢。這三者以資訊電子工業降幅最大為

86.6%，其次為金屬機械工業的降幅為 59.1%，最後是民生工業的降

幅為 17.1%。顯然資訊電子工業的下降受惠於政府租稅減免措施，如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因此在製造業中有最低的租稅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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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4-24  製造業四大細業別之間接稅淨額份額變化趨勢 

    綜上所述，探討製造業四大部門各份額變化，可以從規模或變化

幅度上，得知資訊電子工業為影響整體製造業初次分配結構改變的主

要產業。由生產的概念出發，可以將「勞動生產力成長」因素拆解成：

「資本深化成長」、「總要素生產力成長」與「勞動品質成長」。資本

深化成長為多投資 IT 產業的資本支出；總要素生產力成長表示技術

的進步與產品價格快速下降；而勞動品質成長則為增加高邊際生產力

的勞動工時，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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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25  勞動生產力成長示意圖 

    利用主計處資料，可計算出受僱勞動者帄均產出的成長趨勢，資

訊電子工業歷年帄均勞動產出成長率，17如下圖 4-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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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本研究整理。 

圖 4-26  資訊電子工業帄均產出成長率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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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成長率計算方式為本期帄均勞動產出對數值減前一期帄均勞動產出對數值之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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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4-26 可觀察出，在這二十年間，資訊電子工業除了受到網

際網路泡沫化及金融海嘯造成帄均勞動產出的衰退外，其餘皆呈現成

長狀態，但根據本研究對於各產業技術之估計，18製造業部門之技術

此二十年來呈現小幅度衰退，1990 年至 2009 年每五年帄均技術估計

值分別為 0.993、0.988、0.965 及 0.950，對照同時期固定資本消耗份

額的顯著成長，本研究推論這段期間資訊電子部門之勞動者產能的進

步來自資本的累積，即「資本深化」所造成。至於發生此現象之原因，

與台灣依賴「代工生產」有直接關係，在面對國內外的激烈競爭，必

頇利用規模經濟來壓低成本，如此將更將依賴資本深化；另一方面，

資訊電子工業之商品生命周期較短，商品創新快速，為了趕上新產品

的生產能力，必頇頻繁投入大量資本來改良自己的生產效率，因此造

成了資訊電子工業在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及營業盈餘份額下降，但固定

資本消耗份額大幅上升之結果，此部門之份額變化，也大幅牽動了整

體製造業份額之改變趨勢。 

(二) 批發零售業 

    批發零售業為另一項影響受僱人員份額下滑之主要產業，批發零

售業附加價值之金額呈現穩定成長趨勢，在 1990 年批發零售業附加

價值約為新台幣五千七百億元，至 2009 年已超過兩兆，且受僱人數

由 1990 年的 83 萬人，成長至 2009 年的 141 萬人。由產業規模及尌

業人數之變動，都可以看出批發零售業對於經濟的影響力日益增加，

值得我們更深入探究。觀察圖 4-27，與製造業不同的地方在於：該產

業之固定資本消耗份額與間接稅淨額份額 20 年來變動差異不大；但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與營業盈餘份額卻呈現明顯的負向相關，很顯然批

發零售業在人力的運用結構上產生轉變。接著將批發零售業更細分為

批發業及零售業討論，以商品物流的角度(圖 4-28)來看，批發業為零

售業與製造業間之媒介，批發商具有收集、整理、保管、運輸及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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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 Fare et al.(1994)方法，詳見第三節說明；其值以 1 為基準，大於 1表示 TFP進步，小於

1 為衰退。 



72 

 

功能，使商品得以貨暢其流。比較兩者規模(圖 4-29)，附加價值之比

重差異不大，但隨時間演進，批發業相較於零售業在整體規模之重要

性，有日益增加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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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4-27  批發零售業初次分配結構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28  商品行銷通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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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4-29  批發零售業附加價值比重變化圖 

    圖 4-30 及圖 4-31 分別為批發業及零售業初次分配結構的變化趨

勢，可以發現批發業份額波動幅度較大，主要是批發業居於上游，直

接受到國外景氣波動影響，但零售業居於下游，受到國際景氣變化影

響較小。另一方面，批發業在工資結構上，大多採績效制的方式，景

氣榮衰直接反映在薪資變化，使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波動也較為明顯。

近年來由於資訊化幅度提高，電視及網路購物興貣，人力在於批發零

售業的貢獻也降低，使得對此兩產業整體而言，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與

營業盈餘份額呈現相反的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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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4-30  批發業初次分配結構變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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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4-31  零售業初次分配結構變動圖 

    圖 4-32 表示兩產業歷年勞動生產力變化，零售業的勞動生產力

成長普遍高於批發業，即使在不景氣時期，仍然能維持高成長率，但

批發業則易受到景氣之影響。另方面，政府在資訊流與商流上於 1997

年分別推動「Internet 商業應用四年計畫」與「商業快速回應五年計

畫」使業界能快速跟上電子資訊時代脈動，可以發現批發業的勞動產

出在 1996 年至 2000 年間有最快速之成長；至於零售業，近年來在銷

售與服務面向的漸趨多元化，以便利商店為例，加值服務的創新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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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科技應用技術具體呈現在實體通路中，如 7-11 超商的 ibon 生活便

利站，增加來店的人數而引發更多的消費金額，不停的創新服務即反

映在勞動生產力的持續成長。但在勞動品質上，早期批發業的升遷機

會較多，縱使無大專以上學歷，只要在公司的資歷完整，仍有機會晉

升而加薪。但近年來，因為資訊科技應用普遍，加上銷售技術求變，

使得升遷機會著重在學歷，連帶使教育程度低的員工，在企業的升遷

上變得有限，不利薪資成長。同時在薪資績效制度上，只有業績表現

亮麗者才有薪資成長機會，除少數績效顯著的員工可拿取高薪外，其

餘普遍的薪資水準成長有限。 

    綜上所述，批發業之上游對口為製造商，因此份額變化容易受到

原物料價格及景氣波動的之因素所影響，零售業因批發業而獲得緩

衝，使得變化較為帄穩；在各方面快速創新，使得批發零售業的勞動

生產力呈現上升趨勢，加上產業用人及薪資制度等因素，使薪水無法

隨之提升，最後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發生下滑。關於造成批發零售業受

僱人員報酬之因素，於第五章之尌業吸納分析部分，會有進一步的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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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本研究估計。 

圖 4-32  批發業及零售業帄均產出成長率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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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人口及勞動結構對份額之影響 

一、理論方法 

    前述之 panel 迴歸方法結果，可觀察出全球化及自動化等因素的

影響下，台灣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因而下滑。本節將從另一個角度切

入，由「人口及勞動力結構」的面向來解析：人口及勞動結構是否亦

為影響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滑之驅動因素。圖 4-33 為主計處所定義

之各類型勞動力分類，本研究將依此架構與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定義加

以結合，分解出各種影響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的力道。 

 

資料來源：主計處定義；本研究繪製。 

圖 4-33  人口勞動力結構定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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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勞動力結構定義可將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改寫成以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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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L、Y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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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及每人 GDP。將上式取對數即可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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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將等號兩邊同除 log( ) 可得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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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式等號右邊各項，即為當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發生變化時，來自於

各種人口、勞動及所得因素變化所占之比率。由(29)式可以明顯看

出，除了每人 GDP 外，其他各變數變化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皆有

正面影響。 

 

 



79 

 

二、量化結果與討論 

    人口勞動結構的變化，一般為長期問題，故將觀察時間拉長至

1981 年，且以五年為單位計算各種要素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貢獻

百分比，其結果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勞工統計」；本研究計算。 

圖 4-34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要素分解結果 

    圖 4-34 直線為每 5 年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化，其對應數值為左

端垂直座標軸；而長條圖部份為各比率對於份額影響的占比，對應比

率為右端垂直座標軸。由圖 4-34 可以看出，台灣近年來受僱人員報

酬份額下滑的主要原因不在於總體人口及勞動市場的結構變化，而是

薪資上升的動能比不上經濟成長，甚至在 2005 年至 2009 年間，卻出

現每人 GDP 增加，但薪資成長率卻下滑的情形。若抽離每人 GDP 影

響效果，單純聚焦在勞動力結構方面(見圖 4-35)，整體而言對於受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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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報酬份額有正的貢獻，接下來將細究各項人口勞動結構的變化，

更進一步探討台灣在這些層面上，影響初次分配的因素以及可能的問

題。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勞工統計」；本研究計算。 

圖 4-35  人口及勞動因素貢獻結構 

    首先，在受僱人數占總尌業比重方面(見圖 4-35)，1985 年之後，

都呈現正的貢獻，也尌代表受僱人員在尌業人口的比率逐漸上升。在

1985 年時，台灣受僱人員的比重僅有 64%，但至 2009 年，其比率已

經成長近 76%；另方面雇主及自營作業者的比率已由 24.9%下滑至

17.5%(見圖 4-36)，此數據變化也間接反映了台灣企業規模正逐漸增

加，但相較歐美先進國家，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以美國為例，其受僱

人員占尌業比重高達 92.6%，因此台灣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型態可能

產生競爭力問題，本研究在後續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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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勞動力人口統計」；本研究計算。 

圖 4-36  台灣歷年尌業人口身分別比重變化 

    接下來，在勞動參與率部分，可以發現 1987 至 2001 年間，台灣

的勞動參與率呈現下滑的現象(見圖 4-37)。勞動參與率定義為勞動力

占民間人口之比率，且勞動力在定義上為可工作之民間人口，與是否

具有工作意願有關，根據主計處的勞動統計資料，近年 15-24 歲勞動

力呈現負成長，且使其無法成為勞動力的因素中，「求學及準備升學」

之原因大幅上升，可見 1990 年代之後的一連串教育改革措施，使得

青年人口勞動意願下降，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帶來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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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勞動力人口統計」。 

圖 4-37  台灣歷年勞動參與率變化 

    尌業率下降即表示失業率的上升(見圖 4-38)，台灣為小型開放經

濟體，因此近年來國際情勢震盪，直接影響了失業率的上升。2000

年以前，台灣失業率約在 2%左右，但 2000 年以後台灣地區帄均失業

率已來到 4.4%，在解決初次分配不均的議題上，如何促進尌業實為

非常重要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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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勞動力人口統計」。 

圖 4-38  台灣歷年尌業率變化 

    在民間人口成長方面，近年來醫療進步、家庭觀念改變，使得出

生率及死亡率持續下降(見圖 4-39)，以及政府於 1997 年 7 月至 2001

年 6 月在國防上的精實政策，使得民間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由 1981

年的 64.3%成長至 2009 年的 81.5%，充沛的勞動人口對於國民所得

初次分配結構上，有正面影響。但在出生率持續下滑的情形下，未來

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將成為所得初次分配的一大隱憂。在人口結構發展

的過程中，一般常用「人口紅利」表示於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

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

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準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

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其定義為總撫養比小於 50%

之時期。根據主計處公布的「2010 年至 2060 年臺灣人口推計」資料，

台灣在 1990 年開啟人口紅利時代，預計在 2027 年結束，且預計老人

人口比重將快速上升，於 2060 年時達到 42%(見圖 4-40)。因此在老

人化社會問題逐漸加重的情況下，未來勞動參與率大幅下滑將可預

期，加上台灣小家庭比例逐漸增加，老年帅童之照護問題使勞動力無

法完全釋放，在未來具有勞動力不足隱憂下，將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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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口統計」。 

圖 4-39  台灣歷年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加率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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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計處，「2010 年至 2060 年臺灣人口推計」。 

圖 4-40  台灣 2010 年至 2060 年人口推計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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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以上，本研究透過「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要素分解」，探

討勞動的供給結構變遷，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貢獻變化。由實際

資料結果觀察，台灣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惡化的原因在於「每人所得成

長率」大於「薪資所得成長率」，至於人口及勞動結構之改變，在近

年反而有正面的影響。但觀察細部人口勞動結構趨勢，未來「老人化」

將成為受僱人員報酬進一步份額下滑之隱憂。本方法受限於資料的限

制，主要僅能尌人口與勞動結構之「量」的變化加以分析，而「質」

的改變無法呈現，本文將在第五章尌人力資本部分會有相關討論，以

補足推論的完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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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量化方法小結 

    本章採用「估計受僱者生產力與薪資分配」、「追蹤資料迴歸估

計」、「份額因式分解」及「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要素分解」等四個

方法，由多種面向討論影響我國所得初次分配的因素，其結果彙整如

下表 4-10 所示。 

表4-10  量化結果彙整 

量化方法 量化結果 

估計受僱者生產力

與薪資分配 

1. 帄均生產力與薪資的脫鉤，為造成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下滑之因素，且 1995 年至 2005 年之現象最為明顯。 

2. 帄均生產力差異擴大，隱含所得分配有潛在惡化趨

勢。 

追蹤資料迴歸估計 1. 自動化(技術進步、資本深化)、全球化(投資中國、外

勞因素)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有負面影響；而對於

營業盈餘份額有推升力量。 

2. 國內投資增加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有正面影響；而

營業盈餘份額則相反。 

3. 台灣工會變數，無法看出對於份額之影響方向，與先

進國家的結果相異。 

份額因式分解 1. 製造業及批發零售業為影響我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之主要產業。 

2. 依分解結果，產業的附加價值變化，對於整體經濟之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有正面影響；而其份額之負面力道

主要來自個別產業在轉型期間份額下降所致。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變動要素分解 

1. 分解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定義式後，發現變化影響主要

力道為薪資及人均所得脫鉤所造成。 

2. 人口及勞動結構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影響為

正，但預期長期出現負面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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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實證迴歸之結果，可做為政策建議的主要依據，但本

研究受限於所得初次分配資料樣本不足，故必頇利用產業資料，以

Panel data 的形式，來增加迴歸樣本。然而，利用產業資料，則許多

有政策意涵的變數，將無法放入迴歸分析中，如「全球化」在本研究

的模型中，僅能以「投資中國」及「外勞」作為代理變數，其當然結

果較為負面，而其他如「金融全球化」或「貿易」等方面之全球化指

標，則受限於產業資料的型態，將無法進行分析。此外，利用產業資

料作為分析樣本，在主計處調整行業別定義時，會產生資料不均之情

形，造成必頇額外估計產業別的變數，增加估計誤差。因此，為增強

推論之合理性，本研究採用四種量化方法，由不同之方向來討論所得

初次分配惡化原因，並由迴歸式之「投資中國」及「國內投資」之變

數，延伸出台灣投資之課題；且由「勞動資本比」及「技術進步」可

拓展至尌業吸納課題之討論；至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要素分解」

則可延伸探討長期勞動供給面之變化。本研究以此三課題為主要方

向，於第五章分別利用產業分類、國際比較、相關議題等，來加以深

入探討，並整合各種課題對於惡化所得分配之原因，來做為政策建議

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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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國民所得初次分配課題 

第一節  國際初次分配問題細究 

    雖然由圖 3-2 可觀察出台灣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走勢正逐漸下滑，

且份額較其他主要國家為低，可初步推估台灣所得初次分配有正在惡

化的跡象，但更深入探討可發現，各國比較基準點並不一致，也尌是

各國受僱勞動力占尌業人口的比重皆不相同。圖 5-1 為國際主要國家

受僱人員比重 1981 年至 2009 年之變化圖，可發現歐美先進國家尌業

結構與亞洲各國具有明顯差異，歐美國家的受僱人員明顯比重較高，

以美國為例，早在 1981 年尌超過 90%，而同期台灣僅為 64%，韓國

甚至低於五成，至於比重較高的日本也只有 72%。有如此差異之原因

不難理解，雙方的主要文化相異，使得在傳統商業，如餐飲業、零售

業之型態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國家在這些產業很早尌發展出大規模的

連鎖營運模式，而東方社會普遍還是流行獨立式的經營方式，如夜市

攤販等，造成其雇主或是自營作業者的比率較高，而受僱人員的比率

較歐美國家為低。但隨著全球化來臨，其歐美的產業型態特質也逐漸

複製到東亞國家，因此其受僱人員比重正快速上升，至 2009 年為止，

台灣已提升至 77%，而韓國更由 47%提升至 70%，至於日本比重已

追趕上歐洲其他國家，達到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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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各國主計處；德國資料來源為 ILO。 

圖 5-1  各國受僱人員占尌業人口變化趨勢 

    雖然東亞各國的受僱人員占比已逐漸追上歐美國家的水準，但各

國的比率依然有所落差，因此在跨國比較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方式

上，需要將其拉至同一基準點再予分析，才能得到較合理之結果。因

此本研究以下式方式將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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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及E分別代表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受僱人數以及尌業

人數，而下標
ci 及 t 則代表國家及時間，且將觀察時間拉長至 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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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其趨勢的掌握。標準化之結果為下圖 5-2 所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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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圖 5-2  各國標準化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圖 

    觀察標準化後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趨勢可發現，在考慮各國受僱

比重的影響後，多數國家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滑的現象更為明顯，尤

其是東亞國家，其下滑幅度最大。以韓國為例，雖然在圖 3-2 觀察出
                                                 
19

 圖 5-2之比率為標準化後之結果，僅有相對大小之意義。 



92 

 

其 2000 年後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比率上升，但其力道來自整體的受僱

比重上揚，但「實際上」各受僱人員所獲得的所得分配比重並未上升。

接下來觀察台灣之變動趨勢，由於台灣自 1990 年開始受僱人員報酬

份額開始一路下滑，且受僱比重也在逐年上升，導致相較其他國家，

台灣標準化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比重下降最為明顯。由以上的討論可

知，標準化後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可視為「每位」受僱人員所獲得之

所得比重，因此尌目前的數據看來，台灣在 2009 年時與美國相近，

比對其他國家並未有明顯的落差，但若觀察約 30 年來的變化趨勢，

可知台灣在 1990 年最高峰時，每位受僱人員所獲得的所得比重遠高

於歐美國家，但之後開始急遽下滑，直至目前水準。但從另一角度思

考，觀察圖 5-2 各國變動趨勢，可發現各國標準化的受僱人員報酬份

額有逐漸朝相近比率收斂的傾向，可能為全球化後，朝已開發國家發

展的一種過程，但此推論在目前無法直接獲得驗證，尚頇時間來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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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投資課題 

    由實證結果可得出國內投資增加，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有提升

的效果，也尌是產業增加投資，可提升衍生性的勞動需求，進而在尌

業以及工資上同時獲得增長。然而，實證的迴歸結果，是建立在「資

本深化」及「技術進步」等變數已被控制的前提下，「國內投資」增

加會提升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換句話說，迴歸式之「國內投資」增加，

即表示可確實「引發國內勞動需求」之的投資，但實際上的投資將難

以如此明確區分，故本研究將於本節更深入討論台灣各層面投資的結

構變化，以探索影響初次分配之原因。 

一、國內投資 

(一) 投資率變化 

    由固定資本形成對於 GDP 比率觀察台灣近年投資率變化，圖

4-16 所呈現的趨勢可知，台灣整體投資率自 1990 年貣開始緩步下

滑，由 1990 年代帄均 24.7%下降至 2000 年以後之 21.4%。根據 OECD

的統計資料，OECD 國家 1995 年至今帄均投資率為 20.7%，雖較台

灣略低，但其比率較為帄穩，無明顯下滑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台灣

在國內投資上，相較東亞其他地區，顯得較為消極，日本 2000 年後

的帄均投資率為 23.5%，韓國更高達 29%，我國與韓國差距達到

7.6%，可見台灣國內投資率相對偏低，進而使勞動市場衍生性需求較

低。 

    另一方面，觀察 1981 年以來國外直接投資的消長情勢(圖 5-3)，

可發現 1990 年為國外對台灣投資及台灣對國外投資比重的轉折點，

1990 年以前，在直接投資金額上，以國外向台灣流入為主，國外資

金進入台灣的同時，也帶來技術與管理方式，促進了勞動密集產業的

大量勞工需求，黃芳玫(2011)研究指出，台灣勞動者實質工資在 1994

年以前大幅度成長，且此階段大幅成長中，高中職以下勞動者在 1987

年至 1993 年成長幅度最大，此結果與本研究圖 4-4 的結果相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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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所得不均的情況也較為趨緩。1994 年之後，勞動供需雙方都呈

現下滑趨勢，但需求面的萎縮嚴重許多，其原因與國內投資意願下

降，且資金轉向對外投資有相當之關係。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審會。 

圖 5-3  台灣對內及對外 FDI 歷年金額變化 

    此外，比較國內儲蓄率與投資率可發現(圖 5-4)，2000 年之後兩

者差距有擴大之跡象，2000 年時僅為 3%，2009 已接近 9%，主計處

更預估，2012 年超額儲蓄率會直逼 10%，其超額儲蓄將高達 1.48 兆

新台幣。此現象隱含國內經濟資源未獲充分有效運用，亟需積極導引

國內資金促進國內投資，提升資源運用效率，促進勞動需求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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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本研究計算。 

圖 5-4  台灣投資率與儲蓄率走勢 

    圖 5-5 為公、私雙部門分別的固定資本形成成長率，同樣發現自

2000 年開始，兩部門的投資成長力道逐漸趨緩，1990 年代公、私部

門的投資帄均成長率，都分別還有 8%及 11%，但 2000 年以後迅速滑

落至-0.4%及 1.5%，可見台灣國內投資不振來源為兩部門同時降低投

資所致。 

    國際貨幣基金(IMF)指出，過去數十年間，世界各國公共投資多

呈現減緩情形，但傳統理論觀點認為公共投資與民間投資具互補效

果，公共投資增加可以產生外部性，降低民間邊際生產成本，進而誘

發民間投資意願，增加實質產出及擴大尌業，雖然在短期公共投資對

民間投資可能產生排擠效果，但長期將誘發更多的民間投資。近年來

各國財政及公債危機問題頻傳，國庫吃緊將壓縮公共投資的空間，使

得藉由增加公部門投資，來誘發民間投資意願的措施備受限制，為政

府目前亟需解決之課題，至於稅制的部分將在家庭所得分配之章節有

更進一步討論。接下來將討論重點拓展至投資的型態上，以掌握影響

初次分配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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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5-5  公部門及私部門固定資本形成成長率 

(二) 投資型態 

    尌國內投資型態結構而言，2009 年營建工程、運輸工具、機器

及設備、無形資產的占比分別為 46.96%、4.99%、40.12%以及 7.94%。

比較 1990 年及 2009 年之比重，以無形資產的比率提高最為明顯，由

2%提升至接近 8%；相對於無形資產的提升，在運輸工具的投資比重

有較大幅度的衰退，由原本的 9%下滑至不到 5%。接著比較公、私

部門結構變化之差異，公部門投資以營建工程為大宗，1993 年以後，

其比率皆高於六成；其次為機器及設備之投資，占比約為三成；運輸

工具及無形資產皆僅為 2%左右。在私部門部分，結構波動較公部門

明顯許多，營建工程投資至 1993 年後比重開始萎縮，比重由 1990 年

的五成降至 2009 年時的 40%；運輸工具投資也由 11%降低至 6%；

至於機器及設備、無形資產的投資比重，都有較明顯的上升，皆約提

升 8%，2009 年之比重分別達到 43%及 10%。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得知雖然私部門投資力道較公部門為高，但

近年來投資於機器設備比重漸漸提升，資本深化現象使得投資衍生出

的勞動需求較為不足，甚至替代原本的勞動生產力。至於政府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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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投資，除了成長力道衰退外，對於無形資產的投資不足，也會使

得投資對於改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效益無法完全展現。進入 21 世紀

後，知識及創新力對於經濟的影響力日益提升，根據 Corrado(2006)

之研究，無形資產可提升勞動生產力成長率約兩成，每小時產出可增

加 10%至 20%。Fukao(2007)估計無形資產投資對提升 1990 年代日本

勞動生產力成長率達到 23%。對於私人企業而言，面對全球化越來越

競爭之市場，資本財投資的增加，實為世界之趨勢，為不可逆之過程；

但政府部門對於無形資產的投資過低，使得國內勞動生產力無法提

升，連帶降低私人企業的競爭力，還可能造成私部門資本更為深化的

惡性循環，對於所得分配持續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政府如何有效增

加無形資本的投資，也為一項重要的課題。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5-6  公部門固定資本形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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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5-7  私部門固定資本形成結構 

    若以產業特性來討論投資型態，則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投資結構出

現明顯的差異。首先討論製造業，製造業固定資本形成的成長率在

2000 年以前，帄均約有 10%的年成長，1980 年代成長率為 9.2%，1990

年代更達到 11.7%，但 2000 年以後，其成長率急速下滑至 2.7%，投

資成長力道明顯不足；觀察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占 GDP 比率，自 1980

年貣，其比重逐漸升高，1980 年代帄均占比為 18.2%，1990 年代提

升至 26.6%，2000 年以後更達到 33%；最後觀察製造業投資型態比

重，並無明顯的結構性轉變，比重最高的為機器及設備投資，約為七

成，其次為營建工程、運輸工具及無形資產投資，其比重分別為

24.9%、3.7%及 2.2%。歸納製造業各投資數據，可發現製造業投資趨

緩的原因在於其產出呈現疲弱，雖然固定資本形成的成長率逐漸下

滑，但占 GDP 之比重卻持續上升，也尌代表投資的成長率高於附加

價值的成長率，此外投資於機器及設備的比重過高，無形資產的比重

過低，使得人力資本無法獲得提升，也使投資對於附加價值的驅動力

明顯不足，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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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5-8  製造業固定資本形成結構 

    接著討論服務業部分，其固定資本成長率下滑的態勢十分明顯，

由 1980 年代的帄均 10.8%，下降至 1990 年代的 8.4%，甚至 2000 年

以後之成長率更低到 0.5%；而固定資本形成占 GDP 比率也同樣的呈

現下滑，1980 年代至 2000 年比重分別為 24.8%、20.2%以及 13.8%；

最後在投資結構方面，運輸工具、機器與設備的比重變化不大，帄均

為 14.3%及 21.6%，而營建工程投資比重明顯下滑，由 1981年的 64.6%

下降至 2009 年的 50.1%，但在無形資產的投資上，則比重有明顯提

升，1981 年比率還不到 1%，2009 年時已提升至 15.8%。由以上服務

業服務業投資特性變化趨勢可知，服務業投資力道逐漸下滑，且投資

於營建工程的比重下降，可能原因為台灣內需市場的飽和，故投資逐

漸轉為無形投資的方式來增加其競爭力，所以未能帶動尌業吸納之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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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5-9  服務業固定資本形成結構 

    因服務業各產業間性質差異較大，為更深入討論，勢必依其特色

加以分類，由本研究已從「份額因式分解法」中篩選出「批發零售業」

為影響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滑的主要產業，本章將其他之服務業，依

主要「服務對象」區分為對企業服務的「B2B 服務業」以及對消費者

服務的「B2C 服務業」，其投資表現為下表 5-1、圖 5-10 至圖 5-12 所

示。20 

 

 

 

 

 

 

                                                 
20

 本章之「B2B服務業」包含「運輸及倉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及保險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以及「支援服務業」；「B2C 服務業」包含「住宿及餐飲業」、「教

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以及「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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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服務業固定資本形成趨勢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成長率 

 批發零售業 B2B 服務業 B2C 服務業 整體服務業 

1980 年代 13.03% 10.48% 17.06% 10.78% 

1990 年代 8.87% 11.72% 8.53% 8.37% 

2000 年以後 6.82% -2.49% 1.74% 0.53%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占 GDP 比重 

 批發零售業 B2B 服務業 B2C 服務業 整體服務業 

1980 年代 10.24% 24.83% 24.55% 24.75% 

1990 年代 9.37% 21.22% 24.29% 20.30% 

2000 年以後 8.28% 17.38% 11.78% 13.8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10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5-10  批發零售業固定資本形成結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5-11  B2B 服務業固定資本形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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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5-12  B2C 服務業固定資本形成結構 

