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随着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往由税务机关主

导的征管模式逐渐转变为以纳税人自我申报为主的征管模

式。管理模式的转变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才能约束纳

税人诚信纳税，进而提高纳税遵从度？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纳

税遵从度的影响因素分为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是以稽

查和罚款为主的制裁手段（Allingham和Sandmo，1972），内因

则包括纳税人信念、心理认知等方面，其中纳税人的税收道

德是影响纳税遵从度的重要因素。Henderson 和 Kaplan

（2005）在对税收道德相关的经验研究进行回顾之后发现，已

有文献的检验结果普遍证明纳税人的税收道德对纳税遵从

度有显著影响。并且，税收道德不仅直接影响纳税人的遵从

行为，还会影响制裁活动与纳税遵从之间的关系，因为不遵

从行为是否被视为符合道德取决于人们对制裁的看法（Mul⁃

der和L. B.，2009）。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参与者的道德问题备

受公众关注，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讨论。然而，国内关于税

收道德问题的研究却非常少，并且，已有的文献都是利用世

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研究跨国税收道德问题。杨德前

（2007）和邓保生（2008）利用 WVS 第四次调查数据研究了

OECD国家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的关系，发现税收道德显著

影响纳税遵从。此外，杨德前（2008）利用同样的数据研究了

司法腐败与严重犯罪对税收道德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都对

税收道德有显著影响。这些研究反映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税收

道德差异及其后果，却没有揭示某个国家内部的纳税人个体

税收道德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因此，目前中国纳税人个体的

税收道德状况如何？纳税人个体特征对税收道德有何影响？

这些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本文以个人所得税的最大纳税群体——工薪阶层为样

本，研究纳税人的税收道德状况，以及纳税人个体特征对税

收道德的影响。本文与已有文献的不同有两个方面：其一，基

于微观视角研究纳税人个体的税收道德问题，而不是研究国

家层面的整体税收道德水平问题；其二，基于中国背景，研究

纳税人个体因素对税收道德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税收道德的研究是围绕着对Allingham和Sandmo（1972）

的税收遵从纯经济模型的质疑出现的。Vogel（1974）基于瑞

典的调查数据发现，纳税人的税收道德、对政府的态度与逃

税具有相关性。Spicer和Lundstedt（1976）基于美国的调查数

据，将人们对公共支出和税收公平的因素结合构造了一个态

度指数，发现该指数对纳税人逃税行为有显著影响，这些证

据表明纳税人的行为并不完全受经济因素影响，道德观念也

有重要作用。此后，很多文献研究了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的

关系，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税收道德的重要性也逐渐被

接受。

尽管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的关系及其重要性已得到确

认，但关于税收道德本身的研究却依然非常有限，主要包括

税收道德的分析框架、税收道德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群体

的税收道德比较等几个方面。Green（2000）提出了一个税收

道德问题的分析框架，认为税收道德涉及五种关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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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自由、物质财富、就业、健康和福利、公平以及分配公正。

