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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 KAREN Q. HINDS 
22 BOULDER STREET 
HANSON, CT 00000-7253 

付款不足通知 

提高稅金以及您有提出異議權利的通知 
 

概要 

增加稅金 $2,519.00

我們認定您的 2006 年所得稅付款不足。 您
有權針對這項付款不足認定向美國稅務法庭
提出異議。 本通知說明我們如何計算徵收
稅款以及您如何在美國稅務法庭提出異議 
 

未報稅罰款 527.00

您需立即採取的步驟 請檢閱本通知，並將我們做出的變更和您2006年度稅表上的各項金

額進行比對。 備註: 以上列出的各項金額可能和您之前收到的通
知有所不同，這是因為並非所有的項目都能在稅務法庭上提出
異議。 
 
如果您同意我們所做的變更 

 請在隨附的5564表【付款不足通知棄權書】（Notice of 

Deficiency Waiver）上簽名，然後放進我們提供的信封內寄給我
們。 

 您可以隨5564表附上您的付款。 如果您沒有附上付款，您將會收
到一份帳單，上面列出您的應繳金額（含適用的利息和罰金）。 

如果您不同意變更的內容 

 您有權針對此項增高的稅額在2008年10月19日之前向美國稅務法
庭提出異議。 如果您過了期限之後提出，稅務法庭將無法審理您
的案件。 您可以到稅務法庭網站www.ustaxcourt.gov下載申訴表
格和相關規定，或聯絡： 
 
Clerk of the U.S. Tax Court（美國稅務法庭辦事員） 
400 Second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224 
1-202-521-0700 

 續接下頁...



 

您需立即採取的步驟－續上頁 如果您不同意變更的內容－續上頁 

 如果您希望我們將其他資訊納入考慮，請將這些資訊放入隨附的信封
內立即寄給我們。 我們的考慮不會延長您向美國稅務法庭提出申訴的
2008年10月19日的截止期限。 

 
如果我們沒有收到您的回覆 如果我們沒有收到您的5564表【付款不足通知棄權書】（Notice of 

Deficiency Waiver），或是您未在2008年10月19日之前向美國稅務法庭
提出申訴，您將會收到我們的帳單，帳單上列有您應繳納的額外稅金，
加上適用的罰金和利息。 
 

附加資訊  請瀏覽網站www.irs.gov/cp3219a。 

 如需各種稅務表格、說明和刊物，請瀏覽國稅局網站www.irs.gov或致
電1-800-TAX-FORM (1-800-829-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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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希望除了自己之外同時也授權其他人就這份通知與國稅局聯絡，
請先填妥一份2848表【委託書和代表聲明】寄給我們，之後您的代表即
可代表您和我們聯絡。 2848表可至國稅局網站下載或致電 1-800-TAX-

FORM（1-800-829-3676）索取。  

 本通知最上方列出的國稅局辦事處電話號碼是最適宜處理並取得您的稅
務資訊以及協助您得到解答的地方。 如果您已嘗試透過國稅局正常管道
解決您的稅務問題但遇到級大的困難，或是您認為國稅局的程序未發揮
其應有的功能，您可能有資格獲得納稅人辯護服務處（TAS）的協助。 

TAS是您在國稅局內的聲音。 TAS協助因為稅務問題而發生財務困難或
花費甚多的納稅人，這些花費包括專業代表（這包含企業及個人）的費
用。 TAS的聯絡方式是致電TAS免費專線1-877-777-4778，或是聯絡以
下的當地納稅人辯護服務辦事處： 

 
Taxpayer Advocate（納稅人辯護服務） 
Austin IRS Center 
Stop 1005 AUIRSC 
PO Box 934 
Austin, TX 78767 
 

如欲瞭解更多有關TAS的詳情以及您的基本稅務責任，請上網瀏覽
www.taxpayeradvocate.irs.gov網站。 

 
 我們依法必須將這份通知寄一份給您，一份給您的配偶。 每份通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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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關您倆共同帳戶的相同資訊。 

若需協助，請和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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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您2006年度稅表所做的變更 

您的收入和扣除額 稅表上顯示金額 國稅局更正後金額  差額 

工資 $18,000 $30,075 $12,075 

其他收入 0 592 592 

非僱員補償 0 1,875 1,875 

收入淨差額  $14,542 

雜項扣除額 12,000 11,709 291
自僱稅扣除額 0 -132 -132
扣除額淨差額   159
應納稅收入的變更金額   $1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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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行 $32,000 $46,701 $14,701 

