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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財團法人的租稅優惠與社區公益服務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Exemption” and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 of Not-for-Profit Hospitals

摘 要

目標：政府常透過租稅優惠的方式間接補助非營利組織，鼓勵其從事社區公益服務。
本文探討我國的醫療財團法人從事社區公益服務的支出，與其所享有的免稅利益間關
聯性。方法：本文採用我國 2006-2010年 43家醫療財團法人資料，估計追蹤資料的固
定效果模型與工具變數法，分別估計醫療財團享有之免稅利益與其從事之醫療社會服
務活動、教育研究活動及社區公益服務等支出的關聯性。結果：迴歸結果顯示免稅利
益與醫療社會服務支出呈現反向關係，但與教育研究發展支出呈正向關係，且與社區
公益服務支出沒有顯著的關係。結論：社會大眾與主管機關普遍認為給予醫療財團法
人租稅優惠，是為了鼓勵其提供醫療資源貧乏者免費醫療等醫療社會活動，而非與社
區民眾公益較為間接的教育研究活動。實證結果顯示醫療財團法人取得之免稅利益對
其從事教育研究活動有正面的助益，卻對醫療社會服務活動呈現反向關係。至於免稅
利益與社區公益服務總支出無顯著關聯，可能是醫療財團法人提供社區公益服務受其
他因素影響，或其取得免稅地位與提供社區公益服務無關所致。

【關鍵字】 醫療財團法人、租稅優惠、社區公益服務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often subsidize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with tax benefits to encourage their 
engagement in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 expenditure and the tax-exempt interest of not-for-profit hospitals in 
Taiwan. Method: We used the panel data from 43 not-for-profit hospitals in Taiwan from 2006 to 
2011 and analyzed the data with fixed effects model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models. The above 
mentioned method is utilized for the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x-exempt 
interest and the expenditure of medical juridical persons (not-for-profit hospitals) in 
uncompensated care services, educational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Results: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ax-exempt interest ha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uncompensated care services spending,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ses, and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 
expenditure. Conclusion: The public and the authority generally consider that the main purpose of 
granting not-for-profit hospitals tax benefits is to encourage more medical social activities, such as 
providing free medical care and healthcare, rather than to improve research momentum or 
educational quality, although educational research activities are indirectly related to community 
benefits. Howeve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gaining tax-exempt interest can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not-for-profit hospitals in engaging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ctivities, while has a 
reverse relationship with uncompensated care services. Tax-exempt interest and total expenditure 
of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are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possibly because not-for-profit 
hospitals provide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which are mainly affected by other factors, or maybe 
because the tax-free status has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pply of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Keywords】 not-for-profit hospitals, tax benefit,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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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許多國家的非營利醫院透過提供醫療社會服務（以後簡稱醫療社服），扮演補

充政府功能的角色。而相對的，這些國家也普遍藉由租稅優惠鼓勵非營利醫院從事

醫療相關公益服務，亦即社區公益服務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由此可知，享
有租稅優惠與提供社區公益服務活動是非營利醫院與其他權屬醫院（公立、營利）

相異的兩大重要特色。租稅優惠（減免）是稅式支出，是取之於國家，而社區公益

服務是用之於社會，此兩者理應有強烈的正向關係，然而事實上是否真為如此，值

得深究。本文即在檢視我國醫療財團法人所設置的非營利醫療機構 （醫院），從事
社區公益服務與其享有免稅利益之關聯性。 
我國政府為鼓勵醫療財團法人從事公益性社會服務，在各稅法中（包含營利事

業所得稅、營業稅、地價稅、綜合所得稅列舉扣除額等稅目）制定醫療財團法人之

租稅優惠規定。而相對的，亦在醫療法第 46 條明訂醫療財團法人應從事社區公益
服務的最低水準的義務。

近年各國非營利醫院的免稅地位備受爭議 (Clement, Smith, and Wheeler, 1994; 
Sanders, 1995)。我國也有輿論認為醫療財團法人盈餘應回饋社會，尤其是在某些醫
療財團法人並未依照醫療法提供社區公益服務時，更引起社會大眾側目（醫療改革

基金會，2009）。這些對於非營利醫院享有租稅優惠與提供醫療社服之間的爭議，
可歸納幾點如下：首先，在非營利醫院的社會功能，早期非營利醫院透過捐贈收入

或融資取得資源，主動提供醫療貧困家庭免費醫療服務，扮演慈善機構角色 
(Clement et al., 1994; Sanders, 1995; Gentry and Penrod, 2000; Rushton, 2007)。換言
之，非營利醫院無償的從事本應由政府提供之社會服務，故政府會透過各種間接或

直接補助政策，如：租稅優惠、獎勵或補助回饋給非營利醫院，維持醫院持續投入

慈善醫療的誘因 (Sanders, 1995)。但隨著經濟環境的轉變，屬於社會保險性質的醫
療保險日益普及，非營利醫院的主要服務對象，已由過去的醫療貧困患者擴及至一

般民眾。且醫院的主要資金來源亦由捐贈收入轉為商業活動的醫療收入。因此，非

營利醫院的社會角色由過去以慈善為主，轉為兼具社會性及商業性角色 (Clement et 
al., 1994; Sanders, 1995; Gentry and Penrod, 2000)。
其次，在經濟理論上，由於醫務活動常具有外部利益及殊價財，若任由市場機

制運作，會出現社會整體供給不足。因此，政府亦會透過直接補助或間接減免稅賦，

促進醫務活動的提供。此外，醫生與病患間存在資訊不對稱，非營利醫院不以極大

化利潤為目標，剩餘利潤也不能以股利型態分給投資人，僅能用於醫院營運，醫病

關係因而較為透明，因此提供較高的醫療品質，對患者亦較有保障。另外，法律規

範非營利醫院不得分配盈餘，亦不能發行證券籌資，因此籌措資金能力較為不足。

然而，租稅優惠讓非營利醫院能夠累積較多盈餘，可用以投資設備 (Hans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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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由上述說明可知，非營利醫院可以減輕醫療市場資訊不對稱，以及捐贈者與
經理人間因代理關係所導致市場失靈的問題 (Gentry and Penrod, 2000; Rushton, 
2007)。然而，就政策效果而言，直接補貼比間接減免稅賦更能促使醫療機構提供慈
善醫療服務 (Sanders, 1995; Gentry and Penrod, 2000)。此外，租稅優惠常使得提供慈
善醫療較少的非營利醫院因降低成本獲得競爭優勢，造成醫療市場的不公平競爭進

而發生市場不效率的情況 (Clement et al., 1994; Sanders, 1995; Gentry and Penrod, 
2000)。
最後，在稅賦稽徵實務上，由於過去非營利組織缺乏專有的會計準則，因此會

計紀錄並不完備 (Sanders, 1995)，無法計算精確且合理的課稅基礎，對其減免稅負
可降低徵納雙方的壓力 (Gentry and Penrod, 2000)。然而，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醫
院必須配置昂貴的醫療儀器設備，非營利醫院收入主要來自於提供醫療貨物或勞

務，其營運愈來愈趨向商業活動。且近年各國會計權威團體與主管機關，陸續制定

非營利組織與醫療機構的會計處理準則，例如，美國的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發布

116與 117號公報 (FASB, 1993) 與我國的「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因此，
無法計算課稅所得的問題已不復存在 (Gentry and Penrod, 2000)。
透過上述說明非營利醫院免稅的理由與環境的改變，值得我們重新思考給予非

