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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皆知，公司營業部門陣容的強弱絕對會
影響其獲利成果，但是，一個好的採購制度，對
於公司獲利的貢獻度也不亞於營業部門所創造的
利潤。雖然採購制度可能會受到公司的產銷計
劃、生產效率或者預期價格的制約，但是如果聘
用或培養一批優質採購人員，對公司獲利的貢獻
度絕對不會低於一個超級營業人員。尤其在自由
競爭市場機制下，低價銷售策略廣泛被採用，在
無法提高售價增加利潤的經營環境下，如何有
效壓低公司的採購成本，勢必成為一個重要的課
題。

筆者認識多位在中國大陸事企業單位擔任採
購業務的朋友，常常談到和當地供應商談妥的採
購條件，事後卻無法達到自己原先想要的價格，
很常聽到的信息是：「我所採購商品的增值稅稅
率不是 13％嗎？但是這次一家供應商給我報價
的稅率卻是 6％，我查了小規模納稅人的稅率為
3%，是我對增值稅率不夠瞭解嗎？」，分析其
中的原因，大抵都是當事人沒有充分掌握稅法以
及當地業者慣用術語所致。

我國當前有關流轉稅稅制體系內容十分簡潔
易懂，任何商品交易行爲所產生的增值稅稅率均
為 5%，因此，在台灣任職工作，要想做好一個
優質的採購人員，只要能充分掌握採購商品的特
性，以及市場行情預期價格，即可勝任優質採購
員的角色，不需要特別專注稅捐對於採購成本的
影響；但是在面對中國大陸複雜的流轉稅，如果
不能熟練的瞭解稅務知識對採購成本的影響，勢
必無法成爲一個優質的採購員。本文擬就幾個基
本的稅務概念與大家分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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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值稅納稅人

全球所有經濟發達國家地區的稅務機構對於
商品生產、流通環節的流轉額或者數量的課徵
方式幾乎都是選擇增值稅（Value-added Tax）體
系，兩岸的稅務機構也不例外，依據大陸《增值
稅暫行條例》第 1 條規定：在境內銷售貨物或者
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
個人，為增值稅的納稅人；我國亦有相類似的規
範，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 條
規定：凡在台灣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
之行為，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
下稱「營業稅法」）規定，課徵營業稅（Valuedadded Tax）。
為保護財力規模弱小的納稅人，兩岸都將增
值稅納稅義務人區分為一般納稅人與小規模納稅
人兩類，區別的只是對於納稅人資格認定的標準
不相同：

( 一 ) 在我國，僅部份登記為獨資或合夥的商行
得以被認定為小規模納稅人；在中國大陸，
稅務機構以營業人年營業額的多寡來區分
小規模納稅人和一般納稅人。

( 二 ) 在我國，獨資或合夥商行的營業人，如果平
均月營業額在新台幣 20 萬元以下，得向國
稅局申請為小規模納稅人；中國大陸事企
業單位的年營業額達到人民幣 500 萬元時，
必須主動申請變更爲一般納稅人，在未達
到年營業額人民幣 500 萬元之前，營業人
可自行申請為小規模納稅人，或有條件的
申請為一般納稅人。

兩岸小規模納稅人情況對照表

內容條件
營業額

銷售憑證
納稅依據
應納稅額

台灣

中國大陸

平均月營業額在新台幣
20 萬元以下的獨資或合
夥商行。

年營業額未達人民幣 500
萬元的事企業單位。

由當地國稅局核定課稅
金額繳稅。

依據營業人開立發票的金
額計稅。

交 付 收 據 給 買 受 人，不
得開立統一發票。

核定營業額 *1%（每季
度繳交）

應開立增值稅普通發予買
方，有別於一般納稅人的
專用發票。

開立發票金額 *3% 徵收
率（每月 15 日前繳交）

確定供應商的納稅身份究竟是一般納稅人還
是小規模納稅人 , 是每一個採購人員在簽訂採購
合同前，必須做好的基本功課，在我國，一般納
稅人的增值稅稅率為 5%，在中國大陸境內，不
同業種有不同的增值稅率，營業人銷售商品時，
所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 13%, 而小規模納稅人只
需負擔 3% 的徵收率，有明顯的差距，當供應商
以含稅方式報價時 , 如果採購人員不能掌握供應
商的納稅身份，不僅明顯失職，也可能會為公司
帶來重大的損失。

二、增值稅稅率

「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徵管」是每
一個政府追求的目標，但這理想並不是每個國家
可以輕易達成的，畢竟每個稅制的實施還需要進
一步考慮該國的國情、公平性、徵收成本以及國
家經濟發展方向等等因素。通常面積較小的國家
或地區，基於徵收成本的考量，可以順利的朝

