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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 EGSZ 每月通訊讀者:
雇主給員工使用公司手機並承擔包括私人使用的全部費用，是否也要部分
計入工資繳納工資稅。因工作原因而搬家的費用是否可作為職業費用支出扣稅。
在財政局的稅務稽查中，當被查公司因其賬目混亂或納稅人不合作而被計稅估值
的時候，公司的現金存款被認定為應稅收入。企業養老保險承諾被兌現的時候要
繳納個人所得稅。實地稽查包括稅務稽查、增值稅特別稽查和工資稅外部稽查。
欲知詳情，請看本期內容:
•
•
•
•
•
•

私人使用工作電話需繳納工資稅？
財政局承認因工作搬家的高額開支可扣稅
將養老保障金轉移到養老基金中被認定為工資所得
現金存款在計稅估值中作為應稅收入
私人保險公司發放獎金的稅收後果
財政局的外部稽查

您對本期月刊的文章有什麼疑問嗎？請聯繫我們，我們很樂意幫助。
EGSZ 中國事務部團隊

1. 私人使用工作電話需繳納工資稅？
一名員工最初將他的私人電話賣給了雇主，然後將其用於工作。為此，雙方
以一歐元的價格簽署了該設備的購買協議。雇主承擔了移動電話合同的全部費用，
並且像一般使用商務電話那樣，沒有給員工計算並代繳工資稅。然而，在外部工
資稅稽查的時候，與稅務局發生了爭執，因為稽查員將向雇主出售手機視為所謂
的設計濫用。一歐元的象徵性價格並不常見。為此，稽查員追溯要求對雇主承擔
的手機合同里規定的費用徵收工資稅。
針對此事向慕尼黑財政法院遞交的訴訟取得了成功。對於電話的免稅，購買
價格是無關緊要的。即使員工僅以一歐元的價格將以前的私人手機出售給其雇主，
然後將其作為公司手機取回，這也適用。然而，判決尚未最終生效。
2. 財政局承認因工作搬家的高額開支可扣稅
因工作原因而搬家的納稅人可以將發生的費用進行扣稅。除了較大的費用，
如房產中介費用、旅行費用或搬運公司的費用（必須有單獨的賬單作為證明）之
外，其他搬家費用也可以一次性扣除。聯邦財政部公佈了新的更高的統一搬家抵
稅金額， 這一金額從 2021 年 4 月 1 日起開始適用。
因工作原因而搬遷的僱員，一般可以享有 870 歐元的一次性抵稅金額。每增
加一名家庭成員，如配偶、子女、繼子女或養子女，該抵稅金額可隨之增加 580
歐元。對於那些至今沒有自己的住所或還沒有搬進自己住所的僱員，在改變住所
時至少可以享有 174 歐元的一次性抵稅金額。先決條件是，該搬遷是出於工作的
原因。在此，重要的不是因搬到工作地點所節省的通勤距離，而是由此減少的通
勤時間：按照規定，任何因為搬家而每天在路上少需要大約一個小時時間的僱
員，都就可以享有一次性抵稅金額。
3. 将养老保障金转移到养老基金中被认定为工资所得
在本案中，一家有限責任公司（GmbH）向一名股東和總經理（原告）給予了
養老金福利保障。在這個公司被出售時，總經理的工作也隨之被終止，公司所承
擔的養老金義務被轉移到一個養老基金上。被起訴的稅務局在原告的應稅工資中
計入了金額為 233,680.00 歐元的養老金準備金。原告認為，這並不是工資，如
果被認定為工資，也應該是免稅的。原告向科隆財政法院提交的訴訟和向聯邦財
政法院提交的上訴均未獲成功。聯邦財政法院認為科隆財政法院的判定是正確
的，該公司通過向養老基金轉移來支付的養老金保障，就是向原告提供了應稅工
資。此外，在爭議案件中，原告因養老金福利保障從有限公司轉移到養老基金而
獲得的報酬並不免稅，因為無可爭議的是，有限責任公司沒有提交所得稅法所要
求的免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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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金存款在計稅估值中作為應稅收入
明斯特財政法院判決，因為違反合作義務，現金存款在計稅估值中作為應稅
收入。
此案中計稅估值的前提已符合德國稅收徵管條例的規定（§ 162 AO）。首先