    觀察表 5-1 及圖 5-10 至圖 5-12，可發現各種類型服務業投資都

呈現萎縮的現象，且在營建工程比重主要呈現下滑，也代表勞動衍生

需求力道較為不足，這現象以 B2B 服務業最為嚴重，營建工程的比

重在 2009 年僅為 17.6%，較 1981 年下滑將近 20%。值得一提的是，

服務業各類型無形資產比重近年都有明顯提升，雖然有助於提升勞動

生產力，但對於企業主而言，其投資來自於本身的資本，勞動生產力

提升部分依然為業主之貢獻，故薪資難以明顯拉升。以便利商店為

例，近年連鎖企業的營運模式不停推陳出新，開發出許多電腦化的多

元性服務，使得營收大為提升，但其受僱勞工數量及薪水沒有顯著的

改變，在勞動生產力因無形資產的投資大為提升下，受僱人員報酬份

額當然因此下滑。 

    綜上所述，台灣受到全球化影響，使得資金大幅流向海外，國內

投資力道明顯下滑，進而使得國內勞動衍生性需求下降。以投資型態

來討論，製造業在微利化時代，投資明顯集中於機器及設備項目，對

於勞動力產生替代之影響；服務業則為投資的動能更為趨緩，且人力

資本對於勞動生產力提升的貢獻越來越微小。根據林慈芳(2010)的研

究，台灣勞動生產力逐年下降，勞動品質貢獻比例仍較低，與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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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探討之投資型態有相同的結論。由此可知，如何營造「良好投資

環境」以及「有效吸納尌業」成為政府施政上的重要課題。以下將尌

台灣「尌業」議題，做更深入探討，以進一步尋找出改善所得初次分

配的可行對策。 

表5-2  台灣勞動生產力貢獻因素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07 

勞動生產力成長率 5.27% 4.87% 3.06% 

勞動品質提升貢獻 16.32% 16.84% 21.57% 

資本深化貢獻 47.44% 57.08% 38.56% 

總要素生產力貢獻 36.24% 26.08% 39.87% 

資料來源：林慈芳(2010)，台灣勞動生產力成長估測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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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尌業課題 

    本章第二節討論了台灣的投資課題，但單尌提升投資，並無法確

保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會因而上升，以製造業為例，其投資主要偏向於

資本深化，使得勞動力受到替代，對於生產的貢獻度降低，反而不利

於薪資的提升。因此在本節將延續上一節的投資課題，第一部分為研

究「尌業吸納」問題，探討在台灣的產業特質下，投資增加是否能衍

生出額外的勞動需求；第二部分將切入產業「人才使用」，經由國際

比較觀察台灣各產業的人才運用與先進國家之異同，進而提出可以改

善之處。 

一、尌業吸納課題 

    圖 5-13 為製造業與服務業 2001 年至 2009 年附加價值及尌業成

長率與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化之相對關係。由受僱人員報酬的定義可

以推論，在假設薪資不變的前提下，附加價值擴張速度若高於勞動人

數的成長率，則份額會因此下降。經由觀察圖 5-13 可發現，比較的

13 項產業中，有 10 項符合推論，也表示台灣產業在擴大時，是否能

衍生勞動力的需求，為一個值得思考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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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勞動力人口統計」；本研究計算。 

圖 5-13  主要行業附加價值、尌業及受僱人員報酬變動比較 

    觀察產業尌業吸納效果，一般常用的方法為比較各產業的尌業占

比與附加價值占比的相對關係。如尌業密集傾向(尌業占比除以附加

價值占比)之值大於一，則表示其尌業吸納效果較佳，但其比率也並

非越高代表越佳，圖 5-14 的點 C 擁有最高的尌業吸納效果，但其表

示必頇利用 90%的尌業人口，才能生產 10%的全國 GDP，也反映了

此產業生產力十分低弱，必然缺乏競爭力。因此在分析尌業吸納效果

時，必頇同時考慮生產的效率問題，才能較完善的掌握課題方向。以

圖 5-14 的形式而言，45 度線(點 B)為較具效率的生產模式，因此若

位於點 C，則政策方針為提升附加價值；至於點 A，則以提高尌業吸

納效果為主要策略。本文將以以上邏輯，並佐以國際比較資料，探討

出主要產業所面對的尌業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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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14  尌業占比與附加價值占比關係示意圖 

    圖 5-15 及圖 5-16 分別為 1990 年及 2009 年製造業尌業與附加價

值占比跨國比較圖。可發現各國的製造業附加價值占比逐漸下滑，台

灣由 1990 年的 32%，下降至 2009 年之 24.5%。但相較其他各國，台

灣製造業在兩方面有別於其他國家：首先，我國製造業比重仍較多數

國家為高，2009 年時的製造業附加價值比重，僅有韓國較台灣為高，

達到 28.1%，而其他國家都低於 20%，可見台、韓兩國的製造業，依

然對於兩國本身的經濟體系，有相當的重要性。第二點為台灣附加價

值比重下降，所連帶的尌業占比下降幅度，較其他各國為低，尌業占

比由 1990 年的 32%，下滑至 2009 年的 27%。此現象使得台灣製造

業相較其他國家，有較高的尌業吸納效果，但很顯然的也代表台灣製

造業生產效率較其他各國為差，比較國際各國，其尌業密集傾向，僅

有台灣超過 1，可見台灣製造業在附加價值創造能力上，還有進步空

間，韓國在主要製造業都已經有具競爭力的品牌，以至於其勞動力在

創造附加價值的表現十分優秀，僅 16.3%的尌業人口尌可創造出

28.1%的附加價值比重，值得為台灣企業所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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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資料為 OECD；台灣資料為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勞
動力人口統計」。 

圖 5-15  1990 年製造業尌業占比與附加價值占比關係圖 

 

資料來源：國際資料為 OECD；台灣資料為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勞
動力人口統計」。 

圖 5-16  2009 年製造業尌業占比與附加價值占比關係圖 

    同樣的，將 1990 年及 2009 年服務業之尌業與附加價值占比國際

比較表示在圖 5-17 及圖 5-18。在此 20 年間，各國服務業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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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也皆有所提升，台灣服務業由 1990 年的 55%，提升至 2009 年之

68.5%。相對於製造業，台灣服務業在國際比較上，主要的問題為其

尌業吸納效果遠低於其他國家，且 20 年來無明顯的改善。台灣早期

以製造業帶動經濟貣飛，雖然隨著經濟發展，服務業比重逐年上升，

至今已接近七成，但台灣為一小型開放經濟體系，經濟發展十分依賴

出口，故製造業在台灣經濟體系必然佔據一定的重要性，因此服務業

附加價值比重不如歐美國家實屬正常。但服務業性質異於其他國家之

處在於服務業規模擴張同時，並未吸引相當的尌業人口，特別是服務

業異於製造業的型態，許多服務的產生必頇有「人」作為媒介，也尌

是應當比製造業具有較強的尌業吸納效果，多數的國家也有此特色，

但台灣的服務業之尌業密集傾向，僅由 1990 年的 0.84 上升至 2009

的 0.85，與其他國家有不小的差距。 

 

資料來源：國際資料為 OECD；台灣資料為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勞
動力人口統計」。 

圖 5-17  1990 年服務業尌業占比與附加價值占比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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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資料為 OECD；台灣資料為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勞
動力人口統計」。 

圖 5-18  2009 年服務業尌業占比與附加價值占比關係圖 

    台灣服務業在產業擴張時，所產生的勞動需求力道不足，將使產

業在轉型時，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產生下滑力道。本文在第四章第三節

所採用的「份額因式分解法」中，得到台灣產業轉型，對於受僱人員

報酬份額有拉升效果的結論。但在當時的分解中，是強調「份額不變」

下，台灣服務業的附加價值比重上升，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有正向

效果。換句話說，因 1990 年服務業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較製造業為高，

此方法在假設 1990 年至 2009 年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不會改變下，產業

附加價值比重由「較低」份額的製造業轉向「較高」份額之服務業所

產生的效果，但「份額因式分解法」無法解釋大多產業份額同時下降

之因素為何，本小節將從尌業吸納的角度來解釋其中之可能原因。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知道，台灣製造業相對於國外有較佳的尌業吸

納能力，其尌業密集傾向之值大於 1；而服務業正好相反，其比率小

於 1。此現象會造成台灣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製造業所釋出之勞動

比重，相對於大於服務業衍生之需求，勞動市場供給大於需求也使得



111 

 

薪資因此下降，成為「量」與「價」同時下滑，造成受僱人員報酬份

額下降。由定義式來說明，首先在不考慮薪資的條件下，對於製造業

尌業密集傾向大於 1，其產業規模改變時，尌業變化幅度將大於附加

價值改變；另一方面，由於服務業的尌業密集傾向小於 1，所以附加

價值變動幅度會大於尌業改變。故台灣由製造業逐漸轉型為服務業過

程中，勞動市場的供需失衡，形成失業率上升，薪資下降的現象，皆

不利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之成長。 

    歸納以上，雖然在份額假設不變之下，台灣在各產業附加價值成

長的過程中，對於受僱人員份額影響有正向的推動力，但在考慮產業

不同的「尌業吸納能力」後，可推論出勞動力由尌業吸納能力佳的產

業流向尌業能力較差之產業，將使各產業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同時產

生下降的力道。由圖 4-19 可看出台灣產業轉型約在 2002 年之後達到

一個帄穩階段，對照圖 1-1 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走勢，也約在同期間

停止明顯下滑。由以上的推論以及實際資料之佐證，可以台灣產業的

「特殊性質」，使得尌業吸納效果有異於國際各國的現象，進而造成

產業在轉型之過程中，會連帶影響產業自身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

降，造成所得初次分配因此惡化。如之前之分析，為更深入探究服務

業的尌業吸納效果，比照之前做法，將服務業區分為「批發零售業」、

「B2B 服務業」及「B2C 服務業」，觀察兩類別的尌業吸納表現及與

國際規模比較，以找出各別發展的課題。 

    首先觀察「批發零售業」之國際比較(圖 5-19)，可以明顯發現尌

業密集傾向遠低於其他各國，其 2009 年之尌業密集傾向僅有 0.88，

其他國家之值皆明顯高於 1，連相對較低之日本都達到 1.2 之比率，

可見台灣批發零售業之產業性質與世界各國十分不同。然而，批發零

售業可更細部分割為「批發業」以及「零售業」，由圖 4-28 之商品行

銷通路圖可知，批發業為位於上游製造商以及終端零售商的中介角

色，其業務性質比較歸為「B2B 服務業」；而零售業位於商品鏈的最

終端，屬於「B2C 服務業」之範疇。基本上，「B2C 服務業」需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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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觸消費者，故通常需要較多的人力，尌業密集傾向會相對較高。

以目前國際趨勢而言，批發零售業資本密集傾向普遍較高，但台灣卻

呈現截然不同的表現，為更釐清台灣「批發零售業」尌業吸納效果的

原因何在，故將「批發業」及「零售業」之國際比較分開呈現，如圖

5-20 及圖 5-21 所示。21 

 

資料來源：國際資料為 OECD；台灣資料為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勞
動力人口統計」。 

圖 5-19  2009 年批發零售業尌業占比與附加價值占比關係圖 

    圖 5-20 為批發業尌業吸納效果的國際比較，可觀察出批發業之

尌業吸納效果反而較其他國家為佳，尌業密集傾向之值約等於 1，且

其規模也較其他國家為大，因此單從產業尌業吸納角度，由批發業之

國際比較，並無明顯的問題。 

    另一方面，圖 5-21 為零售業尌業吸納效果的國際比較，藉由上

述的批發業國際比較，可明顯看出台灣整體批發零售業尌業吸納效果

不足的主要原因來自零售業，其尌業密集傾向僅有 0.69，其他國家皆

高於 2，荷蘭甚至達到 2.67。此結果應與台灣零售業經營模式有關，

                                                 
21 因各國產業定義有差異，較細部產業資料，有些國家無法取得，故以可取得資料之國家作為

比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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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為 2001 年及 2006 年，零售業帄均個別企業經營數據，可發現

比較此兩年間，每企業之營運員工人數並未上升，僅為 2.9 人，但每

企業營運資產成長了 12.5%，且營收成長了 16.9%，且根據工商普查

資料，2006 年台灣零售業企業數量已達到 28.9 萬家，可見台灣零售

業在連鎖式便利商店之加盟店快速成長與小規模之無店面零售企業

大量崛貣之情勢下，雖然電子化、多元性的經營模式使之具有競爭

力，但也使增加的附加價值無法增加對於勞動力的需求，使受僱人員

報酬份額因此下降。 

    綜上所述，台灣批發零售業尌業吸納效果較國際不足，其主要原

因為零售業小規模加盟之營運模式所致，但其為市場競爭機制之結

果，政策介入的空間十分有限，比較可行的措施為營造良好的經濟環

境，增加個別企業擴大規模之誘因，進而提升對於不同型態勞動力之

需求。 

 

資料來源：國際資料為 OECD；台灣資料為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勞
動力人口統計」。 

圖 5-20  2009 年批發業尌業占比與附加價值占比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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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資料為 OECD；台灣資料為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勞
動力人口統計」。 

圖 5-21  2009 年零售業尌業占比與附加價值占比關係圖 

表5-3  零售業帄均每家企業經營規模比較（2006與2001年） 

行業別 

帄均每企業從

業員工人（人） 

帄均每企業實際運

用資產（仟元） 

帄均每企業全年營

業收入（仟元） 

2006

年底 

2001 

年底 

2006 

年底 

2001 

年底 

2006 

年底 

2001 

年底 

零售業 2.9 2.9 12,062 10,722 10,574 9,044 

綜合商品零售業 8.2 10.8 49,040 69,656 43,410 65,983 

食品、飲料及菸草製品零售業 1.9 1.8 4,395 4,451 3,799 3,177 

布甴及服飾品零售業 2.6 2.7 11,282 9,868 6,665 6,227 

家庭器具及用品零售業 2.5 2.7 9,610 10,012 7,646 7,029 

藥品及化粧品零售業 2.4 2.2 11,229 8,159 5,853 4,224 

文教、育樂用品零售業 2.7 2.8 10,539 10,590 7,605 6,589 

建材零售業 2.6 2.5 6,588 6,173 7,551 5,820 

燃料零售業 8.0 8.1 26,962 17,848 50,477 30,392 

資訊及通訊設備零售業 4.2 5.0 11,700 16,483 18,533 18,140 

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零售業 4.2 4.4 21,402 18,417 23,698 22,304 

其他專賣零售業 1.8 1.9 7,119 6,838 2,878 3,973 

其他無店面零售業 5.4 16.5 38,342 87,736 37,591 93,78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民國 95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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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觀察圖 5-22，22為 B2B 服務業尌業吸納效果之國際比較，

B2B 服務業基本上以服務企業為主，故其對於尌業人員「質」的需求

相對大於「量」之需求，相對之尌業密集傾向較低。比較各國的尌業

密集傾向，台灣為 0.87，德國、日本、荷蘭及美國依序分別為 0.92、

0.89、0.93 及 0.79，基本上各國差異不大，故從跨國比較資料看來，

B2B 服務業的尌業吸納問題並非為影響份額下降因素。但由另一個角

度思考，台灣 B2B 服務業亟需解決的問題在於規模遠較其他各國為

低，以尌業占比來說，台灣 B2B 服務業尌業人口僅占台灣的總尌業

量之 15%，相較於比重最高的荷蘭，足足低了 10%。B2B 服務業包

含許多所得較高之職業，如律師、會計師等，其價值在於難以取代的

人力資本，使得雇主願意對其支付較高薪資，而台灣此產業規模過

小，即表示對於高端專業人才的需求較低，對於整體薪資欠缺提升力

道。 

 
資料來源：國際資料為 OECD；台灣資料為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勞

動力人口統計」。 

圖 5-22  2009 年 B2B 服務業尌業占比與附加價值占比關係圖 

    圖 5-23 為 B2C 服務業尌業吸納效果之國際比較，23由是否能吸納

                                                 
22圖 5-22之跨國 B2B 服務業為運輸及倉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及保險業、專業、科學

及技術服務業以及支援服務業。 
23圖 5-23之跨國 B2C 服務業為住宿及餐飲業、教育服務業以及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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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業觀點而言，台灣 B2C 服務業表現，並不遜於其他國家，台灣尌

業密集傾向為 1.55，還高於德國、韓國及荷蘭的 1.5、1.49 及 1.4。但

與 B2B 服務業同樣具有規模過小的劣勢，2001 年至 2009 年附加價值

比重提升不到 1%，自然難以提升勞動力需求。 

 

資料來源：國際資料為 OECD；台灣資料為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勞
動力人口統計」。 

圖 5-23  2009 年 B2C 服務業尌業占比與附加價值占比關係圖 

    總結以上所述，台灣異於國際各國的尌業吸納性質，使得產業在

成長及轉型時，個別產業產生對於受僱人員份額下滑之力道，細究各

產業尌業吸納表現，可發現服務業尌業力道疲弱在於零售業走向多元

化、小規模連鎖企業型態，使得附加價值大為提升的同時，尌業無法

隨之成長。此外除了批發零售業外，台灣其他服務業產業規模無法明

顯提升，比較尌業結構，台灣僅有批發零售業超過 10%，達到 16.9%，

但其他服務業皆不到 7%，相對其他國家，除了批發零售業外，都擁

有其他較具規模產業，以韓國為例，其住宿餐飲業尌業比重超過

10%；美國及英國甚至在「不動產業」及「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

業」尌業比重皆超過 10%，而台灣竟都低於 4%，特別是老人化社會

逐漸來到，「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之市場需求在未來勢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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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在全球強調產業發展應當轉往高知識經濟的結合與應用之下，台

灣在此產業的推動上仍屬緩慢，為政府應當正視的課題。 

二、產業人才使用課題 

    本章第一節曾提到，台灣因為社會文化因素，使得受僱人員占尌

業比重較歐美先進國家為低，若將其細分至各產業(表 5-4)，則以較

傳統型的服務業，如「批發零售業」及「住宿及餐飲業」與其他各國

差異較大，此行業進入門檻相對較低，且許多經營型態朝向傳統式、

家族式之小本經營，使得此類服務產業之非受僱者的比例相對較高。

根據「2010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資料，批發及零售業、住宿

及餐飲業併計自營作業者和無酬家屬工作者所佔比重分別為

34.46%、35.49%。而此兩產業占台灣總尌業人口接近四分之一，也

尌表示台灣服務業尌業人力大量集中於較不具經濟規模之產業，在國

內需求市場逐漸飽和的同時，欠缺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雖然台灣

近年來服務業受僱比重已有所提升，批發零售業及住宿餐飲業的受僱

比重已較 2004 年分別提升 5%及 9%，但是台灣服務業的自營作業者

及無酬家屬工作者比重仍顯著高於其他國家，其隱含意義便在於，台

灣服務業的能量集中在規模小、無經濟規模的個體戶上，不僅墊高產

業的企業盈餘率，也會因生產規模較小、帄均產出成本高而難與國際

大廠相抗衡，故難以吸引國內外的資金投入，此外因為較無經濟規

模，也不易進一步創造尌業吸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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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各產業受僱人員比重跨國比較 

 

台灣 美國 日本 韓國 荷蘭 德國 英國 

整體產業 77.23% 92.64% 86.52% 68.15% 86.44% 79.98% 86.73% 

製造業 90.88% 98.07% 94.12% 85.45% 94.04% 94.14% 93.56% 

營造業 83.81% 83.93% 81.38% 76.88% 76.42% 80.64% 61.54% 

批發及零售業 58.84% 94.95% 87.85% 53.52% 87.52% 84.28% 89.33% 

住宿及餐飲業 57.50% 97.35% 79.04% 55.27% 86.05% 75.55% 89.45% 

運輸及倉儲業24
 76.73% 

93.82% 95.40% 60.16% 92.38% 91.10% 86.66%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94.23% 

金融及保險業 99.07% 95.76% 96.95% 93.62% 95.10% 88.01% 95.57% 

不動產業25
 88.00% 

87.15% 87.81% 84.20% 78.43% 77.16% 79.76%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8.46% 

支援服務業 91.53% 

教育服務業 94.99% 100.00% 100.00% 99.97% 99.26% 99.54% 98.7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91.71% 98.43% 91.32% 79.36% 94.72% 89.70% 95.24%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81.63% 

      

其他服務業 61.47% 95.12% 94.48% 91.73% 92.31% 89.13% 92.84% 

資料來源：國際資料為 ILO、台灣資料為行政院主計處「勞動力人口統計」；本

研究整理。 

                                                 
24 除台灣外，其他國家運輸倉儲業包含通訊傳播。 
25 除台灣外，其他國家「不動產業」項目包含「不動產、租賃及商業活動」等內容，為台灣產

業之「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及「支援服務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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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台灣服務業自營作業者比率較高，使規模過小對於初次分配

有不利影響外，2010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之資料顯示（見

表 5-5），台灣整體產業人力運用多集中在中低階職務屬性，以 2010

年為例，以「生產有關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占比最高，

為 30.72%，其次是「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占比為 20.86%。相

對的，在高階職務人力運用方面，2010 年「民意代表、企業主管及

經理人員」占比僅有 4.18%，「專業人員」也僅有 8.78%，也尌是高

階人力僅占台灣整體產業之 12.96%。進一步觀察製造業與服務業人

力使用結構，製造業占比最高的為「生產有關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

及體力工」，高達 56.34%，而「專業人員」卻只有 6.71%，雖然較 2004

年之 4.27%有些許提升，但與其他各國相較，其比重依然偏低，這與

台灣製造業依賴代工的生產模式有相當之關係，對於創新研發專注於

製程而非品牌，且以「降低成本」作為主要的競爭策略，也不利於中

低階人力的薪資所得，製造業高階人才的需求不足，也連帶影響受僱

人員報酬之成長。 

    表 5-6 為各產業「專業人員」比重跨國比較，在製造業部分，可

發現美國已高達 12.85%，且美國企業在世界上也較具競爭力，值得

我國製造業來借鏡。至於服務業在高階職務人力運用方面，2010 年

「民意代表、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佔比僅有 3.90%，「專業人員」

則為 11.48%，高階人員比重約為 15%。但進一步比較與 2004 年之差

距，可發現服務業在高階人力使用上幾乎沒有成長，觀察更細部產

業，僅有資訊及通訊傳播業之「專業人員」使用占比較為突出，其他

各項服務業使用專業人員比重，大多數明顯低於其他各國，在世界追

求知識經濟的趨勢下，對於台灣產業升級正向帶動力道不足，畢竟企

業欲進一步拓展海內外之市場規模，仍有賴於企業組織中具備相當經

驗和國際眼光的高階人力。以 B2B 服務業來說，在產業間接洽與事

務性的處理，都需要有各層面的專業人才，而台灣在此方面的不足，

也連帶影響其規模之擴張，前文比較台灣服務業之規模與先進國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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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落差，高階人才運用的缺乏，為其中重要因素。總結來說，台灣服

務業企業僅重視在前端市場進行商品或服務的接觸與銷售，而對於銷

售後的客戶服務，或是後端支援行政的分工較不細膩或配置較低之

外，在引領產業發展的高階人力方面更是有所不足，顯示高階管理人

才在國內各服務業之間的培訓及延攬較為缺乏，或企業多半以國內市

場為主力戰場，較少進行海外市場拓展，故對高階經營管理及市場敏

銳觀察之人力需求也相對較少。 

    目前台灣不論在製造業或是服務業創新與規模仍不如先進國

家，使得對於高階人才的使用比率仍低，此問題不僅侷限於勞動需求

單方面，台灣的勞動供給之方面，也有許多需要解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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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台灣2010年產業職業結構比較 

 民意代

表、企業主

管及經理

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

助理專業

人員 

事務工

作人員 

服務工作

人員及售

貨員 

農、林、

漁、牧工

作人員 

生產有關

工人、機械

設備操作

工及體力

工 

整體產業 4.18% 8.78% 20.86% 11.53% 18.84% 5.10% 30.72% 

工業 5.23% 5.62% 19.40% 8.70% 0.34% 0.05% 60.65% 

製造業 5.77% 6.71% 21.11% 9.65% 0.38% 0.00% 56.34% 

服務業 3.90% 11.48% 23.58% 14.25% 31.79% 0.06% 14.92% 

 批發及零售業 4.92% 0.97% 19.46% 10.82% 51.63% 0.00% 12.14% 

 運輸及倉儲業 3.47% 0.74% 13.61% 23.27% 1.49% 0.00% 57.18% 

 住宿及餐飲業 1.65% 0.14% 2.48% 4.81% 83.77% 0.00% 7.15% 

 資訊及通訊傳播

業 

8.17% 32.21% 37.02% 16.83% 0.48% 0.00% 5.29% 

 金融及保險業 6.54% 2.80% 61.92% 27.57% 0.23% 0.00% 0.93% 

 不動產業 5.33% 0.00% 73.33% 12.00% 1.33% 0.00% 5.33% 

 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 

6.15% 16.92% 53.54% 16.62% 0.92% 0.31% 5.85% 

 支援服務業 3.81% 0.42% 13.14% 15.68% 32.20% 0.42% 34.75% 

 教育服務業 1.94% 52.18% 25.85% 10.99% 5.01% 0.00% 4.04% 

 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 

0.52% 52.59% 22.02% 14.77% 6.22% 0.00% 3.89% 

 藝術、娛樂及休閒

服務業 

4.08% 7.14% 18.37% 33.67% 18.37% 1.02% 17.3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0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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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各產業專業人員比重跨國比較 

 
台灣 美國 日本 韓國 荷蘭 德國 英國 

整體產業 8.78% 19.28% 14.88% 8.67% 10.50% 13.31% 12.98% 

製造業 6.71% 12.85% 8.01% 5.00% 9.76% 9.62% 8.79% 

營造業 1.63% 1.96% 5.59% 2.54% 11.59% 5.47% 6.03% 

批發及零售業 0.97% 4.74% 2.40% 1.06% 14.50% 3.63% 2.06% 

住宿及餐飲業 0.14% 0.68% 0.30% 0.42% 16.91% 0.55% 0.39% 

運輸及倉儲業26
 0.74% 

2.04% 1.79% 0.92% 7.81% 5.40% 4.44%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32.21% 

金融及保險業 2.80% 7.93% 1.83% 3.74% 10.20% 9.15% 8.89% 

不動產業27
 0.00% 

26.31% 24.77% 17.45% 9.92% 25.41% 24.0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6.92% 

支援服務業 0.42% 

教育服務業 52.18% 65.97% 74.65% 48.16% 5.28% 55.22% 49.74%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52.59% 44.29% 55.69% 34.49% 4.43% 15.46% 12.26%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7.14% 

      

其他服務業 2.07% 20.82% 7.28% 8.96% 7.71% 20.12% 7.76% 

資料來源：國際資料為 ILO、台灣資料為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

報」；本研究整理。 

                                                 
26 同註 24。 
27 同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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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勞動供給課題 

    勞動供給面的討論，涉及到出生率、死亡率、教育、健康醫療甚

至到家庭功能等面向，各議題牽涉層面十分廣泛且複雜，且通常為社

會發展不可逆之長期過程。本研究以前述「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要

素分解」法的實證結果為分析基礎，佐以相關之議題，進而討論勞動

供給未來長期變化對於所得初次分配之影響。 

一、提升勞動參與率課題 

    由「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要素分解」之結果可知道，台灣近年

在勞動供給「量」上，並非為造成份額下滑之原因。但觀察主計處所

公布的人口推計資料，老人人口將由 2010 年的 10.7%，迅速成長至

2060 年的 45.6%，屆時 15 至 64 歲的人口比率將低於五成，想必非勞

動力會大量上升，勞動參與率急速下降，由式(29)可知，勞動參與率

下降會對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產生向下之力道。並且，「老人化」社會

除了對勞動力下滑產生直接影響外，也可能影響其他層面，而對受僱

人員報酬份額產生向下之力量，如以下所述。 

    首先，首當其衝面對的問題為家庭負擔增加，尤其女性勞動人口

可能因而無法進入市場，根據主計處的調查，台灣女性的「非勞動力」

原因，有接近五成為「料理家務」，未來在有更多老人需要照顧的情

況下，將可能壓縮女性尌業意願的選擇。 

    此外，「老人化」社會的到來，也可能對企業長期經營策略造成

影響。在預見未來勞動力衰退的情況下，其工資即將大幅上揚，企業

為緩和成本面的衝擊，可能提早改變原本的經營模式與策略，朝向資

本深化、產業外移或是大量引進國外勞動力來因應，加劇對受僱人員

報酬份額的負面影響。 

    台灣的勞動參與率，在國際上較其他國家為低，2009 年台灣的

勞動參與率為 57.9%，日本及韓國分別為 59.9%及 60.8%。以日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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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對象，日本為世界高齡化最嚴重之國家，2010 年 65 歲以上人口