營利醫院租稅優惠的政策目的，及租稅減免政策是否能有效鼓勵其提供慈善醫療？

免稅效果是否符合預期？

過去探討非營利醫院從事社會工作的成果，主要以慈善醫療或免費醫療衡量工

作成果，近年醫療社會保險涵蓋範圍擴大，醫療貧窮者對慈善醫療的需求降低，進

而將社會工作範圍擴及醫學教育與研究等，亦即廣義的社區公益服務。探討影響非

營利醫院從事社區公益活動之因素的相關研究可分成幾類：首先，醫院特徵，探討

醫院提供社區公益活動產能的影響，例如，實物產能（例如，病床數、醫護人員數

等）、財富（例如，年度淨利、財產基金等）、財務產能（例如，醫療收益、總收

入等）、醫療服務價格（例如，護士平均薪資）、是否為教學醫院及是否設置急診

室（Bryce, 2001; Gaskin, 1997; Frank and Salkever, 1991; Frank, Salkever, and Mitchell, 
1990; 郭振雄與何怡澄，2007；Kim, McCue, and Thompson, 2009）；其次，市場環
境特性，探討當地缺乏醫療保險居民對於社區公益活動需求的影響。相關研究常採

用非營利醫院座落地區的失業率、經常性所得、65歲以上人口比例衡量（Rosko, 
2004; Gaskin, 1997; Frank et al., 1990; 郭振雄與何怡澄，2007；Kim et al., 2009）；
第三，政府政策與管制，政府建立免費醫療基金 (Uncompensated Care Pool) 補貼 
(Thorpe, 1988; Gaskin, 1997; Spencer, 1998) 或給予非營利醫院免稅地位 (Clement et 
al., 1994; Gentry and Penrod, 2000; O' Donnell and Martire, 2009; IHSP, 2012) 所得到的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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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採用我國 43家醫療財團法人在 2006~2010年之追蹤資料。以固定效果模
型與工具變數法進行迴歸分析，檢視醫療財團法人享有之免稅利益與其從事社區公

益服務支出之關聯性，並控制醫院特徵與環境特性。本文的特色有：首先，本文為

我國第一篇估算政府租給予醫療財團法人租稅優惠所衍生的稅式支出，亦即醫療財

團法人享有租稅優惠之免稅利益。租稅優惠額度包括醫院享有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與

地價稅，及捐贈者享有的捐贈扣除利益，考量免稅層面較為完整；其次，社區公益

服務包括醫療社服支出與教育研究支出，本文採年度現金支出衡量醫療財團法人當

期實際投入社區公益服務的資源；第三，探討醫療財團法人享有租稅優惠之免稅利

益與社區公益服務支出的關聯性。

貳、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我國目前共有 55家醫療財團法人，在刪除停業（1家）、籌備中（7家）、正
式營運期間小於三年（2家）、1家淨值為負以及財務報告內容不完整（1家）的醫
院後。最後採用樣本為 43家醫療財團法人在 2006年至 2010年，共計 5年，排除
兩間法人缺 2006年資訊，共有 213個觀察值的非平衡追蹤資料。本文使用資料取
自於醫療財團法人查經會計師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法人地籍謄本（建物謄本），縣

市之公告地價與累進起點地價，以及財政資訊中心業務統計表、中華民國統計資訊

網－縣市政府統計資料庫及醫療機構現況及醫療服務量統計。

二、變數定義

（一）應變數

本文以醫療財團法人從事慈善醫療等社區公益服務的年度現金支出作為應變

數。在實務上，社區公益服務範圍甚廣，產生的價值包含有形效益與無形效益，社

區公益服務的定義或效益衡量面臨許多限制，難以精確衡量 (Clement et al., 1994; 
Sanders, 1995)。本文之社區公益服務的定義與衡量，參酌醫療法第 46條以及醫療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

醫療法第 46條規定醫療財團法人從事之社區公益服務包含研究發展、人才培
訓、健康教育，以及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前三項在醫療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中以「教育研究費用」之會計科目統稱之，後三項則為「醫

療社服費用」。

首先，醫療社會服務活動，理論上係指提供醫療資源貧乏居民的必要之醫療服

務，例如，慈善醫療、免費醫療、彌補醫療補助之不足以及預防與控制傳染病等（郭

振雄、何怡澄與羅德城，2006；郭振雄與何怡澄，2007），屬核心社區公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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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育研究活動，理論上為與社區公益服務相關的教育研究發展活動，係指對

社區有直接效益且不以營利為目的之訓練課程及研究計畫，應排除醫事人員的常態

與必要訓練或薪資費用，或對社區而言屬於長期或間接效益的活動，屬於擴充定義

的社區公益服務。過去探討社區公益服務以核心的慈善醫療及免費醫療為主 (Frank 
et al., 1990; Frank and Salkever, 1991; Magnus, Smith, and Wheeler, 2004; Kim et al., 
2009)。由於近年社會醫療保險普及，因此社區公益服務的範圍擴充到教育研究活動
（Bryce, 2001; Nicholson, Pauly, Burns, Baumritter, and Ash, 2000; Clement et al., 1994; 
郭振雄等，2006；郭振雄與何怡澄，2007）。
本文將社區公益服務支出分為核心業務的「醫療社服支出」、擴充定義的「教

育研究支出」及兩者加總為「社區公益服務支出」等三項的年度現金支出額度，衡

量法人實際從事的社區公益服務，而非此三項的費用。

（二）獨立變數

獨立變數可分為三大類，分別為醫院免稅利益變數、醫院特徵變數（總收入、

負債比例、前期淨利率）以及區域特性變數（失業率、市場集中度）。 
1. 醫院免稅利益變數
各國政府普遍透過減免稅優惠等補助方式，鼓勵非營利醫院從事慈善醫療工

作，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給醫療貧乏居民，以補充政府及市場功能之不足 (Clement 
et al., 1994; Sanders, 1995; Gentry and Penrod, 2000; Rushton, 2007)。以美國德州為
例，Texas Health and Safety Code (2007) 提出四項非營利醫院從事慈善醫療與社區公
益服務額度的標準，標準之一為其提供的社區公益服務支出超過其享有的免稅利益

（包括所得稅、特許稅、營業稅與消費稅等）(Bryce, 2001)。此顯示民眾乃至社會
認為享有愈多免稅利益的醫院，應提供較多的社區公益服務。以政策目的而言，政

府給予非營醫院租稅優惠的積極目的，在於提供非營利醫院從事慈善醫療的能量。

因此，其所享有的免稅利益對社區公益服務支出產生正向影響。

根據我國稅法規定，醫療財團法人享有租稅優惠包含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

地價稅、房屋稅以及捐贈扣除額。由於所有的醫院、診所及療養院均享有免營業稅

的優惠，並非醫療財團法人獨享，故在估算醫療財團法人的免稅利益時排除之。另

外，房屋稅條例僅對慈善救濟事業給予減免，免稅的決定權在地方政府，在資料年

度各地方政府的處理不同，且僅有少數原為宗教財團法人所設立之附屬醫院享有免

稅資格，故本文在此亦不考慮 1。因此，本研究所計算醫療財團法人享有租稅優惠

之免稅利益有營利事業所得稅、地價稅與捐贈扣除額等三項。

1 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
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自有房屋」，免徵房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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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設算潛在租稅負擔概念，估算醫療財團法人因免稅地位所享有免稅

利益 (Clement et al., 1994; Gentry and Penrod, 2000)，亦即醫療財團法人或捐贈者在
沒有租稅優惠時應繳的稅額。相關租稅優惠的法源與計算方式說明如下：首先，營

利事業所得稅方面，免稅的法源為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13款 2。此一免稅利益

在會計屬於永久性差異。所得稅費用（利益）在財務報表中代表已調整永久性差異，

但未調整暫時性差異之稅負。如將財務報告的本期餘絀乘上當期稅率，即為未調整

永久性與暫時性差異之稅負（以後簡稱未調整差異稅負）。因此，將所得稅費用（利

益）和未調整差異之稅負金額相減，在假設各年稅率不變與永久性差異僅來自所得

稅減免優惠的情況下，即可求得永久性差異所隱含的稅負，亦即因免營利事業所得

稅所獲得之租稅利益；如果醫療財團法人虧損免稅利益為負數時，則免稅利益則為

零。其中，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在 2006~2009年為 25%，2010年降為 17%。
其次，在地價稅方面，免稅法源為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條第 1項第 5款之規定 3。

