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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您的2006年12月31日1120表提出的變更

應繳納稅款: $9,999.99 
 

帳戶概要 我們收到由第三方(包括您的僱主、銀行、房
屋貸款持有人等) 提供的額外資訊，這些資訊
改變了您的稅款、扣除額和付款金額。 因
此，您需在2008年8月3日前補繳$9,999.99

的稅款（含利息）。 

您應繳納的稅款 $9,999.99
已支付的金額和抵免 -999.99
利息收費 999.99
2008 年 8 月 3 日前需付稅款 $9,999.99
 

   
您需立即採取的步驟 請仔細閱讀本通知，將我們做出的變更和您2006年12月31日的稅表

內容進行比較。 

如果您同意我們所做的變更 

 請填妥第5頁的回覆表，簽名並註明今日日期後將該表連同
$9,999.99的付款寄給我們，以便我們在2008年8月3日之前收
到。 

 若您無法一次付清全部的欠款，請盡可能支付能力所及的金額，
然後再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付清剩餘的欠款。 如果您想要申請分期
付款計劃，請將您的回覆表和一份填妥的分期付款協議請求書
(433-D表）一起寄給我們。 

433-D表可至國稅局網站www.irs.gov下載或致電1-800-829-3676

索取。 若您符合資格，您可以直接上網申請，既省時又省錢。 請
瀏覽國稅局網站並輸入搜尋關鍵字: "tax payment options"（稅款
支付選項），以取得付款方式詳情或請致電1-800-829-8310與我
們討論您的選項。  

– 分期付款與付款協議 

– 信用卡付款  
如果您不同意變更的內容 

 請填妥第5頁的回覆表、一份簽名的聲明書和能佐證您聲明內容
的文件一起寄回，以便我們在2008年8月3日之前收到。   

如果我們沒有收到您的回覆 如果我們未在2008年8月3日前收到您的回覆，我們將先寄給您一份
不足稅額的法律通知（Statutory Notice of Deficiency），
給您我們提出的應繳金額的最終帳單。  在這段期間，利息將繼續
增加而且可能附加罰金。 

接著再寄續接下頁...





 

對您2006年12月31日的稅表所做的變更 

您的收入和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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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表上顯示金額 國稅局更正後金額  差額

總收入和其他收入         $99,999 $99,999 $99,999 

股息 99,999 99,999 99,999 

利息 99,999 99,999 99,999 

總租金和版稅 99,999 99,999 99,999 

資本利得淨收入 99,999 99,999 99,999 

淨利得/虧損 4797 表 99,999 99,999 99,999 

應納稅收入的變更  $99,999

您的稅額計算 稅表上顯示金額 國稅局更正後金額  差額

應納稅收入，第 30 行         $99,999         $99,999         $99,999 

稅額，J 副表第 2 行 99,999 99,999 99,999 

其他抵免或優惠額，J 副表第 6 行 99,999 99,999 99,999 

其他稅額 J 副表第 8 行和第 9 行 99,999 99,999 99,999
總稅款，第 31 行 $99,999 $99,999 $99,999

您已支付的金額(包括已享有的抵稅優惠) 稅表上顯示金額 國稅局更正後金額  差額 

已預扣的所得稅，第 32 行 $999 $999 -$999 

付款和優惠（抵免）總額  -$999
  
針對您的 2006 年 12 月 31 日 1120 表
所做變更的說明 

本節具體告知由第三方提供有關您的額外收入資訊。 這些資訊與您申
報的資訊不相符。 
 
請利用下表將第三方提供的資訊和您在稅表上申報的資訊進行比對，
以瞭解兩者差異之處在哪裡。 該表可能包含申報金額和未申報金額，
以協助您核對各項收入金額。 

利息 

自何處收到 地址 帳戶資訊 稅表上顯示金額 

其他單位向國稅局 

申報的金額 差額 

支付者名稱  
 

EIN XX-XXXXXXX 
1099-INT 表 

 $9,999  

 $9,999  
 

EIN XX-XXXXXXX  支付者名稱 
1099-INT 表 

利息總額   $9,999 $9,999 $9,999 

    非僱員補償 

自何處收到 地址 帳戶資訊 稅表上顯示金額

其他單位向國稅局 

申報的金額 差額

支付者名稱  
 

 

EIN XX-XXXXXXX 
1099-MISC 表 

$999 $9,999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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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列的收入 