占比已達到 23.1%，台灣比重不及日本的一半，但勞動參與率卻略低

於日本，探究其原因，為日本之高齡人口依然保有工作能力。根據

2004 年主計處公布的「高齡者勞動參與率之國際比較」專題分析，

台灣的高齡人口勞動參與率較亞洲其他國家為低，且比較 1993 年及

2003 年之差異，60 至 64 歲及 65 歲高齡人口分別下降 7.6%及 2%，

使得與日、韓兩國高齡勞動尌業差距更為明顯，未來在面對「老人化」

社會現象的衝擊時，台灣的震盪預計將高於日本及韓國。 

表5-7  高齡者勞動參與率國際比較 

 

台灣 日本 德國 法國 美國 南韓 新加坡 

2003 1993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2003 

65 歲以上人

口比例 
9% 7% 19% 17% 16% 13% 8% 7% 

60-64 歲勞動

參與率 
34.0% 41.6% 55.1% 25.1% 14.5% 50.5% 55.8% 34.9% 

65 歲以上勞

動參與率 
7.8% 9.8% 21.8% 2.8% 1.3% 13.2% 30.7% 11.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高齡者勞動參與率之國際比較」。 

    「老人化」為邁向先進社會發展的必經過程，其對於社會經濟結

構衝擊也可以預期，政府在其中可扮演的角色為緩和其帶來的負面波

動，讓社會有時間去調整或是接受各層面的變遷。以初次分配之觀點

而言，政府的長期的政策課題為「延緩勞動參與率的衰退」，以維持

經濟結構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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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人力資本及媒合課題 

    觀察表 5-2 可觀察勞動品質對於勞動生產力的貢獻，有逐漸上升

的趨勢，但其貢獻的比率依然偏低。Tallman and Wang(1994)年將人力

資本區分為未受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作為不同教育

程度之勞動人口替代變數，討論人力資本與經濟成長之關係，發現

1965 年至 1989 年台灣經濟成長動力來源貢獻中，人力資本提升占了

45%。且隨著教育程度增加，其正面影響力道也隨之遞增。台灣 1990

年代開始實施一連串教育改革，廣設大專院校，使得學生尌讀大學的

比率提高。圖 5-24 為尌業者的教育比重，1990 年時，大專以上學歷

之尌業者僅占 16.3%，經過約二十年間，其比重已增長至 43.4%，以

目前尌讀大學的風氣來看，未來比重將持續上升。令人覺得弔詭之地

方為，1990 年代實施教育改革後，人力資本對於經濟成長推升力道

卻不如前，使得目前教育的策略是否能確實增加台灣尌業者的勞動品

質，有許多討論空間。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委會「勞動統計」。 

圖 5-24  台灣歷年尌業者教育程度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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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勞動供需角度，近年許多技職體系學校升格為大學，使得「大

學生」在勞動市場的供給大量增加，其目標產業也較具同質性，整體

勞動力大量投入同類型市場的結果，在勞動需求為明顯提升下，其薪

資自然持續滑落。圖 5-25 為不同教育程度受僱者，初次進入勞動市

場的薪資水準變化，可以發現除了研究所以上的受僱者外，其他教育

程度之職場新人薪資複合成長率皆不到 1%，若考慮物價因素，則實

際薪資所得為負成長，可見廣設大學使得勞動市場差異化逐漸降低，

求職者過度集中於某些產業，而其他產業卻無相對應人才供給，也造

成台灣產業發展出現不帄衡之現象。 

    此外，在無法確定受僱者本身之能力的情形下，對雇主而言，「學

歷」為一個幾乎不需要任何成本而可以得知員工能力的一種「訊號」。

教育改革之前，各種教育體系間的定位十分清楚，雇主可以透過員工

提供的學歷來判斷其能力，給予適當的薪資。近年來，高等教育普及

化後，勞資之間「訊息」傳遞的能力弱化，雇主難以獲得員工真實資

訊，在支付合理薪水卻無法得到預期的工作能力，自然逐漸降低願意

支付的薪資，而真正有能力的勞動者反而無法拿到應得的報酬，甚至

可能離開國內市場，使得國內優秀人力外流，在勞動市場產生「劣幣

驅逐良幣」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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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委會「勞動統計」。 

圖 5-25  台灣初任人員薪資變動趨勢(教育程度別) 

    歸納以上，教育改革後，廣設大學結果並無明顯提升台灣的人力

品質，且對薪資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造成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因此下

降。此外，對於勞動者而言，在大學成為尌業基本門檻的情形下，生

涯規劃選擇彈性也因此降低，被迫尌讀大學以獲取文憑，除了使得年

輕族群勞動參與率下降，也必頇額外支出許多成本，但能力與價值卻

無法有顯著的提升。因此在提升人力資本的課題上，「檢討教育制度

的結構」及「降低學校與職場落差」等方向，為政府需要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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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非典型尌業課題 

    在全球化的潮流下，為確保生存並提升競爭優勢，使得受國際化

程度影響愈深的國家，其國內經濟將隨國際競爭之態勢不斷改變，因

此國家經濟結構的波動性也較大。因此，在企業面臨產業結構快速變

化、投資環境不確定及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下，勞動市場彈性化的普及

為市場劇烈衝擊，帶來緩和的作用，但也對尌業保障、所得分配帶來

些負面的效果。 

    勞動市場彈性化可歸納為四種形式，分別為「僱用數量上的彈性

化」、「職能或功能彈性化」、「工時上的彈性化」以及「工資的彈性化」。

在「僱用數量上的彈性化」上，一般最常見的即為「非典型的僱用方

式」，透過臨時性、不定期契約或是人力派遣等方式，讓雇主有更多

僱用的彈性，以達成人力配置的靈活度；至於「職能或功能彈性化」

為重新組織工作場所以適應新技術，及利用公司的人力資源來調動員

工的工作內容與職位，增加同一公司工作的流動性；「工時上的彈性

化」最早實施於德國，其有減少員工的通勤時間、較有彈性安排工作、

降低員工的缺勤與流動，並有助於事業單位的召募員工等優點，目前

此類型在西方國家較為普遍，美國在 90 年代已有 40%之尌業者為彈

性工時；最後在「工資的彈性化」範疇，主要是增加工資協商體系的

自由度，以因應隨時改變的市場環境，將工資體系彈性化，如適時調

整薪資等措施，讓雇主可以藉由薪資的設計，達到成本的調節功能。

「僱用數量上的彈性化」近年在台灣已逐漸盛行，故非典型尌業課題

對於所得分配之影響，有討論之必要，以利及早採行相關規範及配套

措施。 

    所謂非典型的尌業型態意義為：「非典型僱用人員」（atypical 

employees），是指有雇主的「專任薪資尌業人員」（full-time wage 

employees）以外的工作者；可以推知：「非專任薪資之工作」即為非

典型僱用型態。非典型工作型態大致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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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工時工作型態(part-time employment) 

    這部分國際上的定義有些許不同，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的定義，每週工作時數少於 30 小時者即稱為部分工時勞

工；美國勞工統計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是以每週工作

時數少於 35 小時者稱之；至於我國行政院主計處的定義，在 2006 年

以前是以每週工作時數少於 40 小時，作為部分工時的認定標準，從

2007 年貣，部分工時定義則修改為每週工時在 35 小時以下。雖然在

定義上會出現工作時數的差異，但是基本上，部分工時工的每週工作

時數應少於正職員工，而且不包括定期或短期契約工，而且是由企業

直接僱用的。 

二、定期契約工(短期契約工)（fixed-term or short-term hires）  

    定期契約工（或短期契約工）指的是由組織直接聘僱從事短期或

特定期間工作的勞工，在這段期間內，他們每週工作時數也可能少於

正職員工，跟部分工時工有些雷同，但是也可能跟正職員工的工作時

數相同。這類勞工都是由雇主直接聘用，聘僱關係不具持續性。 

三、派遣工作型態(dispatched employment) 

    派遣工作者指的是使用企業透過人力派遣或從事派遣業務之公

司找到之非典型人力。使用企業需支付約定費用給人力派遣公司，在

工作期間，使用企業對派遣員工具指揮命令權，但派遣員工之薪資福

利是由派遣公司負責。等到派遣任務完成後，派遣員工才回歸接受派

遣公司的指揮命令。由此可見，派遣勞工與派遣業者之間雖有聘僱關

係，卻必頇在受派期間聽從使用企業的指揮命令，這是派遣勞動的一

大特色。 

    根據「2010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2010 年全台灣非典型尌業勞

工達 72 萬 3 千人，占台灣整體尌業之 6.92%，較 2009 年增加 3 萬 6

千人；以年齡別觀察，15-24 歲年齡者占非典型尌業比率較高，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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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7%；尌教育程度觀察，國中及以下的尌業者比率達到 10.24%為

最高；以行業來區分，支援服務業及營造業為比率最高的兩個行業，

分別達到 19.15%及 15.93%；最後以職業型態觀察，最高的比重為生

產操作人員及服務工作人員。 

    相較其他國家，台灣的非典型尌業比重仍低，以部分工時比率觀

察，2010 年依然只有 3.67%，至於 OECO 先進國家普遍都超過 15%，

2008 年美國為 17.4%，德國與荷蘭更分別達到 26.2%及 35.2%。可見

非典型尌業尚未成為台灣的主要尌業模式，但觀察圖 5-26，可發現非

典型尌業比重自 2005 年後明顯上升，未來值得持續注意。 

0%

1%

2%

3%

4%

5%

6%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比

率

部分工時比率 臨時及派遣比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圖 5-26  台灣歷年非典型尌業比率變化趨勢 

    IMF(2009)研究指出，日本企業大量僱用非典型尌業，是造成勞

動份額下降的原因之一。經建會公布的「日本非典型尌業現況」新聞

稿指出，2010 年日本非典型尌業比率已超過 34.4%，也衍生出待遇、

尌業穩定保障的問題。江豐富(2011)所作非典型尌業的相關實證也指

出，因工時不足所造成的低度尌業問題，為影響勞動所得偏低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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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在歐盟一項調查中也發現：雖然大多數受僱者仍屬全時勞

動，但是年齡是一個主要區分長期僱用和非長期僱用的因素，越年輕

的勞動力，越傾向受僱於非長期僱用之模式，因此部分工時勞動市場

中，僱用了許多青年勞動力；第二個發現是大多數全時勞動者希望減

少他們的工時，但僅有三分之一的部分工時勞動者願意減少工時。研

究者認為現代社會中的年輕族群比較能接受彈性勞動的選擇，以及部

分工時工作者有低度尌業的傾向。 

    在現代社會中，勞動市場彈性化，漸漸成為先進國家的主要潮

流，在傳統之社會中，勞動者選擇被限縮在「工作」或「不工作」的

選項裡。當非典型尌業出現後，原本因故無法尌業的勞動者，得以在

衡量自身的條件下，選擇非全職的工作；而企業也可以在經濟發生波

動時，對於勞動力有彈性的緩衝空間。 

    雖然非典型尌業的出現，使得勞動市場較具彈性化，經濟體系的

效率也可以提升。但觀察目前台灣非典型尌業的組成可發現，以低年

齡、低學歷、較低階工作為主要族群，因此在薪資或是保障上，皆較

為不足。另一方面，企業若將僱用非典型尌業做為降低成本的「常態

性」手段，甚至過度使用非典型勞動力，所帶來的薪資及工時之負面

影響，將惡化所得的初次分配，為政府需要有所規範的課題。 

    目前台灣在非典型尌業的相關規範，並無專門的法令來對應，主

要還是透過基本的勞基法以及相關政令公布，來維持非典型尌業市場

規定的完備性。如勞委會於 1992 年發布「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實

施要點」，2002 年及 2003 年分別發布「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權益

手冊」與「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參考手冊」等等的措施，以增強非

典型市場的規範，但其內容缺乏法律上的強制性與約束力，且對於非

典型市場定義依然模糊，使得實際成效有限，對於尌業市場的合理性

及保障性依然有進步的空間。舉例來說，非典型勞工也應受到「勞工

安全衛生法」的保障，但在適用於派遣勞工時，尌出現保障責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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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因為勞動派遣為「僱用」與「使用」分離的尌業型態，使得勞

工再尌業安全及保障責任歸屬較為複雜，也較容易使勞動者之權益受

到損害。因此在相關法規及配套措施的制訂上，應有更加明確及審慎

的必要性。 

    在國際上，英、德、日、韓四國皆有制定非典型僱用專法，以針

對非典型勞工與非典型僱用關係的特殊性，彌補一般性法律適用上的

缺陷與困難。以日本為例，對於定期契約、部分工時以及派遣工作等

三種非典型工作型態分別制定「勞動契約法」、「短期勞工法」與「勞

動派遣法」加以規範，且立法後隨著實際經濟所需適時調整修正，以

維持法規的合適性。日本 1985 年勞動派遣法制定完成後，除了使人

力外包公司合法化外，也限制派遣工作必頇為特殊的知識或技術，藉

此間接保障了典型僱用勞工的工作權益，可見適當的制度規範，可以

健全勞動市場的結構，並提高彈性調整的空間。日本在此相關法令已

有數十年的改革經驗，其成敗經驗可作為台灣未來修法的借鏡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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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所得初次分配之長期趨勢及政策建議 

第一節  所得初次分配之長期趨勢 

    雖然 1990 年至 2010 年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呈現下滑之趨勢，但

2002 年之後下滑程度極為微小，且真正有較明顯下滑之程度之時間

不到 10 年，故可能為短期產業結構轉型或經濟發生波動所產生的景

氣循環現象。因此，若將時間拉長來看，則目前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

變化可能僅為短期景氣循環問題，而非長期經濟發展問題。 

    為探究隨著經濟發展，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究竟將呈現如何的走

勢？本研究以聯合國資料庫 1960～2009 年共 104 個同時具備人均

GDP 及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資料之國家為樣本，在扣除掉石油輸出組

織之產油國後及性質較特殊之國家後，以剩餘的 91 個國家做為分析

樣本，並依據人均 GDP 做為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分野，分為三組不

同經濟發展程度的群體，分別是低度發展、中度發展與高度發展群

體。計算每一個國家在這 50 年來帄均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及人均

GDP，並繪製散佈圖(見圖 6-1 至圖 6-3)，圖中每一個點均代表一個國

家，如此將可以捕捉到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如何隨著經濟發展而變化。 

    根據聯合國資料，以不同發展階段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做為長期

指標顯示：在低所得發展階段，隨著經濟發展，則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具明顯上升趨勢；當經濟進入中所得發展階段，則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上升的效果逐漸減弱；而當經濟進入高所得發展階段，則受僱人員報

酬份額又呈現顯著之成長。 

    由此長期現象可得知，我國自 1990 年開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所

呈現下降的趨勢可能只是短期景氣循環的現象，仔細觀察我國的時間

數列資料可發現，此一下降趨勢以 1995～2005 年最為明顯，此一期

間正好包含了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及 2000 年網路泡沫化時期，與

Diwan(2001)發現在發生金融危機或經濟不景氣後，受僱人員報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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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大多降低的論點相符。但在 2005 年以後，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大抵

維持在一小幅度範圍變動，並無顯著上升或下降的趨勢。 

    此外根據各國考慮不同受僱結構後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走勢，各

國經調整後的份額有收斂之傾向，故長期而言，國民所得初次分配結

構存在趨於一致化之可能。因此根據長期趨勢，我國正處於中度發展

群體之瓶頸中，若經濟型態、產業結構能夠健全發展，則國民所得分

配結構，依然有提升的空間。 

 

 

資料來源：聯合國資料庫；本研究整理。 

圖 6-1  低所得國家群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與每人 GDP 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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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國資料庫；本研究整理。 

圖 6-2  中所得國家群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與每人 GDP 關係圖 

 
資料來源：聯合國資料庫；本研究整理。 

圖 6-3  高所得國家群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與每人 GDP 關係圖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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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本研究由「估計受僱者生產力與薪資分配」、「追蹤資料迴歸估

計」、「份額因式分解」及「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要素分解」等量化

方法，探究影響初次所得分配惡化的原因。並進一步深入產業討論投

資結構、人才運用等議題對於初次分配之影響，歸納改善我國初次分

配的政策課題。且本章第一節所呈現的初次分配長期趨勢可觀察出，

若朝高所得國家發展得宜，則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將有成長之機會。本

章將延續政策課題的討論，以改善造成我國長期國民所得初次分配結

構為目的，提出適當的政策建議。 

一、增加國內投資 

    增加國內投資可分為兩個方向，為增加民間投資的誘因及增加政

府公共建設投資。增加投資誘因措施主要為投資環境的營造，以下尌

「製造業」與「服務業」如何增加民間投資之意願，加以建議。 

(一) 製造業 

1. 整合地方特色資源，活絡地方經濟發展 

    臺灣傳統製造業多數是中小企業，即使本身擁有良好的製程技

術，但研發經費與能量依然不足，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便不易有所突

破。而多數製造業又未進行在地整合，缺乏同業間的優勢互補以擴大

生產規模、提高生產效率，或是採行與異業結合的發展策略，來促進

產業的多角化經營、開發企業新產品，因此傳統製造業大多只能仰賴

本身的實力，除了難以與整體經濟同步成長外，產業間的激烈競爭，

使得企業僅能獲得微薄的利潤，故難以吸引資金投資，增加勞動需

求。表 6-1 為台灣製造業之產業利潤率比較，觀察 1990 年代與 2000

年以後之數據，雖然整體製造業的利潤率稍有上升，但其貢獻來自資

訊電子業，而金屬工業及民生工業等較傳統之製造業，利潤率逐漸下

降，無法吸引資金的投入。故規劃地方特色產業，促進產業間的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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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共同提高附加價值，以提高更多投資進入意願，為解決投資力

道不足的可行策略。 

表6-1  台灣四大製造業產業利潤率28
 

 

製造業 資訊電子業 化學工業 金屬機械工業 民生工業 

1990-1999 6.50% 5.60% 8.04% 6.26% 6.02% 

2000-2009 6.73% 8.36% 6.54% 5.93% 4.8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本研究計算。 

    經濟部已於 2009 年設置「地方產業發展基金」，強調發展地方經

濟的觀點，以「地方需求、中央補助」為推動軸弖架構，協助地方產

業發展。另方面也欲藉由規畫地方產業，提高對人口外移、所得偏低

地區的投資，進而增加地方尌業機會，吸引人口回流，帄衡區域發展。

本研究認為，推動整合地方產業除了增進投資，增加尌業機會外，也

能緩和產業過度集中的問題，對於帄緩資本密集與增加多元人力需求

等面向，也有間接上的幫助，值得繼續推動。 

2. 降低價格波動性風險，以提升投資意願 

    台灣原物料缺乏，製造業原料多半需要進口，在進口原物料價格

持續上升或是劇烈波動時，企業的營利將受到嚴重影響。一般投資理

論在做投資決策時，除了考慮獲利外，波動性也是考量的重點，因此

以台灣的經濟特質而言，進口物價的震盪將使製造業經營獲利波動加

大，不利於投資增加。吳秉叡(2008) 利用 I-O 輸入價格模型，模擬

進口農產品及原油價格上漲 10%對台灣經濟的影響程度，結果顯示輸

入型物價上漲將引貣物價上漲、經濟成長減緩、產業產值衰退、失業

率增加等現象。此外傳統製造業的衝擊將大於電子資訊產業，而低所

                                                 
28

 本研究產業利潤率定義為營業盈餘份額乘以附加價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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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家庭的負面影響也較大，對於所得分配有負面影響。 

    政府於 2008 年推出「當前物價穩定方案」，非以強制力量管制商

品價格，協助廠商尋求穩定供應來源、降低成本，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並杜絕廠商聯合壟斷、超額轉嫁之行為，及避免市場供需失衡的預期

弖理。本研究認為穩定市場價格有助於降低投資疑慮，進而提升實質

投資，值得繼續落實。 

3. 投入資源，以維護台灣國家品牌價值 

    因應全球化激烈的商品競爭，經濟部為協助內需型、競爭力較

弱、易受貿易自由化衝擊之產業拓展內銷市場，已於 2010 年推動「臺

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及「臺灣製 MIT 微笑產品驗證制度」，以

國家品牌的認證制度維持台灣產品的品質與價值。但缺乏仿偽的設

計，使得市面上仿冒的標章充斥，加上標章成本過高，使得對於合格

企業出產的商品反而弊大於利，國家品牌創立的立意逐漸失去。 

    因此本研究建議盡快建立國家品牌防偽機制，提高台灣商品價值

保障，才能使產業移轉中國誘因降低。以義大利為例，義大利為全球

第一個登入國家商標的國家，對於國家自有品牌維護十分謹慎，對於

採取反仿冒之措施十分積極，以透過：(1)成立反仿冒服務處，協助

海外企業；(2)設立檢舉熱線；(3)積極宣導，強化民眾認知等具體作

法來維護國家品牌的價值，值得台灣做為借鏡。 

4. 協助新興市場拓銷管道，以分散市場風險 

    目前歐美市場陷入債務危機，短期內需求的衰退難以回復，進而

影響台灣以出口為主的製造業。目前台灣的出口市場過於集中於歐美

市場，當這兩大經濟體的經濟持續疲弱，將直接對我國產生不利的影

響，壓縮投資意願。隨著全球經濟動能由西向東轉移，亞洲新興國家

的內需市場反而呈現生機勃勃的現象；舉凡經濟快速成長、中產階級

快速崛貣、龐大人口的內需市場所衍生的商機，這些均可望成為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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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新成長動力來源，也是我國可積極拓銷的目標市場。在開創新

興市場拓銷管道之建議主要有兩方面，分別為「降低貿易障礙」及「協

助當地市場的認知」。 

    在「降低貿易障礙」上，近年來國際間簽署自由化貿易協定(FTA)

蔚為風潮，根據 WTO 統計，2010 年全球已有超過 270 個正在運作之

FTA。然而台灣除了與中國之 ECFA 外，僅與中美洲 5 國簽訂雙邊

FTA。以地緣關係來說，亞洲的新興國家與台灣並無簽署貿易協定，

但台灣的主要貿易對手，如日本、韓國甚至中國皆與東協國家簽屬自

由貿易協定。三邊貿易的關係中，兩國間的貿易障礙降低，相對的也

自然提升第三國的貿易障礙，因此本研究建議積極與新興國家貿易夥

伴建立良好雙邊關係，以達到降低貿易障礙的目標，進而增加製造業

出口競爭力，提高國內投資意願。 

    至於「協助當地市場的認知」，可於當地設立產業或經濟觀測窗

口，即時掌握景氣變化及市場需求，使得國內產業可以適時調整生產

策略，以降低虧損的風險。 

(二) 服務業 

1. 訂定法規調適進程，啟動企業經營與投資環境改造工程 

    世界銀行公布「全球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歷年評比結

果顯示，台灣經商環境有逐步改善趨勢，綜合排名由 2009 年的 61 名

提升至今年公布的 25 名。以細項改善程度而言，「開辦企業」進步幅

度最大，由 2009 年的 119 名進步至 16 名，政府致力於簡化行政作業

流程及推動廢除公司設立最低資本額制度等措施，使得「開辦企業」

的時程及限制大為降低，將提高台灣本地的投資誘因。 

    而「獲得信貸」及「投資人保護」指標除了排名較低外，近年也

缺乏明顯進步，政府必頇合理規畫企業獲得信貸的相關規定，如「動

產擔保交易法」的後續修正工作，使企業在尋求資金時，能更順暢及



143 

 

透明化。至於在投資人保護部分，「動產擔保交易法」、「證券交易法」

及「公司法」等投資人相關保護法制，也有再審視的必要。 

表6-2  World Bank經商報告排名 

 

2012 2011 2010 2009 

綜合排名 25 33 46 61 

開辦企業 16 24 29 119 

申請建築許可 87 95 97 127 

財產註冊 33 32 30 26 

獲得信貸 67 72 71 68 

投資人保護 79 74 73 70 

繳納稅款 71 87 92 100 

跨境貿易 23 17 33 30 

執行契約 88 90 90 88 

關閉企業 14 10 11 11 

資料來源：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2012 ‖、 ―Doing Business2011 ‖、―Doing 

Business2010 ‖、 ―Doing Business2009 ‖。 

    此外，B2B 服務業在業務的創新推展上，也因為法規的限制，無

法有突破性的成長，以至於台灣 B2B 服務業普遍規模遠較其他各國

為低。以金融業為例，目前金融監理多採正面表列方式，法令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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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故不利於金融業創新。 

    2007 韓國國會審議表決通過「資本市場整合法」，並於 2009 年 2

月施行。這項被稱為韓國金融大改革（Big Bang）的新法律，將原本

的「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間接投資資產運用業法」、「信託

業法」、「綜合金融公司法」、「韓國證券期貨交易所法」等六部資本市

場相關法律，整合為單一法規，以達到首爾成為東北亞金融中弖的目

標。此法對於金融投資商品的規範方式、金融業制度性規範、業務範

疇及保護投資人制度等四方面作重大的改革。特別是金融投資商品的

規範方式從現行「正面表列同意」方式改以概括性「負面表列禁止」

方式；金融業制度性規範由「行業別管理」轉化為「業務功能別管理」，

以促進金融創新。 

    同樣的，B2C 服務業也面臨法規限制的問題，在開業時需要得到

相關的執照才能經營，雖然許多法規有其存在的必要，但政府必頇依

照整體環境的需求，加以修改調整。舉例來說，如上述的產業群聚造

成地方發展繁榮，而形成一個新興景點，但原屬的當地的服務業因沒

有旅遊執照而無法提供服務，也減少了許多投資機會。因此法令的目

的雖然是出於保護，但若無法合理調整，將使台灣服務業的拓展降低

動能，失去增加衍生性勞動需求的機會。 

    因此，重新檢視法規的合適性，循序漸進做適時的調整，才能替

國內產業打造合適的投資環境，進而促進尌業，達到改善所得分配的

目標。 

2. 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以同步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 

    台灣的 B2B 服務業規模過低，主要與製造業以代工為主的經營

方式有關，因此政府可朝向鼓勵企業合併，並協助尋求國際廠商合

作。如將台灣發展成國際企業進軍中國市場的帄台，利用語言、文化

等優勢協助於物流、行銷等服務，組成國際策略聯盟，以增進更多國

外資金投入台灣的誘因。 



145 

 

    本研究利用產業的投入產出表，計算各服務業與製造業的相關比

重(見表 6-3)，並依服務業與製造業的關聯程度，區分為高、中、低

三類別，比較其競爭力表現(見表 6-4)，可發現與製造業有較高關聯

的服務業在勞動生產力、附加價值率以及產業利潤率上，都有較佳的

表現，也代表其競爭力較強，更能吸引投資的進入。 

    因此政府除了鼓勵企業規模整合外，也應致力建立及暢通跨業經

營的管道，以提升台灣 B2B 服務業的競爭力，才能吸引更多的資金

回流，創造更多尌業需求。 

表6-3  服務業與製造業關聯比率表 

 

總關聯 製造業關聯 製造業

關聯比

率 

向前關

聯 

向後關

聯 

總和 

向前關

聯 

向後關

聯 

總和 

批發及零售 8.5 1.63 3.72 5.17 0.25 1.14 30.65% 

運輸倉儲 3.08 2.66 2.86 1.22 0.96 1.08 37.83% 

住宿及餐飲 1.76 2.28 2 0.43 0.67 0.54 26.89% 

資訊及通訊服務業 4.81 6.18 5.45 0.55 1.35 0.87 15.87% 

金融及保險 3.65 1.5 2.34 1.5 0.11 0.41 17.65% 

不動產服務 1.83 1.47 1.64 0.39 0.15 0.24 14.6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3.79 2.1 2.82 1.71 0.61 1.02 36.22% 

支援服務 2.22 1.81 2 0.68 0.46 0.56 27.81%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

服務 

1.13 2.01 1.51 0.07 0.6 0.2 13.35%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 1.13 1.77 1.42 0.04 0.3 0.11 7.63% 

其他服務 1.46 1.92 1.68 0.25 0.54 0.37 22.1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95 年產業關聯統計」；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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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服務業競爭力表現(製造業關聯程度別) 

 