Song和Yarbrough（1978）基于加利福尼亚东北部居民的调查

研究发现，纳税人的税收道德处于勉强及格的水平，影响税

收道德的因素主要有收入水平、政治效率、对他人的信任感、

人种、婚姻状况以及教育水平等。Robert W. McGee及其合

作者对中国不同地区的税收道德情况进行了调查，包括澳门

地区（2007）、北京地区（2008）、台湾地区（2009）以及香港地

区（2012），同时，Robert W. McGee等（2008）还对香港地区

和美国地区不同样本的税收道德进行了比较，发现不同地区

的税收道德水平具有差异性，这可能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

化差异有关。

除了Robert W. McGee等人的上述研究，其余研究文献

都以西方居民税收道德问题为背景。就中国居民的税收道德

而言，Robert W. McGee等研究文献是有意义的，但其不足

之处也很明显。其一，研究样本问题。上述研究全部使用学生

样本，难以反映纳税人的税收道德状况。尽管在美国早期的

税务实证研究中，学生样本较为普遍，但美国的大学生本身

就是有收入并且需要报税的纳税人，而中国大学生几乎不存

在需要报税的情况。其二，研究指标问题。Robert W. McGee

等的所有研究都是使用15个测量指标调查税收道德问题，但

这15个测量指标并不反映道德水平的高低，而是反映税收道

德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度，例如：税率与税收道德的关

联度。此外，由于在同一个测量指标中同时反映税收道德

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度，也使二者的关系无法进行实证

检验。

为了检验纳税人个体特征对其税收道德的影响，本文选

用了工薪阶层作为研究样本，因为工薪阶层是中国居民纳税

人中最大的群体，这一群体不仅缴纳工资薪金所得税，还会

因其他收入来源缴纳个人所得税，是中国居民纳税人的典型

代表。为了反映纳税人的税收道德水平，笔者采用 Song和

Yarbrough（1978）的测量方法，构造了税收道德指数。在纳税

人个体特征的选择上，本文主要选择了与纳税遵从行为相关

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婚姻状况、收入水平以及

税收知识等变量。以往研究中的大量文献表明上述变量是影

响纳税遵从的重要因素，因此，选择这些变量的意义在于能

够为克服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关系研究的统计误差提供依

据，因为当个体特征与税收道德有较强相关性时，将其与税

收道德同时作为影响纳税遵从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

会存在参数估计的偏误。

三、实证分析

（一）问卷与样本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问卷内容包括税收道

德量表、纳税人税收知识、对政府的信任感以及人口统计学

变量等 21个变量。除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信任感外，问卷中的

其他测量变量采用李克特 5点量表填答。问卷收集方式采用

现场填写并收回的方式，调查地点为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和

温州三个地区。共发放问卷 300份，回收 230份，问卷回收率

为 76.67%，剔除信息不完整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201份，

问卷有效率为87.39%。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

从表1来看，样本基本符合工薪阶层的特征。值得注意的

是，样本构成中女性较多，占 67.7%，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

因是受经费所限，调查较多地采用了街头随访的方式，而女

性更容易配合填写问卷。同时，样本中出现了年龄超过 60岁

仍然工作的群体，占样本总量的13.4%，这部分人主要处于技

术管理岗位，由于单位需要而返聘继续工作。虽然样本具备

以上两个特征，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影响样本的有效性。

（二）测量变量

1. 税收道德指数。本文采用 Song和Yarbrough（1978）的

税收道德量表测量税收道德，该量表共6个题项，可以构建税

收道德指数，用于评价纳税人税收道德水平。由于该量表在

西方背景和语境下开发，为了验证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在进

行实证分析前先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下图。

表 1 样本特征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专业背景

收入水平

样本特征

男

女

30岁以下

31 ~ 40岁

41 ~ 59岁

60岁及以上

大专及以下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已婚

未婚

经济管理类

其他类

5000元及以下/月

5001 ~ 10000元/月

10000元以上/月

频次

65

136

47

70

57

27

66

92

39

168

33

126

75

168

27

6

百分比（%）

32.3

67.7

23.4

34.8

28.4

13.4

33.5

46.7

19.8

83.6

16.4

62.7

37.3

83.6

13.4

3

拟合度：χ2=17.61；df=9；P=0.057；RMSEA=0.069；

χ2/df=1.96；NNFI=0.97；CFI=0.99

E1

E2

E3

E4

E5

E6

0.49

0.80

0.57

0.75

0.74

0.56

税收道德

验证性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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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P值大于 0.05，RMSEA值

小于0.08，卡方自由度比值小于2，CFI和NNFI都大于0.9，模

型拟合良好。尽管从因子载荷来看，测量项目E1的载荷偏小

（小于 0.5的标准），但从内容上看，该项目并无不妥，因此予

以保留。

在实证分析中，将因子得分作为反映税收道德的变量，

但在比较纳税人税收道德水平时，这一变量并不直观。因此，

为了直观反映纳税人的税收道德水平、了解纳税人的税收道

德状况，笔者借鉴Song和Yarbrough（1978）的做法，构造了一

个能够简单地反映纳税人税收道德的指数：et_index=

∑ Ei
30

×100。其中：et_index为税收道德指数；scoreEi为第 i

个测量指标的得分。该指数以百分制表示税收道德水平，能

够直接反映纳税人税收道德水平的高低。在后续分析中，用

因子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但在评价纳税人税收道

德状况时，使用et_index。

2. 税收知识。受问卷收集方式的限制，难以测量应答者

的具体税收知识，只能通过纳税人对税收政策的关注度测量

其对税收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在问卷中通过三个题项分

别询问应答者通过电视、报纸和网络三种方式关注税收政策

的程度，反映其税收知识。三个题项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 2。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KMO值为0.698，球形度检验的P值为

