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ered California
PO BOX 989725
West Sacramento, CA 95798-9725

您獲得高品質健康護理（包括
Medi-Cal）的目的地

John {FIRST_NAME} Hook {LAST_NAME}
456 ABC Street {ADDRESS_LINE1}
Apt. 300 {ADDRESS_LINE2}
Sacramento {CITY}, CA {STATE_CD (FK)} 95833 {ZIPCODE}

您申報{TAX YEAR}年度稅
之前可能需要的重要資訊
2013 年 2 月 9 日

{CURRENT_DATE}

案例： <50091234567>

親愛的 John {FIRST_NAME} Hook {LAST_NAME}：
因為您或者您家庭中有人投保了 Covered California 健康計劃，所以您收到此信件。本
信件的附錄是國稅局（IRS）表格1095-A，您申報聯邦稅時需要此表格。
重要
您收到了多份 1095-A表格的原因有以下三個：
1. 您或您的納稅戶成員登記了一個健康保險計劃然後又登記了一個不同的健康保險
計劃。
2. 您改變了您的健保級別。例如，您保留了相同的健康保險計劃，但是您將健康保
險的級別從銀改變到了金。
3. 您的家庭成員沒有登記相同的健康保險計劃。
运用表格1095-A对信息来报税。它会帮助您完成联邦报税以及申报合适的保费税收抵免数
额。
以下是您填寫IRS表格1095-A時可能需要得到幫助來回答的一些問題：
問：為什麼我收到1095-A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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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Covered California將本表格提交給IRS和2014年透過Covered California獲得保險的
所有消費者。1095-A 表格中有您或者您的報稅人員納稅申報時需要的資訊。本表格有
您給我們提供的有關您家庭的資訊。本表格也告訴您：





您擁有健康保險幾個月
您已經支付了多少月費
代表您的利益支付給您的健康計劃的保費援助金額（如果有的話）
參保您的健康計劃的人員

問：什麽是保費援助？
答: 保费援助也被称为“预支保费税收抵免(APTC)"或“财政援助"。
保费援助描述了政府对您的健康保险计划付款来降低您每月的保费开销。您的保费援助的数
额是根据您本年度允许获得的保费税收抵免的估值而定。这个估值是在您参与时决定的。保
费税收抵免是联邦税收抵免的一种，它使得健康保健的价格更能令人承受
您能利用以下的三种方式来运用您的保费援助：
1. 预支您所有的保费援助来降低您每月的支付金额；
2. 每月领取一部分的保费援助，其余的留到年底领取；或者
3. 等到年底您报税的时候再索取保费税收抵免.
如果您领取了所有或者一部分的预支保费援助（在您报税以前）,款项是直接付给您的健康
保险计划的.
记住:保费援助对您的联邦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数额有影响。如果能预先收到超过您应得的保
费援助，您也许需要在报税期退回一部分。反而言之,如果您没有获得全额的预付，您也许
可在报税时获取更多的保费援助。对比预付金额与实际税收抵免的过程叫做“对账"。为了
避免对账出现问题，及时向加州全保报告任何关于您的收入，地址，以及／或者家庭人员数
量是极其重要的。
問：您在申报联邦税的时候需要做些什么？
答: 当您在申报联邦税时，您或您的报税者会食用表格1095-A来填写 IRS表格8962.您將使用表
格8962来告诉IRS在2014年间您名下的健保计划收到的保费援助数额。使用这个表格，您將:
1. 计算根据您的保险覆盖范围，收入以及家庭大小而决定您允许索取的保费税收抵免的
总金额。
2. 对比以您名下预支给保费税收抵免的保费支援金额。
3. 通过保费税收抵免超过收到的保费支援的数额来决定金额大小，如果有超过的话，并
且，在您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申报其为净税收抵免。
4. 通过已收到的保费支援数额超过您的保费税收抵免的数额来决定金额大小，如果有超
过的话，并且在您的联邦个人所得税报告。您会需要支付一部分或所有超出的金额。
問：保費援助如何影響我的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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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如果您收到预付的保费支援或者您够格申请保费支援，您必须申报个人所得税。您不
可再继续使用简短表格，表格1040EZ。您将必须送交表格1040或者表格1040A。您还必须连
同您的个人所得税退税一起送交IRS表格8962。表格1095-A，将帮助您填写表格8962，但不
要求与您的报税单一起递交。
問：如果我的收入低於申請表中我填寫的金額，將會怎樣？
答: 如果您报税单上的家庭收入低于您在Covered California申请表上填写的收入，您可能不
会收到足够的保费援助。报税期间，您也许会以税收抵免来降低您欠税金额的形式收到额外
的保费援助。您甚至可能将会以退税的形式获取它。
問：如果我的收入高於申請表中我填寫的金額，將會怎樣？
答: 如果您报税单上的家庭收入高于您在Covered California申请表上填写的收入，那么您可能
获得了过多预支保费支援。在此情况下，您也许需要在报税时，退回一部分或者所有的保费支
援。
問：我擔心我也許必須返還一些我的保費援助金。我提前支取時如何可以降低保費援助金額？
答: 当您不再可以修改2014年收到保费援助数额时，您可以随时修改您目前获取的保费援助数额
。
問：我的1095-A表格上説我沒有收到任何保費援助。為什麼我沒有？
答: 您未能收到保費補助有以下四個原因：
1. 您不够資格申请保费支援因为您的家庭年收入过高。您的家庭年收入在联邦贫困
线的400%以上。为够資格申请保费支援，您的家庭收入必须在联邦贫困线的138%
以上，但不超过400%。在某些情况下，家庭收入在联邦贫困线100%以下也可能够
資格申请保费援助。个人所得在$16,000至$45,000以及4口人的家庭收入在
$32,000至$94,200可够資格申请保费援助。
2. 与其获取预付的保费援助,您决定等到年底报税时再申报保费税收抵免。
3. 您的表格说您没有获得任何预付的保费援助款项因为当您申请健康保险时，您并
没有要求申请保费援助。保费援助帮助降低每月健康保险的花费。如果您想现在
开始获取保费援助，您可以更新您的申请表来申请获得健康保险付款帮助。
4. 您該次不能達標是因為在您申請援助時,您所在地的健保費用當時是被認為可在
承擔的範圍內。健保費用是根據您的年齡和您的居住區域而定。保費補助是根據
您所在地區的“基準點”或“基本”計劃的成本以及您的應納稅收入能承擔的數
量而決定。如果您的居住區域的基本計劃費用低於您的應納稅家庭收入的可承擔
數量，那您的保費補助將會是＄0。所以，如果您的年齡在20多歲到30多歲早期
間,並居住在保險費用較低的地區，即使您的收入在聯邦貧困線的400%以下，那
您也未必會獲得保費補助。
例如，一位26歲居住在沙加缅度年薪$36,500的26歲人員需要支付每月家庭收入的
9.5%或者每月$289作為她的健康護理保費。但是，本地區基本健康護理保費每個月
僅$285。這樣她可以每月少支付$4用於她的健康護理保費。所以給此人的保費援助
金額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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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收到另外一份類似1095-A的表格。為什麼？
答: 您可能收到1095-B表格和/或1095-C表格。以下是原因：