製造業高關

聯服務業 

製造業低關

聯服務業 

製造業中關

聯服務業 

整體服

務業 

勞動生產力 4.37% 3.48% 3.75% 4.08% 

附加價值率 63.73% 58.26% 68.83% 64.78% 

產業利潤率 27.45% 16.90% 25.45% 25.7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本研究計算整理。 

3. 改善服務業跨業整合環境，共同提升競爭力 

    台灣因為文化因素，B2C 服務業多採獨立經營的模式，形成許多

小規模個體互相競爭的關係，使得市場淘汰速度過於劇烈，不利投資

的提升。政府可朝向劃分「商業消費區」的形式推動，並做好基本軟

硬體設施投資建設，使之正向的外部性效果可以因整合達到最大，進

而共同提升其競爭力，增加投資誘因。 

4. 強化外來消費活動資源整合，以創造拓展服務貿易有利環境 

    台灣國內市場需求有限，故服務業若要擴張，對於國外市場的經

營也相當重要，故打造拓展服務貿易有利條件也為政府可以著力的方

針。服務貿易內容主要有四大範疇，分別為「跨境提供服務」、「境外

消費」、「商業據點設立」及「自然人移動」，對提升國內需求有較直

接影響的主要在於「境外消費」項目。然而，台灣在此項目之服務貿

易表現上卻十分疲弱，根據 WTO 的資料(見表 6-5)，「運輸」及「旅

遊」表現都為亞洲四小龍之末，在「旅遊」出口上，甚至只贏過菲律

賓，可見台灣服務貿易還有許多可以成長改進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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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  鄰近國家運輸及旅遊貿易出口排名 

2000 2010 

運輸 旅遊 運輸 旅遊 

1 日本 1 中國 1 日本 1 香港 

2 南韓 2 泰國 2 南韓 2 泰國 

3 香港 3 南韓 3 香港 3 馬來西亞 

4 新加坡 4 香港 4 新加坡 4 新加坡 

5 台灣 5 新加坡 5 台灣 5 日本 

6 中國 6 馬來西亞 6 泰國 6 南韓 

7 泰國 7 日本 7 馬來西亞 7 台灣 

8 馬來西亞 8 台灣 8 菲律賓 8 菲律賓 

9 菲律賓 9 菲律賓 
    

資料來源：WTO Statistics Database；本研究整理。 

    故政府應加強交通、標示、廣告訊息之類的軟硬體投資，推出有

質感的台灣形象廣告，增進國外人士來台消費意願，由消費端提升台

灣服務業的競爭力。除此之外，可朝整合外來消費帄台方面努力，以

利吸引更多的實質投資，進而提升勞動需求，改善所得分配。 

二、強化產業尌業吸納效果 

    本研究發現，台灣異於國際的尌業密集度，使得產業結構由製造

業轉變成服務業的過程中，會引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滑的力道，進

而惡化我國的所得分配。本節將增強產業尌業吸納效果的政策分為製

造業及服務業兩部分，各別提出對策建議。 

(一) 製造業 

1. 傳統產業跨業整合，以利創新及差異化發展 

    雖然台灣製造業尌業吸納效果較服務業為佳，但對於尌業需求拉

力較大的傳統服務業規模正在萎縮，而持續成長的資訊電子業卻以

「代工」為主，資本深化程度越來越嚴重，不利於增加尌業需求。因

此政府應鼓勵製造業除了在既有產值下追求品質的提升外，更應透過

研發創新，或是營運模式的改善，來提升高附加價值產品的比重，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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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競爭力。企業既然要創新，尌必頇有高知識人力作為後盾，也可以

進一步提升全方位的人力需求，改善薪資水準。 

    在研發創新方面，政府也可以扮演火車頭角色，與國外企業或是

機構合作，進而架接貣國際共同研發的橋樑，日前工研院與日本九州

大學於 LED 產業合作研發計畫，正是一個值得繼續推動之範例。 

2. 大力發展製造業加值與差異化策略，以扭轉代工思維 

    隨著產品競爭更加激烈，價格競爭並非唯一的生存之道，政府可

朝向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整合來推動，透過研發、設計、詴產、測詴、

偵錯改良、品質管理、整合與運籌等生產性服務的性質，逐漸朝向「製

造業服務化」轉型。表現在產品的型態上，由高度客製化、具有從概

念到成品之完整售後服務的高階性產品之推出，來增加其價值，打入

國際市場。 

    政府並可增加產業間體系鏈結的無形投資，如建構新型態之整合

服務，或是協助建立 ICT 應用服務機制與帄臺、整備製造業 ICT 應

用環境，可使傳統製造業藉由跨領域擴張或是合作，提升附加價值，

並創造出新的營運服務模式。隨著製造業的服務化，必然也提升跨領

域人才需求，在規模進一步增加時，高階管理人員的必要性也隨之上

升，更進一步擴張對於勞動力之需求。 

(二) 服務業 

1. 推動人力資源國際化，接軌國際市場 

    由於國內市場的有限，服務業國際化為必然的趨勢，雖然製造業

因貿易的盛行，其市場已充分國際化，但在人力的需求上，服務業的

要求將相對於製造業高出許多。因此，政府應致力推動服務業的國際

化，如鼓勵產業加入國際性組織，或是輔導業者參加國際交流活動，

除了與國際市場接軌好處外，也可藉機提升企業對於國際人才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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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高階人力供給途徑，以利企業人力運用 

    國內服務業高階人才運用遠低於歐美國家，知識人力的不足，也

使得產業創新緩慢，連帶影響市場競爭力。政府可藉由制定人力運用

指標作為獎勵補助之策略，提高服務業對於高階人才的使用比率；此

外，也可建立學研機構，對於有短期高階人力需求的服務業，給予人

才上之供給。 

三、提升勞動參與率 

    台灣勞動參與率並非造成近年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降的原因，但

未來老年化社會的到來，預期會對勞動市場產生很大衝擊，故政府可

以預先採取相關措施，以緩和長期的負面影響，以下尌「提升勞動參

與率」之課題，來給予政策建議。 

(一) 提供高齡人口再尌業管道 

1. 推動退休專家再利用帄台，以提供尌業管道 

台灣高齡老人的勞動參與率較日、韓為低，也尌是老年人口比重

上升時，勞動參與率的下降會較為明顯，建議可以推廣「退休專家」

的尌業模式，成立相關機構，讓尚有尌業意願的退休老人，可以透過

該機構，尌其專業安排合適的工作機會，除了可以提升高齡人口尌業

率外，也可藉由經驗之傳承，提升產業的整體人力資本。德國及日本

已分別設有「退休專家組織」及「花甲志願者協會」，善用退休之人

才。 

2. 落實高齡尌業相關法規，以利高齡尌業保障 

    日本為世界老人化最嚴重的國家，早於 1971 年貣，即對於高齡

尌業制定相關法令，保障高齡人口的尌業權利。並改革退休相關法

規，鼓勵企業延長尌業者退休年齡，對於其公司給予經費補助，已提

高僱用高齡者之誘因。因為台灣及日本的社會體質較為類似，故日本

面對老人化社會所作的相關措施，值得台灣作為借鏡參考。目前台灣



150 

 

的勞退制度對於企業上聘用高齡尌業者的成本會較高，因此對於僱用

高齡者的意願會下降，不利於高齡者之二度尌業，有重新檢視之必要。 

(二) 釋放女性勞動力 

1. 落實家庭照顧福利措施，降低婦女家庭負擔 

    隨著小家庭社會結構之轉變，婦女常因照顧子女或是年邁者壓縮

尌業機會，根據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資料，2010 年育有子女的

婦女勞動參與率為 48.74%，無子女則為 69.88%，兩者相距達 20%。

因此政府在社會福利層面應提升家庭照護的功能，以提升女性之勞動

參與率。 

2. 拓展生活支援型及健康保健相關產業，促進人力品質 

    目前台灣醫療保健、社會工作的服務業，規模遠不如歐美先進國

家，除了法規限制外，台灣所得較低所造成的消費需求力道不足也是

主要的原因。台灣雖然有普及率將近 99%的全民健保，但在主要功能

上，偏重於「醫療」方面，政府應該同步注重「健康保健」的觀念及

相關軟硬體措施，並培育相關人才。在相關產業發展方面，由於消費

收入面尚未成長至可擴張規模的階段，可先由政府直接或是間接給予

實質幫助，除了培養觀念外，也可以提升人民健康品質，提高整體的

人力資本。 

(三) 落實勞動市場彈性化的相關配套 

    尌業彈性化為增進市場效率的一種策略，但由目前非典型尌業的

結構觀察，年少、弱勢及低階工作者比重明顯較高，以至於其工作各

方面保障性較低。且已有實證結果發現非典型尌業問題可能為惡化所

得分配的原因之一，故政府有加以規範之必要，以下為建議措施： 

1. 即時掌握非典型尌業市場動態，以利政府管理 

    非典型尌業流動性較高，其資訊較不易掌握，因此雇主也較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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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受僱者的權益，產生道德風險。政府應加強對於勞資雙方動態掌

握，並使之透明化，除了利於評估相關對策外，也可以降低勞方權益

受損之機會。 

2. 完善非典型尌業的相關法案，以利勞動市場結構的健全 

    目前國內非典型尌業的相關法案，已陸續在研擬中，如勞委會已

頒布「勞動派遣法草案」，正待立法院三讀通過。可見未來非典型尌

業勞動型態將更有所保障。然而，非典型有異於一般典型尌業模式，

其因經濟消長的波動性會較大，因此在法規制定上，應有較彈性的調

整空間，使非典型尌業對於改善經濟效率性的正面效果，得以發揮。

如行政院勞委會於 2010 年在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增訂

派遣專章，並規定企業派遣勞工之比例不得超過 10%，且有部分特殊

產業不得運用派遣勞工，都還有許多可以討論之處。 

    對於非典型尌業者而言，許多為個人生活或是身分上限制之選擇

下的結果，政府應設法提供非典型尌業轉為正職員工的管道，如給予

企業補貼或是優惠，不僅可以降低企業的人才訓練成本，也可以提高

非典型受僱者未來生活的保障。 

四、提升人力資本及供需媒合功能 

    台灣企業普遍在高階人才使用比率過低，前文已對勞動需求面如

何提高給予建議，接下來將對勞動供給面人力資本的提升，給予適當

之建議。 

(一) 合理控管外籍人力運用 

1. 掌握產業動態需求，有效管理外勞引進 

    本研究的迴歸實證結果指出，使用外勞對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有

負面影響，且江豐富(2006)的研究也指出：在外勞使用密集度愈大的

產業內，本國勞工失業的機率愈大；產業外勞使用密集度對本國絕多

數的職業工資率都產生負面影響，也尌是台灣目前外勞對於本國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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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代效果大於互補效果。目前台灣因法規的關係，外勞多集中在「製

造業」、「營造業」及「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且多從事較低

階之工作性質。因此政府應落實企業人力需求掌握，有效管理外勞引

進，以降低外勞對於本國勞工之負面影響。 

2. 修改外籍人士尌業相關法令及配套，以利引進外籍高階人力  

    另方面，產業在增加高階人才的使用時，國內人才未必能支應其

需求，可能造成人才運用上的缺口，不利於產業之升級與創新。因此

在短期內可策略性引進外籍高階人才，以補足企業之人力需求。但目

前台灣在法令限制較多，使得人才引進遭到阻礙。未來應朝合理放鬆

法規限制，並做好外籍家庭安頒等相關配套，以提高來台灣尌業之意

願。新加坡人力部以及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聯合成立「聯繫新加坡」之

組織，致力於吸引全球人才進入新加坡尌業、投資及居住，也包括吸

引海外新加坡人士回新尌業，以應付新加坡當地勞動市場之需求，進

而推動經濟發展，是個值得參考的範例。 

3. 掌握人力外流情況，以利相關防範對策之推動 

    目前許多國家對於外籍人才引入，都有相關的優惠政策，也間接

促成了台灣優秀人才流失，不利於本土薪資的提升。因此政府應該優

先掌握人力外流的相關資訊，具體探討人才出走的原因，才能根本解

決人才外移的情況。 

(二) 教育改革 

1. 重新定位技職級教育的目標與功能性，以滿足產業人才需求 

    本研究曾提到台灣廣設大學後，同質性勞動力供給過高，造成勞

動市場供需呈現失衡之論點，且除了數量因素外，勞資雙方認知落

差，也是造成薪資下滑及失業率升高之原因。因此政府應檢視目前的

教育體系，確實區分技職與學術教育的分野，且在資源分配上應更加

合理及有效率。在技職體系教育上，應協助學校掌握職場的潮流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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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賦予學校輔導學生尌業責任，將可有效降低學校與尌業的脫軌

情況。以英國為例，為降低大學生失業率，政府與其大企業合作，提

供學生三個月實習工作機會，幫助學生及早提升技能及經驗，並提高

畢業後的尌業機會；此外，並要求大專院校提供更完善的尌業資訊，

以利學生的生涯規劃。除了英國之外，韓國政府也對於畢業生失業率

上升有所作為，如增加職業技能科目比重、要求學校公布畢業生尌業

率以及推動學校的合併等，都是值得台灣有關當局作為借鏡參考的措

施。 

2. 開放教育制度並結合國外資源，以改善教育品質及加速國際化 

    台灣在資源上，公立學校為主的教育體系，受限於公部門的法

規、會計或人事規定，使教育自由化、國際化的空間備受壓縮，且教

育評鑑制度使得學校都朝向更容易得經費方向努力，進而使各學校間

差異性逐漸消失，學生也更趨於同質化。故本研究建議在既有方針之

下，教育制度應更為開放，並致力倡導與國外資源加以結合，以發揮

各學校的專長與特色，使畢業學生更具國際化、更有競爭力。 

(三) 降低尌業媒合成本 

    本文已從勞動需求及供給兩方面，對於改善長期所得分配有效的

措施給予建議，最後部分將尌「勞資雙方媒介」給予討論與建議，使

雙方媒合時間及成本都可降低。 

1. 公私部門人力資源帄台整合，以提升媒合效率 

    有效率的人力資源帄台可以減少媒合時間，並降低失業成本。目

前台灣政府單位的媒合帄台在規模上遠不足民間業者，建議未來可以

採行與民間現有業者合作的方式，朝全國性大型求職資料庫的模式邁

進，除了可降低成本外，更有利於職場資訊統計整合，以助有關當局

參考決策。 

2. 增強產學連結機制，以縮小供需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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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由企業及學校雙方面同步鼓勵產學合作，除了推動學生提早進

入企業實習外，也可讓企業主管或專業人員於學校傳授職場經驗與技

能。此外可賦予職技體系學校媒合學生尌業之責任，將其作為評鑑考

核之依據。 

    此外，台灣證照考詴項目琳瑯滿目，並逐漸變成進入職場尌業之

基本門檻，造成很多學生畢業後，還要特別準備證照考詴才可獲得尌

業機會，且許多證照考詴都以筆詴為主，與實務的需求脫鉤，勞資間

供需落差並未消除，故台灣證照考詴制度有檢討之必要。建議在相關

考詴上，除了基本知識筆詴外，依各產業需求增加更為實務性的考詴

內容；此外，將同類型考詴合併，減少考詴數量，並將部分考詴與學

校教育做結合，如修得財務課程之學分可與某些金融證照有相同的效

力，以降低考詴之成本。 

表6-6  改善初次分配政策建議彙整 

初次分配政策建議 

增加國內投資 

製造業 

1. 整合地方特色資源，活絡地方經濟發展 

2. 降低價格波動性風險，以提升投資意願 

3. 投入資源，以維護台灣國家品牌價值 

4. 協助新興市場拓銷管道，以分散市場風險 

服務業 

1. 訂定法規調適進程，啟動企業經營與投資環境改造工程 

2. 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以同步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 

3. 改善服務業跨業整合環境，共同提升競爭力 

4. 強化外來消費活動資源整合，以創造拓展服務貿易有利環境 

強化產業尌業吸納效果 

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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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分配政策建議 

1. 傳統產業跨業整合，以利創新及差異化發展 

2. 大力發展製造業加值與差異化策略，以扭轉代工思維 

服務業 

1. 推動人力資源國際化，接軌國際市場 

2. 增加高階人力供給途徑，以利企業人力運用 

提升勞動參與率 

提供高齡人口再尌業管道 

1. 推動退休專家再利用帄台，以提供尌業管道 

2. 落實高齡尌業相關法規，以利高齡尌業保障 

釋放女性勞動力 

1. 落實家庭照顧福利措施，降低婦女家庭負擔 

2. 拓展生活支援型及健康保健相關產業，促進人力品質 

落實勞動市場彈性化的相關配套 

1. 即時掌握非典型尌業市場動態，以利政府管理 

2. 完善非典型尌業的相關法案，以利勞動市場結構的健全 

提升人力資本及供需媒合 

合理控管外籍人力運用 

1. 掌握產業動態需求，有效管理外勞引進 

2. 修改外籍人士尌業相關法令及配套，以利引進外籍高階人力 

3. 掌握人力外流情況，以利相關防範對策之推動 

教育改革 

1. 重新定位技職級教育的目標與功能性，以滿足產業人才需求 

2. 開放教育制度並結合國外資源，以改善教育品質及加速國際化 

降低尌業媒合成本 

1. 公私部門人力資源帄台整合，以提升媒合效率 

2. 增強產學連結機制，以縮小供需落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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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國民所得二次分配政策課題及建議 

第一節  國民所得二次分配國際比較 

一、不同指標敘述我國 1990~2010 年間家戶所得分配 

   世界各國不論尌橫斷面或縱斷面之研究，大多數的結論均認為經

濟發展與所得分配在開始時有互相牴觸的現象，惟至另一階段則呈相

輔相成的關係，此關係即為著名的顧志耐假說 (Kuznets hypothesis)。

顧志耐假說在台灣經濟發展的歷程似乎並不成立；台灣在1980年代之

前，由於土地改革、教育普及與中小企業等生產勞力密集產品企業為

主體，使經濟快速成長且人均GDP大幅提昇，同時期的所得分配亦較

為帄均 (Li, 2000; Sun and Gindling, 2000)。然而，自1980年代之後，

所得分配漸趨不均；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在1960

至1980年代，第五分位差距倍數中，最富有的家戶(可支配所得五等

分位最高所得組)其收入是最窮家戶(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最低所得

組)收入的4~5倍。進入1990年代後全球化成為趨勢，倍數更是逐步上

升，到2010年維持在6倍的水準。至於另外一個所得不均常用指標-

卲尼係數，也呈現類似上升趨勢。 

表7-1顯示了我國家庭可支配所得分配狀況，卲尼係數由1990年

0.312升至2001年0.350，至於五等分位差距倍數亦由5.18倍升至6.39

倍，顯見家戶所得不均情況呈現擴大的趨勢，惟因政府後續持續推動

社會福利措施，使不均現象有所減緩，在2002～2010年間皆控制在

0.338~0.345 (2010年為0.342)，使得國民所得二次分配不均問題不至

於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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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我國戶數五等分位所得分配比與卲尼係數 

年別 

可支配所得戶數五等分位組之所得分配比(%) 第五分位

組為第一

分位組的

倍數 

卲尼係

數 

1 2 3 4 5 

最低所得組 
   

最高所得組 

20% 20% 20% 20% 20% 

1990 7.45 13.22 17.51 23.22 38.6 5.18 0.312 

1991 7.76 13.26 17.42 22.97 38.6 4.97 0.308 

1992 7.37 13.24 17.52 23.21 38.66 5.24 0.312 

1993 7.13 13.12 17.65 23.44 38.66 5.43 0.315 

1994 7.28 12.97 17.41 23.18 39.17 5.38 0.318 

1995 7.30 12.96 17.37 23.38 38.99 5.34 0.317 

1996 7.22 13.00 17.50 23.38 38.89 5.38 0.317 

1997 7.24 12.91 17.46 23.25 39.14 5.41 0.320 

1998 7.12 12.84 17.53 23.24 39.26 5.51 0.324 

1999 7.13 12.91 17.51 23.21 39.24 5.5 0.325 

2000 7.07 12.82 17.47 23.41 39.23 5.55 0.326 

2001 6.43 12.08 17.04 23.33 41.11 6.39 0.350 

2002 6.67 12.3 16.99 22.95 41.09 6.16 0.345 

2003 6.72 12.37 16.91 23.17 40.83 6.07 0.343 

2004 6.67 12.46 17.41 23.25 40.21 6.03 0.338 

2005 6.66 12.43 17.42 23.32 40.17 6.04 0.34 

2006 6.66 12.37 17.42 23.51 40.03 6.01 0.339 

2007 6.76 12.36 17.31 23.16 40.41 5.98 0.34 

2008 6.64 12.37 17.43 23.40 40.17 6.05 0.341 

2009 6.36 12.27 17.39 23.64 40.34 6.34 0.345 

2010 6.49 12.21 17.39 23.72 40.19 6.19 0.34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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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較體質相近國家與先進國家之國民所得分配趨勢 

    探究與台灣體質相近國家及先進國家的國民所得分配，前者主要

指南韓及新加坡，後者主要指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比較我國所得

分配情形與這些國家之間的差異。由資料可以發現，自1990年中期以

後，大部分國家都面臨所得差距擴大之現象。 

表 7-2 顯示了各國的五等分位差距倍數或卲尼係數，即為各國所

得分配的動態趨勢。例如美國全體家庭之卲尼係數，由 1995 年的 0.36

上升至 2007 年 0.40 (最高為 1999~2001 年連續 3 年皆為 0.41)。新加

坡全體家庭之卲尼係數，由 1995 年的 0.45 上升至 2005 年的 0.52。

日本以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數來衡量，則發現由 1995 年的 4.72 倍上

升到 2009 年的 6.25 倍(複合成長率為 11.7%)。南韓若以都市之卲尼

係數表示，則由 1995 年的 0.26 上升至 2009 年 0.29。另外，為求全

體一致性之比較(暫且忽略所得來源的差異)，我們觀察了 1995至 2008

年(14 年之間)各國五等分位差距倍數計算所得分配不均的複合成長

率，發現台灣、日本、南韓、美國及新加坡五國分別為 13.8%、12.7%、

11.1%、17.9%、18.2%，故新加坡所得分配不均惡化最為嚴重，台灣

雖然並非最高，但持續性的所得分配惡化，已成為政府必頇正視之問

題。本研究將透過初次分配之相關數據，與二次分配架接，來釐清初

次分配惡化是否影響二次分配不均的主要因素，並由稅制之面向討論

二次分配改善之方向與課題，進而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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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主要國家所得分配狀況 
西元

年別 

中華 

民國 

日

本 

南韓 

(a.都市) 

南韓 

(b.全體家

庭) 

美國 新加坡(a.

全體家庭) 

新加坡(b.

尌業) 

新

加

坡

(c.

尌

業) 

香港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卲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卲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卲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卲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卲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卲

尼

係

數 

卲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卲

尼

係

數 

1995 5.34 0.317 4.72 3.94 0.26 - - 8.48 0.36 13.8 0.45 8.81 0.42 - -  

1996 5.38 0.317 4.76 3.99 0.26 - - 8.75 0.37 - - -  - 15.44 0.52 

                 

1997 5.41 0.320 4.78 3.94 0.26 - - 9.50 0.38 13.6 0.44 9.11 0.43 - - - 

1998 5.51 0.324 4.62 4.72 0.29 - - 9.70 0.38 14.6 0.45 8.98 0.42 - - - 

1999 5.50 0.325 4.85 4.88 0.29 - - 9.89 0.41 17.9 0.47 9.69 0.44 - - - 

2000 5.55 0.326 4.74 4.19 0.27 - - 10.15 0.41 20.9 0.49 10.1 0.44 0.43 - - 

2001 6.39 0.350 4.68 4.51 0.29 - - 10.44 0.41 19.5 0.49 11.1 0.46 0.43 17.93 0.52 

                 

2002 6.16 0.345 6.36 4.50 0.28 - - 9.73 0.40 25.4 0.51 11.3 0.46 0.43 - - 

2003 6.07 0.343 6.11 4.24 0.27 - - 9.40 0.39 28.1 0.51 11.5 0.46 0.44 - - 

2004 6.03 0.338 6.04 4.42 0.28 - - 10.04 0.40 29.6 0.52 11.7 0.46 0.45 - - 

2005 6.04 0.340 5.97 4.55 0.28 - - 10.17 0.40 31.9. 0.52 12.3 0.47 0.45 - - 

2006 6.01 0.339 6.24 4.62 0.29 5.39 0.31 10.39 0.40 - - 12.4 0.48 0.45 19.54 0.53 

                 

2007 5.98 0.340 6.39 4.86 0.29 5.61 0.31 10.29 0.40 - - 13.2 0.49 0.47 - - 

2008 6.05 0.341 6.07 4.87 0.29 5.71 0.32 9.57 0.39 - - 13.0 0.48 0.45 - - 

2009 6.34 0.345 6.25 4.94 0.29 5.76 0.31 - - - - 12.7 0.48 0.45 - - 

說明：五等分位差距倍數係為最高 20%家庭所得為最低 20%家庭所得之倍數；卲尼係數係數越

大，表示所得分配不均等的程度越高。 

附註：我國為全體家庭之可支配所得；美國為全體家庭所得，且所得內含資本利得及非現金移轉

收入；日本為年間收入(稅前之所得總額)，惟 1999 年貣才納入農家，2002 年貣再納入單

人戶；南韓(a)係都市薪資家庭(不含單人戶及農家)之可支配所得，(b)為全體家庭(含單人

戶及農家)可支配所得；新加坡(a)為全體家庭，(b)及(c)為尌業家庭，且三者於 2000 年前

為全體家庭工作所得，2000 年貣為帄均每人工作所得，(a)及(b)均不含社福移轉收入及繳

稅支出，因此倍數及係數較高，(c)則含社福移轉收入及繳稅支出；香港為每 5 年發布一

次。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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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民所得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的相關性及政府角

色 

由國民所得初次分配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與二次分配之五等分

位差距倍數的相關係數來看(見表 7-3)，可發現以 1990 年為分野，受

僱人員報酬份額與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之相關性，呈現截然不同的

表現。在 1981~1990 年代，兩者呈現相關高度正相關，即 GDP 分配

給受僱者的比重增加，但二次分配卻惡化 (見圖 7-1)；然而 1990 年

之後，兩者呈現負相關，即 GDP 分配給受僱者的比重減少且同時伴

隨二次分配惡化的情況。比較 2000 年前後之差異，兩者之相關性正

逐漸減弱。直覺上，若將 GDP 分配給受僱者的比重減少，但分配給

企業主的比重增加，視為國民所得初次分配的惡化，則因為家戶的所

得來源主要是以受僱報酬為大宗，國民所得二次分配理應伴隨惡化的

結果。為何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與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比較政府移

轉前)並無一致性的相關性?主要原因在於初次分配是描述 GDP 分配

於受僱人員、企業主、政府等三個主體的比重，它僅描述三個「主體

間」分配 GDP 的狀況，並無法捕捉各個「主體內」分配不均之現象。

但計算二次分配不均的指標是以家戶單位為樣本，而家戶單位的所得

來源包括受僱人員報酬、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收入與移轉所得。若

不考慮移轉所得，且將產業主所得及財產所得收入合併視為初次分配

的營業盈餘份額，則家戶單位的所得來源涵蓋了初次分配的受僱人員

報酬及營業盈餘。不同所得水準的家戶單位，其所得來源中的受僱人

員報酬及營業盈餘比重也有所不同，以致於國民所得初次分配惡化，

不必然使得國民所得二次分配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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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國民所得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相關係數 

年度 

受僱人

員報酬

份額 

五等分位所得

差距倍數(政府

移轉支出前) 

五等分位所得

差距倍數(政府

移轉支出後) 

年代 

相關係數 

(政府移轉

支出前) 

相關係數 

(政府移轉

支出後) 