0.000（卡方值为 212.394，df=3），载荷均超过了 0.8，信度系数

达到0.7以上，方差贡献率达到73%以上，结果良好。

3. 信任感。考虑到税收属于公共财政范畴，是财政收入

的主要来源，采用公众对财政收入合理使用的信任程度来测

量信任感，该变量使用单指标（single indicator）测量的方法，

通过询问应答者相信财政收入合理使用的比例获得。

（三）模型与变量

为了检验纳税人个体特征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本文构建

了以下两个模型：

模型 1：ethici=α+β1sexi+β2agei+β3edui+β4mari+β5maji+

β6inci+εi

模型 2：ethici=α+β1sexi+β2agei+β3edui+β4mari+β5maji+

β6inci+β7knoi+β8trui+εi

模型中的变量定义如下：ethici表示纳税人的税收道德，

以因子得分表示，得分越高表示税收道德水平越高；sexi表示

性别，男取值 0，女取值 1；agei表示年龄，按年龄分段取值；

edui表示受教育程度，按学历分段取值；mari表示婚姻状况，

已婚为1，其他为0；maji表示专业背景，经济管理类为1，其他

为0；inci表示收入水平，按年收入分段取值；knoi表示税收知

识，以因子得分表示；trui表示信任感，以指标得分表示。

（四）实证结果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于其他变量的情况已在样本特

征表内反映，此处只对税收道德指数和信任感两个关键指标

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3。税收道德的平均得分为76.34，

是一个相当高的分值，根据 Song和Yarbrough（1978）在美国

的调查，税收道德的平均得分仅为 60.3，这和本文的结果有

较大差距。为了求证这一结果的客观性，将调查结果与WVS

中关于逃税的反对态度（常用来代替税收道德水平）进行对

比，发现WVS中国居民逃税反对态度的得分也达到了 80.5

（按WVS第五次调查数据计算）的高分，二者结论基本相同。

另外，居民税收道德水平差异较大，最低得分为20分，最高为

100分，如果税收道德对纳税行为有重要影响，则税收道德的

差异可能会导致纳税行为的差异。

2. 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 1 和模型 2 均整体显著（P 值小于

0.01），但模型2的拟合度更高（调整R2达到了0.116）。从模型

变量

sex

age

edu

mar

maj

inc

kno

tru

F

调整R2

ethic（模型1）

0.111
（1.490）

0.275
（3.225）∗∗∗

0.162
（1.920）∗

0.007
（0.99）

-0.190
（-2.039）∗∗

0.031
（0.406）

3.429
（0.003）∗∗∗

0.069

ethic（模型2）

0.144
（1.945）∗

0.308
（3.535）∗∗∗

0.228
（2.637）∗∗∗

0.029
（0.389）

-0.112
（-1.085）

0.019
（0.250）

-0.027
（0.307）

0.252
（3.464）∗∗∗

4.215
（0.000）∗∗∗

0.116

et_index

tru

样本量

201

201

最小值

20.00

10

最大值

100.00

80

平均数

76.3433

28.56

标准差

16.52079

17.956

因子

经常通过电视了解税收政策

经常通过报纸了解税收政策

经常通过网络了解税收政策

标准化载荷

0.848

0.889

0.827

特征值

2.194

信度α
0.742

方差贡
献率（%）

73.144

表 2 因子分析结果

表 3 描述性统计

表 4 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

号内为P值。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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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得回归结果来看，性别因素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未达显著水

