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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13614-C (CN-S) 
（2013年10月）

财政部 – 国税局

受理/面谈和质量审查表
OMB编号 
1545-1964

您将需要备齐下列文件： 
•  您的税务资料，例如W-2表、1099表、1098表。 
•  列在您税表上所有人的社会安全卡或国税局核发印有ITIN号码的信件。 
•  您和您配偶附照片的证件 (如驾照)。

•  请填写本表格1-2页。 
•  您要为填写在您税表上的信息负责。请提供完整正确的信息。 
•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向国税局认证义工报税员发问。

第1部份 - 个人资料

1. 您的名字 中间名缩写 姓氏 您是美国公民吗？
是 否

2. 配偶名字 中间名缩写 姓氏 您的配偶是美国公民吗？
是 否

3. 邮寄地址 公寓房号 城市 州 邮政编码

4. 联络信息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5. 您的出生日期 6. 您的职称 7. 您去年是否是： a. 全职学生 是 否

b. 完全永久残障 是 否 c. 法定失明 是 否

8. 您配偶的出生日期 9. 配偶的工作职称 10. 您的配偶去年是否是： a. 全职学生 是 否

b. 完全永久残障 是 否 c. 法定失明 是 否

11. 是否有任何人能在税表上将您或您配偶申报为被抚养人？ 是 否 不确定

12. 您或您的配偶是否： a. 身份曾遭人盗用？ 是 否 b. 领养子女？ 是 否

第2部分 - 婚姻状态与家庭状况

1. 至去年12月31日为止，您是否： 单身

已婚 您在2013年下半年中是否有任一段时间与配偶同住？ 是 否

离婚或合法分居 离婚判决或分居抚养协议日期

丧偶 配偶身故年度

2. 列出符合以下条件者姓名： 
• 去年与您同住的每一个人（您与配偶除外） 
• 去年您抚养但未同住的每一个人 由认证义工报税员填写

姓/名 
请勿将您或配偶姓名写在下面。 

  
  
  
  
  

(a)

出生日期 
(月/日/年) 

  
  
  
  
  

(b)

与您的关系 
(如儿子、女
儿、父母等等) 

  
  
  
  

(c)

去年住在
您家里几
个月 

   

  
  

(d)

美国公民
(是/否） 

  
  
  
  
  

(e)

去年是否
是美国/
加拿大/
或墨西哥
居民 

(是/否） 

(f)

至12/31/13
为止是单身
或已婚 
(S/M) 

  
  

  
(g)

去年是
否是全
职学生 
(是/否）

  
  
  

(h)

完全永久 
残障 

(是/否） 
  
  
  
    

(i)

此人是否能被
其他人在税表
上申报为被抚

养人? 
(是/否）

此人是否
提供自己
50%以上的
抚养费? 
(是/否）

此人收入是
否低于
$3900？ 
(是/否）

纳税者是否 
为此人提供
50%以上 

的抚养费？ 
(是/否）

纳税人是否为
此人支付了一
半以上的 
家庭开支? 
(是/否）

义工人员均经过培训，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秉持最高的道德标准。 
如要向国税局举报不道德行为， 请寄电子邮件到wi.voltax@irs.gov或致电免费电话1-877-330-1205。

如果写不下，请在此处打勾   然后列在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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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不确定 请在每个部分每一题适当的方框中打勾

第3部分 - 收入      您（或您配偶）去年是否有收到

1. (B) 工资或薪金？（W-2表） 如果回答“是”，您去年做过几份工作？

2. (A)  小费收入？

3. (B) 奖学金？（W-2表、1098-T表）

4. (B) 利息/股息，来自：支票/储蓄帐户、债券、定期存款 (CD)、佣金？（1099-INT表、1099-DIV表）

5. (B) 州/地方所得税退款？（1099-G表）

6. (B) 赡养费收入？

7. (A) 自营职业所得？（1099-MISC表、现金）

8. (A) 没有列在W-2或1099表的任何工作获得的现金或支票？

9. (A) 来自出售股票、债券或房地产（包括您的住宅）的收入（或亏损）？（1099-S、1099-B表）

10. (B) 残障收入（例如获得保险付款或工伤补偿）？（1099-R表、W-2表）

11. (A) 来自退休金、养老金和/或IRA（个人退休帐户）的股息红利？（1099-R表）

12. (B) 失业救济金？（1099-G表）

13. (B) 社会安全福利金或铁路员工退休福利金?（SSA-1099、RRB-1099表）

14. (M) 来自出租产业的收入（或亏损）?