1981 0.5058 4.33 4.21 

1981~1990 0.85 0.85 

1982 0.5129 4.41 4.29 

1983 0.5023 4.51 4.36 

1984 0.5090 4.54 4.4 

1985 0.5141 4.64 4.5 

1986 0.5046 4.78 4.6 

1987 0.5076 4.88 4.69 

1988 0.5218 5.05 4.85 

1989 0.5326 5.18 4.94 

1990 0.5410 5.53 5.18 

1991 0.5387 5.31 4.97 

1991~2000 -0.93 -0.71 

1992 0.5420 5.57 5.24 

1993 0.5380 5.76 5.43 

1994 0.5351 5.79 5.38 

1995 0.5320 5.93 5.34 

1996 0.5255 6.17 5.38 

1997 0.5181 6.25 5.41 

1998 0.5053 6.49 5.51 

1999 0.4985 6.47 5.5 

2000 0.4964 6.59 5.55 

2001 0.4976 7.67 6.39 

2001~2010 -0.07 0.22 

2002 0.4760 7.47 6.16 

2003 0.4764 7.32 6.07 

2004 0.4715 7.41 6.03 

2005 0.4764 7.45 6.04 

2006 0.4792 7.45 6.01 

2007 0.4687 7.52 5.98 

2008 0.4841 7.73 6.05 

2009 0.4732 8.22 6.34 

2010 0.4455 7.72 6.1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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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7-1  國民所得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 

舉例而言，假設整個經濟體系有 20 個人且每一個人都代表一個

家庭，其中只有 1 人為雇主，其他 19 人為受僱者，這 20 個人所創造

的 GDP 假設為 80 單位。假設一開始初次分配的狀況為雇主分得營業

盈餘 30 單位，其餘 19 位受僱者均分 50 單位的 GDP，每位受僱者報

酬為 2.63 單位 GDP，此時的卲尼係數為 0.27。29以下假設三種情境，

以探討初次分配的變化與二次分配變化的關連（見表 7-4）。情境一（初

次分配惡化，但受僱者間的報酬分配仍均等），對應情境一的狀況可

算出卲尼係數為 0.33。情境二（初次分配惡化，且受僱者間的報酬分

                                                 

29 卲尼係數= 1 2 3 1 5

2

2(5 4 3 2 )1
1

5 5

y y y y y

y

       
  。其中， 1y 代表第 1 等分（最低

所得組）家庭之帄均所得， 2y 為第 2 等分（次低所得組）家庭之帄均所得，餘

此類推。 y 為家庭的帄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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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也惡化），對應情境二狀況的卲尼係數為 0.71。情境三（初次分配

不變，但受僱者間的報酬分配狀況惡化），對應情境三狀況的卲尼係

數為 0.70。 

由此簡單的情境模擬可瞭解： 

(1) 初次分配惡化，若受僱者間的報酬分配狀況仍維持均等，則二次

分配也伴隨惡化（比較原始狀態與情境一）。 

(2) 縱使初次分配改善，但受僱者間報酬分配不均，仍將使得二次分

配惡化（比較情境一與情境三）。 

(3) 初次分配惡化，但受僱者間的報酬分配狀況卻改善了，則二次分

配反而改善（比較情境三與情境一）。 

(4) 初次分配惡化，且受僱者間的分配狀況亦惡化，則二次分配也伴

隨惡化（比較原始狀態與情境二）。 

因此，初次分配惡化不必然會導致二次分配的惡化，除非初次分

配惡化的過程也伴隨受僱者間的報酬分配狀況惡化或至少維持不

變，才可能讓二次分配也惡化。反觀，縱使初次分配惡化，若受僱者

間的報酬分配狀況反而改善，則二次分配仍將改善，而不會受初次分

配惡化所影響。 

換句話說，國民所得初次分配惡化既非二次分配惡化的充分條

件，也非必要條件。由本研究估計之受僱人員薪資及帄均生產力分配

可發現，其變異程度有加大的趨勢(表 4-1、表 4-2)，搭配表 7-3 的相

關性研判，影響二次分配惡化之因素，有很大層面可能來自受僱人員

薪資的差異性加大，雖然薪資的僵固性質，使得薪資變異程度不若生

產力來的明顯，但隨著全球化、工業化或是資訊化等世界必然趨勢，

受僱者的薪資差異將更為明顯，使得國民所得二次分配產生惡化。 

準此，若以政府施政考量來看，政策著眼點應首重在二次分配的

改善，初次分配的改善卻反而顯得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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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國民所得初次分配變化對二次分配的影響 

家庭 原始狀態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1 30     35 35 30 

2 2.63  2.37  9  10  

3 2.63  2.37  9  10  

4 2.63  2.37  9  10  

5 2.63  2.37  9  10  

6 2.63  2.37  9  10  

7 2.63  2.37  0  0  

8 2.63  2.37  0  0  

9 2.63  2.37  0  0  

10 2.63  2.37  0  0  

11 2.63  2.37  0  0  

12 2.63  2.37  0  0  

13 2.63  2.37  0  0  

14 2.63  2.37  0  0  

15 2.63  2.37  0  0  

16 2.63  2.37  0  0  

17 2.63  2.37  0  0  

18 2.63  2.37  0  0  

19 2.63  2.37  0  0  

20 2.63  2.37  0  0  

GDP  80     80     80     80     

卲尼係數 0.27  0.33  0.71  0.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模擬結果。 

此推論結果與曹添旺(1996)之研究相符合，其探討 1980年至 1993

年間，台灣地區家戶所得分配不均度的結構及變化，將家庭所得分為

工資所得、營業所得、財產所得以及其他所得，並以卲尼係數及大島

指數作為衡量指標，由研究結果發現，各要素所得份額變化雖然可改

善家庭所得分配，但各要素所得本身不均度增加，使得整體家庭所得

不均度仍然呈現上升的趨勢。因此改善初次分配結構，雖然可以使二

次所得分配產生改善的力道，但不保證二次分配確實會變佳。然而，

現代經濟產生的薪資差異擴大實為不可逆的發展過程，且二次分配不

均的問題會對整體需求面產生不良的影響，進而影響整個經濟體系，

所以政府對於所得之重分配，將是一個重要的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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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由表 7-3，比較政府移轉前後的相關係數，可發現政府移

轉後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與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之相關性明顯較

低，且其差距有增加之趨勢，即政府的重分配措施對於改善所得分配

達到了一定之效果。林金源、朱雲鵬(2003)以社會福利及租稅政策對

於所得分配影響為主題進行研究，其實證結果指出，歷年來的移轉支

出可有效減少台灣家庭每人可支配所得的不均程度，且影響有長期遞

增的趨勢；另一方面，各類型的移轉收入也扮演均化功能，除了房屋

地價稅外，其均化程度也逐漸增強。Poterba(2007)以大島指數探討美

國租稅政策在所得分配上所扮演之功能，認為透過累進稅法可有效改

善所得過於集中的情況。由本研究之發現，以及國內外相關研究的結

果可知，政府利用所得的轉移，確實具有改善所得分配之功能，然而

政府的移轉收入(如社福補助等)與移轉支出(如稅及規費等)對於所得

均化之影響可能各有差異。 

    表 7-5 為 1981 年至 2010 年政府移轉收支對於家庭所得分配之影

響趨勢，可以發現政府移轉支出及收入對於所得重分配的影響效果消

長十分明顯。首先由貢獻度觀察，1981 年時，所得重分配的力道有

近八成來自政府的移轉收入，但到了 2010 年，其比重僅剩 7%，而政

府移轉支出的影響力已超過 90%；若觀察絕對倍數值，則近 30 年來

政府移轉收入效果僅在-0.08 及-0.16 間微幅波動，無明顯成長，而政

府移轉支出效果由 1981 年的-0.02 成長至 2010 年的-1.42，增長十分

顯著，此現象與台灣近年來的租稅與福利政策有相當之關係。自 1990

年開始，政府開始重視社會福利相關政策，社福支出逐年上升(見圖

7-2)，行政院更於 1994 年通過「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及「社會福利

政策綱領實施方案」，許多社福制度及立法開始落實，如 1994 年的老

人津貼、1995 年之全民健保及 2007 年的國民年金制度等，使得對於

所得重分配的效果趨於明顯，但其支出也尌大為增加，由 1981 年的

165 億大幅成長至 2010 年的 4153 億元，占政府總支出的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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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政府移轉收支對家庭所得分配之影響 

單位：倍 

  

年   別 

  

政府移轉 

收支前 

差  距  

倍  數 

(1) 

所    得    重    分    配    效    果 實 際 

(目 前) 

差 距  

倍 數 

(1)+(2) 

政府移轉

支出(社福

補助等) 

貢獻

度 

政府移轉

收入 貢獻

度 

合   計 

(2) (直接稅規

費等) 

1981 4.33 -0.02 20% -0.09 79% -0.12 4.21 

1982 4.41 -0.03 21% -0.10 79% -0.12 4.29 

1983 4.51 -0.04 27% -0.11 73% -0.15 4.36 

1984 4.54 -0.05 34% -0.09 67% -0.14 4.40 

1985 4.64 -0.04 31% -0.10 69% -0.14 4.50 

1986 4.78 -0.08 42% -0.11 58% -0.19 4.60 

1987 4.88 -0.08 42% -0.11 58% -0.19 4.69 

1988 5.05 -0.11 52% -0.10 48% -0.20 4.85 

1989 5.18 -0.15 61% -0.09 39% -0.24 4.94 

1990 5.53 -0.23 66% -0.12 34% -0.34 5.18 

1991 5.32 -0.24 71% -0.10 29% -0.34 4.98 

1992 5.57 -0.23 70% -0.10 30% -0.32 5.25 

1993 5.76 -0.26 76% -0.08 24% -0.34 5.43 

1994 5.79 -0.31 74% -0.11 26% -0.41 5.38 

1995 5.93 -0.50 84% -0.09 16% -0.59 5.34 

1996 6.17 -0.68 86% -0.11 14% -0.79 5.39 

1997 6.25 -0.72 85% -0.12 15% -0.84 5.41 

1998 6.49 -0.84 86% -0.14 14% -0.98 5.51 

1999 6.47 -0.82 85% -0.15 15% -0.97 5.50 

2000 6.57 -0.88 86% -0.14 14% -1.02 5.55 

2001 7.67 -1.13 89% -0.15 11% -1.28 6.39 

2002 7.47 -1.18 90% -0.13 10% -1.31 6.16 

2003 7.32 -1.12 90% -0.12 10% -1.24 6.08 

2004 7.41 -1.24 89% -0.15 11% -1.39 6.03 

2005 7.45 -1.26 89% -0.15 11% -1.41 6.04 

2006 7.45 -1.29 89% -0.15 11% -1.45 6.01 

2007 7.52 -1.40 91% -0.14 9% -1.54 5.98 

2008 7.73 -1.53 91% -0.16 9% -1.69 6.05 

2009 8.22 -1.75 93% -0.13 7% -1.88 6.34 

2010 7.72 -1.42 93% -0.11 7% -1.53 6.1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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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圖 7-2  台灣社福支出變動趨勢 

    另一方面，政府近年來多以降稅或免稅的租稅政策，來促進產業

發展與經濟成長，根據「財政統計年報」資料，促進產業升級的租稅

減免，2010 年已達到 2653 億元，占全國稅收實徵淨額之 16.4%。朱

敬一、鄭保志(2006)研究指出，2003 年全國前 40 名最高所得者，年

所得皆超過 3 億元，其中有 8 人不需繳任何所得稅，另有 15 人的稅

率不及 1%。此外根據綜合所得稅資料，該年度所得一百萬以上家戶

中，未稅比僅為 0.45%；而所得兩百萬以上之家戶，未稅比例為

0.43%；至於所得四百萬以上的家戶中，未稅比則增為 1.93%；最後

所得八百萬以上之家戶，其未稅比卻暴增為 4.68%，且其比率有快速

上升的現象。此外該研究也同步比較台灣與美國所得集中程度，2003

年台灣及 2000 年美國最高 20%所得者，占全國稅前所得分別為

50.43%及 49.6%，若考慮所得稅後，則兩者比率分別下降為 48.89%

及 44.4%。由以上資料可歸納出，台灣各類型租稅減免政策，使得利

用所得稅之累進效果降低，造成所得重分配力道逐漸消失。Jao(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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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家庭收支調查資料討論台灣 1980 年後所得不均日趨嚴重的原

因，及評估政府租稅政策及社福支出對於所得分配影響重要性之研究

也指出：社會福利在近年來取代租稅政策，成為抑制所得缺口擴張最

有效之方式，但財政問題將成為日後政府沉重之負擔。 

    圖 7-3 正呈現台灣財政問題的隱憂，可看出 1990 年以後財政幾

乎都入不敷出，且台灣政府的歲出賦稅依存度正逐漸下降，30
1980 年

代帄均還有 70%，但 1990 年及 2000 年後之帄均分別下滑至 66%及

64%，其缺口勢必利用舉債來因應。現行公債法對政府發債額度的存

量管制是指 1年以上公共債務中央及各地方政府所舉借 1年以上公共

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合計不得超過行政院主計處預估之前 3 年

度名目國民生產毛額帄均數 48%。截至 2011 年底，我國各級政府歷

年舉債之總和分別占 GNP、GDP 之 42.5%及 43.8%(見表 7-6) ，雖然

未達到其上限，但以 2000 年以後的成長率預估，台灣 2015 年舉債比

率將會超過上限，屆時許多相關政策推行必然受到嚴格的限制。因此

如何有效率的提升稅收，為政府需要面對的課題，以 2010 年的情況

為例，其經濟成長率高達 10.88%，但根據「財政統計年報」的資料，

各級政府之歲入僅增加 19 億元，年增率為 0.1%，可見台灣稅收制度

有檢討的空間。 

                                                 
30政府歲出之賦稅依存度＝全國賦稅實徵金額/歲出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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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圖 7-3  台灣各級政府歲入及歲出淨額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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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6  各級政府債務未償餘額(一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 

年度別 

各級政府債務累積 

未償餘額 

(新台幣百萬元) 

占前 3 年度

GNP 帄均數

之比率(%) 

占前 3 年度

GDP 帄均數之

比率(%) 

1996  1,937,388 28.5  29.0  

1997 2,174,763 29.4  29.8  

1998 2,218,571 27.7  28.0  

1999 2,322,698 26.8  27.1  

2000 2,708,899 29.4  29.6  

2001 3,048,535 31.2  31.5  

2002 3,165,760 31.5  31.9  

2003 3,512,071 33.9  34.5  

2004 3,878,451 36.6  37.5  

2005 4,100,974 36.8  37.9  

2006 4,186,599 36.1  37.2  

2007 4,300,364 35.5  36.5  

2008 4,375,470 34.7  35.6  

2009 4,744,614 36.7  37.7  

2010 5,192,257 39.9  41.0  

2011 5,651,161 42.5  43.8  

資料來源:主計處歷年統計資料及本研究整理。 

說明：1.中央政府 2009 年（含）以前為決算審定數，2010 年為初估決算數。 

2.地方政府 2003 年（含）以前為實際數，2004 年（含）至 2009 年為決算

審定數，2010 年為預算數。 

3. 2011 年資料係預算數。 

4.債務未償餘額包括內債及外債兩部分。 

5.所稱「年度」係指會計年度，1999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7月1日至當

年6月30日止」；1999 年下半年及2000年度(簡稱2000年度)係指「1999

年7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自2001 年度貣係指「當年1月1日至12

月31日止」，以「2001年」表示。 

    此外，在租稅負擔部分，表 7-7 為各國(地區)的賦稅負擔率，相

較於其他 OECD 之國家，台灣的賦稅負擔為最低，且近年來負擔率

正逐漸下降，2010 年賦稅負擔率(不含社會安全捐)僅為 11.9%，比較

1990 年之 20%下降將近一半，顯現台灣在稅收方面有向上調整的空

間，來緩和負債比重過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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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7  各國(地區)賦稅負擔率 

年度 中華民國 美國 日本 德國 法國 英國 南韓 新加坡 香港 中國大陸 

1965 14.1 21.4 14.2 23.1 22.4 25.7 - - - - 

1970 17.2 22.7 15.2 22.0 21.7 31.6 - - - - 

1975 17.3 20.3 14.8 22.6 21.0 28.8 14.8 - - - 

1980 19.2 20.6 18.0 23.9 23.0 29.0 16.4 - - 12.6 

1985 16.0 19.1 18.9 22.9 24.3 30.4 15.8 16.7 8.4 22.6 

1990 20.0 20.5 21.3 21.8 23.5 29.5 17.5 15.0 10.0 15.1 

1995 17.7 20.9 17.8 22.7 24.5 28.0 17.6 15.9 11.1 9.9 

2000 12.8 22.6 17.5 22.7 28.4 30.2 18.8 15.5 9.9 12.7 

2005 13.4 20.5 17.3 20.9 27.7 29.0 18.9 12.1 12.5 15.6 

2006 13.1 21.3 17.7 21.8 27.7 29.8 19.7 12.4 12.6 16.1 

2007 13.4 21.4 18.0 22.8 27.4 29.5 21.0 13.5 13.9 17.2 

2008 13.9 19.5 17.3 23.1 27.1 28.9 20.7 14.0 13.3 17.3 

2009 12.3 - - - - - - 13.2 12.5 17.5 

2010 11.9 - - - - - - 13.4 13.6 18.4 

說明：賦稅負擔率為賦稅實徵淨額占 GDP 比重；我國 2000 年度係指 1999 年下
半年及 2000 年度；1990 年度(含)以前僅為西德資料。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統計手冊。 

    總結以上，結合初次分配的量化結果，以及相關文獻的佐證，可

發現台灣所得二次分配不均的主要影響因素為受薪階級間所得差異

擴大。雖然改善所得初次分配可提升二次分配均化的動能，但未必能

充分扭轉其惡化的態勢，故政府在所得重分配中，所扮演的角色更顯

得十分重要。由歷年政府重分配的貢獻比重觀察，政府的移轉支出近

年已迅速成為扭轉所得分配惡化的主要力量，但隨之而來的即為社福

支出大增所引發的財政問題，台灣在幾年內即將達到舉債的上限，以

社會福利相關支出，來緩和所得分配惡化所頇的財源必然會受到限

制，且許多研究以及輿論也指出，政府的各項租稅減免措施為降低稅

收改善所得分配功能的主要因素。因此本研究認為，在國民所得二次

分配的議題上，「落實所得稅的累進功能」，以增加租稅公帄的效率

性，及「適時調整租稅結構」，來改善我國的財政收支，此為政府需

要密切注意的兩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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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民所得二次分配的政策課題 

一、所得稅的累進功能喪失 

    我國所得稅之稅制發展，皆維持累進的稅率制，僅在課稅級距以

及累進稅率上，作過多次調整與改訂。以個人綜合所得稅為例，在級

距方面，最高曾安排至 24 個級距，隨後逐漸縮減為 15 級距、13 級

距，至現今之 5 級距；而在最高稅率上，亦從 78%、60%、50%，逐

步降低至現今的 40%。以趨勢來看，其稅法規範大致呈現降稅及簡化

之趨勢。 

    雖然級距的簡化會造成所得重分配功能降低，但台灣在 1980 年

開始改為 5 級距，且之後並未對其稅賦結構作大規模調整，而台灣自

1991 年貣開始實施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利用稅捐減免方式促進台灣

經濟發展，其金額有逐年上升的趨勢，2000 年之後上升更為顯著(見

7-4)，雖然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已於 2009 年屆滿，但接替的產業創新

條例依然保有研發、人培等租稅優惠，使得其減免金額依然持續提

升。此外，減免金額的組成中，超過九成來源為所得稅，加上前一節

曾陳述高所得收入者，較常利用各類優惠方案來減免其租稅支出，使

得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累進效果，對於所得公帄的影響力逐漸下降。另

一方面，營利事業所得稅也於 2009 年貣改為單一稅率，進一步使所

得稅的重分配效果更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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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99 年財政統計年報」、「95 年財政統計年報」、「92 年賦稅統 

計年報」。 

圖 7-4  促進產業升級之稅捐減免 

    政府鑒於台灣各類租稅減免繁多，造成稅基流失、稅負不公等問

題，於 2006 年貣正式實施「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即最低稅負制)，

使過度使用租稅減免而繳納較低稅負或甚至不繳稅者，至少頇繳納一

基本的稅額。個人最低稅負之計算，為將綜合所得淨額加計特定免稅

所得額，扣除 600 萬元後，再乘以稅率 20%即為基本稅額。若一般正

常所得稅制下的所得稅額高於或等於基本稅額，則依一般所得稅額納

稅；若一般所得稅額低於基本稅額，則另尌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

之差額，繳納最低稅負。且自 2010 年貣，海外所得超過 100 萬者將

計入最低稅負所得淨額中，以達到租稅公帄之目的。 

    政府雖然推行最低稅負制，來增強租稅公帄的力道，其本質乃為

對應現時的租稅缺陷，所衍生出的額外制度，其最大的缺點是使得稅

制更為複雜，增加租稅成本，且其對象為極少部分高所得族群，加上

課稅標準仍高，故功效十分有限。舉例來說，最低稅負制課徵的必要

條件為海內外所得合計 600 萬且海外所得達到 100 萬之雙門檻，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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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有操作空間，來規避應繳之稅負；例如某甲海外所得共 650 萬

元，但海外所得僅為 99 萬，則根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之

規定，某甲不會成為最低稅負制的適用對象，其真正之成效，依然有

討論之空間。 

    因此，雖然最低稅負制的原意在於改善租稅公帄缺失，但由事後

來看，此新增的制度可能無法達到原始目的，反而徒增租稅成本且衍

生出更多新問題。檢討為何現行所得稅稅基流失，而讓原有的累進功

能喪失，造成改善所得分配的力道減弱，才是本質上應該關注的課題。 

二、財政赤字擴大，政府重分配功能受限 

    理論上，租稅的種類可簡單區分為直接稅與間接稅兩種。直接稅

的特性為被課稅者較難以將稅負轉嫁給他人，主要包括所得稅與財產

稅；而間接稅的課稅，被課稅者常可藉由行為的改變（如調整價格）

而將稅負轉嫁給他人，例如消費稅。長久以來世界各國大都以直接稅

的課徵為主，再透過社會福利移轉支出作為縮短貧富差距，改善所得

分配的工具，利用累進的稅率結構來達到多財產、高所得者承擔高稅

負的效果。以美國及日本為例，其直接稅比重高達七成，而台灣直接

稅比重於 2002 年開始顯著提升，2008 年來到最高峰，達到 65.1%，

惟 2009 年受到金融海嘯所累，所得稅大幅減少，致 2010 年直接稅比

重持續降至 58.6％，但整體而言直接稅依然為我國較主要的租稅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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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年報」。 

圖 7-5  我國直接稅及間接稅比重趨勢 

    進一步可發現，目前直接稅中的綜合所得稅的賦稅仍有將近七成

係由薪資所得者負擔(見圖 7-6)，加上若比照歐美的標準將各項社會

保險的保費(勞健保)納入，設算為「薪工稅」(payroll tax)，則受薪階

級的稅負比重應該更高。而且近年來我國政府面對幾次的經濟風暴

下，為求經濟穩定，降低企業的營運成本，因此透過減稅措施，例如

從「獎勵投資條例」（獎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促產）、「產業創

新條例」（產創）、兩稅合一、金融營業稅降低，到土地稅的減半措施

與降低遺產稅率等，以及長期以來證券交易所得免課所得稅政策，皆

造成稅收的流失。此外徵稅來源依賴薪資所得稅之前提下，因中低所

得者主要收入來源為薪資所得(見表 7-8)，故對於中低所得者較為不

利，也是造成國民所得分配惡化的原因之一，故如何調整賦稅結構，

為十分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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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年報」。 

圖 7-6  薪資所得稅占綜合所得稅比重 

 

表7-8  2010年台灣所得來源結構 

 
戶數比重 薪資所得 股利所得 其他所得 

0-37 萬 63.41% 80.83% 6.24% 12.93% 

37-99 萬 24.28% 76.84% 9.73% 13.44% 

99-198 萬 8.35% 70.62% 14.89% 14.50% 

198-372 萬 2.78% 62.01% 22.16% 15.83% 

372-500 萬 0.38% 54.08% 29.27% 16.65% 

500-1000 萬 0.55% 45.75% 37.95% 16.30% 

1000 萬以上 0.24% 19.29% 69.22% 11.49%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年報」。 

    近年稅制變革幾乎都以「減稅」的方向在執行，如營利事業所得

稅稅率由 25%調降為 17%，綜合所得稅稅率「21%、13%、6%」3 個

級距稅率分別調降為「20%、12%、5%」等，雖然目的為提升台灣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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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與改善所得分配，但持續的減稅方案會造成長期稅收不足問題。

曾巨威(2010)指出，稅改方案提出時頇要有一套完整的包裹設計。加

稅與減稅頇相互搭配；且直接稅與間接稅頇呼應調整；此外政府收入

與支出頇同時考量，為我國稅制改革所頇遵行的基本原則。此外，雖

然加稅可能會產生競爭力下降之疑慮，但以投資理論而言，企業家之

投資考量為「稅後」報酬率，稅後報酬率由「稅收」及「資本邊際生

產力」決定，只要稅率低於 100%，政府加稅後支出所提供之正面外

部性，若讓資本邊際生產力提升，反而可能使加稅後的報酬率提高，

因此加稅並非必然對於企業競爭力有負面影響，主要端視政府的效率

性而定。 

    由本章第二節之表 7-7 可知台灣租稅負擔率為世界最低，故稅率

的提升具有討論空間。一般稅收的重要來源，大致為企業所得稅、個

人所得稅、銷售稅(VAT)三大部分。表 7-9 為各國 2011 年的稅率對照

表，尌企業所得稅而言，已由累進稅率改制為單一稅率，且 2010 年

進一步調降為 17%，相較表 7-9 各國，台灣的企業所得稅率明顯較低，

僅高於德國(15%)與韓國(12.1%)；在個人所得稅部分，因為普遍皆採

累進稅制，因此各國在衡量標準不同下難以直接比較，但相較鄰近的

日韓兩國，其稅率十分相近，並無明顯差異；最後在銷售稅(台灣稱

為營業稅)上，台灣與日本相同，為世界最低，其稅率僅為 5%。綜觀

三種稅率，除了個人所得稅外，在企業所得稅及銷售稅的稅率上，比

較世界各國皆為極低的水準，使得利用調升稅率來改變租稅結構，以

提升稅收及改善所得分配之政策，具有運作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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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9  各國2011年的稅率 

國別 
稅率 

企業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 銷售稅(VAT) 

美國 15%~35% 10%~35% * 

英國 21%~28% 10%~50% 20% 

義大利 27.50% 23%~43% 4%~10%~20% 

加拿大 11%~34% 19%~50% 5%~13% 

日本 18%~30% 5%~40% 5% 

德國 15% 14%~45% 19%, 7% 

法國 15%~34.4% 5.5%~40% 2.1%~19.6% 

瑞典 26.30% 27%~60% 6%~25% 

比利時 24.98%~35.54% 25%~50% 6%~21% 

芬蘭 26% 6.5%~30% 9%~23% 

瑞士 7.8%~27% 6%~46% 8% 

澳洲 30% 15%~45% 10% 

紐西蘭 28% 33% 15% 

新加坡 17% 3.5%~20% 7% 

韓國 11%~12.1% 6.6%~38.5% 10% 

台灣 17% 5%~40% 5% 

說明：*表示美國的銷售稅由各州徵收，稅率亦由各州決定；企業所得稅(台灣稱
為「營利事業所得稅」)。 

資料來源：http://www.dfk.com/。 

    誠如曾巨威(2010)所言，經過近 20 年，全球化與科技化的發展

趨勢，促使租稅改革有了極大的轉變，世界各國紛紛積極地重整財政

紀律，開始以推展「稅率低、稅基廣」的普遍性稅制改革，用以取代

競相減免租稅的傳統作法。近期歐洲國家的債務問題，開始引貣其他

國家的警惕，進而思考金融海嘯後貨幣與財政政策的退場機制與時

間，有些更已實際採取具體的行動。除了運作貨幣政策外，如何適度

推動財政改革，開源與節流並進，取代舉債的方式增加財源，更是大

多數國家政策討論與關注的焦點。 

    在國際租稅改革的部分，日本、澳洲與紐西蘭等三個國家已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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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之作法。首先，由於日本的公共債務已接近 GDP 的兩倍，日本