免稅資格有兩點：第一，土地的持有人須為醫療財團法人；第二，土地須是供醫療

本身事業使用。本研究計算免稅利益時，先自「衛生福利部醫療資源管理地理資訊

系統」查詢各醫療財團法人持有之醫療院所、機構之門牌地址，再至地政事務所申

請地籍謄本（建物謄本），以取得醫院建物坐落地號、建物覆蓋面積、建物用途、

建物所有權人及所有權登記日等資訊。先計算醫療財團法人持有且供醫療用之建物

覆蓋的面積（平方公尺），依據每筆醫療用地面積乘上所在縣市之公告地價的 80%
為申報地價（元／平方公尺）後，加總醫療財團法人在該縣市的地價總額。再以其

座落縣市之稅捐稽徵機關公告的累進起點地價，計算地價總額與累進起點地價之倍

數關係，代入稅率公式求得地價稅免稅利益。

最後，捐贈扣除額，捐贈者捐款給醫療財團法人，在一定額度內可以自納稅所

得額扣除，故捐贈扣除額亦為政府給予醫療財團法人免稅地位的稅式支出的項目之

一。捐贈的免稅利益為捐贈扣抵額乘上捐贈者所適用的所得稅邊際稅率，Gentry 
and Penrod (2000) 指出享有捐贈扣抵的捐贈者多屬於適用最高稅率者因此，以法人

2 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13款：「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
準者，其本身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

3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條第 1款第 5項：「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醫院、捐血機構、社
會救濟慈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為目的，且不以同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

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其本身事業用地，全免。但為促進公眾利益之事業，

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免徵者外，其餘應以辦妥財團法人

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地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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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捐贈收入總額乘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所得稅率估計免稅利益。在稅率的選擇我

們的考量如下：首先，法源方面：醫療財團法人的捐贈收入可能來自於自然人或法

人。以自然人而言，租稅優惠源自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2目第 1小目
之規定，自然人對非營利組織的捐贈屬綜合所得稅法列舉扣除項目之一 4；對法人

而言，依所得稅法第 11條第 4項，法人對公益社團及財團（醫療財團法人）之捐
贈可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會減少所得稅稅負 5。其次，免稅利益決定於捐贈金

額與捐贈者適用之所得稅稅率：受限於資料型態我們無法得知捐贈來自自然人與法

人的額度，及自然人適用的所得稅邊際稅率。因此在計算捐贈扣抵之租稅優惠時，

本研究以醫療財團法人作為計算的單位，以其捐贈收入乘上該年度所得稅平均稅

率，估算租稅優惠。年度所得稅平均稅率（包括綜合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的

計算，先由財政統計年報取得綜合所得淨額與應納稅額，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所

得額與核定應納稅額。然後，以應納稅額與核定應納稅額之和除以所得淨額與核定

課稅所得額之和，求得到所得稅平均稅率。在 2006~2010年度所得稅平均稅率，分
別為 18.33%、18.66%、18.09%、18.51% 與 15.14%。 
上述三項租稅優惠衍生的免稅利益，為醫療財團法人相對其他私人醫療機構所

享有的免稅利益，亦即，政府給予醫療財團法人免稅地位之稅式支出，本文稱為免

稅利益一。其中，營利事業所得與地價稅免稅利益可直接歸屬醫療財團法人；至於

捐贈扣除額的免稅利益，則是透過捐贈者間接歸屬到醫療財團法人。免稅利益之計

算方式列於表 1。
在敏感度分析時，增加營業稅的免稅利益，並依據免稅利益是否直接歸屬醫療

財團法人，另外建立三個租稅利益的替代變數。 關於營業稅免稅的法源與計算公
式，在敏感度分析說明。

4 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2目之 1：「列舉扣除額：1.捐贈：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
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

二十為限。」

5 所得稅法第 36條第 1項第 2款「二、除前款規定之捐贈外，凡對合於第十一條第四項之規定
之機關、團體之捐贈，以不超過所得額百分之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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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租稅優惠之免稅利益計算公式
租稅優惠 公式 說明

營利事業

所得稅

（本期餘絀期餘營利事業所得稅稅

率）－所得稅費用（利益）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99 年 17%；98~95 年 25%。

地價稅
申報地價總額 × 倍數對應之累進

稅率－累進差額

地價總額＝醫院建物覆蓋面積 × 院建建物座落地號

之年度平均申報地價；超過累進起點申報地價倍數＝

申報地價總額 ÷ 各縣市累進起點地價。

捐贈扣抵 捐贈收入 × 所得稅平均稅率

所得稅平均稅率

＝
（綜合所得應納稅額＋營利事業核定應納稅額）

（綜合所得淨額＋營利事業核定課稅所得額）
；

所得稅平均稅率，在 95~99 年度分別為 18.33%、

18.66%、18.09%、18.51% 與 15.14%。

2. 醫院特徵變數
醫院特徵變數可分兩類。首先，醫院產能，本研究以總收入與前期淨利率作為

產能的替代變數。相關說明如下：(a). 總收入取自然對數：總收入為醫務收入總額
與非醫務活動收益加總。敏感度分析時分別採用醫療收入總額和醫療收入淨額做為

替代變數；(b). 前期淨利率：淨利衡量醫療機構營運的財務盈餘表現。為了降低可
能的內生性，本研究採用前期淨利率（前期餘絀金額占前期總收入淨額的比例）衡

量醫療機構的財務盈餘（獲利能力），預期迴歸係數為正。其次，負債結構，本文

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衡量負債比例，並預期負債比例與社區公益服務支出間呈負向

關係。

3. 區域特性變數
區域特性變數有失業率與醫療市場集中度衡量：首先，失業率：失業者除了喪

失固定收入影響支付醫療費用的能力外，也缺乏雇主提供的醫療保險，因此，預期

失業率愈高的區域，當地居民對於免費醫療的需求愈高。在敏感度分析採用平均家

庭全年經常性收入或平均家庭全年可支配所得做為替代變數；其次，醫療市場集中

度 (HHI)：本研究採用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計算市場集中度，HHI為
加總醫療區內各醫療機構病床數佔該醫療區之總病床比例（市占率）的平方。本研

究預期市場集中度與社區公益服務支出呈正向關係。

三、實證模型

本文實證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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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中，i為醫療財團法人 (i = 1, 2,..., 43)。t為年度 (t = 2006, 2007, ..., 2010)。應
變數 yitj 為第 i 間醫療財團法人於第 t 年，從事第 j 種社區公益服務的支出，yitj 分別
為醫療社服支出、教育研究支出與社區公益服務支出等三種。獨立變數方面，

taxbntit 為免稅利益。租稅利益包括營利事業所得所稅、地價稅與捐贈扣抵額總和（免

稅利益一）；醫院財務特徵變數有總收入 (tr) 取自然對數、負債比率 (db_ta) 與前期
淨利率 (lgebt)；市場特性變數有當地失業率 (ue) 與市場集中度 (hhi)。本研究實證分
析所採用的資料為非平衡追蹤資料，為確保估計的迴歸係數具有不偏性與一致性，

我們採用固定效果模型進行迴歸分析，控制無法觀察且不隨時間改變之醫療財團法

人特性。

四、統計概況

表 2為 43 家醫療財團法人在 2006~2010年度 213個觀察值，相關變數的敘述
性統計概況。首先，醫療財團法人從事社區公益服務支出方面，醫療社服年度支出