15. (B) 其他收入（赌博、彩票、奖金、奖品、担任陪审员、K-1附表等等）（W-2G表）请指明

第4部分 - 开支      您（或您配偶）去年是否有支付

1. (B) 赡养费？ 若有，您有收受人的社会安全号码吗？ 是 否

2. 提拨到退休帐户的供款？  传统个人退休帐户(IRA) (A)  罗斯个人退休帐户(Roth IRA) (B)

 401K退休金储蓄计划 (B)  其它

3. (B) 您自己、配偶或被抚养人的高等教育开支？（1098-T表）

4. (B) 未获偿付的雇员业务开支？（例如制服或里程费）

5. (B) 医疗费用？（包括医疗保险保费）

6. (B) 房屋贷款利息？（1098表）

7. (B) 您的住宅房地产税或您车辆的个人物业税？（1098表）

8. (B) 慈善捐赠？ 

9. (B) 照顾子女/被抚养人的开支，例如日托所？

10. (B) 符合资格的教育者（如教师、教师助理、辅导员等）使用的用品开销？

11. (A) 与自营职业所得有关或您收到的任何其他收入有关的支出？

第5部分 - 人生事件  您（或您配偶）去年是否

1. (HSA) 有保健储蓄帐户？（5498-SA表、1099-SA表、第12格印有字母W的W-2表）

2. (COD) 有来自房屋贷款的债务或被商业贷款机构取消或免除的债务？（1099-C、1099A表）

3. (A) 买屋、卖屋或房屋被法拍（COD）？（1099-A表）

4. (B) 国税局以前有拒绝过您的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EIC)的申请吗? 若有，是在哪一个税务年度？

5. (A) 购买并安装住宅节能设备？（例如窗户、壁炉、隔热设备等）

6. (B) 住在受过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若是，在何处？

7. (A) 在2008年获得首次购屋者税收抵免？

8. (B) 支付任何学生贷款利息？（1098-E表）

9. (B) 支付预估税款，或将去年的退税用来预缴本年度的税金？ 若有，金额是多少？

10. (A) 在去年申报的1040联邦税表的附表D中包含“资本损失结转”这一项？

第6部分 - 与填报您的税表有关的额外信息和问题

总统大选活动基金：（如果在此处打勾，您的税额或退税额不会改变。）
如果您或您的配偶（若为夫妻联合报税）希望给这项基金捐 $3 ，请在此处打勾 您 配偶

如果您可以获得退税，您希望如何处理

经转账直接存款
是 否

购买美国储蓄公债
是 否

将退税款分别汇入不同帐户
是 否

如果您需要补缴税，您希望从您的银行帐户直接付款吗？ 是 否

许多提供免费报税服务地点依赖补助金维持营运。从下列问题所得到的资料可能会被本服务处用来申请此类补助金。您的回答将只作为统计之用。

除了英语以外，您家里还使用哪种语言？ 不愿回答

您或您家里的成员有被视为是残障人士的吗？ 是 否 不愿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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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VITA和TCE等免费协助报税服务的国税局认证义工报税员必须遵照正确的受理/面
谈程序来填写每一份税表。 