注释：仅有表格1095-A由Covered California提供。在2015年报税时仅需表格1095-A。表格1095B以及表格1095-C仅需下一年提供。如果您收到表格1095-B或者1095-C，您可以将其保存在您的文
件夹内。
問：我從哪裡可以獲得報稅幫助？
答: 您可以咨询您的会计师。或者，您可以从IRS网站直接获取帮助。该网站向有需求的纳
税人提供“帮助以及资源”。IRS还有关于平价医疗法案的信息,www.irs.gov/aca.帮助
包括“本地纳税人维权”以及“低收入纳税人诊所.”
您或您的报税专家应该考虑电子申报税收。运用报税软件是申报完整及精准的报税最容
易的方法。 IRS 有多种电子报税方式包括免费的志愿者帮助, IRS免费报税，商业软件
以及专业的帮助。更多关于报税方式的信息可通过 www.irs.gov/Filing 了解 。
如果您需要更多服務，您可以登錄IRS網站：www.irs.gov/uac/Affordable-Care-ActTax-Provisions-Home。
您可以從當地志願者所得稅援助站（VITA）獲得免費報稅幫助，這是針對一般年收入為
$53,000或者更少人士、殘障人士、老年人和英語不流暢的納稅人。要尋求您所在地的
幫助，您可以致電：1-800-906-9887或者登錄：www.irs.treasury.gov/freetaxprep/
。
問：如果我不同意我的1095-A表格上的資訊，我該怎麽做？
答：如果您認為您的1095-A表格上有錯誤，請立即致電Covered California。Covered
California可以給您提供一份更正的1095-A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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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題嗎？
如果需要1095-A表格或者8962表格填寫方面的幫助：
Covered California 也许可以回答关于这份信以及表格1095-A信息的问题。Covered
California 不能提供税收建议。关于申报联邦税的信息，请浏览IRS网站
www.irs.gov/Filing.关于平价医疗法案的税收信息请浏览 www.irs.gov/aca.

