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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工上班族：税务优惠你能享受吗？合同工上班族：税务优惠你能享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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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经营小生意享有相当多

的税务优惠，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收入均

算作生意收入，无疑是一件“很划算的”

税务操作方式。对于上班族，特别是IT

行业工作者来说，能够以做Contract的名

义，以有限公司的形式来纳税，无疑是个

非常理想的税务方案。但是，你知道吗，

税务局也制订了相应的法规，也就是对

于个人服务生意

（Personal Services

Business）在税务上

做出了特别规定，

这样来防止大家

滥 用“ 小 聪 明 ”。

如果你此时正在

准备或者已经在

做Contract的相关

手续，那么一定要将这个规

定好好地了解一下。

按税法规定，个人服务

生意不能够享受小生意的

税务优惠。也就是说，个人

服务生意要以较高的税率

来交税，并且，不能够享有

除了工资及福利之外的大

部分费用的抵扣，譬如汽车

费用和办公室费用等。那

么，个人服务生意究竟包括

哪些方面呢？如果同时符

合以下两个条件，就会被算作个人服务

生意：1.提供服务的个人（或与其有关联

的人）拥有公司至少10%的股份；2.提供

服务的个人，如果没有以有限公司的名

义，就会被合理地认为是对方的雇员或

职员。

其实，要满足第二个条件，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关键在于，你到底是属于独

立的承包人还是雇员或职员。通常，有

几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比如，谁拥有工

作的控制权、谁提供工作设备、谁承担风

险，还有所做的经营是谁的生意的一部

分等等。这些标准总体概念上比较笼

统，并且需要综合起来进行衡量。

除此之外，双方签定的合同书上是

如何定义双方关系的也非常重要。通常

情况下，通过中介机构接受的合同工，在

合同书上明确说明双方是非雇佣关系

的，会对被认定为是承包人或者自雇有

一定的帮助。

另外，上述情况亦有例外。如果你

的公司雇佣了超过5个全职雇员去提供

服务，虽然不会被认定为个人服务生意，

但是也不可以享受相关的税务优惠。而

且，如果你的公司长期只有单一收入来

源的话，也可能会受到税局的高度质

疑。由于划分个人服务生意十分复杂，

以上概述仅供参考，具体操作还是咨询

相关专业人士为佳。 （董睿/编辑）

职场中的8个朋友：
支柱：在你失意时，充当你的倾诉对象，给你精神

依靠；当你得意时，为你欢呼、呐喊甚至“免费宣传”的朋

友。你对他们的情感是基于对他们百分之百的信任，而

他们也总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你正面的引导。

导师：是指引你向正确方向前进的朋友。当你的

职业生涯遇到困难时，他们会为你剖析利害，为你提供

智力支持，直到你找回自我，找到答案。

同盟：是作为你事业好帮手的朋友。尽管可能会

存在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是开诚布公的，大家有着共

同目标与共同利益，需要互相协助，帮助对方把各种计

划付诸实施。

同好：是有着相近兴趣、爱好的朋友。这往往是亲

密友谊的基础。你们可能在运动、宗教、工作、政治、食

物、音乐、电影或者阅读上有着相同的喜好，或者同属于

一个小团体，有共同的人际关系。

推手：是在你犹豫不决或孤立无援的时候给你决

定性力量的朋友。他们能够慧眼识珠，在茫茫人海中发

现你的闪光点，并为你的优势争取到合适的机会。

中介：其实就是作为你职场“红娘”的朋友。他们

会把你介绍给别人，或者把别人介绍给你，邀请你去吃

饭、参加聚会，扩展你的社交圈，给你创造潜在的机会或

带来新的资源。

开路者：是打破你固有思维和圈子的传统定势，开

拓你的视野，鼓励你接受新想法，给你提供新机会，介绍

你给新人群的朋友。你可以对他们大声表达那些充满

争议的想法。如果你想改变现状，与开路者聊聊也许是

不错的选择。

开心果：他们是那种“好玩的朋友”，积极热情，时

常会耍点小幽默。他们善于找出正面的能量，办公室里

有了他们，一定有欢声笑语；聚餐聚会，他们是必不可少

的气氛调节者；当你心情低落时，他们的一个冷笑话能

让你瞬间忘记所有的不快，恢复动力。

职场中的9大哲学：
1. 擦去玻璃上的污迹或为同事打来一壶热水，这

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是你平时要养成并不断强化的良好

习惯。对于你的工作而言，这绝对是一笔平稳、可信的

资本。

2. 面对别人的轻视和怠慢，不应该回避和退缩。

我们应主动表示友好，这样做才是有益和实用的，在退

避三舍和锋芒毕露之间有一块中间地带，不妨一试。

3. 在今天的职场中，竞争总是不可避免的。涉及

到业绩评价及利益分配时，难免会有高低之分，不要因

此而敌视对方。记住，最有能力的竞争者往往能与他们

的对手坦诚相处。

4. 如果你没有显赫的社会背景和广阔的人际关

系，并且因为分配不公而深感失望的话，不要盲动，你身

上还有一种最为可靠的力量可以信任，那就是忍耐。

5. 当别人对你冷淡或者忽略你的时候，也许他们

是在告诉你该如何对待他们，每种状况都隐含着多种潜

在的建议。也许最终你需要把握的只有一条：放低姿

态。要知道，露出坦诚的笑容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6. 你讨厌玩牌，同别人相比你是明智的。但你如