平均約為 46.5 百萬元，教育研究年度支出平均約為新台幣 113.6 百萬元，整體社區
公益服務年度支出平均 160.1 百萬元。可以得知，教育研究支出約佔整體社區公益
支出的七成。此外，三項社區公益服務支出的標準差均大於平均值，顯示各醫療財

團法人從事社區公益活動服務的差異很大；其次，醫療財團法人享有租稅優惠的免

稅利益之年度平均值為 132.2百萬，高於醫療社服支出或教育研究支出，僅略低於
整體社區公益服務支出。值得注意的是免稅利益最小值為 0，因為有一間法人在兩
個年度未享有免稅優惠的免稅利益。是由於法人營運發生虧損、醫療用地非自有不

符地價稅免稅條件，且沒有捐贈收入等三種情況同時發生所致。直接比較慈善醫療

等社區公益服務支出與免稅利益的平均值，雖然核心業務的慈善醫療支出低於免稅

利益，但涵蓋擴充定義的教育研究支出的社區公益服務支出卻高於免稅利益，初步

顯示醫療財團法人整體在社區公益服務的支出高於享有的免稅利益。採用 t 檢定，
分別驗證社區公益服務支出、教育研究支出及醫療社服支出，與免稅利益一的平均

值相同之虛無假說。其 t 統計量（p值）分別為 1.3420 (0.1810)、-0.8020 (0.4236)、-
2.6280 (0.0092)，顯示社區公益服務支出或教育研究活動支出的平均值，均與免稅
利益一的平均值沒有顯著的差異。但屬於核心業務的醫療社服支出卻顯著低於免稅

利益一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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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數統計概況
變數 觀察值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醫療社服支出（百萬） 213 46.5072 103.5522 0.0568 817.1994

教育研究支出（百萬） 213 113.5610 284.7407 0.0123 2083.2510

社區公益服務支出（百萬） 213 160.0682 384.0391 0.2774 2688.2520

免稅利益一（百萬） 213 132.1909 552.4380 0.0000 4861.5530

總收入（百萬） 213 4,085.5450 8,776.3680 21.9074 61,736.8500

負債比例（比例） 213 0.3344 0.2372 0.0213 0.9307

前期淨利率 (%) 213 0.0502 0.0757 -0.1295 0.4105

失業率 (%) 213 4.5850 0.8131 3.4000 6.0000

市場集中度指標 (HHI) 213 0.0855 0.0639 0.0336 0.3493

註：免稅利益一包括租稅優惠有營利事業所得稅、地價稅及捐贈扣抵。

　　總收入為醫務收入總額與非醫務收益之總和；

　　前期淨利率＝年度餘絀／總收入淨額；

　　負債比例＝總負債／總資產；

　　失業率＝（失業人口數／勞動力人口數）×100
　　市場集中度 (HHI)=∑isi2，其中 si 為第 i 間醫療機構佔該醫療區的病床比例。

表 3為 Pearson相關係數，免稅利益一與醫療社服支出、教育研究支出及社區
公益服務支出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獨立變數間相關係數最高的為免稅利益一與前

期淨利率，其為 0.5682，其餘獨立變數間的相關係數均低於 0.41，顯示各獨立變數
間的共線性並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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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結果

一、固定效果模型迴歸分析 
本研究分別以醫療社服支出、教育研究支出或社區公益服務支出作為應變數，

對租稅利益、醫療機構特徵與區域特性變數進行迴歸分析。本節分別利用了混合資

料模型 (Pooled-data Model) 與長期追蹤資料模型 (Panel-data Model) 進行分析。再以
長期追蹤資料迴歸分別估計固定效果模型與隨機效果模型。此外，為降低使用追蹤

資料時，相同法人在不同年度重複出現的相依情況，以醫療財團法人設群聚 (Cluster) 
處理低估迴歸係數標準差的情況 (Petersen, 2009)。迴歸分析列於表 4。
在模型選擇方面，首先，比較追蹤資料模型的固定效果模型與隨機模型，採用

artificial regression approach (Arellano, 1993; Wooldridge, 2002)，檢定虛無假說為無法
觀察到之特定醫療財團法人的效果為外生。Sargan-Hansen 統計量（服從 X2 分配）
在醫療社服支出、教育研究支出與社區公益活動支出的迴歸式，分別為 2480、2667
與 1696，且均以小於 1% 顯著水準拒絕虛無假說，亦即，固定效果模型較為合理；
其次，比較固定效果模型與混合資料模型，採用 F分配檢定所有醫療財團法人的特
定效果均為零的虛無假說，由表 4可得知 F檢定的統計量在三條迴歸式分別為
44.27、27.81與 49.96，且均以小於 1% 顯著水準拒絕虛無假說，亦即，固定效果模
型的估計結果較合理。據此，本研究僅列出追蹤資料固定效果模型的結果。

在醫療財團法人享有免稅利益方面，首先，在醫療社服支出的迴歸，免稅利益

的估計係數（標準差）為 -0.0514 (0.0022)，且以 1% 顯著水準支持醫療財團法人享
有的免稅利益與其從事醫療社服支出間呈反向關係。亦即，醫療財團法人每獲得 1
元的免稅利益，反而減少 0.0514元的醫療社服支出。與本研究預期相反，不符合社
會大眾與政府給予醫療財團法人免稅的期待；其次，在教育研究支出的迴歸，免稅

利益估計係數（標準差）為 0.0428 (0.0155)，且以 1%顯著水準支持免稅利益與教
育研究支出呈正向關係。顯示醫療財團法人每獲得 1元免稅利益，會增加 0.0428元
在教育研究支出；第三，在社區公益服務支出的迴歸，免稅利益的估計係數（標準

差）為 -0.0085 (0.0166)，不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但無法以 10%水準拒絕迴歸係數
為零的虛無假說，顯示醫療財團法人享有的免稅利益與其從事社區公益服務支出間

沒有顯著的線性關係。此情況發生的原因，可能是醫療財團法人取得免稅優惠的資

格與其提供社區公益服務無關所致。至於醫療財團法人的社區公益服務的支出總

額，可能是根據免稅利益以外的因素決定，或者為固定額度。

在特徵變數方面，首先，總收入：三條迴歸是的總收入估計係數均為正，但僅

醫療社服支出與社區公益服務支出的迴歸式達顯著水準（p值 < 5%），合於本研究
推論。指出當醫療財團法人的財務產能愈大，其投入醫療社服支出與社區公益服務

支出愈多，與過去實證結果一致（Frank and Salkever, 1991; Bryce, 2001; Ros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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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郭振雄等，2006）。其餘醫療機構特徵變數的估計係數均未達 10%顯著水準，
在此不另外說明。

在區域特性變數方面，醫療市場集中度 (HHI) 的估計係數在醫療社服支出的迴
歸式顯著（p值 < 10%）為正，符合預期。顯示醫療財團法人座落的醫療市場集中
度愈高，醫療機構的獨占利潤愈高，則擁有更多的資源可供投入醫療社服支出，此

結果與 Rosko (2004) 一致。其餘區域特性變數的估計係數均未達 10%顯著水準，在
此不另外說明。

表 4 迴歸結果：追蹤資料固定效果模型
醫療社服支出

係數／（標準誤）

教育研究支出

係數／（標準誤） 
社區公益服務支出

係數／（標準誤）

免稅利益一 -0.0514*** 0.0428*** -0.0085

(0.0022) (0.0155) (0.0166)

總收入 42.7953** 56.9503 99.7456** 

(21.0301) (43.1294) (46.3281)

負債比例 -10.1521 -29.2032 -39.3554

(19.5581) (83.9177) (85.6110)

前期淨利率 -88.871 -81.0211 -169.8921  

(75.7962) (110.4757) (111.7498)

失業率 0.7284 7.4166 8.1450  

(1.4898) (5.8795) (6.0047)

