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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 EGSZ 每月通訊讀者:
2022 年 6 月 10 日，聯邦參議院批准了多項應對新冠危機的稅法措施，這些措
施是聯邦議院於 5 月 19 日在議員大會上通過的。
家庭辦公費用的扣稅，是否也適用於非婚姻關係的同居伴侶; 德國稅費通則對
拖欠稅款年利率做出了變更; 兼職員工是否享有法定休假權利。
以上最新的稅收法律信息，詳情請看本期內容:
•
•
•
•
•
•

聯邦委員會批准進一步的新冠肺炎稅收援助
家庭辦公室的費用
統一稅率不適用於不對所有公司員工開放的公司活動
根據《德國稅費通則》第 233a、238 條關於 2019 年起補繳稅款和退稅利息
年利率的新規
兼職工作的人享有與全職僱員相同的休假權利
關於招聘廣告的一個重要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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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您身體健康！
EGSZ 大中華事務部團隊

-1-

1. 聯邦委員會批准進一步的新冠肺炎稅收援助
2022 年 6 月 10 日，聯邦參議院考慮到財政委員會的建議，批准了 5 月 19 日
聯邦議院通過的應對新冠肺炎危機的眾多稅收措施。第四部《新冠肺炎稅收援助
法》現在將由聯邦政府轉交給聯邦總統簽署，然後在《聯邦法律公報》上頒布。
屆時，短時工作補貼的免稅期可以延長到 2022 年 6 月底，家庭辦公的統一扣稅額
可以延長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動產的餘額遞減折舊可以延長一年，2022 年和
2023 年的虧損額度結轉期永久為兩年，所得稅法第 6b 條規定的再投資期可以延長
一年，所得稅法第 7g 條規定的可減稅投資補貼的投資期也可以延長一年。
新冠肺炎年度獎金最高可達 4,500 歐元
一個特別的時刻是批准了財政委員會關於對雇主因新冠疫情發放年度獎金免
稅的最終提議，最高可達 4500 歐元。原來發放獎金是源於聯邦或州政府法院規定
的，現在就已經沒有意義了: 現在就算是雇主自願發放的，也可以在最高額度之
內予以免稅。該法擴大了受益人群體的範圍。今後，免稅也將適用於給下面部門
或機構的員工發放獎金: 門診手術、某些預防性護理和康復醫院、透析中心、醫
生和牙醫手術以及救援服務機構。
更長的報稅期限
與往年一樣，法律規定延長申報截止日期，以減輕稅務顧問和公民的負擔。
負債貼現要求
負債的貼現要求（《所得稅法》第 6(1)條第 3 款）不再適用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後的財政年度。根據提交申請可追溯適用法律的變更。然而，儲備金 5.5%的
貼現率保持不變。
2. 家庭辦公室的費用
家庭辦公室的費用只能在納稅人自己承擔的範圍內作為收入相關的費用（或
商業費用）進行扣除（所謂的第三方費用不能扣除）。在 2022 年 2 月 22 日的法
令中，不來梅財政參議院指出了關於婚姻關係中的配偶或非婚姻關係中的伴侶的
各種行政意見:
本質上是這樣的，在共同擁有房地產（配偶、非婚姻伴侶關係）的情況下，
必須對以下方面進行區分
a) 與房產有關的費用（如折舊、債務利息等）和
b) 與日常生活有關的費用（如清潔費用等）。
a 項下的費用只能根據共同所有權的比例進行扣除。 b 項下的費用如果由
納稅人承擔，則可完全扣除。這也適用於從配偶或伴侶的共同賬戶中支付費用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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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統一稅率不適用於不對所有公司員工開放的公司活動
科隆財政法院判定，公司活動 25%的統一稅率（《所得稅法》第 40 條第 2 款
第 1 句第 2 項）不適用於不對公司所有成員開放的活動（比如董事會或高管的聖
誕聚會）。
原告把董事會聖誕晚會和集團高管聖誕晚會產生的費用記作了與會人員的應
稅工資，金額即為實際產生的費用。根據德國所得稅法，員工收入包括雇主在公
司層面具有社會性質的活動（公司活動）中向其僱員及其陪同出席人員支付的福
利。董事會的聖誕晚會和集團管理層的聖誕晚會就是這樣一個活動。該福利中沒
有免稅額，因為董事會的聖誕晚會和集團董事小組的聖誕晚會並沒有對公司的所
有成員或公司的某些部門開放，而只是對董事會成員或高管開放。因此與會僱員
被視為賺取了分攤到他們頭上的費用，也就是說被視為原告的工資收入。
然而，這些工資並不是在《所得稅法》意義上的公司活動中支付的。根據聯
邦財政法院的既定案例法，這只適用於向所有公司僱員開放的公司活動。然而，
在本案中，只有董事會成員或高管被允許參加該活動。
4. 根據《德國稅費通則》第 233a、238 條關於 2019 年起補繳稅款和退稅利息年利
率的新規

2022 年 7 月 8 日，聯邦參議院批准了聯邦議院於 2022 年 6 月 23 日通過的 "
修改稅費法及其實施法的第二項法案"（所謂的利息調整法）。
•
•

通過此法案，立法機構將履行其在 2021 年 7 月 8 日聯邦憲法法院裁決中
的義務，即對《德國稅費通則》第 233a 條規定的利率進行新的調整。
以 2019 年 1 月 1 日開始起算的利息期，按照《德國稅費通則》第 233a、
238 條的新規， 利息的年利率將從之前的 6%降至 1.8%。