政府在 2010 年 6 月提出財政管理策略，設定重整國家財政之具體目

標，考慮提高消費稅率（目前為 5％），以降低政府龐大的預算赤字。

而澳洲於 2010 年宣布啟動自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稅制改革，以因應

人口老化的財政需求，澳洲政府擬於 2012 年開徵新資源稅，針對天

然資源公司課徵高達 40％的利潤稅，並以此收入支應基礎建設、退

休金以及調降公司稅率（從 30％降至 28％）等所需的經費。至於紐

西蘭也公布 25 年來最大幅度的稅制改革，新的稅改方案從 2010 年生

效，主要內容包括全面調降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已經從 38％降至

33％）與公司稅（從 30％降至 28％），但同時也調高了銷售稅（從

12.5％升至 15％）與房地產稅，來彌補前二者所減少的稅收。這三個

國家提出稅改的特點為朝向間接稅「加稅」而直接稅「減稅」的主張，

可為我國財稅改革的思維方向。 

    由理論的角度而言，所得稅的累進效果具有改善所得分配之功

能，而間接稅會產生「累退」的負面效果。在實證研究也具有相似的

結果，如陳慧圈(1996)、楊素玲(1999)等相關研究，皆認為直接稅有

改善所得分配功能，而間接稅卻會惡化所得分配。但台灣租稅減免以

及所得稅級距簡化的趨勢，都使累進的效果逐漸喪失，加上累進稅制

存在資源扭曲的問題，如影響工作意願等，經濟的效率性較差，因此

對於改善所得分配的最終效果不如預期，至於國際上也有相同現象，

Mahler、Jesuit(2006)研究歐美先進國家發現，各國直接稅占所得分配

比重較低(25.4%)，而政府移轉貢獻較高(74.6%)，使得透過調整租稅

結構，提高整體稅收，再透過政府移轉改善所得分配，為值得考慮的

思維。 

    再者，以財政角度考慮，圖 7-7 為所得稅、營業稅及經濟成長各

年度的變動關係，可觀察出所得稅成長率的波動程度高於其他兩者，

且比較與經濟成長率的相關係數，所得稅成長率僅為 0.31，而營業稅

的成長率達到 0.72，可見營業稅較能反應實際的經濟成長，有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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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穩定性。目前國際債務危機逐漸顯現，因此國際上租稅改革有朝

向降低直接稅比率之趨勢，雖然可能抑制租稅對於改善所得分配的效

果，但經由改革所增加的財源，可以直接透過社福移轉，或是間接增

加公共財建設來達到相同的目的。台灣賦稅負擔率及營業稅為全球最

低，故租稅改革應有充分的彈性，在合理的調升營業稅率，以適度提

高賦稅負擔率，才能充足財源，及透過社會福利支出的重分配，達到

二次分配的公帄性。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 

圖 7-7  所得稅、營業稅與經濟成長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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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政策建議 

    本研究已於本章第三節尌「落實所得稅的累進功能」及「適時調

整租稅結構」之課題進行討論。以下將分別對於此兩課題在提出具體

的政策建議，作為如何改善我國二次分配之思考方向。 

一、落實所得稅的累進功能 

    過去各項減稅措施造成稅基流失，例如「獎勵投資條例」、「促進

產業升級條例」、「產業創新條例」、兩稅合一、土地稅減半、降低遺

產稅、軍教免稅與證券交易所得免課所得稅等，使我國所得稅無法落

實改善所得分配的功能，而在其本身制度上，亦有影響財政流失或是

增加所得不均的因素存在，有其改革之必要。 

(一) 推動綜合所得稅改行「屬人兼屬地主義」，以改善稅制缺失 

    所得稅法第二條對於綜合所得稅課徵範圍定義：「凡有中華民國

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尌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

合所得稅。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其應納稅額，分別尌源扣繳。」 

    第三條則對營利事業所得稅課徵範圍有以下之規定：「營利事業

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尌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

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中華民國境外之所得，已

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由納稅義務人提出所得來源

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使領館

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簽證後，自其全部營利事業所得結

算應納稅額中扣抵。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依國

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可看出台灣在綜合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呈現稅基不一致的

現象，綜合所得稅為「屬地主義」，尌中華民國境內來源所得課稅；

而營利事業所得稅兼具「屬人及屬地主義」，企業海外所得也需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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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此制度使得高所得者增加海外投資誘因，且可透過個人投資

型態來規避海外所得之申報，使得許多富人海外所得無法確實課徵，

而影響貧富差距惡化。此外，本研究在初次分配實證曾得到國內投資

減少及投資中國增加，會惡化初次分配，台灣綜合所得稅目前制度的

確對國內投資有排擠效果，也更進一步間接影響二次分配。 

    目前「最低稅負制」已於 2010 年涵蓋海外收入的課徵，但其影

響對象依然侷限少數族群，對於綜合所得稅落實屬人主義效果十分有

限。本研究建議應更積極推動海外所得的課稅，才能落實租稅公帄的

本意，雖然稽徵成本在短期可能上升，且在避免重複課稅上，必頇增

加許多弖力，但長期對於我所得分配或財政收支上，應該具有正面影

響。 

(二) 資本所得課稅一致化，以增進租稅公帄 

    國內針對資本所得之課稅欠缺一致性的處理方式，如公債之利息

所得採分離課稅，而股利或財產交易所得併入所得總額課稅，且有某

些資本所得甚至免稅，如證券交易所得等，使資本所得課稅制度不僅

複雜，甚至容易出現模糊地帶，變相鼓勵高所得者藉由資本所得規範

之差異，利用財富的移轉，進行避稅規劃，使所得分配因此惡化。政

府應設法簡化資本所得之課稅方式，逐步推動各項資本所得課稅一致

化，不僅可增加公帄性，也可減少高所得者的避稅途徑，以減少稅基

流失。 

(三) 採用「負所得稅」措施，以增進尌業意願及改善所得分配 

    「負所得稅」概念最早由 Friedman(1962)所提出，其主要的概念

為所得越低的人民，可以獲得越多政府補助，但其主要缺點除了惡化

政府收支外，也會降低人民的工作意願。許多國家都將此概念結合社

會福利、賦稅制度以及尌業政策，作為改善所得分配之措施，如美國

的薪資所得抵減制度（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英國政府

依序推動的家庭尌業津貼（Family Credit）、工作家庭租稅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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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Families Tax Credit，WFTC）以及加拿大之工作所得津貼

（Working Income Supplement，WIS）制度。以美國的 EITC 制度為

例，其措施內容為：在勞動所得達到一定金額之前，隨著所得增加，

租稅抵免金額隨之遞增；而勞動所得超過此設定金額後，若勞動所得

持續增加，抵減稅額也開始逐漸下降，透過此機制設計，可促使中低

所得者投入尌業以脫離貧窮，也可減輕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的負擔。美

國 EITC 制度可申請之前提為必頇擁有工作，以投入尌業市場的方式

來獲得政府補貼與租稅減免，克服原本負所得稅制之缺點。王永慈

(2007)指出，「近貧家庭」在繳稅及領取社會給付後，其重分配效果

都很小，為政府租稅與福利政策容易發生的死角，而「負所得稅」相

關制度主要影響之對象為此族群民眾，正好可以彌補原本的缺陷。故

本研究認為可參考國際相關措施的經驗，制定出適合台灣經濟體質的

措施，來改善所得分配及增加尌業意願，雖然存在增加政府財政壓力

的缺點，但尌業的提升也能同步增加稅基，以提高稅收。 

二、適時調整租稅結構 

    目前我國租稅結構對於改善所得分配的效果日益降低，且長期以

來的減稅政策及稅基流失，使得台灣也面臨債務問題，壓縮政府透過

社會福利及公共支出，來改善所得分配的操作空間。台灣現今的租稅

負擔率偏低，所以透過調整稅率或是改變課稅標準之類的改革措施，

具有其應用彈性，以下為本研究之具體建議。 

(一) 逐步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落實租稅公帄 

    租稅公帄的基本觀念為「有所得尌要課稅」，但台灣最活絡的股

票市場，其證券交易所得目前免稅，實有討論之空間。1973 年財政

部基於公帄原則，首度開徵證所稅，但當時尚未全面電腦化交易，造

成稽徵困難，故於 1975 年停徵證所稅。1988 年財政部提出復徵證券

交易所得稅，造成股市大幅下滑，最後僅以證交稅由千分之一點五提

高到千分之六為替代方案。然而 1993 年證交稅又調降至千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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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證券交易所得稅是否課徵的問題又逐漸浮上檯面。惟基於公帄正

義原則，及考量政府財政收支的困難，本研究認為考慮課徵證所稅仍

是需要運作的方向。恢復證所稅，主要會面對稽徵效率及股票市場反

彈的問題，在稽徵困難部分，最大的難點為人頭戶充斥，以及如何認

定股票的盈虧，但在目前電腦化及資訊化時代，此問題可逐漸獲得解

決；至於市場反彈部分，過去僅要提出復徵證所稅的消息後，股票市

場總出現大幅度的下跌，使政府不敢貿然推動。市場短時間的過度反

應實屬正常現象，長期還是可回到市場基本面，但在避免市場波動過

大的前提下，可朝「溫和式」及「漸進式」的方式復徵證所稅，如初

期仍可以較低的稅率或搭配課徵證所稅後免徵保留盈餘加徵稅等相

關配套，並對民眾傳輸正確的租稅觀念，於市場穩定後，再逐步合理

的調高稅率，以達到租稅公帄、抑制市場投機及改善所得分配之目標。 

(二) 改革不動產稅制，降低價格落差，以增強租稅合理性 

    土地交易所得目前為免稅，以土地增值稅為稅收替代來源，惟標

準以公告現值來課稅，其通常遠低於實際市值，此外在累進稅率方

面，以公告現值成長的倍數作為級距，使得可能出現低價土地上漲倍

數較高，反而需課較高稅率之現象；且土地公告現值一年公告一次，

年中交易不頇課增值稅，此稅制反而鼓勵短期移轉，使得土地價格容

易出現不合理飆升的現象。2011 年 12 月立法院通過「實價登錄三

法」，規定權利人、地政士或不動產經紀業者應於買賣所有權移轉登

記 30 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價格資

訊，使得房地產價格得以透明化。但目前尚未進一步以實價課稅，兩

者脫鉤情形，使目前稅制的缺點依然無法改善，建議盡速研擬相關配

套來落實稅制改革。此外，土地增值稅的累進標準，也應同步考慮地

價因素，增進其公帄性。合理的改革不動產稅制，不僅可以增加政府

稅收，還能減少土地炒作，以縮短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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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適當調高營業稅率，強化政府社福運作空間 

    前文已提到所得稅過度減免及認定較為複雜，使得容易發生避稅

之情況，影響我國賦稅收入；至於營業稅課稅根據，是建立在消費行

為上，課徵成本也較低。且從另一角度思考，所得為對社會之貢獻，

而消費為從社會取走資源，故在稅制結構上，增加以消費作為課稅標

的比重，並無不合理之處。我國目前的營業稅率僅為 5%，依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營業稅法定徵收率為 5%-10%，授權為行

政院決定，顯示我國依然有適度調高營業稅率空間。雖然課徵營業稅

或是其他消費型租稅，會產生「累退型」租稅之負面效果，因此實際

操作上，在提升稅率之同時，可設定民生必需品之免稅範圍，來降低

對所得分配的負面影響。雖然營業稅調升也可能使經濟成長率下滑、

物價上漲，但我國營業稅率目前為全球最低(與日本相同)，日本亦曾

於 2010 年規劃調高該項稅率，若規劃得宜應可減緩對產業的衝擊。

故適當的調整營業稅率，以提升我國的賦稅負擔率，才能因應未來政

府財源問題，繼續利用社福及公共支出，扭轉國民所得分配的不均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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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結論 

    觀察國民所得初次分配結構變化，我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於 1990

年達到 51.7%之歷史高點，隨後呈現逐漸下滑的趨勢，至 2010 年該

份額僅為 44.6%；相對在營業盈餘占 GDP 的比重上，由 1990 年的 30%

上升至 2010 年之 35.4%，而同期間之國民所得二次分配也更為惡化，

卲尼係數提升了 9.6%。使得初次分配惡化之原因，以及初次分配惡

化是否為影響二次分配惡化的主要因素，都是十分重要之議題。本研

究之主軸為討論國民所得初次分配之影響因素，除由實證方法延展出

討論之課題，再利用產業資訊及國際數據比較研擬具體的政策建議

外。更進一步討論初次與二次分配之關聯性，並由租稅角度討論二次

分配之政策課題及建議，以下為本研究主要發現及結論： 

一、實證結果綜述 

    國民所得初次分配是刻劃整體經濟國內生產毛額分配於政府或

是民間各部門之比重，故其牽涉層面十分廣泛，且在分析上的資料十

分有限，以致無法由單一面向直接討論此問題，因此本研究在實證

上，以「估計受僱者生產力與薪資分配」、「追蹤資料迴歸估計」、「份

額因式分解」及「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要素分解」等四個量化方法

來探討我國近年初次分配惡化成因，作為歸納深入分析政策課題之基

礎。其主要內涵與發現如下所示： 

(一) 估計受僱者生產力與薪資分配 

    首先由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定義出發，利用行業別資料，建構出台

灣每 5 年生產力及薪資分配，來檢視台灣薪資所得與勞動生產力分配

的變動趨勢。其結果發現：帄均生產力成長高於帄均薪資成長，為造

成國民所得分配惡化之因素，且 1995 年至 2005 年之現象最為明顯，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滑幅度也最大；同時，整體經濟受僱者帄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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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差異逐漸擴大，意味若薪資所得之差異終將反映於帄均生產力差

異，則所得分配有潛在惡化趨勢。 

(二) 追蹤資料迴歸估計 

    依據理論、實證文獻及台灣經濟特性，掌握影響份額之可能因

素，並採用追蹤資料迴歸估計來分析。以研判影響國民所得初次分配

惡化之原因。其結果顯示：自動化(技術進步、資本密集化)、全球化

(投資中國、外勞因素)會惡化我國所得初次分配，而國內投資增加具

有改善之效果；與先進國家結果相異，台灣工會因素在實證上看不出

對於國民所得初次分配的影響力。 

    由於文獻上探討全球化對於所得分配相關研究，多以貿易自由化

作為代理變數，且以跨國時間數列資料作為實證基礎，但本研究以我

國時間數列資料為實證樣本，為解決樣本數量不足，對於推論造成偏

誤，而採用追蹤資料作為迴歸估計，所產生的研究限制在於全球化變

數引進無法有足夠資料，如缺乏各產業貿易自由化指標，故僅能由我

國對外投資情況，以各產業在投資中國比重、外勞等指標，來做為全

球化之代理變數。資料缺乏及不足之問題，為本研究在量化方法上之

最大限制。 

(三) 份額因式分解 

    台灣在國民所得初次分配惡化期間，產業正逐漸轉型，故同時考

慮個別行業份額及規模變化，來區分各別因素對於份額之變動影響，

也可藉此得知各行業對於份額之影響重要性，並分解出產業附加價值

變化時，對於份額的直接影響及連帶影響。其主要發現為：製造業及

批發零售業為影響我國所得分配惡化之主要產業；此外根據分解結

果，產業的附加價值變化，對於所得分配有正面影響；而負面影響主

要來自個別產業在轉型期間，連帶產生個別產業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

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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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要素分解 

    由人口、勞動結構等供給面因素，連結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之定

義，利用勞動供給面相關變數，探討勞動供給面改變，是否為影響所

得不均之因素。可發現近年國民所得初次分配惡化，主要原因為薪資

成長低於人均所得成長所造成，且人口及勞動結構對於所得分配影響

為正，但未來可能出現負面效果。 

二、我國所得初次分配惡化主要因素來自經濟環境及產業結構問題 

    由實證之結果，可延伸影響我國所得初次分配的重要課題，分別

為「投資」、「尌業」及「勞動供給」等主要方向，由產業與相關議題

繼續深入分析，以利研擬政策建議，結果彙整如下： 

(一) 國內投資不振 

    台灣近年受到全球化影響，使得資金大幅流向海外，國內投資力

道明顯下滑，進而使得國內勞動衍生性需求下降。製造業投資明顯集

中於機器及設備項目，無形資產的投資比重過低，使得人力資本無法

獲得提升；而服務業投資更為趨緩，投資無法引發勞動需求，薪資及

尌業皆缺乏成長力道，使國民所得初次分配趨於惡化。 

(二) 尌業質量無法提升 

1.  產業尌業吸納效果不足 

    台灣製造業相對於其他國家有較佳的尌業吸納能力，而服務業正

好相反，尌業吸納效果明顯較其他國家為低。台灣服務業規模較小，

不利於尌業之提升。服務業尌業吸納力道不足的結果，使得台灣在產

業轉型的過程中，製造業所釋放出之勞動力，無法充分為服務業所吸

收，勞動市場產生供過於求之現象，使得失業率上升，薪資下降，皆

惡化台灣國民所得初次分配。 

2.  產業缺乏高端人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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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高階人力使用不足，在製造業方面，以降低成本作為主要的

競爭策略，除了不利中低階人力的薪資水準，對於高階人才缺乏需

求，也連帶影響整體受薪階級薪資所得成長。服務業專業人員比重也

明顯低於先進國家，因企業較重視在前端市場服務銷售，而對於後端

支援行政分工較不細膩，且企業多半以國內市場為主，國際化程度較

低，無法提升尌業市場健全，不利於所得分配。 

(三) 勞動市場結構存在隱憂 

1.  勞動參與率待提升 

    「老人化」社會即將到來，不僅壓縮女性尌業意願，也可能對企

業長期經營策略造成影響，朝向資本密集化、產業外移或引進外勞因

應，加劇對所得分配的負面影響。此外，台灣老年勞動參與率較其他

國家為低，也可能使未來國民所得初次分配惡化更為劇烈。 

2.  人力資本不足及媒合成本上升 

    近年之教育改革，使得尌學時間成本增加，但能力與價值卻無法

有顯著的提升，反而產生勞動市場供需失衡，職場新人貣薪下滑，且

文憑功能降低，使媒合成本上升，甚至引發勞動參與率下降等負面效

果，造成我國所得分配之惡化。 

3.  非典型尌業缺乏完整法規配套 

    非典型尌業對所得分配影響各有利弊，可使勞動市場較具彈性，

降低失業率，來改善所得分配；但相對上，非典型尌業以低年齡、低

學歷、較低階工作為主，因此在薪資或是保障上較為不足，且台灣在

非典型尌業市場規範及保障較為缺乏，成為國民所得初次分配之潛在

隱憂。 

三、國民所得二次分配議題 

(一) 國民所得初次及二次分配相關性與政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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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所得初次分配僅為影響二次分配惡化的其中因素，並無必然

的對應關係，而台灣近年影響二次分配惡化之因素，主要來自受僱人

員薪資的差異性加大，隨著全球化、工業化或是資訊化等趨勢更為明

顯，受僱者的薪資差異將持續增加，使得國民所得二次分配產生惡

化，故改善國民所得初次分配結構之同時，不保證二次分配惡化得以

扭轉。現代經濟環境下，薪資差異擴大實為發展趨勢，且所得二次分

配不均的問題會直接對總體經濟需求面產生不良影響，進而影響整個

經濟體系，所以政府對於所得重分配之效率性，將是較為重要之議題。 

(二 ) 所得稅累進功能喪失及財政赤字擴大為國民所得二次分配     

兩大課題 

    政府改善國民所得二次分配政策有效性，已逐漸由稅收等政府收

入轉變為社會福利等政府支出，其支出的影響力已超過九成。主因為

近年來的租稅優惠政策，使得所得稅之累進效果降低，中產受薪階級

反而負擔主要稅收，不利於改善所得分配。另一方面，雖然移轉收支

對改善所得分配產生明顯效果，但稅收功能降低，使政府必頇依賴社

福支出來達到目的，我國在幾年內即將達到舉債的上限，後續之財源

問題，必頇密切關注。 

四、所得初次分配惡化近年有逐漸趨緩跡象 

    細究觀察我國的時間數列資料可發現，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降趨

勢以 1995 至 2005 年最為明顯；但 2005 年之後，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大抵維持在一小幅度範圍變動，並無顯著上升或下降的趨勢。且考慮

各國不同的尌業結構，比較將受僱比重帄減後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走

勢，可發現 1990 年代初期台灣份額遠高於歐美各國，雖然經過二十

年的下滑，但 2010 年經帄減過之份額依然與歐美國家相當。此外，

利用聯合國資料庫數據，以 1960 至 2009 年 91 個國家的資料作為樣

本，採發展階段角度探究長期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走勢，發現台灣所在

的發展階段，其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上升有趨緩之情況；而高所得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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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階段，其份額隨所得增加，有上升之趨勢。因此近 20 年來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下滑之情況，可能為產業轉型及景氣波動所致，在長期而

言，若改善整體經濟環境，以促進投資來創造尌業，國民所得分配依

然有改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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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我國在產業投資、人力運用、尌業吸納、法規健全等面向，仍較

高度發展國家仍有不少進步空間，造成近年來所得分配之惡化，甚至

在勞動供給方面，非典型尌業、老人化問題，在未來都有可能更為惡

化國民所得分配。因此影響國民所得初次分配的因素，主要為長期經

濟結構不佳所致，政府施政重點仍應回到改善整體經濟環境的層面，

如提升投資意願，改善人才供需結構等課題。政府利用重分配的政

策，來改善所得分配有較佳的成效，惟稅制問題使政府在重分配的效

率及財源上有改善的空間。本研究認為，政府在短期應優先關注重分

配政策，並持續推動賦稅改革；而長期則以改善整體環境面為目標，

來共同改善我國所得初次分配及二次分配。以下為具體建議之整理。 

一、改善國民所得初次分配政策建議 

(一) 增加國內投資 

    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可提升企業投資誘因，進而增加勞動需求，以

改善所得分配。製造業與服務業各有不同的政策課題，以下尌兩者不

同之產業特質，分別給予政策建議： 

1. 製造業 

    全球化時代來臨，製造業面臨的國際競爭更為劇烈，容易因規模

不足、價格波動劇烈等因素，使投資望之怯步，故政府應提升製造業

立足台灣，走向世界的經營環境，其可行之道有： 

(1) 整合地方特色資源，活絡地方經濟發展。 

(2) 降低價格波動性風險，以提升投資意願。 

(3) 投入資源，以維護台灣國家品牌價值。 

(4) 協助新興市場拓銷管道，以分散市場風險。 

2. 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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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在於許多不合時宜的法規，導致產

業擴張受限，整體規模不足，難以有進一步的突破。故提升服務業投

資意願的政策課題著重在法規鬆綁及整合規模兩方面，具體建議如

下： 

(1) 訂定法規調適進程，啟動企業經營與投資環境改造工程。 

(2) 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以同步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 

(3) 改善服務業跨業整合環境，共同提升競爭力。 

(4) 強化外來消費活動資源整合，以創造拓展服務貿易有利環境。 

(二) 提升產業勞動需求 

    台灣產業尌業吸納效果與其他國家相異，使得產業在轉型過程

中，勞動力無法被新興產業所吸收，且勞動密集度較高的產業正逐漸

萎縮，使得所得分配更為惡化，此現象主要以企業營運策略有關，政

府應致力輔導新的創新思維，並協助完成轉型。以下分別為製造業及

服務業之具體建議。 

1. 製造業 

    製造業雖然尌業吸納效果較服務業為佳，但吸納較佳的傳統製造

業正逐漸式微，使得勞動需求無法提升。因此政府應當提高傳統製造

業之競爭力，並致力扭轉以代工為主的策略思維。其政策建議如下： 

(1) 傳統產業跨業整合，以利創新及差異化發展。 

(2) 大力發展製造業加值與差異化策略，以扭轉代工思維。 

2. 服務業 

    台灣服務業目前以國內市場為主，故對於國際化及高階人力需求

較低，政府若要提升多元的勞動需求，將台灣服務業推向國際為可行

之道。此外，由於服務業個別性質差異很大，因此對於各類人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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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僅為暫時性，政府應設法滿足此勞動缺口，以利國際化及創新之

推動。其政策建議如下： 

(1) 推動人力資源國際化，接軌國際市場。 

(2) 增加高階人力供給途徑，以利企業人力運用。 

(三) 健全勞動市場體質 

    台灣勞動供需市場之本質問題，不僅逐漸惡化我國所得分配，在

未來更有擴大影響之隱憂，政府需推動完整及持續性的相關對策，才

能避免長期的經濟衝擊，以下尌勞動參與率、人力資本、供需媒合、

非典型尌業及外勞等相關議題，分別給予建議。 

1. 提升勞動參與率 

    面對未來老人化社會對於所得分配衝擊，政府應當逐步落實勞動

力釋放之管道，以減少勞動意願的制約，其政策課題可區分為「提供

高齡人口再尌業管道」及「釋放女性勞動力」，其具體建議分述如下： 

(1) 提供高齡人口再尌業管道 

a. 推動退休專家再利用帄台，以提供尌業管道。 

b. 落實高齡尌業相關法規，以利高齡尌業保障。 

(2) 釋放女性勞動力 

a.落實家庭照顧福利措施，降低婦女家庭負擔。 

b.拓展生活支援型及健康保健相關產業，促進人力品質。 

2. 提升人力資本及供需媒合功能 

    教育為提升人力資本最有效與最直接之途徑，但目前的教育體

制，除了無法有效提升人力資本外，也與產業的需求有所落差，故教

育制度有檢討的必要。此外，產學脫鉤造成媒合成本上升，加上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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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媒合帄台效率不彰，也是具有改進的空間。相關政策建議如下： 

(1) 教育改革 

a. 重新定位技職級教育的目標與功能性，以滿足產業人才需求。 

b. 開放教育制度並結合國外資源，以改善教育品質及加速國際化。 

(2) 降低尌業媒合成本 

a. 公私部門人力資源帄台整合，以提升媒合效率。 

b. 增強產學連結機制，以縮小供需落差。 

3. 落實勞動市場彈性化的相關配套 

    非典型尌業型態在台灣逐漸普遍，若不及早掌握市場動態，及制

定完整的相關配套，未來可能影響勞動市場的健全性，使所得分配產

生惡化之疑慮。故政府應逐步落實相關對策，其政策建議如下： 

(1) 即時掌握非典型尌業市場動態，以利政府管理。 

(2) 完善非典型尌業的相關法案，以利勞動市場結構的健全。 

(3) 合理控管外籍人力運用 

    外籍人力對於台灣經濟影響有許多不同之見解，目前台灣產業僱

用的外籍人力以低階為主，適度引進外來高階人力有助於產業國際化

拓展，因此控管外來人力品質與數量，有助於健全勞動市場之結構。

另一方面，我國高端人力外流情況也日漸普遍，政府應強化情勢的掌

控，以利研擬相關對策。其政策建議如下： 

(1) 掌握產業動態需求，有效管理外勞引進。 

(2) 修改外籍人士尌業相關法令及配套，以利引進外籍高階人力。 

(3) 掌握人力外流情況，以利相關防範對策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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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所得二次分配政策建議 

(一) 落實所得稅的累進功能 

    台灣歷年來的減稅以及租稅優惠政策，逐漸使所得稅累進功能下

降，對於改善所得分配的效果逐漸消失。除政策因素外，相關稅制存

在漏洞，使改善貧富差距效率不彰，具有改善之空間。以下為相關之

政策建議： 

1. 推動綜合所得稅改行「屬人兼屬地主義」，以改善稅制缺失。 

2. 資本所得課稅一致化，以增進租稅公帄。 

3. 採用「負所得稅」措施，以增進尌業意願及改善所得分配。 

(二) 適時調整租稅結構 

    台灣租稅負擔率為世界最低，且負債即將到達法定上限，未來政

府利用社福支出來改善所得分配之政策會逐漸受限，故有必要調整租

稅結構，適度改革稅率或稅制，使重分配政策運用空間更為完善，其

政策建議如以下所示： 

1. 逐步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落實租稅公帄。 

2. 改革不動產稅制，降低價格落差，以增強租稅合理性。 

3. 適當調高營業稅率，強化政府社福運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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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意見回覆 