「簡稅制」的方向進行，香港地區和我國可作爲
這方面的典範。以我國爲例，稅務機關對於商品
或勞務交易行爲所衍生的流轉稅一律按 5% 課徵
加值型營業稅（增值稅 Value-added Tax）；相對
之下，中國大陸的增值稅稅率就顯得比較複雜，
依據 2017 年 11 月 19 日國國務院令第 691 號發
文實施《增值稅暫行條例》（2017 年修訂）第 1
條內容：境內銷售貨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勞務，
銷售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以及進口貨物的單
位和個人，為增值稅的納稅人；綜合同法第 2 條
以及 2019 年第 39 號《財政部 稅務總局 海關總
署關於深化增值稅改革有關政策的公告》內容：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依據不同的營業行爲，
這些納稅義務人所適用的增值稅稅率分別調整為
13%、9%、6%、0%，和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
徵收率 3% 等 5 種。因此，合格的採購人員在清
楚掌握供應商的納稅身份外，當然還需要進一步
瞭解的內容就是流轉稅稅率。
應稅交易行為

適用稅率

交通運輸服務、郵政服務、建築服務、銷售不動產
以及出售或進口低稅率（糧食、食用植物油等）貨
物。

9%

銷售或進口貨物（其中適用 9% 低稅率的貨物除外）、
加工、修理修配勞務。

銷售無形資產、電信服務 2、金融服務、生活服務、
現代服務。
出口貨物

註：應稅交易行為的適用稅率係2019年4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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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在我國，小規模納稅人銷售貨物時，只要交
付收據給買方即可，不能開立統一發票給
買受人 ; 中國境內的小規模納稅人，仍應交
付增值稅普通發票 1（有別於一般納稅人開
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予買方。

13%

6%
0%

對採購方來說，稅率不是自己能選擇的，因
為徵稅項目的稅率是政府明確規定的，相同的含
稅採購價格，稅率越高自然越好，因為可抵扣進
項稅越多。採購人員如果沒有充分掌握供應商的
納稅身份和適用稅率，就可能做出不利公司的採
購決策。
舉例來説，一家電子公司接受兩個供應商的
報價資訊，均採取含稅報價的方式，其中甲、乙

註 1、如果買方提出要求時，小規模納稅人得自行或請求稅務局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所適用的稅率為 3%。

註 2、轉讓無形資產適用 6% 增值稅率，但是轉讓土地使用權使用稅率為 9%；電信服務業適用 6% 增值稅率，其中基礎電信
服務業適用 9% 增值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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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的含稅報價分別為 400 萬元和 380 萬元
（如下附表），由表面上看來，乙供應商的報價
金額低於甲供應商，公司採購部門理當選擇乙供
應商。然而進一步分析相關報價內容，可能有不
同的結論。

甲供應商 400 萬元含稅報價，包含著 13%
的進項稅額，可以扣抵銷項稅額，因此公司實
際 承 擔 的 採 購 成 本 為 353.98 萬 元（=400 萬
÷1.13）。而由於乙供應商係小規模納稅人，所

開立的普通增值稅發票無法扣抵銷項稅額，所以
公司實際承擔的採購成本為 380 萬元，即使乙
供應商請求稅務局代開或自行開具增值稅專用發
票，也只有 11.07 萬元的進項稅額得以扣抵，
電 子 公 司 實 際 承 擔 的 採 購 成 本 為 368.93 萬 元
（=380 萬 ÷1.03）。明顯可見，綜合供應商的
納稅身份和適用稅率對於採購成本的影響，在品
質和交貨期能得到確保的情況下，公司應該是選
擇甲供應商而非乙供應商。
甲供應商（一般納稅人） 乙供應商（小規模納稅人）
含稅報價金額：400 萬元

折合實際承擔的採購成本為
362.83 萬（=400 萬 ÷1.13）

含稅報價金額：380 萬元

折合實際承擔的採購成本為
368.93 萬（=380 萬 ÷1.03）

三、稅點的內涵

供應商出示不含稅的報價方式時，也就是指
如果採購商需要索取進貨發票的時候，必須額外
再支付稅額予供應商。我國境內當前增值稅的稅
率為 5%，廠商面對不含稅報價的情形，通常是
在不含稅報價的基礎上外加 5% 的稅款予供應
商；而在中國大陸境內交易行爲，採購商所需負
擔的實施的三檔增值稅稅率分別為 13%、9%、
6% 或者小規模納稅人的徵收率 3%，如果以台
灣觀點來看中國大陸，那可能就會犯了大錯誤。
在中國大陸境內採購競價的過程中，我們常