市場集中度 192.4218* -215.4451 -23.0233

(102.1749) (560.1825) (620.0541)

截距項 -259.7148* -294.5278 -554.2426  

(144.1480) (333.1480) (345.3249)

樣本數 213 213 213

F 值 235.2507*** 24.4098*** 3.8947***

F 檢定 44.2655*** 27.8103*** 49.9634***

Sargan-Hansen 統計量 2480.447*** 2667.817*** 1696.253***

註：*、**、*** 分別表示 p 值 < 0.1、 < 0.05、 < 0.01。刮號 ( ) 內為標準誤。

　　免稅利益一包括租稅優惠有營利事業所得稅、地價稅及捐贈扣抵。

　　總收入為醫務收入總額與非醫務收益之總和取自然對數；

　　前期淨利率＝年度餘絀／總收入淨額；

　　負債比例＝總負債／總資產；

　　失業率＝（失業人口數／勞動力人口數）×100
　　市場集中度 (HHI)=∑isi2，其中 si 為第 i 間醫療機構佔該醫療區的病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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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具變數法分析

由於計算營利事業所得稅的免稅利益採用淨利作為計算基礎，且社區公益服務

費用為淨利的減項，為降低內生性的疑慮，本研究採用工具變數法分析 (Instrumental 
Variables Method)。 
為了處理內生性，本文必須為免稅利益找到適當的工具變數，並採用兩階段最

小平方法估計。好的工具變數須要具有攸關性 (Relevant) 與外生性 (Exogeneity) 兩
項特質 (Levitt, 1997; Angrist and Krueger, 2001)。攸關性是工具變數與免稅利益有顯
著的關係，此條件可透過弱工具變數檢定來驗證；外生性為工具變數與主要迴歸式

的殘差項無關，此性質可透過制度的說明論證，當工具變數的個數比內生變數個數

多時，可採用過度認定檢定 (Over Identification Test) 驗證工具變數的選擇是否有矛
盾之處，在第二階段迴歸時，將第一階段迴歸的殘差項放入原模型迴歸，進行內生

性檢定 (Endogenous Test)，來合理化工具變數的使用。
我們採用的額外工具變數有固定資產總額、設立年數取自然對數、年度虛擬變

數及地方政府縣市虛擬變數。採用的理由如下：首先，固定資產總額，固定資產包

括土地、建築物及儀器設備等。土地與建築物為估計地價稅的主要依據，雖然取得

成本與申報地價會不相同，但兩者存在一定的關係。過去的研究，Clement et al. 
(1994)、Gentry and Penrod (2000)與 IHSP (2012)都採用固定資產或建築物估計財產
稅。在醫療法中固定資產用來衡量醫療機構必要財產，醫療機構的必要財產愈多，

代表規模愈大。過去研究顯示非營利醫院的規模與營運效率的佔床率呈正向關係，

與平均住院人次費用呈反向關係，可推論醫療機構存在規模經濟。但規模與營運淨

利率沒有顯著關係（Magnus et al., 2004; 郭振雄與何怡澄，2010），可降低因為與
淨利相關產生的內生性的疑慮。此外，非營利組織的規模也與捐贈收入有關係

（Tinkelman, 1998; 郭振雄、何怡澄與羅光達，2014），因此，固定資產適合作為工
具變數；其次，設立年數，捐贈者通常不會直接消費非營利組織的產品與服務，但

常以非營利組織的聲望來評估其產品與服務的品質。過去研究常以設立年數作為衡

量組織聲望的替代變數，並預測設立年數與捐贈收入呈正向關係 (Weisbrod and 
Dominguez, 1986; Gordon and Khumawala, 1999; Trussel and Parsons, 2007)。此外，
Marcuello and Salas (2001)、Andrés-Alonso, Cruz, and Romero-Merino (2006) 與
Andrés-Alonso, Azofra-Palenzuela, and Romero-Merino (2010) 認為非營利組織設立時
間越久所累積的智識會產生綜效，有助於降低管理費用佔總費用的比率，但實證卻

發現設立年數不會顯著的提高淨利相關的績效指標。本研究採用設立年數取自然對

數衡量；第三，年度虛擬變數，在不同年度政府租稅政策變動以及景氣差異會影響

營運剩餘或捐贈。例如，2007年度與 2010年度調整公告地價，及 2010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稅率降為 17%等，都會影響避稅動機與免稅利益；最後，縣市虛擬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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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為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之一，且縣市政府有權在一定範圍內調整稅率或

調整公告地價影響稅收。本文採用 25個地方政府的虛擬變數，作為工具變數。
在第一階段迴歸，以免稅利益對工具變數及其他所有外生變數迴歸，模型如下：

其中，fa為固定資產總額；ln(age)為醫療財團法人設立年數取自然對數；year 
為年度虛擬變數；lg 為縣市等地方政府的虛擬變數。其他外生變數與第 (1) 式相同。
本研究先估計第 (2) 式後，將第 (2) 式的預測值代入第 (1) 式取代原來的免稅利益，
再進行第二階段的迴歸，結果列於表 5。
在工具變數的相關檢定方面，首先，在攸關性方面，弱工具變數檢定 (Weak IV 

Test) 檢驗工具變數與被 IV的變數間無攸關性的虛無假說，統計量 F值為 13.1396，
以 1% 以上水準拒絕虛無假說，顯示工具變數與免稅利益間具有攸關性；其次，外
生性檢定，在前一段已經說明固定資產、設立年數、年度虛擬變數及縣市地方政府

虛擬變數在理論與制度上做為工具變數的合理性，此處再進一步採用檢定加以測

試。在 3條迴歸的 Basmann檢定（Sargan檢定）的統計量分別為 5.277 (6.8421)、
4.3375 (5.6562)、2.82265 (3.7204)，均無法以 10%顯著水準拒絕虛無假說，顯示工
具變數的選擇並無矛盾之處；第三，內生性檢定，採用 Durbin-Wu-Hausman 檢定合
理化採用工具變數的使用。在 3條迴歸的 Durbin檢定 (Wu-Hausman) 的卡方值（F
值）統計量分別為 42.1926 (40.2640)、50.7143 (50.9375)、20.3772 (17.2435)，全部
都以 1%顯著水準拒絕無內生性的虛無假說，顯示三條迴歸確實存在內生性，且工
具變數法與 OLS的估計係數有不一致的情況，驗證使用工具變數的合理性。
由表 5的迴歸結果顯示，首先，在醫療社服支出的迴歸，免稅利益的估計係數

為 -0.0992，以 1% 顯著水準拒絕估計係數為零的虛無假說，幅度高於 OLS估計係
數 (-0.0514)。指出醫療財團法人每獲得一元的免稅利益反而減少 0.0992元的醫療社
服支出，顯示目前的免稅措施並無激勵法人從事核心業務的醫療社服活動；其次，

教育研究支出的迴歸，免稅利益的估計係數為 0.1898，以 1%顯著水準拒絕估計係
數為零的虛無假說，估計係數的幅度遠高於 OLS的估計係數 (0.0428)。進一步驗證
免稅利益與教育研究支出呈正向關係，指出醫療財團法人傾向將獲得的免稅利益大

幅投入教育研究活動。雖然教育研究活動屬於擴充定義的社區公益服務範圍，但無

法讓缺乏醫療照顧民眾直接受益，此情況可能與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納保率高有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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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區公益服務支出的迴歸，免稅利益的估計係數 0.0906，無法以 10%顯著水
準拒絕估計係數為零的虛無假說，與 OLS的估計結果相似。

表 5 迴歸結果：工具變數法
醫療社服支出

係數／（標準誤）

教育研究支出

係數／（標準誤） 
社區公益服務支出

係數／（標準誤）

免稅利益一 -0.0992*** 0.1898** 0.0906

(0.0048) (0.0770) (0.0745)

