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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您的2006年度1040表提出的變更 

應繳納稅款: $2,289 
 

提出變更的摘要 

您的應繳稅款 $2,519.00
已支付的金額  -410.00
利息收費 180.00
2008 年 7 月 16 日前應繳納金額 $2,289.00

我們現有檔案中從第三方(包括您的僱主、銀
行、房屋貸款持有人等)管道取得的收入和付
款資訊和您申報的資訊不相符。  如果我們的
資訊正確無誤，您將需補繳$2,289的稅款(含
利息）。 
 
此筆金額須於2008年7月16日之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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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同意我們所做的變更 

 請填妥第5頁的回覆表，簽名並註明日期後將該表連同 

    $2,289的款項寄給我們，以便我們在2008年7月16日前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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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5表）一起寄給我
們。  9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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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rs.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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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薪資扣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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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附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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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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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前收到您的回覆，我們將先寄給您一張「不
足稅額的法律通知」（Statutory Notice of Deficiency），接著再寄給您我
們提出的應繳金額的 終帳單。  在這段期間，利息將繼續增加而且可能附
加罰金。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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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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應繳的稅款   $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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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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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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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主 B 10 Clinton Street 
Hanson, CT  99999 

社會安全號碼 999-99-9999 

W-2 表 

 $12,075  

總工資金額   $18,000 $30,075 $1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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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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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安全號碼 999-99-9999 

1099-MISC 表 

$0 $1,875 $1,875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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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er 賭場 25 Lubbock Hill, 
Suite 25A 
Chambers, CT 00000 

社會安全號碼 999-99-9999 

W-2G 表 

$0 $592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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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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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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步驟  您無需為2006稅務年度提交修正稅表。  我們收到您的回覆時會做出
更正。 但是，若您選擇提交1040X表修正稅表，請在您的聯邦修正
稅表 上方寫上"CP2000"的字樣，並將該稅表隨附在您填妥的回覆
表後面。   1040X表可以在國稅局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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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錯誤，請提交1040X表修正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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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金額

利息總額 $180.00
 
以下為應計利息的利率表。 如需索取您利息計算的詳細資料，請致電

1-800-829-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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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下頁...



附加資訊  請致電TeleTax，電話1-800-829-4477，並選擇第652號主題。 

 請瀏覽網站www.irs.gov/cp2000。 您還可以在線上下載個人所得稅
1040X表修正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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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BOX 16335 
Philadelphia, PA  19114-0439 

 

 

                                                                                                     [AUR 條
碼]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PO BOX 105404 
ATLANTA, GA  30348-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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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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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829-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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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 Karen Q. Hinds 
22 Boulder Street 
Hanson, CT 00000-7253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主要電話號碼 佳聯絡時間 次要電話號碼 佳聯絡時間 

1. 請表明您是否同意 

 

 我同意所有的變更內容 

我對於國稅局在我2006年度稅表所做的變更表示同意，並瞭
解：  

 我需補繳額外稅款、付款調整金額、利息等共計$2,289。 

 國稅局依法需對2007年4月15日之前未全額繳清的稅金收
取利息。  

 國稅局將繼續收取利息，直到我繳清稅款為止。 可能還需
繳付其他罰金。  

 我可以針對這些變更向美國稅務法庭提出異議，但這只有
在國稅局在我簽署本表之後裁定我在2006年度欠有更多稅
金的情況下才能提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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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偶簽名                                                                                                      日期                



續接下頁...



 

 

請表明您是否同意－續上頁 

 

 我不同意變更的部分或全部內容 

請寄回本表，並附上一份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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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副本，例如修正後的W-2表、1099

表或缺漏的表格。  

備註：  您可以將證明文件傳真至1-215-516-2335。  

 

簽名                                                                                                             日期 

 
配偶簽名                                                                                                      日期     

 

2. 請註明您的付款選項 

 

我附上（勾選所有合適項目）： 

 全額付款：$2,2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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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付款 

 一份填妥的分期付款協議申請書（9465表） 

 請在您的付款上以及所有通信文件中註明您的社會安全號碼
（xxx-xx-xxx）、稅務年度（2006）和通知編號
（CP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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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授權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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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附上此人的資料、您的簽名和日期。 

此人被授予的權限以簽名行上面的聲明內容為準。 該聯絡人不能代替您在稅表上簽名，不能與國
稅局簽訂協議，也不能在國稅局面前代表您。 如果您希望授予更多權力給您指定的人，請參考國
稅局947號刊物【在國稅局執行業務及委託代理證書】（Practice Before the IRS and Power of 

Attorney）。 

 
被授權人全名 
 

地址 
 

城市                               州                   國家               郵區號碼 

  

我授權上述人士就此通知與國稅局討論並提供資料給國稅局。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主要電話號碼 佳聯絡時間 次要電話號碼 佳聯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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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日期 

   配偶簽名                                                                                                       日期     

 
 


	對您2006年度稅表所做的變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