稅金，第 44 行 4,000 6,254 2,254 

自僱稅 第 58 行 0 265 265
總稅款 第 63 行 $4,000 $6,519 $2,519
您應繳納的稅款  $2,519 

您已支付的金額 稅表上顯示金額 國稅局更正後金額  差額 

預扣的所得稅，第 64 行 $8,745 $9,155 -$410 

已支付的總金額  -$410 
  
對您的 2006 年度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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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扣的稅款 

稅表上顯示金額 

其他單位向 

自何處收到 地址 帳戶資訊 國稅局申報的金額 差額 

 20 Clinton Street 
Hanson, CT  99999 

社會安全號碼 999-99-9999 僱主 A 

W-2 表 

$8,745  

僱主 B 10 Clinton Street 
Hanson, CT  99999 

社會安全號碼 999-99-9999 

W-2 表 

 $410  

預扣的總稅款   $8,745 $9,155 $410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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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主 A 20 Clinton Street 
Hanson, CT  99999 

社會安全號碼 999-99-9999 

W-2 表 

$18,000 $18,000 $0 



僱主 B 10 Clinton Street 
Hanson, CT  99999 

社會安全號碼 999-99-9999 

W-2 表 

$0 $12,075 $1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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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工資金額   $18,000 $30,075 $12,075 
 

 

非僱員補償 

自何處收到                             地址 稅表上顯示金額 

其他單位向 

帳戶資訊 國稅局申報的金額 差額 

付款人和合夥人 $0 80 Fleming Hill 
Chambers, CT 00000 

社會安全號碼 999-99-9999 

1099-MISC 表 

$1,875 $1,875 

其他收入 

自何處收到                             地址 

其他單位向 

帳戶資訊 稅表上顯示金額 國稅局申報的金額 差額 

$0 $592 $592 25 Lubbock Hill, Payer 賭場 社會安全號碼 999-99-9999 
Suite 25A 

W-2G 表 Chambers, CT 00000 

 誤列的收入 

如果本通知列出的收入中有不屬於您的收入，請將收到該收入者的姓名、
地址和社會安全號碼等資訊寄給我們。 並請通知付款方更正他們的記錄，
以顯示真正收到該收入者的姓名和社會安全號碼，以便未來向我們提供正
確無誤的資訊。 

未收到W-2或1099表 

依法您必須將您的收入正確申報。 如果您的付款人並未寄給您一份收入年
結表（W-2表、1099表等），您必須用您現有的資料（工資存根、收入月
結單、存款單等）來估計您整年度收到的收入總額。 

A副表雜項扣除額百分比限制 

雜項扣除額需減去您調整後總收入(1040表第 37行）2%的金額。。由於我
們重新計算了您的調整後總收入，因此我們也重新計算了您的雜項扣除
額。  

自僱（SE）收入的自僱稅 

自僱 (SE）收入通常包含非僱員收入和來自兼職或全職工作的其他收入，
這類收入需被課徵自僱稅。 我們針對您稅表上申報的淨自僱收入以及(或
是）少報的自僱收入計算出自僱稅。 自僱稅包含12.4%的社會安全稅和
2.9%的Medicare聯邦老年人醫療保險稅。 （即使您已經繳納了最高額的社
會安全稅，您仍需繳額外的Medicare聯邦老年人醫療保險稅。） 扣除額(自
僱稅金的一半）是根據我們對您的自僱稅所做的變更算出的。 要是您是僱
員，您需支付所得稅以及僱員應分擔的社會安全稅（6.2%）和Medicare稅
（1.45%）。 本通知顯示的自僱收入金額將會記入您的社會安全福利金帳
戶。 

預扣稅多報 

根據我們的記錄顯示，您被預扣的稅金應該低於您在稅表上申報的金



額。 請寄給我們一份W-2表、1099表和（或）來自付款方的超額預扣
證明文件，以證實您稅表上申報的超額預扣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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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報稅 說明 金額

 未報稅總額 $527.00

 如果您在報稅截止日之後才提交您的稅表，我們每個月會對未繳付的稅
金收取該金額的5%做為罰金，最多不超過5個月，或至多收取未繳付稅
額的25%的罰金。 如果稅表晚了60天以上才提交，對於在2008年12月
31日之前到期應提交的稅表而言，我們可能至少收取$100的罰金或收
取未繳付稅款的100%做為罰金，以兩者中金額較低者為準。 不足一個
月者以一整個月計算。 （國稅法規第66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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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逾期未繳納的稅款，包括適用的罰金，都會衍生利息。 （國稅法規
第6601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