總收入 85.6063 -74.66 10.9463

(54.3844) (174.0243) (125.2474)

負債比例 12.3839 -98.4838 -86.0999

(30.6455) (126.5344) (112.4324)

前期淨利率 -25.1891 -276.7927 -301.9818  

(48.5665) (174.4388) (201.1077)

失業率 -1.3879 13.9225 12.5347

(3.6961) (14.8661) (11.8229)

市場集中度 62.6498 183.5018 246.1516

(119.1489) (488.8334) (527.7660)

截距項 -722.9744 910.0385 187.0641

(476.6947) (1554.5915) (1134.0097)

控制法人固定效果 是 是 是

調整後 R2 0.9594 0.9553 0.9776

樣本數 213 213 213

F 值 24.87*** 2.26** 3.04***

F 檢定 (H0: All ui = 0) 44.27*** 27.81*** 49.96***

內生性檢定

　Durbin（卡方值） 42.1926*** 50.7143*** 20.3772***

　Wu-Hausman（F 值） 40.2640*** 50.9375*** 17.2435***

檢定弱工具變數

　F 值 13.1396*** 13.1396*** 13.1396***

過度認定檢定

　Basmann（卡方值） 5.277 4.3375 2.8265

　Sargan（卡方值） 6.8421 5.6562 3.7204

註：*、**、*** 分別表示 p 值 < 0.1、 < 0.05、 < 0.01。刮號 ( ) 內為標準誤。

　　 免稅利益一包括租稅優惠有營利事業所得稅、地價稅及捐贈扣抵；總收入為醫務收入總額與非醫

務收益之總和取自然對數；前期淨利率＝年度餘絀／總收入淨額；負債比例＝總負債／總資產；

失業率＝（失業人口數／勞動力人口數）×100；市場集中度 (HHI)=∑ isi2，其中 si 為第 i 間醫療

機構佔該醫療區的病床比例；免稅利益為內生，採用兩階段最小平方法估計。額外工具變數有固

定資產總額、年度虛擬變數、地方政府虛擬變數、設立年數取自然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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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敏感性分析：不同租稅優惠組成
醫療社服支出

係數／（標準誤）

教育研究支出

係數／（標準誤） 
社區公益服務支出

係數／（標準誤）

免稅利益

免稅利益二 -0.0519*** 0.0377*** -0.0142

(0.0026) (0.0120) (0.0123)

免稅利益三 -0.0515*** 0.0486*** -0.0029

(0.0026) (0.0046) (0.0042)

免稅利益四 -0.0513*** 0.0532*** 0.0018

(0.0020) (0.0078) (0.0087)

工具變數法

前期免稅利益二 -0.1119*** 0.2132** 0.1013

(0.0050) (0.0834) (0.0819)

前期免稅利益三 -0.1181*** 0.2252*** 0.1071  

(0.0084) (0.0702) (0.0773)

前期免稅利益四 -0.1038*** 0.1988*** 0.0950  

(0.0054) (0.0674) (0.0711)

註：1.*、**、*** 分別表示 p 值 < 0.1、 < 0.05、 < 0.01。

　　2. 刮號 ( ) 內為標準誤。

　　3. 免稅利益二：租稅優惠有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地價稅及捐贈扣抵；

　　    免稅利益三：租稅優惠有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地價稅；

　　    免稅利益四：租稅優惠有營利事業所得稅、地價稅。

三、敏感度分析

為了評估實證結果的有效度，本文進行敏感度分析。首先，在免稅利益涵蓋範

圍方面，分析不同免稅利益定義的影響。我們由兩個面向建立額外定義三個租稅利

益，一為營業稅的免稅利益，另一為租稅的減免利益是否直接歸屬醫療財團法人。

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後簡稱營業稅法）第 8條第 1項第 3款之
規定，醫療機構提供醫療勞務、藥品、病房之住宿及膳食免課營業稅。雖然所有私

立醫療機構均享有此項租稅優惠，但其亦為醫療財團法人享有的項租稅優惠之一。

故假設醫療財團法人提供的醫療勞務及貨物皆為應稅。計算潛在租稅負擔時，以醫

療收入淨額乘上現行營業稅稅率 (5%)。
在免稅利益的歸屬方面，可直接歸屬到醫療財團法人有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

稅與地價稅。至於捐贈扣除的免稅利益直接歸屬到捐贈者，再間接讓醫療財團法人

收到捐贈。據此，本研究另提出三個免稅利益的替代變數：(1)免稅利益二：全部
租稅優惠有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地價稅及捐贈扣抵等四項；(2) 免稅利益三：
直接歸屬到醫療財團法人的租稅優惠有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地價稅等三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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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利益四：租稅優惠僅有營利事業所得稅、地價稅兩項。不同定義的免稅利益與

醫療社服支出、教育研究支出與社區公益服務支出的迴歸列於表 6，為節省篇幅僅
列出免稅利益的估計係數。由表 6可知，免稅利益的估計係數的情況與表 4、表 5
相似。首先，在醫療社服支出的迴歸，免稅利益的估計係數均顯著為負，且工具變

數法所估計的係數幅度高於 OLS的估計係數；其次，在教育研究支出迴歸式，免
稅利益的估計係數均顯著為正，以工具變數法所估計的係數幅度高於 OLS的估計
係數，約為 OLS估計係數的 3.7到 5.6倍；最後，社區公益服務支出的迴歸，免稅
利益的估計係數均無法以 10%顯著水準拒絕係數為零的虛無假說。其他控制變數的
迴歸係數達 10%顯著水準者，均與表 4、表 5結果一致。
其次，在迴歸式的函數型態方面，本研究也考慮租稅利益與醫療社服支出、教

育研究支出，及社區公益服務支出間存在非線性的關係。對此我們在迴歸式增加免

稅利益二次項。在追蹤資料固定效果的實證結果顯示，3條迴歸在免稅利益的一次
項的迴歸係數方向與表 4、表 5相同，免稅利益二次項的迴歸係數均為正，但無論
是免稅利益的一次項或二次項均無法以 10%顯著水準拒絕係數為零的虛無假說。
第三，其他控制變數的衡量，我們嘗試採用不同替代變數，首先，醫療機構產

能，分別以醫療收入總額及醫療收入淨額取代總收入衡量產能；第二，區域特性變

數，分別以家庭經常性收入及家庭可支配所得取代失業率，衡量社區民眾對社區公

益服務的需求。我們採用不同的控制變數進行迴歸，主要的結果均與表4、表5一致。
綜合上述迴歸結果與敏感度分析，本研究認為臺灣的醫療財團法人因免稅地位

享有的免稅利益與醫療社服支出呈反向關係，顯示政府對醫療財團法人實施的租稅

減免不但並沒有增加醫療社服支出，反而出現降低的情況，不符合大眾預期；此外，

醫療財團法人享有的免稅利益與教育研究支出呈正向關係，合於預期。然而，教育

研究支出並未讓社區民眾直接受益，屬於廣義的社區公益服務，且常為醫院的常態

性訓練，或達成衛生福利部對教學醫院的規範；最後，醫療財團法人享有的免稅利

益與社區公益服務支出間沒有顯著的關係，指出醫療財團法人從事社區公益服務支

出的總額度，可能受到租稅利益以外的其他因素影響。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我國醫療財團法人享有免稅利益，與其從事之醫療社服等社區公益

服務的關聯性。醫療社服等社區公益服務具有公共財性質，政府常以租稅優惠 措施
間接補助社區公益服務，來彌補市場失靈與政府提供不足。傳統上，非營利醫院以

提供慈善醫療給醫療貧乏者為主，近年因社會醫療保險涵蓋面擴大，取代非營利醫

院提供慈善醫療功能。因此，非營利醫院提供的社區公益服務的範圍層面日益廣泛，

例如，社區健康營造、便民服務與國際醫療協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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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我國 43家醫療財團法人在 2006~2010年的非平衡追蹤資料。迴歸
分析的結果顯示，免稅利益對與教育研究支出間呈現顯著正向關係，卻與醫療社服