  
填写税表前的准备工作： 
•   以探询式问题询问纳税人，以便澄清本表上的信息，并确认纳税人提供的信息是

完整正确的。 
  
•   改正本表上不完整或不正确的信息，包括所有回答“不确定”的答案。 
  
•   检查纳税人提供的所有佐证文件。（W-2表、1099表、付款收据等等。） 
  
•   在做出稅法決定时，请参照4012号刊物《义工资源指南 (Volunteer Resource 

Guide)以及17号刊物《您的个人联邦所得稅》(Your Federal Income Tax for 
Individuals) 的內容。  

  
VITA/TCE报税员应负的细心审查责任 

  
•   所有国税局认证义工均须负起细心审查的责任。也就是说，作为义工，您必须在

填写税表或对税表进行质量审查时善尽职责，以确保税表上的信息是正确完整的。 
  
•   善尽职责包括：确认纳税人（以及配偶，如果情况适用）的身份，并提供高质量

服务，帮助他们理解并尽其纳税义务。 
  
•   般来说，作为国税局认证义工，您基本上可以相信纳税人本着良心提供信息。但

是，您的职责之一，就是请纳税人针对似乎不一致或不完整的信息进行澄清。当您
检查信息是否正确时，您必须自问：这些信息是否不寻常或者有问题。 
 

努力找到答案 
  

有疑问时： 
•   寻求服务处协调员或更有经验的认证义工报税员协助。 
•   查阅国税局刊物（如17号刊物、4012号刊物、596号刊物等等）。 
•   浏览国税局网站 www.irs.gov 找答案。 
•   利用交互式报税协助（ITA）工具来判定税法资格。 
•   拨打VITA热线（参阅4012号刊物）。 
•   如果您无法处理纳税人的税法问题，请建议他们去找专业报税员协助。 

  
如果您在任何时候对纳税人提供的信息或文件感到不心安，请勿为其填写税表。

第7部分 - 国税局认证义工 质量审查
员部分

与纳税人一起检视税表,以提高正确
性。

2. 义工报税员/质量审查员是经过认
证,有资格填写/检视此税表的人。

3. 所有回答不确定的问题已与纳税人
逐一讨论，并正确改
成“是”或“否”。

4. 第一页与第二页的信息已经过核实
并转移到税表上。

1. 查验附照片的证件,以核实纳税人
（及其配偶的)身份。

5. 姓名,社会安全号码,ITIN,EIN等号
码均已核实并正确转移到税表上。

6. 报税身份经过核实确定正确无误。

7. 税表上的个人免税额和被抚养人免
税额填写正确。

8. 第3部分中勾选“是”的所有收入
(包括有或没有指出来源的文件之
收入)已正确转移到税表上。

9. 各项调整均正确无误。

10. 标准扣抵,额外扣抵或分项扣抵额
均正确无误。

11. 所有的税收抵免均正确申报。

12. W-2表,1099表和预估税付款表上
所列的预扣额均已正确申报。

13. 经转账直接存款/取款和支票/储
蓄帐号均正确无误。

14. 税表上的SIDN正确无误。

15. 纳税人被告知他们要为他们税表
上的信息负责。

认证义工报税员姓名/姓名缩写（非必填）

认证义工质量审查员姓名/姓名缩写（非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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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见

报税员额外注明

根据《1974年隐私权保护法》的规定，在向您要求信息时，我们必须告知您，我们对于要求该信息所具有的法定权利，我们要求信息的原因，以及信息将被如何
使用。我们还必须告诉您，如果我们没有收到信息会发生什么状况，您答复与否是否属于自愿性，或必须回答才能获取福利，或属于强制性。 
 
我们要求信息所根据的法定权利是5 U.S.C. 301。我们要求这些信息，用以帮助我们针对您的权益和/或参与国税局所得税义工申报与社区外展服务等相关事项
与您联系。您提供的信息可能会提供给在义工报税服务处或社区外展活动协调事务及安排人手的其他人。这些信息还会用来建立有效的控制管理、发送信件以及
表扬义工。您的回答是自愿的。但是，如果您不提供要求的信息，国税局可能无法请您来参与协助这些计划。 
 
依照文书削减法案 (Paperwork Reduction Act) 的规定，国税局必须在所有公开资料的请求文件上出示OMB编号。本调查的OMB编号为1545-1964。此外，如果您
对于本调查的相关预估时间或对如何简化此一程序有任何宝贵意见或建议，请写信到国税局税务产品协调委员会，收件单位与地址为：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ax Products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E:W:CAR:MP:T:T:SP, 1111 Constitution Ave. NW, Washington, DC 20224