對於所有其他類型的利息（即在暫停徵稅、推遲徵稅、逃稅、訴訟的情況
下），利率仍為每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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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兼職工作的人享有與全職僱員相同的休假權利
根據德國《聯邦假日法》，即使是那些兼職工作的人也有權享受帶薪假期-無論他們工作多少小時。相反，決定性的因素是你作為兼職僱員在工作周中工作
多少天。這意味著兼職僱員基本上擁有與全職僱員相同的假期權利。
具體多少天休假，這取決於雇主每年給予其全職僱員多少天的假期。如果他
們只獲得法定的最低假期，這也適用於兼職僱員。如果多了，也必須為兼職僱員
提供相應的更多假期。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每週的工作天數。
•

例子：我們假設你的雇主每年給予全職僱員 30 天的假期。那麼你作為一
個每週像全職員工一樣來工作五天的兼職員工，也將獲得 30 天的假期。
你每天的工作時間較少，這與假日日無關。
要計算你應得的假期天數，你可以使用以下公式。全日制每年的假期天數
/全日制每週工作日 x 非全日制每週工作日=非全日制的假期權利。

•

例子：你在一家公司每週工作四天，該公司允許其全職員工在每週 5 天的
時間裡有 28 天假期。那麼你有 22.4 天的兼職假期（28 / 5 x 4 =
22.4）。

•

如果你作為兼職僱員，工作時間不固定，即你不是每週在同一天上班，你
必須修改公式，用完整的年度工作時間作為基礎。
全日制每年的假期天數/全日制每年的工作日×非全日制每年的工作日=非
全日制的假期權利。

•

例子：讓我們假設你每週工作 3 天，每週工作 5 天，每週工作 4 天，這意
味著在整個一年中你有 170 天是兼職工作。您的全職同事每週工作 5 天，
每年有 260 個工作日（5 天 x52 週=260 天），享有 28 天的假期。這使您
享有 18.3 天的非全日制假期。

如果你從全職轉為兼職，那麼在你從全職轉為兼職之前，你必須一直休完你
的剩餘假期。如果這不可能，你的雇主也沒有權利簡單地減少這一假期。這一點
在 2013 年 6 月 13 日得到了歐洲法院（ECJ）的確認（案件 C 415/12）。
本案涉及一名最初從事全職工作的僱員。孩子出生後，她改成了兼職，現在
每週工作 3 天。當她轉為非全時工作時，她仍有 29 天的假期在減少工作時間之
前無法使用。雇主希望將這一權利調整為非全時職位，併計算出按比例應得的 17
天權利。雇主對此的理由是，該僱員不會受到任何不利影響。由於她每週只工作
三天，所以她可以休同樣的周數的假期。然而，歐洲法院宣布這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該規則也反過來適用：那些從非全日制轉為全日制的人不能指望當年
有更多的假期（歐洲法院 2015 年 11 月 11 日的裁決，案例 C 2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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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招聘廣告的一個重要判決

"我們正在尋找很酷的人--機械師--建築助理......" - 這是在互聯網上發布
的一個招聘廣告的標題，最近科布倫茨勞動法院處理了這個問題（2022 年 2 月 9
日的判決，參考 7 Ca 2291/21）。雇主現在應該足夠清楚，根據德國《普遍平等
待遇法》（AGG）禁止 "基於種族或民族血統、性別、宗教或信仰、殘疾、年齡
或性身份 "的歧視，特別是在招聘廣告中。如果確實發生這種情況，被拒絕的申
請人可能會要求賠償。
這裡的情況就是如此。一位有資質的電氣工程師曾根據這個廣告申請職位，
但沒有成功。她認為招聘廣告的措辭是基於年齡和性別的歧視。雖然法官並不完
全同意她的論證，但最終確實給予了她賠償。在此過程中，法院還處理了向第三
方轉發求職申請的行為，並為此確定了額外的賠償。
法院無法從所使用的 "Cool "這一說法中找到任何年齡歧視。另外，雇主在
招聘廣告中尋找 "Cool "的人本身並不一定構成基於性別的歧視。不過，在該招
聘廣告的措辭中，被告正在尋找 "工廠機械師 "和 "建築幫手"，法官通過僅僅
使用陽性名詞的形式，承認只關注男性，而不是其他性別的人。這個詞在語法上
是一個陽性名詞，但在內容上卻是對性別不敏感的。 "儘管如此，判決認為，
Cool 一詞後面的'工廠機械師'和'建築幫手'等詞表明，被告確實在尋找男性"。
另外，法院還認為"雇主有合同前的義務，將未被接受的申請人的申請文件歸還
給他們，或者--在他們的同意下--銷毀這些文件，或者為以後的招聘廣告保留這
些文件；在任何情況下，雇主必須對這些數據進行保密，不得向外部第三方披
露，"。法院認為對求職申請文件披露是對原告一般人格權的相當大的侵犯，被
告也因此違反了其保密義務和數據保護條例。法院認為該侵權行為已受到足夠的
製裁，追加了 1000 歐元的金額。
我們建議再德國的企業雇主一定要遵守德國《普遍平等待遇法》的規定，
避免由於不當的措辭引起相應的歧視。尤其是招聘廣告。另外，對於求職者的申
請文件一定要妥善處理，避免違法行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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