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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何谓商品及服务税和该税如何运作？ 

商品及服务税是以多阶段方式对本地消费征收的间接税 

69. 商品及服务税在一些地区称为「增值税」13。虽然这是针对本地

消费的税项，而且 终由消费者承担，但登记产销商在生产和分销过程

的每个阶段都会征收，而他们须就商品及服务所增加的价值课税，因

此，这税项又称为「增值税」。 

70. 产销商就其供应的商品和服务所收取的商品及服务税，称为

「销项税」，而就其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所缴纳的税项，则称为「进项

税」。根据商品及服务税的税收抵免机制，产销商可把应缴的销项税与

进项税进行「对消」，从而计算出「应缴的商品及服务税净额」(如对

消后的款额是正数)或「可发还的商品及服务税净额」(如对消后的款额

是负数)。产销商须按照既定程序，向税务当局(在香港是税务局)缴付对

消后的「应缴的商品及服务税净额」税款；同样地，产销商亦可根据既

定的退款规则，向税务当局申请退还「可发还的商品及服务税净额」税

款。 

以下的流程图显示商品及服务税税收抵免机制的运作方式： 

图 9 商品及服务税税收抵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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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欧洲联盟及南非均采用「增值税」一词。至于「商品及服务税」这个名称，则是在新西

兰、加拿大、新加坡和澳洲等地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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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的定义 

71. 就商品及服务税来说，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有下列三种： 

(a) 应课税供应 — 这供应须缴付「销项税」(销售时征收的商品

及服务税)，但产销商可申请退还「进项税」(购买商品和服务

时缴付的商品及服务税)，通常称为标准税率供应； 

(b) 零税率供应 — 这供应无须缴付「销项税」，但产销商仍可申

请退还「进项税」；以及 

(c) 获豁免供应 — 这供应无须缴付「销项税」，但产销商不可申

请退还任何有关「进项税」。在这情况下，产销商实际上被视

作 终消费者。 

「供应」是一个广义词，包括销售商品、无形资产和房地产，及提供服

务。 

商品及服务税如何运作? 

72. 商品及服务税是以多阶段方式征收的税项。在商品和服务到达

终消费者之前，由登记产销商在生产和分销过程中代收取税项。在商

品及服务税的架构下，各登记产销商在销售其商品和服务时会征收商品

及服务税，并就其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所缴税款申请抵免。各产销商在生

产和分销过程中向税务当局缴交的商品及服务税总额，等于消费者 终

承担的税额。下表以生产及销售一套西装为例，并假设商品及服务税税

率为 5%，以及各产销商都已在商品及服务税制度下登记，说明如何在生

产和分销过程中征收商品及服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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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如何征收商品及服务税的示例 

 购买 销售  

 

不含商品

及服务税

的价格

(元) 

商品及 

服务税 

(进项税)

(元) 

所付 

价格 

(元) 

不含商品

及服务税

的价格 

(元) 

商品及

服务税

(销项税)

(元) 

所索 

价格 

(元) 

付予税务

当局 

的商品及

服务税 

(销项税减

进项税) 

(元) 

原材料供应

商 
- - - 500 25 525 25 

布料生产商 500 25 525 1,000 50 1,050 25 

裁缝 1,000 50 1,050 1,500 75 1,575 25 

零售商 1,500 75 1,575 2,500 125 2,625 50 

消费者 2,500 125 2,625     

商品及服务

税总额 
      125 

说明 

原材料供应商 

(a) 原材料供应商以 500 元另加商品及服务税 25 元的价格售卖棉花予布

料生产商，因此布料生产商共须付款 525 元。在有关的商品及服务

税课税期届满时，原材料供应商须申报所收取的 25 元商品及服务税

(销项税)，在扣除所支付的进项税(在这例子中是 0 元)后，须把税

款净额 25 元交予税务当局。 

布料生产商 

(b) 布料生产商把棉花制成西装布料后，以 1,000 元另加商品及服务税

50 元的价格售予裁缝。因此，裁缝须付款 1,050 元给布料生产商。

在布料生产商递交商品及服务税报税表时，他须申报向裁缝所收取

的 50 元销项税，在扣除先前购买棉花时所支付的 25 元进项税后，

他须向税务当局缴交的商品及服务税净额为 25 元(在递交商品及服

务税报税表时一并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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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缝 

(c) 裁缝把缝制成的西装，以 1,500 元另加商品及服务税 75 元，即

1,575 元的价格售予零售商。裁缝售卖西装时收取了 75 元销项税，

在扣除购买布料时所支付的 50 元进项税后，他须付予税务当局的商

品及服务税净额为 25 元。 

零售商 

(d) 零售商在店内展示该套西装，然后以 2,500 元另加商品及服务税 125

元的价格售予消费者。零售商向消费者收取 2,625 元。在商品及服

务税课税期届满时，零售商须把净差额 50 元(即销项税 125 元减进

项税 75 元)付予税务当局，以履行其课税责任。 

消费者 

(e) 消费者以 2,625 元(包括商品及服务税 125 元)从零售商购买该套西

装。在他付予零售商的价格中，他实际上完全承担了 125 元的商品

及服务税。由于他并非登记人士，而且不会以西装作为一项商业货

品，因此他必须全数承担税项。 

税务当局 

(f) 原材料供应商、布料生产商及裁缝各向税务当局缴付 25 元商品及服

务税，而零售商则缴付 50 元。税务当局就该套西装所征收的商品及

服务税总额为 125 元(相等于消费者所缴付的商品及服务税)。这笔

税款是在西装生产和分销过程中逐步征收的。 

为何引入商品及服务税而非零售税? 

73. 商品及服务税并非一般消费税的唯一形式。人们经常将商品及

服务税与零售税作比较。零售税是商品由零售商转至 终消费者时，即

在零售阶段征收的间接税。零售税通常只适用于商品，而不适用于服

务。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消费者在服务方面的开支占了较大部分，而且

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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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由于零售税是在制成品 终销售时征收的单一阶段税项，有人

或会认为这是对一般消费征税的较简单方法。不过，详细研究指出零售

税有一些固有的问题，以致其成效或效率不及商品及服务税。 

75. 由于零售税只在生产和分销过程中的其中一个阶段征收，当局

必须制订详细的规则，清楚界定卖家何时属于「零售商」，以及何时须

登记缴纳零售税和就其销售的商品征收零售税。此外，也须订有明确规

则去确定买家在生产过程中哪个阶段只属中介人，例如批发商或贸易商

等，而获豁免缴纳零售税。 

76. 零售税税制除了涉及复杂的立法和行政工作外，事实也证明，

由于零售税只在某个阶段一次过征收，这税制很容易有被滥用或欺诈的

情况出现。至于商品及服务税，则是以多阶段方式征收，征税机制本身

有自我监察作用，出现漏税的机会较小。由于商品及服务税相对于零售

税较为优胜，在过去 20 年，有不少地区已引入商品及服务税，取代其原

有的零售税或相似的税制。全球已有超过 135 个地区实施商品及服务

税。 

问题 

 你是否同意商品及服务税较零售税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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