隐私权保护法与文书削减法案通知隐私权保护法与文书削减法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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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需要备齐下列文件：
•  您的税务资料，例如W-2表、1099表、1098表。
•  列在您税表上所有人的社会安全卡或国税局核发印有ITIN号码的信件。
•  您和您配偶附照片的证件 (如驾照)。
•  请填写本表格1-2页。
•  您要为填写在您税表上的信息负责。请提供完整正确的信息。
•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向国税局认证义工报税员发问。
第1部份 - 个人资料
您是美国公民吗？
您的配偶是美国公民吗？
4. 联络信息 
7. 您去年是否是：
a. 全职学生
b. 完全永久残障
c. 法定失明 
10. 您的配偶去年是否是：
a. 全职学生
b. 完全永久残障
c. 法定失明 
11. 是否有任何人能在税表上将您或您配偶申报为被抚养人？
12. 您或您的配偶是否：
a. 身份曾遭人盗用？
b. 领养子女？
第2部分 - 婚姻状态与家庭状况
1. 至去年12月31日为止，您是否：
您在2013年下半年中是否有任一段时间与配偶同住？
2. 列出符合以下条件者姓名：
• 去年与您同住的每一个人（您与配偶除外）• 去年您抚养但未同住的每一个人
由认证义工报税员填写
姓/名请勿将您或配偶姓名写在下面。
 
 
 
 
 
(a)
出生日期
(月/日/年)
 
 
 
 
 
(b)
与您的关系
(如儿子、女儿、父母等等)
 
 
 
 
(c)
去年住在您家里几个月
  
 
 
(d)
美国公民(是/否）
 
 
 
 
 
(e)
去年是否是美国/加拿大/或墨西哥居民(是/否） 
(f)
至12/31/13为止是单身或已婚(S/M)
 
 
 
(g)
去年是否是全职学生(是/否） 
 
 
 
(h)
完全永久
残障(是/否）
 
 
 
   
(i)
此人是否能被其他人在税表上申报为被抚养人?
(是/否）
此人是否提供自己50%以上的抚养费?
(是/否）
此人收入是否低于$3900？
(是/否）
纳税者是否
为此人提供50%以上
的抚养费？(是/否）
纳税人是否为此人支付了一半以上的
家庭开支?(是/否）
义工人员均经过培训，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秉持最高的道德标准。如要向国税局举报不道德行为， 请寄电子邮件到wi.voltax@irs.gov或致电免费电话1-877-330-1205。
如果写不下，请在此处打勾   然后列在第4页。
是
否
不确定
请在每个部分每一题适当的方框中打勾
第3部分 - 收入      您（或您配偶）去年是否有收到
1. (B) 工资或薪金？（W-2表） 如果回答“是”，您去年做过几份工作？
2. (A)  小费收入？
3. (B) 奖学金？（W-2表、1098-T表）
4. (B) 利息/股息，来自：支票/储蓄帐户、债券、定期存款 (CD)、佣金？（1099-INT表、1099-DIV表）
5. (B) 州/地方所得税退款？（1099-G表）
6. (B) 赡养费收入？
7. (A) 自营职业所得？（1099-MISC表、现金）
8. (A) 没有列在W-2或1099表的任何工作获得的现金或支票？
9. (A) 来自出售股票、债券或房地产（包括您的住宅）的收入（或亏损）？（1099-S、1099-B表）
10. (B) 残障收入（例如获得保险付款或工伤补偿）？（1099-R表、W-2表）
11. (A) 来自退休金、养老金和/或IRA（个人退休帐户）的股息红利？（1099-R表）
12. (B) 失业救济金？（1099-G表）
13. (B) 社会安全福利金或铁路员工退休福利金?（SSA-1099、RRB-1099表）
14. (M) 来自出租产业的收入（或亏损）?
15. (B) 其他收入（赌博、彩票、奖金、奖品、担任陪审员、K-1附表等等）（W-2G表）请指明
第4部分 - 开支      您（或您配偶）去年是否有支付
1. (B) 赡养费？ 若有，您有收受人的社会安全号码吗？
2. 提拨到退休帐户的供款？
3. (B) 您自己、配偶或被抚养人的高等教育开支？（1098-T表）
4. (B) 未获偿付的雇员业务开支？（例如制服或里程费）
5. (B) 医疗费用？（包括医疗保险保费）
6. (B) 房屋贷款利息？（1098表）
7. (B) 您的住宅房地产税或您车辆的个人物业税？（1098表）
8. (B) 慈善捐赠？ 
9. (B) 照顾子女/被抚养人的开支，例如日托所？
10. (B) 符合资格的教育者（如教师、教师助理、辅导员等）使用的用品开销？
11. (A) 与自营职业所得有关或您收到的任何其他收入有关的支出？
第5部分 - 人生事件  您（或您配偶）去年是否
1. (HSA) 有保健储蓄帐户？（5498-SA表、1099-SA表、第12格印有字母W的W-2表）
2. (COD) 有来自房屋贷款的债务或被商业贷款机构取消或免除的债务？（1099-C、1099A表）
3. (A) 买屋、卖屋或房屋被法拍（COD）？（1099-A表）
4. (B) 国税局以前有拒绝过您的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EIC)的申请吗? 若有，是在哪一个税务年度？
5. (A) 购买并安装住宅节能设备？（例如窗户、壁炉、隔热设备等）
6. (B) 住在受过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若是，在何处？
7. (A) 在2008年获得首次购屋者税收抵免？
8. (B) 支付任何学生贷款利息？（1098-E表）
9. (B) 支付预估税款，或将去年的退税用来预缴本年度的税金？ 若有，金额是多少？
10. (A) 在去年申报的1040联邦税表的附表D中包含“资本损失结转”这一项？
第6部分 - 与填报您的税表有关的额外信息和问题
总统大选活动基金：（如果在此处打勾，您的税额或退税额不会改变。）
如果您或您的配偶（若为夫妻联合报税）希望给这项基金捐 $3 ，请在此处打勾 
如果您可以获得退税，您希望如何处理
经转账直接存款
购买美国储蓄公债
将退税款分别汇入不同帐户
如果您需要补缴税，您希望从您的银行帐户直接付款吗？
许多提供免费报税服务地点依赖补助金维持营运。从下列问题所得到的资料可能会被本服务处用来申请此类补助金。您的回答将只作为统计之用。
您或您家里的成员有被视为是残障人士的吗？ 
参与VITA和TCE等免费协助报税服务的国税局认证义工报税员必须遵照正确的受理/面谈程序来填写每一份税表。
 