有關本通知的問題：





浏览 CoveredCA.com 网站来了解更多细节信息.
請致電Covered California服務中心：1-800-300-1533。 TTY用戶請致電：1-888-8894500（1-888-TTY-4500）。
開放投保期間（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2月15日）將延長服務中心的辦公時間，週一
至週五早上8點至晚上8點，周六早上8點至晚上6點；
開放投保結束后，服務中心的辦公時間將恢復到週一至週五早上8點至晚上6點，周六早
上8點至下午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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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help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mportant: Can you read the attached form?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Form 1095-A is an important form. You will
need this form when you file federal taxes. You can call 1-800-300-1506 and ask to have this form read to you in
your language. For TTY call 1-888-889-4500.
Español (Spanish)
Importante: ¿Puede leer el formulario incluido? El formulario Servicio de Impuestos Internos (IRS) 1095-A
es un formulario importante. Usted necesitará este formulario cuando declare sus impuestos federales.
Usted puede llamar a Covered California al: 1-800-300-0213 y pedir que le lean este formulario en su
idioma. Si usa TTY, llame al 1-888-889-4500.
中文/繁體字 (Chinese)
重要：您可以閱讀所附表格嗎？國稅局(IRS) 表格1095-A 是一份重要表格 。您申報聯邦稅時需要這份表格。您可以
致電：1-800-300-1533 ，並且可以要求用您的語言為您讀此表格。TTY用戶請致電：1-888-889-4500。
Tiếng Việt (Vietnamese)
Quan trọng: Quý vị có thể đọc mẫu đơn đính kèm không? Mẫu đơn IRS 1095-A là một mẫu đơn quan trọng. Quý
vị sẽ cần mẫu đơn này khi lập hồ sơ kê khai thuế liên bang. Quý vị có thể gọi 1-(800)-652-9528 và đề nghị đọc mẫu
đơn này bằng ngôn ngữ của mình. Đối với người khiếm thính, vui lòng gọi 1-(888)-889-4500.
한국어(Korean)
중요 사항: 첨부된 서식을 읽을 수 있습니까? 국세청에서 (IRS) 1095-A는 중요한 서식입니다. 연방세를 신고하실
때 이 서식이 필요합니다. 1-(800)-738-9116으로 전화해서 이 서식을 한국어로 읽어달라고 요청하십시오. TTY
의 경우에는 1-(888)-889-4500 으로 전화하실 수 있습니다.
Tagalog
Importante: Nababasa mo ba ang kalakip na form? Importanteng form ang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Form
1095-A. Kakailanganin mo ang form na ito kapag nag-file ka ng buwis pederal. Maaari kang tumawag sa numerong
1-(800)-983-8816 at hingiin na ipabasa ang form na ito sa wika mo. Para sa TTY, tumawag sa numerong 1-(888)889-4500.

հայերեն (Armenian)
Կարևոր է: Դուք կարո՞ղ եք կարդալ կից ձևաթուղթը: Ներքին եկամուտների (IRS) 1095-A ձևը կարևոր ձևաթուղթ
է: Այդ ձևաթուղթը Ձեզ պետք կգա դաշնային հարկագիրը լրացնելիս: Կարող եք զանգահարել 1-(800)-996-1009 և
խնդրել, որ այդ ձևաթուղթը Ձեզ համար կարդան Ձեր լեզվով:. Եթե դուք ունեք խնդիրներ լսողության կամ
խոսելու, զանգահարեք TTY-1(888)-889-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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ភាសាខ្មែ រ (Khmer)
កំណត់សម្គាល់សំខាន់ៗ៖ ត ើអ្នកអាចអានសំណំបែែែទបែលបានភ្ជាែ់ជូនតនេះឬតទ? សំណំបែែែទតសវាប្របាក់ចំណូលផ្ទៃ កនុង
(IRS) 1095-A គឺជាសំណំបែែែទសំខាន់។ អ្ន កនឹងប្រ វូ ការសំណំបែែែទតនេះតៅតេលអ្ន កដាក់ែណតឹងេនធ សហេ័នធ។
អ្ន កអាចតៅទូ រស័េៃតលខ៖
1-(800)-906-8528 និងតសន ើឲ្យតគអានសំសំណំបែែែទតនេះ ជូ នអ្ន កស្ដាែ់ជាភ្ជស្ដរែស់អ្នក។ សប្រាែ់អ្នកានែញ្ហាស្ដតែ់ TTY
សូ មតៅទូ រស័េៃតលខ៖ 1-(888)-889-4500 ។
Русский (Russian)
Важ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Mожете ли вы прочитать прилагаемую форму? Форма 1095-A Федеральной
налоговой службы (IRS) -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форма. Вам нужна эта форма на заполнения федеральныx
налогов. Вы можете позвонить по номеру 1-(800)-778-7695 и попросить чтобы вам прочитали эту форму на
вашем родном языке. Eсли у вас трудности со слухом или речью, позвоните по номеру 1-(888)-889-4500.

Hmoob (Hmong)
Tseem Ceeb: Koj nyeem puas tau daim ntawv no? Daim ntawv Qhia (IRS) 1095-A yog ib daim ntawv tseem ceeb.
Koj yuav tau siv tsab ntawv no lub sij hawm koj them se. Koj hu tau rau 1-(800)-771-2156 thov daim ntawv no ua
koj hom lus. Siv rau cov neeg TTY hu rau 1-(800)-889-4500.

CalNOD62A

7

[This page left intentionally blank]

CalNOD62A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