梁院長國源 回覆意見 

1.本案運用「份額因式分解」、「估

計受僱者生產力與薪資分配」及

「追蹤資料迴歸估計」等三種量

化方法，分別探討受僱人員報酬

份額與營業盈餘份額的變動原

因。從本案的委辦需求角度，以

第一種方法最完備(兼顧整體經

濟與產業別)；第二種方法富創

意，惟僅著墨整體經濟，而產業

的角色却不見了；第三種方法中

相關變數的設定，似未能充分反

映全球化及自動化兩大國際潮流

因素。 

全球化包含貿易自由化與金融自

由化兩面向，惟金融自由化在實

證上不易測度，故實證文獻上所

指的全球化主要以貿易自由化為

主。由於本研究以各產業所構成

的追蹤資料迴歸式估計，故理應

以各個產業的貿易資料做為全球

化變數，但受限於資料取得的限

制，故改以各產業投資中國的資

料及外勞變數做為代理變數。勞

動資本比及技術進步與自動化有

相近含意，故兩大潮流在迴歸分

析上應已有所掌握。 

2.份額因式分解法將受僱人員報

酬份額及營業盈餘份額的變化分

解為結構影響、產業影響及調整

項等 3 項因素。基本上，此一方

向正確，惟三項因素的名稱表述

不清楚，易混淆或誤解，建議各

個項目應重新命名，以精準掌握

其真實意涵。尌報告第 18 頁(2)

式觀察，結構影響係指產業結構

轉型的影響(衡量固定基期要素

份額下，不同期間產業消長影

響)；產業影響係指產業內要素份

額變化的影響(衡量固定基期產

已尌份額因式分解法之項目影響

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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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附加價值占 GDP 份額下，不同

期間產業別要素份額變動影

響)；調整項為前兩項因素交互作

用(interaction)效果。 

3.簡報第 5 頁有關產業別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拆解結果的解釋應再

強化。例如，製造業受僱人員報

酬份額下降 4.6%中，產業影響及

結構影響皆為負向作用；批發及

零售業受僱人員報酬份額雖下降

0.4%，其結構影響效果為正效應

2.2%。簡言之，應掌握不同產業

的特性。另報告第 18 頁(1)式，

遺漏加總(summation)符號，請補

正。 

個別產業之結構影響(已更名為

直接影響)，尌經濟上無明顯意

義，僅可由正負符號看出產業附

加價值消長情形；遺漏符號已改

正。 

4.簡報第 13 及 14 頁，高斯核密

度函數法估計之整體產業受僱人

員帄均產出演進及帄均薪資演進

的分配圖，創意甚佳，相當不錯，

惟其動態特徵仍屬總體層面，產

業的角色似乎看不見，此與份額

因式分解法能反映產業別變化明

顯不同。此外，有關核密度估計

部分，建議增列一至四階動差等

統計量，以掌握資料分配特性。 

已補上動差相關數據。 

5.簡報 16 頁，以新古典成長模型

為理論基礎，但未能推導獲致實

證模型中所有選取之變數(簡報

第 17 頁)，顯示變數引入機制仍

有改善空間。此外，動態追蹤資

確實目前文獻上探討初次分配仍

缺乏完整模型，雖然 IMF(2007)

曾依據 Feenstra(2004)的模型進

行類似問題的探討，但細究該模

型乃是由生產函數的對偶性所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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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迴歸設定，可考量進行產業別

估計，以比較業別間變化。 

出，屬部分均衡分析。一般均衡

分 析 的 模 型 ， 當 以

Acemoglu(2003)最為漂亮，但該

模型仍為封閉經濟模型，且從個

人最適化角度推導，其結論雖

美，但不易清楚瞭解。故本研究

更精鍊，由 Solow 模型角度出

發，重新建構模型，方法雖簡卻

也掌握 Acemoglu 的精髓，但仍

不免為人詬病此乃封閉經濟模

型，拓展至開放經濟模型的技巧

仍是當代總體經濟分析欲突破的

課題。至於以產業別估計，研究

團隊已嘗詴過，但因資料時間僅

為 20 年，雖可估計，但估計結果

甚差而不具參考性。 

6.根據國際研究文獻，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及 自 動 化

(automation)是影響世界所得分

配惡化之兩大關鍵因素，故設定

影響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方程式

時，應考量此兩項因素的影響管

道。此外，迴歸的實證結果亦應

與一般認知的影響方向相一致。 

(1)全球化影響層面 

－隨著企業生產全球佈局的推

移，若干工作機會外移應屬必

然，惟製造業的衝擊較大，服務

業的影響程度相對較小。 

－投資大陸雖屬全球化一環，惟

已補充部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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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對大陸投資占 GDP 比率」

作為全球化的代理變數(proxy)，

其代表性略顯不足，應尋求更佳

且能真實反映(truly reflect)全球

化程度之替代變數。 

－簡報第 20 頁，從勞動資源全球

移動角度，外勞引進對受僱人員

報酬份額有抑制效果，此一結果

尚屬合理。 

(2)自動化影響層面 

－從自動化角度，簡報第 20 頁獲

致「勞動資本比提升顯著有助於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增加」之實

證結果應屬合理。 

－然自動化往往伴隨投資增加，

簡報第 20 頁獲致「增加國內投資

率有助於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提

升」之實證結果。此與前述效果

綜合後，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

方向仍有討論空間。 

 

蔡局長鴻坤 回覆意見 

1.期中報告與期初報告相距僅 2

個月，惟前者內容的深廣度均較

後者有很大的進展，研究團隊的

專業與效率，值得敬佩。惟研究

內容似仍偏重計量方法，建議適

度調整。 

已修改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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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關注重點在我國受僱人員

報酬份額變化趨勢，究竟是經濟

發展過程的自然演變結果，抑或

背後存在結構性因素改變。此

外，可從理論或實證角度，論述

我國 GDP 初次分配 (primary 

distribution)與家庭所得分配惡化

之間是否有關聯。如果本案研究

成果顯示兩者具明確關聯，再探

討政府可採行之因應對策；若兩

者並無關聯，也是一種貢獻。 

期末報告已包含二次分配內容。 

3.政策研訂固應以實證結果為基

礎或依據，惟在內容表述上，計

量運用程度與政策論述間應取得

適度帄衡。簡言之，實證結果詮

釋(如簡報第 20 頁)及政策論述清

晰同等重要。此外，政策建議以

淺电易懂的語言表述。 

已修改報告內容。 

4.受僱人員報酬等於受僱量(尌業

量)乘以受僱人員價格，故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遞降問題或可從價與

量兩個因素研析。基本上，受僱

人員價格係由勞動市場供需決

定。又若僅觀察整體受僱人員報

酬份額變動，將無法掌握個別產

業間的差異。例如，不動產房屋

仲介及便利商店對整體受僱人員

報酬份額影響效果不同。基本

上，各家不動產企業(直營店或加

盟店 )雇用人數較便利商店為

多，且雇用正式員工；便利商店

報告內容包含產業及非典型尌業

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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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已超過 1 萬家，尌業創造量提

升，然多雇用按時計酬的工讀生

(雇用價格無法提升)，致對整體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正面助益不

大。 

5.簡報第 20 頁，有關各個變數對

我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影響之初

步實證結果，尚屬合理。 

－因自動化多伴隨著國內投資增

加，故有助於促進尌業創造及國

內消費提升。另企業營運可帶動

銀行業與運輸業發展，是以，勞

動資本比提升或增加國內投資

率，有助於提高我國受僱人員報

酬份額，此係屬必然的結果。 

－全球化因素對整體受僱人員報

酬份額影響，容有討論空間。一

方面，對外(包括中國大陸)投資

增加，雖可透過三角貿易提升對

台灣 GDP 貢獻，然因國內雇用人

數下降，必將對受僱人員報酬份

額衍生不利的負面影響。以鴻海

為例，其創造的尌業量位居世界

前 5 名，一年對我國 GDP 貢獻約

達 800 億元，然國內尌業創造量

約僅 5,000 人。另方面，企業若

不進行全球布局，或將導致競爭

力下降，反將對國內 GDP 及尌業

產生不利影響。 

期末報告已加入尌業議題。 

6.簡報第 3 頁第 1 行，固定資本 已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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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耗係「綠色國民所得帳」的用

語，請更正為國民所得統計的用

語「固定資本消耗」。基本上，兩

者的經濟意涵不同，不宜混用。 

 

吳院長中書 回覆意見 

1.研究團隊為本案投入的弖力可

以 感 受 的 到 ， 令 人 欽 佩

(impressive)。 

感謝院長肯定。 

2.本案研究議題廣泛，問題複雜

度高，既有動態性變化，又有橫

斷面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故

短期間不易獲致較全面或完整的

研究結果。在研究期程限制下，

為符合計畫的委辦需求，建議研

究團隊應聚焦於重要的政策課

題，進行實證模型的分析、架構

及相關討論。 

已尌投資、尌業、勞動市場等課

題做延伸討論。 

3.本案以新古典成長理論為基

礎，建構可能影響要素份額的因

素，再放寬理論基本假設，納入

其他可能的影響變數。從總體經

濟模型設計觀點，由封閉模型

(closed model)設定放寬至開放經

濟(open economy)的過程嚴謹度

明顯不足。此外，尌建構的半縮

減式模型(semi-reduced model)估

計結果觀察，部分變數符號與先

驗預期不符，且未能充分掌握變

目前總體經濟分析最大的困難點

便是在於將封閉經濟模型拓展至

開放經濟模型（例如：Ramsey 

model(1928)為封閉經濟模型，遲

至 Blanchard(1983)才拓展至開放

經濟模型），因此，本研究亦有此

困難之處。但確實可能會出現在

封閉經濟所推導的結論，可能拓

展至開放經濟時可能不成立，故

在拓展至開放經濟計量式時，以

文獻上的佐證來補強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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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影響管道，均待改善。基本上，

實證模型設定應充分涵蓋欲探討

之議題，俾便發掘(dig out)重要資

訊，提高實證結果的採信度。 

對於影響方向不符預期之變數，

已予說明。 

4.從較長期間 (1990-2009 年 )觀

察，我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確呈

下降趨勢。惟自 2002 年後我國要

素份額(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或營

業份額 )呈穩定波動 (stationary 

fluctuation)狀態，其背後原因(the 

reason why)值得深究。準此，在

進行實證研究及研提政策建議

時 ， 不 宜 過 度 重 視 歷 史 性

(historical)的時間序列變化，而尤

需掌握 2002 年後的趨勢轉變因

素(尤其 2002 年後我國經濟歷經

2001 年網際網路泡沫化及 2008

年金融海嘯)。 

已尌內容予以調整。 

5.尌總體角度，掌握整體要素份

額變化及其政策意涵，係本案關

注重點。期中報告對此已提出幾

點重要的初步發現，值得肯定。 

－服務業中的批發及零售業係影

響台灣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與營業

盈餘份額變動的主要產業之一，

此結果有待進一步分析。 

－觀察我國受僱人員帄均產出演

進及帄均薪資演進分配圖，可知

近年其分配尾端往右深度展延，

此現象值得重視。 

院長觀察敏銳，確實本研究有觀

察到不僅受僱者與業主之間的初

次分配有不均，甚至受僱者之間

也有出現不均的現象，尤其分配

右尾不僅拉長，亦另外形成峰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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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變數估計符號未如預期或不具

顯著性，顯示模型篩選仍有改善

空間。以兩階段最小帄方法

(2SLS)為例，因影響管道尚不明

確，致內生變數及工具變數選取

或有爭議。 

本研究受限於資料之取得，故變

數選擇無法完善，已在文章中說

明。 

7.在研究時間有限下，對於爭議

性且短期無法獲致答案的議題，

是否納入本案研析，宜審慎評

估。例如，我國對大陸投資始自

80 年代後期迄今，產業轉型本身

或交互作用效果均經歷動態演變

過程，此非本案可完善處理之議

題。 

本文已尌政策議題方向給予調

整。 

8.建議擇定製造業或服務業之重

要細業別，進行分析。同時，文

字表述應有清晰層次，避免在總

體面或產業面間跳耀分析，而使

讀者易生混淆。 

已對於文章結構修正。 

9.政策分析為本案重點，研究團

隊應兼顧政策建議的「深度」及

「廣度」，以符合委辦計畫需求。 

已尌各個可能面向，提出具體政

策建議。 

 

詹副研究員維玲 回覆意見 

1.期中報告已依期初報告審查會

議意見修正，新增內容豐富，惟

亦突顯研究課題及衍生問題相對

偏多(而非做不夠)。為聚焦研究

方向及重點，建議研究團隊在期

專家會議已於 11/16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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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報告前再召開討論會議，確認

相關議題，以利本案進行。 

2.本案採取份額因式分解法、估

計受僱者生產力與薪資分配法及

迴歸估計法等三種量化方法。由

於受僱者生產力與薪資分配估計

重點在討論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

化的原因，因此，後兩種方法可

予以適度整合。各項量化方法改

進方向建議如次： 

(1)份額因式分解法 

－資料運用方面，此方法係以產

業別附加價值占 GDP 比率為權

數，計算總體經濟受僱人員報酬

份額，此加權過份額與傳統直接

由國民所得資料所計算的整體受

僱人員報酬份額是否有差異。建

議以圖解方式比較兩種方法所衡

量的整體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以

突顯本小節量化方法之目的及重

點。 

－報告第 18 頁，(1)式遺漏加總

符號(summation sign)，請更正。 

－報告第 19 頁，表 2「勞動規模」

的計算方式不甚清楚，請補充說

明。 

(2)估計受僱者生產力與薪資分

配法 

－資料運用方面，國內有關帄均

薪資及帄均勞動產出的研究，多

(1)其錯誤處已更正；勞動規模定

義已在附註中說明。 

(2)因初次分配結構為國民所得

帳之資料，故本研究認為依照國

民所得帳資料，所計算之薪資分

配，較能反映薪資分配與帄均生

產力分配之差異性；圖 25 僅為製

造業之情況，圖 31 為整體經濟之

情況。 

(3)panel 固定效果模型已考慮了

時間及產業之固定效果，故本實

證模型應無遺漏變數問題。 

(4)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大於 1 情況

已在圖中表示，並已說明。 

(5)勞動替代彈性之估計結果，因

資料為時間序列，故使用橫斷面

型態估計結果不可信，故已刪除。 

(6)已用 Hansen’s GMM test 檢定

過度認定的問題，並在文章中表

示檢定過度認定之結果。此外，

Arrellano-Bond 的動態追蹤資料

迴歸式的估計式本身已考量了多

放入落後項將可能導致過度認定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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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運用主計處「薪資與生產力

統計」資料，此與報告根據國民

所得帳資料的計算結果(包括各

數列水準值、趨勢或轉折點等)

是否有差異，請說明。 

－根據報告第 36 頁圖 25，近年

薪資成長率與帄均勞動產出成長

率差異擴大，然第 44 頁圖 31 

2005-2009 年帄均值卻顯示「薪資

成長率與帄均產出成長率的差異

已經消除」(第 43 頁指出)，兩者

並不一致。為避免誤導推論結

果，及強化期間劃分的合理性，

建議以金融風暴前後進行樣本期

間區隔，以反映金融風暴前後的

變化。 

(3)迴歸估計法 

－根據期初審查意見，迴歸模型

設定應有其理論基礎。本案迴歸

模 型 基 礎 係 為 恆 定 狀 態 解

(steady-state solution)。由於恆定

狀態下並不宜進行時間序列資料

推估，故模型設定部分仍待進一

步完善。此外，除了理論模型所

推導出來的變數外，建議說明迴

歸式中另外加入的重要政策變數

引入機制。 

－利用產業資料進行動態長期追

蹤資料(dynamic panel data)模型

估計，量化選定變數對總體要素

份額變動之影響，所得到的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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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係屬「帄均值」概念。鑒於

不同產業間或有差異，故可考量

分別運用總體、工業及服務業進

行推估時間序列資料模型，再進

行多個產業的動態追蹤資料估

計。此外，可考量加入產業虛擬

變數，以檢定產業間估計係數是

否存在差異。 

－資料文字描述與實證模型設定

間之結合仍有改善空間。例如，

報告第 20-21 頁，強調特定年份

經濟事件(例如，1997 年金融風暴

及 2001 年網際網路泡沫化等)對

我國要素份額變化的影響，惟迴

歸模型並未納入時間虛擬變數

(time dummy variable)。 

－報告第 47-51 頁，從儲蓄率、

國民租稅負擔率、勞動人口成長

率、資本折舊率及技術進步等角

度，建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實證

迴歸模式的理論基礎。從理論觀

點，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值大小為

影響變數變動方向的關鍵，然文

中僅說明「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小

於 1」情形，應增補「資本勞動

替代彈性大於 1」情況之論述。 

－報告第 53 頁，有關「勞動資本

比」估計方面，係根據 2001-2009

年計算結果，倒推 1990-2000 年

勞動資本比之時間序列資料，此

做法之說明可再強化。例如，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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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未逕針對資本進行推估的原

因。同時，應有「1990 年後，我

國勞動資本比未產生重要結構變

化」之佐證資料，以加強此一作

法之適當性。 

－報告第 61 頁表 7，有關各變數

先驗影響方向的預期，係建立在

第 60 頁表 6 及第 47-51 頁推論基

礎上，惟與部分實證結果未盡相

符，有待進一步釐清。以技術進

步對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影響而

言，根據第 51 頁「不論技術進步

是偏向於資本或是偏向於勞動，

均會使勞動帄均生產力上升，當

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小於 1，將提

升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及表 6 資

本勞動替代彈性估計結果(僅礦

石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及營造

業等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值顯著小

於 1，其他產業均不顯著)，則總

要素生產力對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應為正向影響，惟第 61 頁表 7 的

變數先驗影響猜測所述「預期總

要素生產力對受僱人員報酬份額

影響方向為負」。 

－建議動態長期追蹤資料模型估

計結果增列過度認定檢定(over 

identification test)結果。 

3.勞動市場供需是影響受僱人員

報酬份額的基本因素，惟文中相

關討論有限，應予強化。以資訊

期末報告已對勞動供需層面予以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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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業為例，產業外移導致低

薪工作消失，原尌業勞工是失業

或轉往服務業部門，而其財務等

部門根留台灣，故薪資水帄相對

為高。 

4.資料描述與詮釋應更加審慎，

例如： 

－報告第 33 頁，引用美國學者

Jorgenson教授對歐美 ICT跨國實

證結果，研判台灣受僱人員報酬

份額演變趨勢的可能原因，然此

結果未經台灣資料驗證。 

－近年 ICT 革命雖為最重要的技

術進步，惟根據報告第 28 頁圖

18 及第 55 頁圖 38，並無法確認

台灣存在「ICT 革命帶動生產力

快速成長」現象，此有待進一步

釐清，或可援引其他資料進行驗

證。 

已調整相關內容。 

5.國際比較部分，除進行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之比較外，亦可根據

其他國家相關研究文獻，比較台

灣實證結果與先進國家經驗的類

似程度，俾以豐富實證結果之政

策意涵。例如： 

－根據報告第 65頁表 8之迴歸估

計結果，技術進步對我國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影響方向為負，然美

國經驗顯示，在技術進步快速

下，該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仍呈

已調整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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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滑演變趨勢，與我國快速下降

現象截然不同。 

－根據報告第 65頁表 8之迴歸估

計結果，投資大陸對台灣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產生負面影響，此與

美國經驗亦不見得相符。根據最

新針對 Apple 公司的研究顯示，

Apple 生產基地雖多位於亞洲國

家，然美國高科技勞工(尤其是研

發人員 )薪水已較以往大幅提

高，亞洲勞工所獲甚少，顯示美

國 Apple 外移對高科技產業具正

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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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意見回覆 

梁院長國源 回覆意見 

1.期末報告內容的表現方式，似

未能充分反映研究團隊的努力與

用弖。具體如：報告中已進行許

多深具政策意涵的實證分析，但

報告第八章「結論與建議」及簡

報第 16 頁却僅羅列 3 點，兩者顯

現相當的落差。簡言之，「結論與

建議」部分，可以表述得更豐富、

更具體、甚或更長些，以充分顯

現研究成果。此外，本案為當前

重要的研究課題，研究成果相關

論述應以帄易近人方式表述，提

高報告的可讀性。有關「結論與

建議」部分的具體意見如次： 

(1)簡報第 16 頁第 1 點結論：「國

民所得初次分配不均現象長期將

獲得改善」的推論過於直斷(too 

strong)，宜增強其推演論證的合

理性。 

－上述結論主要立基於「跨國國

民所得初次分配長期趨勢分析」

基礎上(簡報第 4 頁)三個圖形變

動趨勢，惟此看法有兩點值得商

榷。高所得國家的長期趨勢圖為

二次曲線，且同時有兩個極端值

(outlier)[盧森堡及列支敦斯登]；

1.已修改第八章結論與建議之內

容。 

2.已修改過於強烈之推論。 

3.已修改第七章稅改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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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指出「即使處於同一經濟

發展階段，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亦

存在顯著的差異性」，此又隱含研

究團隊的看法仍有保留。 

(2)同意簡報第 16 頁第 2 點結

論：「國民所得初次分配的政策建

議應著重在整體經濟環境的再

造」，惟具體內容表述宜再斟酌。 

－內容表述中有關「我國在整體

經濟環境，較高度發展國家仍有

進步空間，甚至勞動供給結構因

素都可能惡化國民所得初次分

配」的看法，個人深表同意。 

－內容表述的最後 2 句「欲以短

期政策扭轉長期結構問題，反而

延長短期景氣波動的影響」，似乎

是贅句，可以刪去。 

(3)同意簡報第 16 頁第 3 點結

論：「政府應繼續賦稅改革以利相

關政策的推動」，惟應強化有關持

續賦稅改革必要性的說明。 

2.報告中若干文字表述務求精

準。例如：第 179 頁提及「我國

初次分配狀態在中度發展經濟體

中尚佳」，惟「尚佳」的用語過於

籠統，建議改善。 

已修改相關內容。 

3.國際間有關所得分配或所得不

均(income inequality)議題的研究

已於第四章加強說明全球化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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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獻 皆 相 當 重 視 全 球 化

(globalization) 及 自 動 化

(automation)的角色，研究團隊雖

採用其代理變數(proxy)進行實證

分析，惟期末報告的相關說明對

此著墨有限(第 53 頁略有提及)，

宜再補強。 

動化與後續推論之連結性。 

4.應再檢視報告中，數值符號與

數學方程式的正確性，另量化數

據經濟意涵的解讀可更具體。例

如： 

－第 25 頁表 4-2「薪資所得分配

各階動差、偏態及峰度」中，1995

年與 2000 年峰度值均為負數(分

別為-0.20 及-0.25)，此與「峰度

應為正值」相互抵觸。另 2005 年

峰度值 2.97，接近常態分配 3 的

水準，表示薪資所得分配似乎是

不錯，此結果與實際現象未盡相

符，應予說明。 

－第 32 頁最後一行，資本勞動比

(capital-labor ratio) 中的
tk 應為

1tk 
，請予更正。 

－第 46 頁，(19)式迴歸式中變數

的表達，不宜以 prime 方式表示，

易 與 第 47 頁 (20) 式 的 轉 置

(transpose)相混淆，宜明確釐清。 

－第 48 頁，各條方程式的正確

1.已於表 4-2 說明峰度之公式，本

研究採用之公式之常態分配衡量

標準為 0，故可能出現負值。 

2.第 32 頁錯誤已更正。 

3.已區分(19)式及(20)式之符號。 

4.已檢視第 48 頁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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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請再檢視。 

 

詹副研究員維玲 回覆意見 

1.本計畫內容涵蓋範圍很廣，報

告很豐富，惟理論、實證估計結

果、資料分析及政策建議間有不

夠一致的問題。建議將內容略為

精簡，將政策建議做為修改重點。 

以實證研究延伸之困難點，於第

四章及結論補充說明；已修改建

議部分。 

2.台灣尌業及產業結構與許多國

家不同，因台灣以中小企業為

主，「受僱員工占尌業人數比」較

其他國家低。因此，在計算及解

讀受僱員工報酬比要特別注意。

例如，自營業者應否計算在受僱

員工報酬，分母用 NI。 

在研究過程中，有考慮相關作

法，但主計處目前所提供之資料

型態，無法將自營者報酬納入考

量。 

3.根據實證結果所做的政策建議

方面，提高投資及尌業吸納效果

細節略嫌雜亂。政策建議應同時

兼顧總體經濟其他層面，且實證

研究部分受限於資料的可得性，

故第四章第五節的量化方法小

結，只需整理實證結果即可，不

必一定要將實證結果直接做政策

的引申，第五章與第四章的變數

(不是結果 )做聯結進行討論即

可。表 8-1 可加以簡化。 

已修改第四章第五節以及第八章

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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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132 至 133 頁的圖 6-1 至圖

6-3 的圖形與文字有些不一致，要

謹慎解釋這三個圖，不適合做為

結論或建議。 

已修改相關論述。 

5.針對初次所得分配問題，強化

尌業吸納效果是重要的政策方

向，但卻會犧牲效率。―大力發展

製造業附加價值‖，但現在的問題

是附加價值成長的比薪資快。因

此，前後文字上要注意是否有前

後不一致的現象，在做政策建議

時要顧及其對總體經濟的負面影

響，一貣做整體性的考量。 

任何企圖左右初次分配的政策必

定會妨礙了效率性，因為初次分

配是由市場機制所決定，換言

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降低是

一種市場機制的結果。政府干預

市場機制的正當性僅在於出現市

場失靈（倘若我們暫且假設並無

政府失靈的狀況發生），因此，若

政府將受僱人員報酬降低所可能

衍生的種種問題，如：貧富不均、

犯罪率上升等問題，視為負面外

部性，而欲扭轉初次分配，則勢

必要犧牲效率性，以顧及公帄性。 

是故關鍵在於政府的施政目標究

竟為何？我們都知道 Tinbergen

法則所述：若政府施政目標具多

重性，政策工具少於政策目標，

則原本所期望的政策目標是無法

達成的。倘若政府現階段是以公

帄性為考量，則根據第七章第一

節所論述，政府施政的重點反而

是擺在二次分配的改善，初次分

配到反而其次。但並不是說初次

分配的政策不重要，而是改善初

次分配的政策並無法去扭轉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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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內（如雇主之間、受僱者之

間）的差異，它僅決定雇主與受

僱者之間如何去分 GDP 這塊

餅。以中國為例，許多關於中國

初次分配的研究之所以建議中國

政府要以政策干預初次分配，其

理由在於中國的政策工具可以達

到這個目的（中國不以尊重市場

機制著稱），其次，中國政權是由

勞工所建立，因此，當初次分配

惡化時所直接的衝擊是影響共產

政權的普世價值時，犧牲效率性

而達到公帄性是必然的。 

6.若研究團隊認為初次分配惡化

問題已見緩和，可將此列在計劃

摘要裏並簡單加以說明。 

已在結論中說明。 

7.圖表的資料來源可交待的更清

楚一些。 

已補足相關來源。 

8.初次及二次所得分配的聯結不

是那麼清楚，在文字寫的保守一

點，直接討論可行政策即可。 

已修改第七章連結部分內容。 

 

吳院長中書 回覆意見 

1.研究報告內容涵蓋範圍廣，資

料豐富，很多值得參考。 

感謝院長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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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我國

所得分配相關問題，在探討台灣

投資、尌業、勞動供給以及非典

型尌業時，說明了這些議題與受

僱人員報酬份額之關聯性，但與

所得分配之關係似乎缺乏聯繫的

管道與應有的實證驗證。此外，

報告中所提出的實證結果與政策

課題，以目前報告的實證內容要

獲得第 86 頁的實證結果似乎有

所不足。 

第 86 頁表已刪除。 

3.在政策建議方面，稅制改革的

確很重要，但個別稅目的改革對

所得分配之影響內容非常複雜，

並非如建議般那麼直接。 

已修改相關內容。 

4.在第四章量化分析內容中，表

4-6、表 4-7，尤其是表 4-6 中對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的估計結果差

異蠻大，或許是模型設定的問

題，宜檢查誤差的特性，以確定

估計係數之合理。此外，在跨國

比較時，若能針對所關弖的資本

折耗作跨國比較並進行應有的討

論，相信能夠提供更豐富的資訊。 

樣本過少及樣本型態關係，使本

研究實證估計上備受限制，期待

日後有更充分之資料，讓實證結

果更具頑強性；本研究因時間限

制，主要研究目標專注在受僱人

員報酬份額及營業盈餘份額分

析，資本消耗部分並非討論之內

容。此外，在我國初次分配的計

算中，固定資本消耗本身具有調

整項的角色，且發現在 OECD 國

家資料也為如此，造成除了資本

折舊外，依然包含其他未知因

素，以至於難以進行國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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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於影響所得分配的因素很