果因此而讨厌那些喜欢玩牌的同事，那就很不明智了。

7. 你是你自己事业的中心，你的同事是他自己王

国的国王，他可能会对你感兴趣，但这种兴趣很难与他

寻求自我保护和对自己个人前途的关心相比。所以，在

工作中要分清“你的”和“我的”这个界限，相对的警惕对

于维护双方工作及人格上的独立都有好处。

8. 同一个单位难免会有待遇的高低之分，就像100

元面值和1元面值的纸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前面的面

积为后面的100倍，在这个问题上无须过多烦恼。

9. 不管你目前的职业前景如何，积极着眼于当下

实实在在的工作，一定会有好处。空有才华而不懂得表

现是人世间最可悲的事情，这会使你白白丧失许多成功

的机会。

（董睿/编辑）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医生荒”现象近年

来不但没有得以缓解，反而有加剧的趋

势。尤其是在较为偏远的小城市，医生更

是成为了短缺职业。为了吸引医生开设诊

所，有的地方政府不惜开出丰厚的条件。

更甚者，各个市镇之间相互竞争，使得医生

甚至是实习医生的身价步步抬高，而且，就

连招募医生的“猎头”也成为了一项新兴的

职业。

为了解决“医生荒”，地方政府各有各

的法宝：有的地方许以重金；有的地方为医

生提供免费的车和房子；有的则答应帮助

新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偿还巨额的学生贷

款。一些地方的政客认为，花一些金钱上

的代价来换取公众基本的医疗服务，是绝

对值得的。

而许多人担心，地方政府以重金来争

夺 医 生 ，最 终 会 危 及 全 民 医 疗 系 统

（Universal Health Care），因为有钱的市镇会

比没钱的市镇更容易招募到医生。这样下

去，全民医疗岂不成了空谈了吗？多伦多

附 近 的 小 城 市 Uxbridge 的 市 长 Bob

Shepherd就认为，重金招揽医生的做法“不

道德”，有钱的市镇实际上是从没钱的市镇

那里“抢”医生。

地方政府重金招揽医生，体现出加拿

大医生短缺现象的严重性。据统计，全国

约有500万人没有家庭医生，有些专科医生

更为缺乏。不少省份已经拨出专款，帮助

缺少医生的地方招募新医生。在过去几

年，地方政府在吸引医生方面扮演了更加

主动的角色，“求贤”方式也五花八门，有的

地方政府甚至在省府资助的基础上再自行

增加待遇。

如果没有政策上的改变，加拿大今后

将会面临着更严重的医生短缺危机。目

前，全国人口的老龄化，使得所有医生都感

到巨大的工作压力，很多医生每天都在超

时工作。在一项调查中，35％的外科医生表

示，他们准备让自己的工作节奏慢下来，削

减工作时间，因为他们需要休息。同时，在

未来两年内，还有 4000 名医生准备退休。

医学院的新毕业生们虽然可以勉强接替退

休医生留下来的空缺，但这的确不能真正

地解决问题。

全加医生协会（CMA）主席Day表示，

