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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收入 来的带  
福利 

 
普遍收入可以 
 
• 束结 贫穷 
• 提高生活水平 
• 束失结 业 
• 允 人与人许 ，人与自然 境之 保持健康可持 展环 间 续发

的 系关  
• 允 工作灵活性许 ，改善工作条件 
• 减少暴力 
• 重新建立一个运行的民主 
• 重新激活经济。当个人有收入去 商品与服购买 务时，

商 便会繁业 荣。 个人的利益和收入从而增加每  

真 收入尺度实  
$18.387 再加上伴 的收入侣  

 
在 白云之 新西长 乡 兰，如同大部分文化， 大部分人作绝 为
社会 物居住在一起动 。由于 个人将得到一份普遍收入每 ，
我 已将其伴们 侣—他(她)可能从事 或者反之传统职业 -的
外最低收入算 了家庭整体收入之中额 进 ，以 明一个中等阐

家 
庭的“真 收入水平实 ”。 将表请 1中新西 行制度下的收兰现
入水平与之后相比。 

 

Graph 4 

$18.387再加上伴 的收入侣  

 $ 
  1=  30,347 
  2=  37,611    
  3=  41,053 
  4=  43,038 
  5=  45,414 
  6=  47,947 
  7=  50,459 
  8=  53,954 
  9=  58,741 
10=  65,487 
11=  77,545 
12=10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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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决 同坚 赞 ......一个......‘ 承制继 ’,一个 由所有居住有社应
会之中的人分享的社会 品的份产 额.....很 下定 在难 论说 赋
予国家，社会 本的生 量少于资 产 约90%......那 从道 上么 义 讲
话，我 可以要求 一制的们 单 90%的收入税，将 富 于财 归还
真正的主人......在美国，即便70%的税也能支持所有政府计
划......允 个居民 年每 每许 $8000 的‘ 承继 ’报偿..” 
 
Herbert A Simon, 得者尔诺贝 经济奖获  
《波士顿评论》，2001 

 
其他 得 人如尔诺贝 经济 奖  James Tobin, Jan Tinbergen 
和 James Meade 都 示了普遍收入制度的 可行性揭 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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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18.387的普遍收入后 
 

税款从而被平分该 为($220.651÷12)。得到$18.387,放在每
个人收入之上( 表见 2)作 普遍收入为 。 
 
果是 人群个人收入增结 该 长70%。由于大部分人与其他

人居住在一起， 人群众该 约80%的人的 税后收入将相缴
地提高应 其各自家庭的 外收入额 。 

在 多早期南太平洋文化的部落中许 ， 富合 利是以一个财 权
人付出多少来衡量，而非一个人 有多少拥 ，接受多少，或
者收入多少。 

 1996年 推 出的新西调查统计 导 兰 
 1996年 税后收入缴 ，不是普遍收入 

 外额 50%收入税 
   所能提供的 金资  

 
下一 程序是假 一个税率步 设 ，它不但足 有社会 构够为现 结
提供 金资 ，同 能达到时 “最低工资”的普遍收入要求目标。 
 

了 方便为 阅读 ，我 在本示例中使用们 50%。从而，从12人处
工共收集来$220.651。 笔金 被均分后这 额 ，将向 个人提每
供高于最低工 的一笔收入资 。 

普遍收入 示范为 筹资  
 

以下示范非真 划实经济计 ( 是具有 的总 复杂 财务细节)，而
是一个通 采用新西 收入数据过 兰实际 ，帮助人 将广泛整们
体的原理概念化的 明性例说 证。它 收入税的内在分配阐释
能职 (或其它基于收入“百分制”的税，如 富财 ，金融交易税)

以及其如何能被用来 造个人创 收入，促 与人 法一进经济 权
致。 有成现 见认为：个人税“有害”，“不公平”，“落后 代时 ”；
要 是 税人的 担么 纳 负 。其实，只有当税收不按人 法被公权
平分配 才会如此时 。 
 
本范例 取普遍收入的方案之一本后的基本原理阐释获 ：使
用收入税。 

特 感 新西 数据局的别 谢 兰  Steve Kendall 和 Andrew McLaren 提供有 平关
均收入的数据。 

注意：在某 意 上种 义 ，没有人 此范例中其他人为 “付帐单”，因 个人付每为
同等的其 有收入的百分比现 ，作 普遍收入的 金来源为 资 。而且，所有制度
都有待于 整的不 范之调 规 处；普遍收入的不 范之 需要按照合法规 处 经济
利 准来 整权 标 调 。 

 

1996年 数据调查统计 12范畴中12 人的平均 税后收缴
入 

Graph 1 

 $ 
  1=   -4,285 
  2=    1,675 
  3=    8,559 
  4=  12,528 
  5=  17,281 
  6=  22,347 
  7=  27,370 
  8=  34,360 
  9=  43,934 
10=  57,426 
11=  81,542 
12=130,000 

Graph 2 

扣除50% 外税后的剩余数额 额 

 $ 
  1=    -6427 
  2=       837 
  3=    4,279 
  4=    6,264 
  5=    8,640 
  6=  11,173 
  7=  13,685 
  8=  17,180 
  9=  21,967 
10=  28,713 
11=  40,771 
12=  65,000 

Graph 3 

加上$18.387的普遍收入 

 $ 
  1=  11,960 
  2=  19,224    
  3=  22,666 
  4=  24,651  
  5=  27,027 
  6=  29,560 
  7=  32,072 
  8=  35,567 
  9=  40,354 
10=  47,100 
11=  59,158 
12=  83,387 

《 合国 展大联 发 纲》 布的发 《1998和1999年 告 示揭报 “....225
名世界最富有的 万富翁 有 合起来相当于亿 拥 联 47%最 困贫
人口的 富财 ...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人在截至1998年的四年

其 富翻了一倍间 财 ，已高于一万 美元亿 ”。 似的情也 生类 发
在新西兰, Greg Newbold 在他的《犯罪与越轨》中，引 数证
在1971年3%的 人口 有略高于顶层 拥 20%的 富财 ，1989年，
3%的 人口已占有顶层 37%的 富财 .... 

表一 示出显 12个各自代表1996年 数据众调查统计 12大类
人的平均 税后收入缴 ，它包括人 在清付所有社会 源后们 资

的任何收入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