原告對於自己的陳述未能作出充分的解釋，此外在原告向自己的銀行賬戶中存入
7 萬 歐元現金一事中，原告未履行合作義務。原告聲稱該款項是一筆貸款，但卻
未能披露貸方名稱，即未能完全披露與稅收相關的重要事實。而在對於貸款的稅
務處理中，貸方是誰至關重要。財政局和財政法院都必須知道貸方名稱，以便通
過問詢貸方等方式來驗證一些事項。
在整個行政和訴訟程序中，原告都未能履行披露貸方名稱的義務。由於原告
明確拒絕提供有關貸方身份的進一步信息，並且貸方也表示無法提供更多信息，
因此無法對貸方進行進一步調查。
應稅收入估值為 7 萬歐元。對此要考慮到納稅人在將資金存入企業賬戶或公
私混合使用的賬戶時，是否有應稅收入或非應稅資產流入（特別是貸款或存
款），而因為公私資產之間的自身聯繫，合作義務也需相應增加。如果違反此義
務，財政局或財政法院在不需進一步調查的情況下即可認定不明的資本流入金額
為未納稅收入的金額。
5. 私人保險公司發放獎金的稅收後果
私人保險公司的投保人通常在簽訂的合同里都有一條協議，如果投保人在相
關年度沒有看病產生醫療費用，斯堡公司會給他們發放一筆獎金。這筆獎金意味
著縮減了作為特殊支出可以扣稅的保險費的支出。這至少適用於那些獎金發放，
不管投保人是否實際上需要承擔醫療費用或者不需要。因此，私人保險的投保人
在最終放棄向健康保險公司提交實際發生的費用之前，該筆獎金交稅之後是否還
是更實惠。此外，也要注意其合理負擔，這是根據收入總額、適用稅率表和子女
人數來確定的。在申請獎金支付的情況下，您自己承擔的醫療費用可能不會被確
認為特殊費用支出從而被予以扣稅。如果存在保險和報銷選項，則總是不包括作
為特殊負擔的費用扣除，但這並沒有要求，因為這些費用缺乏所謂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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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政局的外部稽查
外部稽查包括稅務稽查、增值稅專項稽查和工資稅專項稽查。此外，還有稅
務緝捕，主要負責調查和確定與偷漏稅刑事犯罪相關的案件。根據法律規定，稅
務稽查只對農業、林業和商業企業以及自由職業者進行。
為了能夠有目標地選擇要稽查的企業，根據其規模將其分為某些等級（大型
企業、中型企業、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根據分類，往往在行政管理方式上不
同的部門會被委以稽查重任：對於大型企業，是大型和集團稽查，對於中型和小
型企業，是財政局的正式稽查部門，微型企業更多的是由其財政局負責的辦事人
員直接進行稽查。
稅務稽查從第一次稽查行動開始。該命令必須被告知給被稽查的企業，其中
包括開始日期、被稽查的時期以及稽查人員的姓名。在這個電子記賬的時代，數
據載體往往被要求在稽查令發出後提交，稽查人員將事先對其進行評估。為此，
稽查人員通常使用分析軟件。這種做法也被財政法院認為是允許的。現場稽查通
常以最後一次會議結束，在會上與納稅人及其顧問討論稽查人員的調查結果。然
後編寫和發送稽查報告。納稅人對報告可以提出異議，但該異議沒有法律效力。
這只有在對稽查後發出的修正過的納稅審核通知提出異議的情況下才有法律效力。
增值稅專項稽查和外部工資稅稽查由財政局的特別專家處理劃定其稽查範圍。
此外，財政局還會委託具有特殊專長的稽查人員，例如涉及對外關係、養老儲備
金估算等，包括聯邦稅務總局的聯邦稅務稽查員。在稅務稽查的範圍內 - 也有無
此目的 - 財政局從德國的許多機構獲取涉及稅務問題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會將其
獲得的信息轉給其他財政機構。這也適用於政府間行政協助框架內的外國稅務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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