平。年龄与税收道德正相关，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年

龄越大的纳税人税收道德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与税收道德

正相关，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纳税人的教育水平越

高，税收道德水平也越高。专业背景对税收道德有显著影响，

经济管理专业背景的纳税人其税收道德水平比非经济管理

专业背景的纳税人更低。婚姻状况与和收入水平对税收道德

没有影响。

模型2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有一定差别，其中，性别因素

由不显著变为显著，专业背景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在新增的

两个变量中，纳税人的税收知识对税收道德没有影响（P值为

0.307，大于 0.1），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度对税收道德有显著

影响（回归系数为0.252，P值小于0.01）。

综合模型 1和模型 2的回归结果可得，在纳税人个体特

征因素中，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税收道德水平有重要影

响，性别在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符号一致，但显著性有微

小差异，可能与样本量大小有关。专业背景对税收道德的影

响在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结果有较大差异，说明该变量对税收

道德的影响受其他变量的干扰。对政府财政资金使用的信任

程度是影响居民税收道德水平的重要因素。婚姻状况、收入

水平和税收知识均对税收道德没有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第一，性别因素对税收道德的影响。在Song和Yarbrough

（1978）的研究中，性别对税收道德没有影响。而在杨德前

（2006）的研究中，性别对税收道德有显著影响，女性的税收

道德水平显著高于男性。二者的区别主要源于研究方法的不

同，Song和Yarbrough（1978）的结论是基于回归分析的结果，

是在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同时，性别对税收道德的影响，而

杨德前（2006）的结论是基于方差分析的结果，是未考虑其他

影响因素时性别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本文研究方法与Song和

Yarbrough（1978）相同，都是以回归分析结果为基础，但结论

却完全不同。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中美文化的差异，也可能源

于样本属性的差异。

第二，受教育程度对税收道德的影响。在 Song 和 Yar⁃

brough（1978）的研究中，受教育程度对税收道德有非常显著

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税收道德水平越高。而在杨德前

（2006）的研究中，受教育程度对税收道德水平没有影响。本

文的结果支持了Song和Yarbrough（1978）的研究。同样，与杨

德前（2006）研究结论的差异性可能来自研究方法的差异。

第三，婚姻状况对税收道德的影响。Song和Yarbrough

（1978）的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对税收道德有一定影响，相对于

正常已婚者而言，单身、离异和丧偶的群体税收道德水平较

低。杨德前（2006）的研究则表明，丧偶群体的税收道德高于

已婚群体，已婚群体的税收道德水平高于未婚群体。本文的

研究则发现婚姻状况对税收道德没有显著影响，与上述研究

结果均不相同。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除与研究方法有关外，

还可能与样本有关。

第四，收入水平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根据 Song 和 Yar⁃

brough（1978）的研究结果，收入水平是影响税收道德最重要

的因素。而杨德前（2006）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对税收道德没

有影响。本文同样未发现收入水平对税收道德的影响。结论

的差异除了因为研究方法不同，还可能与不同国家居民收入

分布状况有关。在Song和Yarbrough（1978）的样本中，高收入

者一般具有较高教育水平，而在我国存在较多影响收入的外

生因素，导致接受良好教育者可能反而收入不高，导致了研

究结果的差异。

第五，税收知识对税收道德的影响。Song和Yarbrough

（1978）的研究显示，纳税人拥有的税收和财政知识对税收道

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则没有发现这种影响。出现

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中美两国税制的差异。我国税制中

个人所得税分项征收，而美国是综合税制，涉及家庭及很多

的抵免和扣除项目。因此，我国纳税人即使不了解太多的税

收知识，也能完成自身涉税事务，导致纳税人对税收知识普

遍不甚了解，使回归结果不显著。

四、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的税收征管实践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通过个体因素，甄别纳税人的税收道德水平，使税

收道德宣传更有针对性。大量研究文献证明纳税人的税收道

德水平是影响其纳税行为的重要因素，因而提高纳税人税收

道德水平对完善税收征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本文的研

究结果，纳税人的个体特征能够为甄别其税收道德水平提供

决策参考，使税收道德宣传工作更有针对性。

第二，通过个体因素甄别纳税人的税收道德水平，为强

化稽查管理提供决策依据。纳税人的税收道德对其纳税遵从

行为有重要影响（Henderson和Kaplan，2005），因而税收道德

水平低的纳税人更有可能存在纳税不遵从行为。如果通过纳

税人的个体特征能够甄别税收道德水平较低的纳税人，将有

助于税收稽查和管理工作的科学决策，提高其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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