填写税表前的准备工作：
•   以探询式问题询问纳税人，以便澄清本表上的信息，并确认纳税人提供的信息是完整正确的。
 
•   改正本表上不完整或不正确的信息，包括所有回答“不确定”的答案。
 
•   检查纳税人提供的所有佐证文件。（W-2表、1099表、付款收据等等。）
 
•   在做出稅法決定时，请参照4012号刊物《义工资源指南 (Volunteer Resource Guide)以及17号刊物《您的个人联邦所得稅》(Your Federal Income Tax for Individuals) 的內容。 
 
VITA/TCE报税员应负的细心审查责任
 
•   所有国税局认证义工均须负起细心审查的责任。也就是说，作为义工，您必须在填写税表或对税表进行质量审查时善尽职责，以确保税表上的信息是正确完整的。
 
•   善尽职责包括：确认纳税人（以及配偶，如果情况适用）的身份，并提供高质量服务，帮助他们理解并尽其纳税义务。
 
•   般来说，作为国税局认证义工，您基本上可以相信纳税人本着良心提供信息。但是，您的职责之一，就是请纳税人针对似乎不一致或不完整的信息进行澄清。当您检查信息是否正确时，您必须自问：这些信息是否不寻常或者有问题。
努力找到答案
 
有疑问时：
•   寻求服务处协调员或更有经验的认证义工报税员协助。
•   查阅国税局刊物（如17号刊物、4012号刊物、596号刊物等等）。
•   浏览国税局网站 www.irs.gov 找答案。
•   利用交互式报税协助（ITA）工具来判定税法资格。
•   拨打VITA热线（参阅4012号刊物）。
•   如果您无法处理纳税人的税法问题，请建议他们去找专业报税员协助。
 