如果加拿大想达到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所制定的最低医疗标准，现在就需要至

少补充2.6万名医生。Day说：“虽然似乎这

不可能做到，但我们起码应该向着此方向

努力。” （董睿/编辑）

空间封锁，时间幽闭。周围弥漫着一股低

沉、诡秘，令人不寒而栗的鬼异之声。他，一个

人，面无人色，在幽暗的路上，单独走着。昏暗

的路，没有色彩。所有东西，只有黑白，前面的

路，没有方向，景物变得扭曲。他紧促的呼吸

声，与慌张的步伐惊心交缠，他一身整齐的衣

着，掩盖不了傍徨的眼神，他无助与焦虑的心

情，犹如一个孤儿。他像迷途的飞蛾，到处乱

碰、乱闯，只要有半点的火光，就会奋不顾身，

不惜葬身火海，飞扑上去！

绝望之际，突然，有一些东西，恍忽在前

面一角摇晃，细看之下，好像是一条人手。 不

是摇晃，而是招来的动作。他看清楚了，真是

一条人手。是从一度半掩的门伸出来的手。

他不假思索，朝着那手的方向走去，没有半点

犹疑。

进了门，他看见一个人，穿着整齐的洋服，

坐在椅上，面前是一张桌, 桌上放了一个小

箱。奇怪的是，看不见那人的脸。不，那人是

有脸的，问题是，看不到眼、口和鼻。最适当的

形容可能是——那是一个面目模糊的人。一

般人看了这般情景，大概是：吓破胆！

可是，他没有一点儿畏惧之色，相反，他像

着了魔似的，一步一步的向那人走近，直到那

人的面前，然后坐在另一张椅上。很快，不知

从身上的衣服哪里，他拿出一个绿色的袋。

那袋鼓鼓的，很重似的。 他把绿色的袋放在

桌上。那人亦很快地将那个绿色的袋接过

来。跟着，那人打开小箱，从里面抽出一卷状

东西，递向他面前。他连忙接过卷状东西，看

也不看，转身便匆匆离去，头也不回。

不知不觉间，他走进了另一个地方，有另

一个人，高高在上的坐着。他抬头，望着那

人。那人把一份卷状东西张开，用力地在上面

盖上一个红色的印章。他看见了那印章，实时

目定口呆，他的心脏，像跌了出来！

以上描述，是关于加拿大移民顾问协会

(Canadian Society of Immigration Consultants)

(简称“CSIC”)，在 YOUTUBE 公开播放的一

段视频。该视频题目是：“不要让你的梦想变

成噩梦!”。链接是：http://www.youtube.com/

watch?v=PqLXIpEm9Zw。如果你的计算机就

在你面前, 只要输入上述网址，便可知道CSIC

想讲甚么“鬼”。(敬告：视频内容可能有构成

不安效果，请留意。) 你亦可以在 YOUTUBE 的

主页“搜寻”格内，输入“不要让你的梦想变成

噩梦”，找到该视频。当然，CSIC将该视频放

在网上，一定不只是讲“鬼”，还有是……(待续)

(本文由 CWO 加拿大认证移民顾问，香

港律师吴耀荣Terry Yiu Wing Ng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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