如果本通知列出有不屬於您的收入，請將該收入的個人姓名或公司名
稱、地址和納稅識別號碼等資訊寄給我們。 並請通知付款方更正他們
的記錄，以顯示收入收受者的姓名和納稅識別號碼，以便未來向我們
提供正確無誤的資訊。 

後續步驟  您無需為2006年12月31日止的稅表提交修正稅表。  我們收到您的
回覆時會做出更正。 但是，若您選擇提交修正稅表，請在您的聯邦
修正稅表最上方寫上"CP2030"的字樣，並將該稅表隨附在您填妥的
回覆表後面。 1120X表可以從國稅局網站www.irs.gov下載，或致電
1-800-TAX-FORM (1-800-829-3676)索取。 

 其他稅務年度若有發生相同的錯誤，亦請提交修正稅表。    

 我們會將這些變更的相關資訊寄給州和地方的稅務機構，因此如果
我們做出的變更也適用於您的州或地方稅表，請儘快提交一份州或
地方的修正稅表。 

  
利息收費 我們依法需收取從報稅截止日到全額繳清日期之間的欠款利息。 只要

有未付清的到期應繳納稅款，包括適用的罰金，都會衍生利息。 （國
稅法規第6601條） 

 內容 金額 

利息總額 $999.99 

 
下表是用來計算您尚未支付的應繳付稅款的利率表。 如需索取計算您

利息的詳細內容，請致電 。 

期間 利率 

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 8%

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3月31日                                                                  7%

2008年4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 6%

2008年7月1日至2008年9月30日 5%

2008年10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 6%

2009年1月1日起 5%
 
公司利息－如果根據我們的記錄，您未在收到國稅局寄給您的稅金支付
不足通知後30天內補繳您的股份公司稅，我們將額外收取2%的利息。  

利息從我們通知您您有超過$100,000的應繳稅款（減去您已準時繳交
的稅款和抵免）支付不足後的第31天開始計算。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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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資訊  請瀏覽網站www.irs.gov/cp2030。 

 如需各種稅務表格、說明和刊物，請瀏覽國稅局網站或致電1-800-

TAX-FORM (1-800-829-3676)索取。 

 請閱讀隨附的3498-A刊物【查稅過程】（Exmination Process）。 

 請留存本通知做為您的記錄。 
 
若需協助，請和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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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Treasury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BUR 條碼]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此處摺起 

回覆表 

請提供您的聯絡資訊 請填妥本表正反兩面，然後放入隨附的信封

內寄給我們，以便我們在2008年8月3日之前

收到。  請確保我們的地址顯露在信封的窗口

處。 

如需更多時間回覆，請致電
與我們聯絡。  提醒您：  如果本通知上的資
訊正確無誤，我們將會針對這段期間收取額
外利息。 

如果您的地址有變，請更改以下地址。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主要電話號碼 最佳聯絡時間 次要電話號碼 最佳聯絡時間 

1. 表明您是否同意  本公司同意所有的變更內容 

本公司對稅務覆蓋期為2006年12月31日的所得稅徵收金額表
示同意，並瞭解：   

 本公司欠繳額外稅款、付款調整金額、利息等共計
$9,999.99。 

 國稅局依法需對2007年3月15日之前未全額繳清的稅金收
取利息。  

 國稅局將繼續向我們收取利息，直到我們繳清稅款為止。 

可能還需繳付其他罰金。. 

 本公司可針對這些變更向美國稅務法庭提出異議，但這只
有在國稅局在我們簽署本表之後裁定我們對2006年12月31

日的稅務期欠有更多稅金的情況下才能提出。  

 本公司可以在以後申請要求退稅。 

請將本表簽名後連同您的付款一起寄回。 
  

簽名                                                                                                             日期 

職稱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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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您是否同意－續前頁  本公司不同意變更的部分或全部內容 

請交回本表，並附上一份簽署的聲明書說明您不同意的部分。 並請
附上能夠佐證您聲明內容的所有文件或缺漏的表格。. 

 

備註：  您可以將證明文件傳真至 。 

 

簽名                                                                                                             日期 

 
職稱     

 

本公司茲附上（勾選所有合適項目）： 2. 註明您的付款選項 
 全額付款：$9,999.99 

  部分付款：$ ............................  

 無付款 

 一份填妥的分期付款協議申請書（433-D表） 

 請在您的付款上以及所有通信文件中註明您的僱主身份號碼、
稅務期（2006年12月31日）和通知編號（CP2030）。  

 請將支票或滙票收款方標明為United States Treasury（美國財
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