如果您在任何时候对纳税人提供的信息或文件感到不心安，请勿为其填写税表。
第7部分 - 国税局认证义工 质量审查员部分
与纳税人一起检视税表,以提高正确性。
2. 义工报税员/质量审查员是经过认证,有资格填写/检视此税表的人。
3. 所有回答不确定的问题已与纳税人逐一讨论，并正确改成“是”或“否”。
4. 第一页与第二页的信息已经过核实并转移到税表上。
1. 查验附照片的证件,以核实纳税人（及其配偶的)身份。
5. 姓名,社会安全号码,ITIN,EIN等号码均已核实并正确转移到税表上。
6. 报税身份经过核实确定正确无误。
7. 税表上的个人免税额和被抚养人免税额填写正确。
8. 第3部分中勾选“是”的所有收入(包括有或没有指出来源的文件之收入)已正确转移到税表上。
9. 各项调整均正确无误。
10. 标准扣抵,额外扣抵或分项扣抵额均正确无误。
11. 所有的税收抵免均正确申报。
12. W-2表,1099表和预估税付款表上所列的预扣额均已正确申报。
13. 经转账直接存款/取款和支票/储蓄帐号均正确无误。
14. 税表上的SIDN正确无误。
15. 纳税人被告知他们要为他们税表上的信息负责。
其他意见
报税员额外注明
根据《1974年隐私权保护法》的规定，在向您要求信息时，我们必须告知您，我们对于要求该信息所具有的法定权利，我们要求信息的原因，以及信息将被如何使用。我们还必须告诉您，如果我们没有收到信息会发生什么状况，您答复与否是否属于自愿性，或必须回答才能获取福利，或属于强制性。

我们要求信息所根据的法定权利是5 U.S.C. 301。我们要求这些信息，用以帮助我们针对您的权益和/或参与国税局所得税义工申报与社区外展服务等相关事项与您联系。您提供的信息可能会提供给在义工报税服务处或社区外展活动协调事务及安排人手的其他人。这些信息还会用来建立有效的控制管理、发送信件以及表扬义工。您的回答是自愿的。但是，如果您不提供要求的信息，国税局可能无法请您来参与协助这些计划。

依照文书削减法案 (Paperwork Reduction Act) 的规定，国税局必须在所有公开资料的请求文件上出示OMB编号。本调查的OMB编号为1545-1964。此外，如果您对于本调查的相关预估时间或对如何简化此一程序有任何宝贵意见或建议，请写信到国税局税务产品协调委员会，收件单位与地址为：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ax Products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E:W:CAR:MP:T:T:SP, 1111 Constitution Ave. NW, Washington, DC 20224
The Privacy Act of 1974 requires that when we ask for information we tell you our legal right to ask for the information, why we are asking for it, and how it will be used,  We must also tell you what could happen if we do not receive it, and whether your response is voluntary, required to obtain a benefit, or mandatory.  Our legal right to ask for information is  5 U.S.C. 301. We are asking for this information to assist us in contacting you relative to your interest and/or participation in the IRS volunteer income tax preparation and outreach programs. The information you provide may be furnished to others who coordinate activities and staffing at volunteer return preparation sites or outreach activities. The information may also be used to establish effective controls, send correspondence and recognize volunteers.  Your response is voluntary. However, if you do not provide the requested information, the IRS may not be able to use your assistance in these programs.
隐私权保护法与文书削减法案通知隐私权保护法与文书削减法案通知
Privacy Act Notice
8.2.1.3144.1.471865.46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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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13614-C (CN-S) (Rev. 10-2013)
	CurrentPageNumber: 
	q1_Your_First_Name: 
	q1_Your_Middle_Initial: 
	q1_Your_Last_Name: 
	CheckBox1: 0
	CheckBox2: 0
	q2_Spouse_First_Name: 
	q2_Spouse_Middle_Initial: 
	q2_Spouse_Last_Name: 
	q3_Mailing_Address: 
	p3_Apartment_Number: 
	q3_City: 
	q3_State: 
	q3_ZIP_Code: 
	Telephone_Number: 
	Email_Address: 
	q5_Your_Date_Birth: 
	q6_Your_Job_Title: 
	q8_Spouse_Date_Birth: 
	q9_Spouse_Job_Title: 
	CheckBox3: 0
	Date_Of_Final: 
	CheckBox4: 0
	Year_Of_Spouse: 
	name: 
	dateBirth: 
	relationship: 
	months: 
	USCitizen: 
	residentOf: 
	singleMarried: 
	student: 
	disabled: 
	claimedBySomeone: 
	providedMoreThen: 
	hadIncomeLess: 
	supportPerson: 
	maintainedHome: 
	If_Yes: 
	Specify: 
	IRA: 
	Roth_IRA: 
	_401K: 
	Other: 
	Which_Tax_Year: 
	If_Yes_Where: 
	If_So_How: 
	other: 
	CheckBox8: 0
	Certified_Volunteer_Preparer: 
	Certified_Volunteer_Quality: 
	Additional_Comments: 
	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