支出間呈現顯著負向關係，且免稅利益與教育研究活動支出的幅度高於免稅利益與

醫療社服支出的幅度。可能是因為醫療社服支出為不收費的活動，雖有助於醫院的

聲望，但會降低營運剩餘，不利於在競爭激烈的醫療市場生存。而教育研究支出多

屬於投資性質，可提升醫療品質有助於改善營運績效。因此，醫療財團法人傾向投

入較多的資源在教育研究活動，可能排擠醫療社服活動的支出。此外，迴歸結果顯

示免稅利益與社區公益服務支出間無顯著關聯性。可能是因為醫療財團法人享有租

稅優惠資格的認定，並非根據其從事社區公益服務的情況，而是以法人的登記或達

成免稅資格（支出達收益 60%以上）為考量；或是因為社區公益服務支出受其他因
素影響；或者社區公益服務之總支出額度為固定金額所致。本文發現我國醫療財團

法人在醫療社服支出與社區公益服務支出的迴歸結果，並不符合政府給與醫療財團

法人租稅優惠，鼓勵其從事醫療社服活動的初衷。雖然，教育研究活動支出的迴歸

結果符合預期，但教育研究活動對社區健康的助益較為間接，屬於廣義的社區公益

服務。

根據實證結果，對於社區公益服務的法令有下列建議：第一項建議，免稅資格

認定由身份別改為服務量：目前我國稅法對於醫療財團法人的免稅資格主要以身份

別輔以支出占收益的比例認定，可能是免稅利益與社區公益服務間不具顯著正相關

聯的原因之一。我們建議以醫療機構從事社區公益服務的業務量，作為免稅資格的

依據。如此不僅可以強化醫療財團法人從事醫療社會服務活動的誘因，也可將提供

社區公益服務的醫療機構，擴展到醫療社團法人等營利性醫療機構。 
第二項建議，明確定義社區公益服務的範圍與層級：目前醫療法 46條所列出

的社區公益服務內容涵蓋面很廣，並非所有的項目都符合社區公益服務的精神，我

們建議將其分為兩類：第一類的醫療社會服務活動，為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

其他社會服務事項，依據醫療法施行細則第30-1條有：(1) 提供貧困家庭、弱勢家庭、
無依或路倒病人所需之醫療費用、交通、輔具、照顧、康復等相關費用，性質屬於

醫療貧困者的慈善醫療，為醫療財團法人傳統著重的免費醫療服務，具有公共財性

質；至於 (2) 社區醫療保健、健康促進與社區回饋等醫療服務，性質屬於社區公共
衛生的醫療服務與衛生知識的宣導，有助於社區民眾的健康品質提升，為殊價財具

有正外部性；至於 (3) 便民服務相關服務與配合政府辦理國際醫療援助，相較於前
述慈善醫療與公共衛生醫療，屬於延伸性的服務項目與廣義範圍的社區定義，對於

社區公益的增進相對較為間接。 我們建議將上述 (1) 與 (2) 列為醫療機構之社區公
益服務的「核心項目」。至於 (3) 對於社區的貢獻較為間接性質，且將社區的範圍
擴大為國際，我們建議將核心項目與 (3) 合併為「一般性」社區公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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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的教育研究發展活動，為研究發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等活動，此類

活動包括醫護人員之實習、培訓，醫療技術的提升及貴重醫療儀器設備的購置與更

新等。這些活動性質屬於人力資本投資與儀器設備投資，雖然在長期能夠提升社區

居民的醫療品質，但無法直接滿足居民立即所需之必要性醫療服務，應歸類為「廣

義」的社區公益服務。我們建議將第一類的醫療社會服務活動與第二類的教育研究

發展活動合併歸類為「廣義」社區公益服務。在制定免稅規範時，應分別對核心項

目、一般性社區公益服務及廣義社區公益服務，規定醫療法人應從事的額度。

此外，醫療法 97條規定教學醫院每年從事「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活動，屬
於學術研究發展及先進醫療技術提升，在性質上不同於醫療法 46條醫療貧困所需
必要醫療照顧，但實務上常將兩者混淆。建議主管機關應該明定兩者差異，並要求

法人在財務報告分別列示，以利於報表使用者分析。

本文另對醫療法人提出兩項建議與省思，其一是，醫療財團法人取之於政府（免

稅等於政府稅式支出），理應用之於社會（醫療財團法人的社區公益活動）。由政

府的成本效益考量，如果免除的稅收額度，高出於醫療法人提供的社區公益活動，

則還不如由政府徵稅，再將該筆稅收用之於社區公益活動。由本文的實證結果發現

醫療財團法人的免稅利益與醫療社會服務的支出，竟然呈現反向關係。顯示對醫療

財團法人的租稅減免無助於激勵其醫療社服支出。這種依據其法人身份只要是教

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且支出達一定金額就可以免稅，而不論其支出

內涵是否達成其應具公益性質的設立宗旨的作法，要期待醫療財團法人能依其設立

宗旨自律的從事公益活動，無疑是緣木求魚。然而長此以往，這種「政府給一塊錢

免稅優惠，社會只拿到五毛公益」的現象一直持續，難免引發社會關注。本文因此

建議醫療法人，一方面受免稅利益之同時應增加相當額度的社區公益服務支出，以

符合其設立之宗旨，不僅回饋社會，也可以提升醫療法人的社會形象。其二是在審

視文獻過程中發現討論非營利醫院免稅地位及其提供社區公益服務關聯性時，發現

有不以身份別，而以服務量為其免稅資格的國家或地區。且本文之實證結果也指出

免稅優惠並不能促使醫療機構增加社區公益服務，若醫療財團法人若持續忽視社區

公益服務的需求，不能回饋社會相當於其免稅優惠的額度，則醫療財團法人勢必會

面臨挑戰，而也將會出現社會壓力要求政府修法，使醫療財團法人有喪失免稅資格

之虞，不可不慎。

本研究因資料結構與變數定義的限制，解讀本文實證結果需注意以下限制：首

先，社區公益服務的效益包括有形與無形，本研究採用定價或成本衡量屬於有形的

效益，忽略無形的外部效益，例如，醫療貧乏者接受慈善醫療對利他主義者所產生

的效用、傳染性疾病的預防注射降低疾病傳染，及傳播公共衛生與疾病防制知識會

降低居民罹病的機率等。可知本研究採用的社區公益服務的衡量傾向於低估活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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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其次，計算租稅優惠衍生的免稅利益，本研究採用潛在租稅負擔概念估算醫療

財團法人享有免稅利益，亦即法人或捐贈者在沒有租稅優惠時應繳的稅額，忽略課

稅對醫療財團法人行為的影響。如果取消租稅優惠會減少醫療財團法人的所得，基

於所得效果會降低社區公益服務的供給，進而減少醫療成本，增加法人所得，增加

免稅利益。可知，本研究採用的估計法，低估免稅利益的額度；第三，計算免除營

利事業所得稅衍生的租稅利益，本研究採用未調整之稅後淨利減帳列所得稅費用

（利益）計算。由於近年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稅率曾經由 25%降為 17%，在所
得稅費用（利益）可以遞延情況下，會影響實際的免稅利益額度；第四，計算地價

稅的免稅利益，本研究以衛生福利部的地理資訊系統搜尋醫療財團法人建物的門牌

地址，再以每棟建築物的覆蓋面積作為估算免地價稅的面積。並未逐樓層檢視是否

全部直接用於醫療目的事業，因此，可能會高估免地價稅的免稅利益；第五，本研

究以醫療財團法人作為衡量主體，但有部分醫療法人擁有數間分院與附屬機構，分

院的經營情況可能不同，然而，受限於財務報告是以法人整體揭露，無法針對個別

醫院分析。尤其是座落在不同區域的分院，面對的社區公益服務需求與免稅利益都

可能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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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Exemption” and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 of Not-for-Profit Hospitals

1. Purpose/Objective
Non-profit hospitals in many countries play the role of complementing government’s 

functions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uncompensated care services, whereas many countries 
generally offer tax benefits to encourage non-profit hospitals to participate in medical-
related public services. Tax benefit is a kind of tax expenditure from the country, while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 is implemented in the society; these two elements should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 of tax-exempt interests was 
examined with Taiwan’s non-profit hospitals' data.