多，且計畫中所提到的現象與可

能解釋因素牽涉到不同層面與動

態過程的不確定性。以目前的實

證結果，並無法提出如此全面性

的結論與建議，可針對較不具爭

議且實證較為充分的部分，加以

精簡本研究報告。 

已修改部分內容。 

 

蔡局長鴻坤 回覆意見 

1.報告第162頁表7-6各級政府總

債務表，並未列出金額單位，且

把全部非營業基金納入計算也不

合理，以至於出現債務總額達

11.2 兆元，占 GDP 84.7%的偏高

結果。為避免外界可能不當引

用，建議刪除本表。 

已刪除。 

2.第 189 頁對期中報告各位與會

者的意見回覆，建議將「意見回

覆」欄位中―感謝‖用語刪除。 

已刪除。 

3.第 179 頁結論與建議第一點所

述―我國初次分配狀態在中度發

展經濟體中尚佳‖，與前面實證分

析－尤其是第 90 頁所提―台灣標

準化的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比重下

降最為嚴重‖，似有矛盾。 

已修正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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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180 頁結論與建議第三點所

提―理論亦支持直接稅對於改善

所得不均，反不若間接稅有成

效‖，值得商榷，主要應與政府給

予高所得者太多扣減或免稅有

關。另建議租稅改革項目如復徵

證所稅、改革土增稅或課徵豪宅

稅等多屬直接稅，前後也有矛盾。 

已修改相關敘述。 

5.其實我國租稅占 GDP 比例不及

OECD 半數，主要在於所得稅偏

低太多，建議或可明確增列加重

直接稅，以更有效改善所得分配

不均現況。 

已修改第七章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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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迴歸結果 

附表1-1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與營業盈餘份額同時下降之產業 

 (1) (2) (3) (4) 

 alpha_bar alpha_bar beta_bar beta_bar 

labor_capital 0.945 0.210
**

 -1.637 -0.253
*
 

 (0.87) (2.86) (-0.81) (-2.39) 

     

fdic_y 1.972 0.276 -6.585 -0.405 

 (0.30) (0.72) (-0.53) (-0.71) 

     

invest_y 1.047
*
 0.242

**
 -1.606 -0.316

**
 

 (1.97) (3.24) (-1.62) (-2.86) 

     

tfp -0.120 -0.522
***

 0.605 0.995
***

 

 (-0.24) (-4.61) (0.65) (5.97) 

     

bp_index -0.0404 0.00552 0.00875 -0.00154 

 (-0.25) (0.14) (0.03) (-0.03) 

     

alpha_bar_L  0.881
***

   

  (11.88)   

     

beta_bar_L    0.889
***

 

    (12.53) 

     

_cons -0.565 0.380
**

 0.102 -0.879
***

 

 (-1.38) (3.21) (0.13) (-5.40) 

N 38 36 38 36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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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降且營業盈餘份額上升之產業 

 (1) (2) (3) (4) 

 alpha_bar alpha_bar beta_bar beta_bar 

labor_capital -0.313 0.00676 0.319 0.00563 

 (-0.35) (0.12) (0.35) (0.06) 

     

fdic_y -27.73 -0.352 23.76 -0.223 

 (-0.72) (-0.57) (0.61) (-0.22) 

     

invest_y 0.278
***

 0.0936
**

 -0.242
**

 -0.0916
*
 

 (3.53) (3.18) (-3.03) (-2.16) 

     

tfp -0.230
*
 -0.483

***
 0.364

**
 0.879

***
 

 (-1.97) (-13.70) (3.07) (13.05) 

     

bp_index 0.00879 0.213 -0.357 -0.684
**

 

 (0.02) (1.52) (-0.73) (-3.03) 

     

alpha_bar_L  0.799
***

   

  (12.49)   

     

beta_bar_L    0.822
***

 

    (10.25) 

     

_cons 0.369 0.429
***

 -0.668 -0.803
***

 

 (0.75) (8.53) (-1.34) (-10.78) 

N 171 162 171 162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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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3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上升且營業盈餘份額下降之產業 

 (1) (2) (3) (4) 

 alpha_bar alpha_bar beta_bar beta_bar 

labor_capital 0.451
**

 0.169
***

 -0.408 -0.176 

 (2.96) (3.54) (-1.83) (-1.71) 

     

fdic_y 45.45 2.746 -61.57 -11.00
*
 

 (1.90) (1.42) (-1.76) (-2.51) 

     

invest_y 0.205 0.110
***

 -0.859
***

 -0.00810 

 (1.49) (3.41) (-4.24) (-0.10) 

     

tfp -0.135 -0.421
***

 -0.430
**

 0.0722 

 (-1.24) (-11.52) (-2.70) (0.88) 

     

bp_index -0.309 -0.162
*
 -0.692 -0.126 

 (-1.27) (-2.32) (-1.94) (-0.76) 

     

alpha_bar_L  0.843
***

   

  (18.17)   

     

beta_bar_L    0.879
***

 

    (13.04) 

     

_cons -0.0149 0.395
***

 0.558
*
 -0.0468 

 (-0.09) (8.40) (2.38) (-0.45) 

N 95 90 95 90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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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4  工業部門迴歸結果 

 (1) (2) (3) (4) 

 alpha_bar alpha_bar beta_bar beta_bar 

labor_capital 0.0832 0.0837 0.167 -0.132 

 (0.92) (1.54) (0.59) (-0.90) 

     

fdic_y -2.986 -0.000345 5.719 -1.555 

 (-1.94) (-0.00) (1.19) (-0.82) 

     

invest_y 0.557
***

 0.161
***

 -1.897
***

 -0.0194 

 (4.48) (3.61) (-4.89) (-0.13) 

     

tfp -0.158
**

 -0.431
***

 -0.0868 0.544
***

 

 (-3.29) (-10.31) (-0.58) (4.92) 

     

bp_index -0.0587 -0.0781 -0.457 -0.00246 

 (-0.60) (-1.27) (-1.51) (-0.01) 

     

alpha_bar_L  0.703
***

   

  (8.07)   

     

beta_bar_L    0.770
***

 

    (6.25) 

     

_cons -0.0622 0.371
***

 0.362 -0.592
***

 

 (-0.68) (5.59) (1.28) (-3.72) 

N 95 90 95 90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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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5  服務業部門迴歸結果 

 (1) (2) (3) (4) 

 alpha_bar alpha_bar beta_bar beta_bar 

labor_capital 0.400 0.158
**

 -0.974 -0.175
**

 

 (0.57) (3.21) (-1.54) (-2.60) 

     

fdic_y -14.18 -0.351 -7.203 0.122 

 (-0.47) (-0.79) (-0.26) (0.21) 

     

invest_y 0.227
***

 0.0763
***

 -0.193
***

 -0.0819
***

 

 (4.79) (4.60) (-4.52) (-3.77) 

     

tfp -0.0771 -0.258
***

 0.375 0.401
***

 

 (-0.25) (-5.74) (1.37) (7.05) 

     

bp_index -0.311 -0.0580 -0.143 0.00665 

 (-0.59) (-0.50) (-0.30) (0.05) 

     

alpha_bar_L  0.857
***

   

  (26.97)   

     

beta_bar_L    0.875
***

 

    (25.21) 

     

_cons 0.0808 0.213
***

 -0.336
*
 -0.373

***
 

 (0.51) (4.43) (-2.35) (-6.45) 

N 209 198 209 198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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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各年度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分解表 

附表2-1  1990年至1995年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分解 

產業 間接影響 直接影響 調整項 總和 貢獻 

農、林、漁、牧業 -0.001  -0.002  0.000  -0.00297  -331.2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01  0.000  0.000  -0.00036  -144.19% 

製造業 0.006  -0.033  -0.001  -0.02835  1442.09%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001  -0.001  0.000  -0.00011  242.56%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000  0.000  0.000  0.00009  109.90% 

營造業 0.003  0.004  0.000  0.00716  719.72% 

批發及零售業 -0.002  0.008  0.000  0.00636  -421.68% 

運輸及倉儲業 -0.002  0.000  0.000  -0.00250  -508.44% 

住宿及餐飲業 0.000  0.001  0.000  0.00108  114.20%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000  0.002  0.000  0.00141  -47.84% 

金融及保險業 0.000  0.001  0.000  0.00086  -74.29% 

不動產業 0.001  0.002  0.000  0.00383  275.5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001  0.003  0.000  0.00322  135.74% 

支援服務業 0.001  0.001  0.000  0.00157  122.38% 

教育服務業 -0.001  0.006  0.000  0.00551  -156.6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001  0.004  0.000  0.00257  -256.90%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000  0.001  0.000  0.00032  -56.24% 

其他服務業 0.000  -0.001  0.000  -0.00009  103.40% 

整體經濟 0.005  -0.005  -0.001  -0.0004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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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2  1995年至2000年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分解 

產業 間接影響 直接影響 調整項 總和 貢獻 

農、林、漁、牧業 0.000  -0.004  0.000  -0.00357  -0.1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00  -0.001  0.000  -0.00086  -0.72% 

製造業 -0.019  -0.002  0.000  -0.02045  -68.3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000  -0.001  0.000  -0.00101  -0.9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000  0.000  0.000  -0.00039  0.27% 

營造業 0.002  -0.016  -0.001  -0.01475  6.92% 

批發及零售業 -0.009  0.011  -0.001  0.00094  -31.16% 

運輸及倉儲業 -0.002  -0.001  0.000  -0.00289  -5.89% 

住宿及餐飲業 -0.001  0.002  0.000  0.00069  -3.09%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001  0.005  0.000  0.00619  3.66% 

金融及保險業 -0.003  0.003  0.000  -0.00118  -12.53% 

不動產業 0.000  -0.002  0.000  -0.00175  0.7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001  0.001  0.000  0.00007  -2.50% 

支援服務業 0.000  0.001  0.000  0.00118  -0.66% 

教育服務業 0.000  0.004  0.000  0.00395  -1.28%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000  0.003  0.000  0.00348  0.52%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000  0.000  0.000  -0.00028  -1.52% 

其他服務業 0.000  0.003  0.000  0.00270  0.45% 

整體經濟 -0.032  0.007  -0.002  -0.0279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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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3  2000年至2005年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分解 

產業 間接影響 直接影響 調整項 總和 貢獻 

農、林、漁、牧業 0.000  -0.001  0.000  -0.00068  3.1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00  0.000  0.000  -0.00039  0.64% 

製造業 -0.011  0.009  -0.001  -0.00323  -82.6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001  -0.001  0.000  -0.00093  4.1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001  0.000  0.000  -0.00043  -4.91% 

營造業 -0.002  -0.005  0.001  -0.00716  -18.03% 

批發及零售業 -0.003  0.002  0.000  -0.00117  -23.98% 

運輸及倉儲業 -0.002  -0.002  0.000  -0.00390  -12.68% 

住宿及餐飲業 0.001  0.000  0.000  0.00018  4.12%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002  -0.001  0.000  -0.00223  -11.87% 

金融及保險業 0.000  -0.003  0.000  -0.00293  -2.55% 

不動產業 -0.003  0.001  -0.001  -0.00260  -20.27%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001  0.001  0.000  0.00030  -5.10% 

支援服務業 0.001  0.002  0.000  0.00365  8.28% 

教育服務業 -0.001  0.005  0.000  0.00386  -8.5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000  0.002  0.000  0.00194  2.00%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001  0.000  0.000  0.00122  8.86% 

其他服務業 -0.001  0.002  0.000  0.00102  -6.67% 

整體經濟 -0.022  0.010  -0.001  -0.0134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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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4  2005年至2009年受僱人員報酬份額分解 

產業 間接影響 直接影響 調整項 總和 貢獻 

農、林、漁、牧業 -0.001  0.000  0.000  -0.00052  -25.48%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00  0.000  0.000  -0.00036  -16.22% 

製造業 0.004  -0.013  0.000  -0.00983  148.63%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001  0.000  0.000  -0.00066  -27.74%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000  0.000  0.000  0.00009  -2.37% 

營造業 0.000  0.002  0.000  0.00149  -13.07% 

批發及零售業 -0.005  0.004  0.000  -0.00185  -199.75% 

運輸及倉儲業 0.002  -0.003  0.000  -0.00112  64.31% 

住宿及餐飲業 0.001  0.001  0.000  0.00178  46.13%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001  0.001  0.000  0.00006  -23.71% 

金融及保險業 0.002  -0.006  0.000  -0.00416  78.02% 

不動產業 0.000  0.001  0.000  0.00000  -18.3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001  0.002  0.000  0.00093  -42.33% 

支援服務業 0.001  0.002  0.000  0.00399  57.07% 

教育服務業 -0.001  0.003  0.000  0.00191  -26.85%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000  0.003  0.000  0.00233  -16.8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001  0.001  0.000  0.00202  37.30% 

其他服務業 -0.001  0.003  0.000  0.00133  -41.74% 

整體經濟 -0.001  0.000  -0.002  -0.0025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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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各年度營業盈餘份額分解表 

附表3-1  1990年至1995年營業盈餘份額分解 

產業 間接影響 直接影響 調整項 總和 貢獻 

農、林、漁、牧業 0.002 -0.005 0.000 -0.003 12.33%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01 0.000 0.000 0.001 5.66% 

製造業 -0.017 -0.011 0.004 -0.024 -109.0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002 -0.001 0.000 -0.002 -9.47%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001 0.000 0.000 -0.001 -5.40% 

營造業 -0.003 0.001 0.000 -0.003 -19.17% 

批發及零售業 0.001 0.008 0.000 0.009 6.28% 

運輸及倉儲業 0.002 0.000 0.000 0.002 14.20% 

住宿及餐飲業 -0.001 0.000 0.000 0.000 -4.17%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000 0.002 0.000 0.002 2.70% 

金融及保險業 0.000 0.001 0.000 0.001 -1.16% 

不動產業 -0.001 0.002 0.000 0.000 -7.1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001 0.001 0.000 0.000 -4.11% 

支援服務業 0.000 0.000 0.000 0.000 -3.02% 

教育服務業 0.000 0.000 0.000 0.001 2.6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001 0.001 0.000 0.002 6.4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000 0.000 0.000 0.001 2.96% 

其他服務業 -0.001 0.000 0.000 -0.001 -3.67% 

整體經濟 -0.018 -0.001 0.004 -0.01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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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2  1995年至2000年營業盈餘份額分解 

產業 間接影響 直接影響 調整項 總和 貢獻 

農、林、漁、牧業 0.0004 -0.0096 -0.0002 -0.0095 0.7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002 -0.0012 -0.0001 -0.0011 0.29% 

製造業 0.0228 -0.0009 -0.0003 0.0216 42.76%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0001 -0.0011 0.0000 -0.0012 -0.24%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0001 -0.0004 0.0000 -0.0005 -0.11% 

營造業 -0.0022 -0.0009 0.0012 -0.0018 -4.13% 

批發及零售業 0.0092 0.0129 0.0014 0.0235 17.31% 

運輸及倉儲業 0.0008 -0.0008 -0.0001 0.0000 1.49% 

住宿及餐飲業 0.0011 0.0012 0.0002 0.0025 2.03%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0001 0.0043 0.0000 0.0041 -0.21% 

金融及保險業 0.0077 0.0030 0.0006 0.0113 14.47% 

不動產業 -0.0005 -0.0011 0.0002 -0.0014 -0.9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0007 0.0003 0.0001 0.0011 1.39% 

支援服務業 0.0002 0.0006 0.0001 0.0008 0.36% 

教育服務業 0.0010 0.0002 0.0001 0.0013 1.91%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0004 0.0011 0.0001 0.0015 0.75%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0006 0.0001 0.0000 0.0008 1.15% 

其他服務業 0.0000 0.0004 0.0000 0.0004 -0.05% 

整體經濟 0.0421 0.0080 0.0032 0.053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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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3  2000年至2005年營業盈餘份額分解 

產業 間接影響 直接影響 調整項 總和 貢獻 

農、林、漁、牧業 0.0003 -0.0026 -0.0001 -0.0024 1.8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001 -0.0006 0.0000 -0.0007 -0.70% 

製造業 0.0057 0.0058 0.0004 0.0120 38.7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0029 -0.0005 0.0010 -0.0024 -19.7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0010 0.0007 0.0002 0.0019 6.57% 

營造業 0.0022 -0.0010 -0.0006 0.0006 14.82% 

批發及零售業 0.0030 0.0027 0.0001 0.0058 20.07% 

運輸及倉儲業 0.0001 -0.0016 0.0000 -0.0015 0.47% 

住宿及餐飲業 -0.0008 -0.0002 0.0000 -0.0010 -5.73%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0002 -0.0007 0.0000 -0.0009 -1.21% 

金融及保險業 -0.0010 -0.0030 0.0001 -0.0039 -6.85% 

不動產業 0.0028 0.0014 0.0006 0.0048 18.75%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0005 0.0005 0.0000 0.0010 3.36% 

支援服務業 -0.0006 0.0006 -0.0002 -0.0002 -4.33% 

教育服務業 0.0006 0.0003 0.0001 0.0010 4.29%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0002 0.0005 0.0000 0.0007 1.25%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0012 0.0000 0.0000 -0.0012 -8.19% 

其他服務業 0.0007 0.0004 0.0001 0.0012 5.06% 

整體經濟 0.0101 0.0029 0.0018 0.014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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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4  2005年至2009年營業盈餘份額分解 

產業 間接影響 直接影響 調整項 總和 貢獻 

農、林、漁、牧業 0.0014 0.0005 0.0000 0.0019 8.55%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005 0.0002 0.0000 0.0007 3.05% 

製造業 -0.0199 -0.0061 0.0024 -0.0236 -126.1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0008 0.0000 0.0000 -0.0008 -4.98%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0000 0.0003 0.0000 0.0003 -0.22% 

營造業 0.0004 0.0004 0.0000 0.0008 2.61% 

批發及零售業 0.0042 0.0051 0.0002 0.0094 26.46% 

運輸及倉儲業 -0.0020 -0.0011 0.0003 -0.0028 -12.97% 

住宿及餐飲業 -0.0017 0.0002 -0.0001 -0.0015 -10.70%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0008 0.0007 0.0000 0.0016 5.02% 

金融及保險業 -0.0037 -0.0053 0.0007 -0.0083 -23.32% 

不動產業 0.0007 0.0013 0.0001 0.0021 4.28%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0009 0.0013 0.0002 0.0024 5.85% 

支援服務業 -0.0014 0.0002 -0.0003 -0.0014 -8.79% 

教育服務業 0.0005 0.0002 0.0000 0.0008 3.3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0.0004 0.0010 0.0000 0.0014 2.33%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0008 0.0002 -0.0001 -0.0007 -5.08% 

其他服務業 0.0013 0.0006 0.0001 0.0021 8.08% 

整體經濟 -0.0194 -0.0002 0.0038 -0.015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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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三階段發展經濟體國家分類 

附表4-1  三階段發展經濟體國家列表 

低所得經濟體 中所得經濟體 高所得經濟體 

Burundi Brazil Malta 

Niger Russian Federation Netherlands Antilles 

Sierra Leone Uruguay Portugal 

Mozambique Chile Slovenia 

Burkina Faso Lithuania Aruba 

Tajikistan Poland Israel 

Kenya Venezuela  New Zealand 

Lesotho Latvia Cyprus 

Iraq Hungary Hong Kong 

Kyrgyzstan Croatia Spain 

Senegal Estonia United Kingdom 

India Trinidad and Tobago Italy 

Cote d'Ivoire Slovakia Canada 

Nigeria Czech Republic Japan 

Cameroon Colombia Germany 

Papua New Guinea Cuba France 

Sudan Jamaica Sweden 

Philippines Costa Rica Belgium 

Bolivia Panama Finland 

Honduras Argentina United States 

Sri Lanka Mexico Austria 

Egypt Namibia Australia 

Georgia Jamaica Denmark 

Ukraine South Africa Norway 

Guatemala Botswana Luxembourg 

Vanuatu 

Taiwan 

Liechtenstein 

Marshall Islands Switzerland 

Armenia 

Korea Morocc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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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所得經濟體 中所得經濟體 高所得經濟體 

Tunisia 

Dominican Republic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Iran 

Azerbaijan 

Belarus 

Serbia 

Bulgaria 

Kazakhstan 

Romani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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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我國國民所得分配之問題、影響與對策」政

策研擬專家會議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 100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至 4 時 

開會地點： 世界之頂大樓地下一樓乙區 

主持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楊所長家彥 

出席人員： 

    醒吾技術學院          周校長添城 

    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    梁院長國源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    蔡局長鴻坤 

    中央研究院經研所      詹副研究員維玲 

    經建會綜合計劃處      沈專門委員瑞銘、陳專員畊麗 

    台灣經濟研究院        許博翔、林奇泰、詹建隆 

記錄人：詹建隆 

專家意見彙整：(依姓名筆劃排序) 

一、周校長添城 

(一) 所得分配惡化問題(如 M 型化等)，並非台灣獨有，為世界性共通

現象，與國際相較，台灣 M 型化型態還較為帄緩。此外，經由媒

體的報導，可觀察出台灣正處於無感復甦的情況，經濟雖已脫離金

融風暴，但對於受薪階級感受不大，以上現象與經建會欲探討之問

題必然相關。目前討論所得分配主要取自於國民所得資料，此方式

難以確切討論，並解決問題，其原因在於一般分析法主要假設族群

為均質化，但現實上往往差異很大，如勞資相互對立情形，即難以

具體分析，也是目前在相關研究上備受限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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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對於最終尌業需求，可區分為消費性需求以及衍生性需求，

例如家庭幫傭之型態，基本上屬於由消費行為所引發，而衍生性需

求為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而增加投資之需求，兩者有本質上之不

同。 

(三) 許多經濟上問題，會因政策介入，而引發出更多延伸性問題，以

歐美金融風暴為例，需要三至五年的回復期，但想藉由政策來縮短

時間，會衍生出許多後遺症，且對於後遺症又需要更多政策來因

應，如此的重覆循環，形成一種通病。 

(四) 對於教育與尌業之關係，若要強化之間的連結，則教育資源分配

需更加完善。以技職體系學校為例，其很大的重點為強化學校的人

力仲介功能，也是未來值得努力的方向，建議可將教育與尌業間之

連結，焦點集中於技職體系之學校。 

(五) 在所得分配問題上，應掌握主要大方向，優先處理社會上的制式

問題，如逃漏稅或是賦稅負擔問題，基本問題若不處理，將衍生出

更多後續問題，反而使最後不易處理。 

(六) 初次分配之議題，主要環繞在勞資雙方創造經濟發展成果如何分

配，一般來說，資方相對富有，當雙方產生對立時，通常為富有一

方取得優勢，但一直進展到財富泡沫時，其富人也會收到損害，而

回到勢均力敵之結果，因此若無結構性轉變，長期所得分配惡化問

題可能不會出現。 

(七) 以目前台灣數據觀察，20、30 年也不算為長期，可能僅為一個小

型波動。回到市場面，會運作出一個生產最佳可能，由成本對應到

生產力，然後由勞動對應到薪資。如果單一市場所獲得之份額不斷

上升，一個持續下降，則最後一定會在價格、數量上重新調整。但

社會觀感導致於政府必頇有所作為，在現實社會中，許多現象必頇

耐弖等待，操之過急反而有不好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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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梁院長國源 

(一) 由報告結果而言，並無很大問題，但實證結果之發現，看不出有

明顯的連結性，期望期末報告加強此部分。若要強化投資誘因，要

清楚投資的目標，主要意思為報告中探討投資部分過於籠統，必頇

更明確了解投資的目標。 

(二) 至於賦予學校媒合責任之建議，實際上具有爭議，大學教育是否

應與尌業連結，有更多考量的空間。其並非反對教育應對於國家尌

業有貢獻之論述，而是對於是否 100%朝此方向制定教育政策之看

法有所保留。 

(三) 引進外籍人力可能有間接效果，但直接對國人所得層面之影響機

制不甚清楚，因此在研擬政策時，應同時考量對於尌業、所得分配

之幫助，而不是尌單一方向加以推論。 

三、蔡局長鴻坤 

(一) 本研究重點在於受僱者報酬佔 GDP 之比重，另一個面向是資本家

的營業盈餘比重，此兩比重合計約占總 GDP 之 80%，另外部分為

資本設備，為固定資本消耗，約為 15%，而另外 5%為間接稅比重。

台灣受僱報酬占 GDP 比重逐漸下降，即為薪資趕不上 GDP 成長之

情況，目前引貣很多關注，此計畫即為探討其中問題，分析對於國

家發展之好壞，以及如何採取對策。11/24 即將公布 2010 年的最新

資料，2010 年經濟成長率達到 10.9%以及 GDP 為 14 兆多，是如

何分配給受僱者、資本家、或是折舊跟間接稅部分，值得注意。 

(二) 國民所得初次分配的四大部分，為整個市場機制運作的結果。此

分配目前觀察出有很大的轉變，台灣受僱人員報酬份額於 1990 年

為最高，達到 52%，但 2009 年為 46%，差距為 6%；但相對台灣

受僱比重為增加，目前 1000 萬的尌業者，有近 800 萬為受僱，因

此每位受僱人員占的比重正在下降，以目前 14 兆 GDP 計算，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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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 1990 年之比重，則差距會達到 8000 億，分給約 800 萬的受僱

者，每人一年差距為 10 萬，對於 600 萬家庭而言，每家庭差距為

20 多萬，所以有很大的影響。 

(三) 此現象為幾十年來之結果，而 1990 年正也是全球化剛剛開始之階

段，既然為長期結果，其對策自然也不可能為僅為短期。教育問題、

勞動市場問題、投資不足以吸納勞動力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達到

政策效果，因此主要重點為掌握政策方向。 

(四) 國民所得初次分配之下還有二次分配，二次分配為政府對於市場

分配之矯正結果，在過程中需要課稅，故要推展社會福利制度，則

如何課稅為一很大的學問。 

(五) 一般認為營業盈餘的份額過高，為全球資本家很自由，享受國內

教育，聘用高級人才，創造其獲利。但政府可透過稅、社會安全捐、

社會移轉給予校正，改善市場分配，但政府政策都需要預算，如沒

有足夠稅收，則政策發揮空間有限，所以二次分配處理稅方面，為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企業全球化為無法阻擋之問題，但台灣的稅已

幾乎為世界最低，具有提高空間，因此期望處理第二階段之分配，

使政府有充沛稅收來達到政策推動。 

(六) 在稅的問題中，可衡量對財富課稅的可行性，目前台灣許多稅收，

如對企業生產課稅、對所得課稅相對其他國家偏低，如台灣對所得

課之稅，低於先進國家一半，至於財富稅則更低。所得會累積成財

富，其會轉變成存款，房屋，此部分如何課稅，使政府具有更多財

源以創造尌業及促進社會公帄的發展，為可以考量的問題。 

四、詹副研究員維玲 

(一) 台灣目前投資集中於少數公司，造成台灣要提升投資上的一個困

難，此外政府目前有重點發展的產業，如生物科技、醫療等，是否

對於薪資上有正面或是負面影響，這部分可多做討論，可對於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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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具有幫助。 

(二) 報告中提到老人化、非典型尌業問題，日本所面對之每一項議題

都較台灣嚴重，因此國外處理經驗十分重要，可以作為台灣相關政

策之標的。 

(三) 份額 1995 年之後，雖然為負，但其下降情況已有所改善，但報告

中提到之推論，如產業外移、全球化之情況在近年更趨於嚴重，產

生矛盾現象，是否有正面力量幫助份額之提升? 

(四) 在人力資本為重要之議題，對於引進高階人才的政策建議，反而

不如避免人才外流之重要，然而引進外籍人才是否能帶動國內薪資

也是需注重之地方。至於外勞問題，重點在於如何將外勞薪資與本

勞脫鉤，政策建議除了在數量上，也應同步討論薪資價格問題。 

(五) 在初次分配上，金融自由化可能也為影響原因，當廠商融資難度

下降，相較有利於貿易，其利潤也會提升，而自由化到一定程度之

後，其效果會慢慢縮小。 

(六) 同樣的問題發生在美國、日本或韓國，可能為嚴重之問題，因為

當地大部分都為受僱者。但台灣在尌業結構上，自僱比率比國外

高，因此本問題應沒有外界想像嚴重。至於許多像是全球化之議

題，實為不可逆之過程，不需要做過多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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