可以聽到，採購商如果要求供應商開立發票，必
須再支付幾個點的稅額，所謂的「幾個點」，其
實說的就是增值稅稅率。如果是四個點，即須額
外支付 4%，六個點則是額外再支付 6% 等。承
前例內容，甲供應商不含稅報價金額為 400 萬
元，並要求支付 9 個稅點，亦即意味公司必須支
付的金額為 436 萬元（=400 萬 ×1.09）。

不同的生活環境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邏
輯思維，在中國大陸的廠商普遍認爲供應商有可
以扣抵的進項稅額，必須將其中的一部份回饋給
下游廠商，所以不應該收取稅法規定的全額增值
稅額，與我國和西方國家的商場交易習性，有迥
然不同的思維模式，這是在中國大陸任職必須特
別注意的一件「大事」。

四、裸價的概念

影響採購成本的因素，除了供應商的納稅身
份，還要瞭解不同業種的適用稅率以及稅點的承擔
等，在面對各種不確定的情況下，採購方只要把握
「裸價」概念，採取價稅分離的原則，也就是將不
同納稅人的競價條件調整到同一起跑線，將可以扣
抵的進項稅額從供應商的報價金額中剝離出來，就
可以明確算出自己實際承擔的採購成本。

確定裸價後，在採購成本相同條件的情況
下，當然是優先選擇一般納稅人，供應商如果不
具備一般納稅人身份者，則應優先選擇能提供增
值稅專用發票的小規模納稅人。如果所選擇的供
應商是小規模納稅人，通常對方只能開立普通
增值稅發票，如果廠商要享受扣抵進項稅額的紅
利，那麽在雙方簽訂採購合同時，務必要特別注
明供應方必須開立「增值稅專用發票」，要求供
應商到稅務局代開或自行開立增值稅專用發票 3。
下表計算式顯示：甲供應商不含稅報價金額
400 萬元高於乙供應商的 380 萬元，且甲供應商
要求的 9 個稅點，也高於乙供應商 3 個點，但是，

註 3、中國大陸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增值稅發票管理等有關事項的公告（ 2019 年第 33 號）政策原文如下：（節選）增值稅小規
模納稅人（其他個人除外）發生增值稅應稅行為，需要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可以自願使用增值稅發票管理系統自行
開具。選擇自行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小規模納稅人，稅務機關不再為其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38

不含稅報價金額：400 萬元，
稅點 9 個點（9%）
實際應支付的貨款為
436 萬元 =400 萬 ×1.09

不含稅報價金額：380 萬元，
稅點 6 個點（6%）
實際應支付的貨款為
402.8 萬元 =380 萬 ×1.06

折合實際承擔的採購成本為
折合實際承擔的採購成本為
385.84 萬 =400 萬 ×1.09÷1.13 391.07 萬 =380 萬 ×1.06÷1.03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甲供應商應該還是公
司採購部門的首選。

五、合同的表述

在我國的商業環境中，如果不是規模巨大的
採購案件，只要採購方在供應商所出示的報價單
上簽名，即成爲有效的法律檔，但是這種商業信
用模式切忌運用於中國大陸，無論對方有多麽充
分的理由，也無論買賣雙方過去有長期的交易記

錄，務必事前取得蓋章後的供銷合同，才可從事
發貨付款的行爲。實務上商業糾紛的產生有極大
部分來自於事前的「口頭」信任和漫不經心。值
得一提的，前段有關稅點的內涵中，供應商要求
採購方額外支付稅款的商業習慣用語，並不適合
形成文書字義載於採購合同條款中，雙方簽訂的
供銷合同，只要明確載明含稅採購價格、流轉稅
實際承擔方以及供貨方必須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
等字義即可。

財經法律專欄

甲供應商（一般納稅人） 乙供應商（小規模納稅人）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趨緩，近兩年
來更承受著美中貿易紛爭、肺炎疫情和洪水肆虐
的衝擊，政府藉著降低增值稅稅率拉動刺激經濟
成長以及本次疫情推出的幾個稅收優惠政策，不
僅只是公司財務部門的稅務籌劃工具，應該也是
一個優質的採購員應該積極涉獵的範疇，全球普
遍面臨低毛利的高度競爭環境下，多一分專業知
識，就可提昇公司對外的競爭力，謹提出粗淺的
工作心得，與各位進行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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