To encourage non-profit hospitals to engage in public social services,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developed preferential provisions for non-profit hospitals in tax law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also set the non-profit hospitals’ obligations and the minimum 
level of engagement in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in Article 46 of Medical Care Act.

There are several features in the paper. Firstly, it is the first research in Taiwan to 
estimate the tax expenditure derived from tax benefits for non-profit hospitals. The tax 
benefits include business income tax, land value tax, and donation deduction benefits. Tax 
exemption was examined more comprehensively here. Secondly, the annual cash 
expenditure rather than annual expense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resources which were 
actually put into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by non-profit hospitals. Third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exempt interest and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 expenditure in 
non-profit hospitals was explored.

2.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In this paper, the unbalanced panel data of totally 213 observations in 43 non-profit 

hospitals in Taiwan during 2006 – 2010 were adopted. The fixed effect model and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IV) model were applied to conduct regression analysis in order to 
review the connection, which controls both hospital and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ax-exempt interest and the provision of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 expenditure 
of non-profit hospitals.

Jenn-Shyong Ku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ccountan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Yi-Cheng H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Huei Li, Revenue Officer, Xinyi Branch, National Taxation Bureau of Taipei, Ministry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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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ancial data sources include: non-profit hospitals’ audited financial reports, 
non-profit hospitals’ cadastral transcripts, government published land value, statistics from 
Fiscal Information Agency, statistic database in county and city governments, and 
statistics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current status and medical service amount.

2.1 Variables of Hospital Tax-Exempt Interest
In this study, non-profit hospitals’ tax-exempt interest includes business income tax 

exemption, land value tax exemption, and donation deduction. We estimated non-profit 
hospitals’ tax-exempt interest caused by their tax-exempt status by computing the potential 
tax burden which is the tax non-profit hospitals or donors would pay when no tax benefits 
are granted.

The empirical model can be written as the following:

 (1)

i is the number of non-profit hospital (i = 1, 2,..., 43), and t is the year of 
measurement (t = 2006, 2007, ..., 2010). The dependent variable yitj is the expenditure of ith 
non-profit hospital in jth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 during the year t. In this study, the tax 
benefits (taxbntit) include business income tax, land value tax, and donation deduction; the 
hospital financial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include total revenue (tr), debt ratio (db_ta) and 
prior year profit margin (lgebt); the market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include local 
unemployment rate (ue) and market concentration (hhi).

3. Findings
According to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average, educational research expenditure 

accounts for over 70% of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spending, suggesting that non-profit 
hospitals tend to invest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ctivit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ax-exempt interest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expenditure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exempt interest and uncompensated care 
services expenditure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The coefficient between tax-
exempt interest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expenditure is higher than that between tax-
exempt interest and uncompensated care services expenditure.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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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uncompensated care services is free of charge activities. Although such activities can 
improve the hospitals’ reputation, the activities will reduce operating earnings and thus are 
not conducive to survival in medical market. Besides,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expenditure is an investment by nature. For example, investments in human resources, 
equipment and apparatus can help hospitals improve medical service operation and 
quality. Therefore, non-profit hospitals tend to invest more resourc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reduce uncompensated care services spending. In addition,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ax-exempt interest and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 expenditure are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possibly because when a medical juridical person is considered to 
be a non-profit hospital, it is not based on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but on the juridical 
person’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ercentage of expenditure in revenue (60%), or the fact 
that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are affected by other factors or the total expenditure of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is a fixed amount of expense.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uncompensated care service expenditure and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 expenditure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 of offering not-for-profit hospitals tax benefits to 
encourage them to engage in uncompensated care service activities. Although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expenditure are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expect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ctivities to community health is 
indirect and thus is a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 in a broader sense.

4. Research Limitations/Implications
Due to the limits of data structure and variable definiti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 this paper should be noted. Firstly,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benefits of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 were included. The tangible benefits was measured 
through price or costs, and intangible external benefits were neglected. Secondly, when 
computing the tax-exempt interest, we used the concept of potential tax burden and 
overlooked the behavioral change of non-profit hospitals in tax levying. Without tax 
benefits, the income of non-profit hospitals would decrease. Because the income effect 
could reduce the supply of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and thus reduce medical costs, 
non-profit hospitals’ income might increase, and the tax-exempt interest might also rise. 
Therefore, this study might underestimate tax-exempt interest amount. Thirdly, in the 
computation of the tax benefit derived from business income tax exemption, we adopted 
income tax expenses (benefits) from the subtraction of unadjusted after-tax net income. 
Since the business income tax rate was reduced from 25% to 17% in Taiwan, if the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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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expenses (benefits) could be deferred, the actual amount of tax-exempt interest would 
be affected. Fourthly, in the computation of land value tax-exempt interest, we regarded 
the covering area of each building as area with no land value tax instead of reviewing all 
the places for medical cause by each floor. Therefore, we might overestimate the land 
value tax-exempt interest. Fifthly, this paper regarded non-profit hospitals as the 
measurement basis; some medical juridical persons which have several branches and 
affiliated institutions may operate differently. However, since the financial reports were 
the disclosed information with one juridical person as an entity, we could not analyze the 
hospitals individuall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bout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First, we suggested to use 
the service amount of the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s the basis 
for recognition of tax-free status. In this way, it can strengthen the incentives for non-
profit hospitals to engage in uncompensated care services and expand the range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providing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from non-profit hospitals to for-profit 
medical institutions.

Secondly, we proposed to redefine the range and level of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in the Article 46 of the Medical Care Act. Currently,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were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two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is the uncompensated care 
service activities, including medical relief, community medical service and other social 
services. The service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types according to Article 30-1 of the 
M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dical Care Act as follows: (1) Provision of 
medical-related expenses, transportation, auxiliary equipment, care and rehabilitation for 
poor families, underprivileged families or homeless patients. These free medical services 
are traditionally important to non-profit hospitals and have the property of public goods. 
(2) Community medical healthcare, health promotion, and community feedback. These 
services belong to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service and health knowledge promotion and 
improve the health quality in communities. Thus, these services provide a positive 
externality. (3) Public services and international medical assistance in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al policies. Compared to the charitable medical services and public health 
medical services mentioned above, the third type of services are extended service items 
and community services in the broad sense.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improvement of 
community benefits are thus relatively indirect. As a result, we proposed that the first and 
second types of services should be listed as the core items of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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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s for the third type of services, since the type of services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indirectly, they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core items as 
general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The second category of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 is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such 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talent cultiva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Such activities include medical service personnel’s internship, training 
and medical expertise improvement, and the purchase and replacement of medical 
equipment. These activities belong to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and equipment. 
Although they can enhance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in the long term, they cannot 
contribute to the residents’ immediate medical needs directly. Therefore, the second 
category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in a broad sense. 

We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combine the uncompensated care service activities in 
the first category with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 the second 
category together as the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in a broad sense. When developing 
tax exemption regulations, we should regulate the amount of medical juridical persons’ 
core items, community benefit services in general and in the broad sense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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