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納
稅申報
表把錢
拿回來

當您申請聯邦“收入所得稅抵免”、“
兒童稅收抵免”或“兒童和受撫養人護
理抵免”時，您可能有資格獲得數千美
元的退稅。 如果您今年有資格獲得一項
或多項稅收抵免，您可以獲得比以往更
多的錢。
如何獲得稅收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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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是否符合 資格
看
 TaxOutreach.org/TaxCredits. 網站上 瞭
在
解您可能收到多少錢

2
3

尋找“免費”稅務幫助

 網 GetYourRefund.org 查詢或 撥打
上
800-906-9887，即使您通常不報稅。

報稅

在 4 月 18 日之前， 得到免費報稅 。

報稅赴約時，需要帶些什麼：
❏ 附有照片的有效身份證（ID）
❏ 納稅申報表上，每個人的社會安全卡、社會安全號碼
驗證信或 稅號（ITIN）
❏ W-2 或 1099 表格
❏ 1095-A表格
❏ 托兒付費收據（如果要申請兒童和受撫養人稅收抵免）
❏ 任何 國稅局（IRS）的 通知，包括 國稅局的《6419號
信函》（IRS Letter 6419）、預付兒童稅收抵免付款

如需更多資訊，請 查詢
TaxOutreach.org/TaxCredits 或 撥
打美國國稅局1-800-829-1040。
ZH

“所得稅抵免”（EITC）、“兒童稅收抵免”（CTC） 和“兒童和家屬護
理稅收抵免” (CDCTC) 的資格明細：

我有資格
嗎？
有史以來第一次，比以往
有更多的人有資格獲得聯
邦稅收抵免，並且可以在
報稅時拿錢回來。
“所得稅抵免”（EITC）：
即使您過去沒有領過”所
得稅抵免”(EITC) 如果您在
2021 年工作，您可能有資
格獲得
“兒童稅收抵免”（CTC）：
2021 年，幾乎每個有孩子
的家庭都有資格 領到“兒童
稅收抵免”（CTC）。 即使
您已退休、殘疾或過去不符
合條件，您也可以獲得此稅
收抵免。 即使您在 2021 年
預 領了“兒童稅收抵免”
（CTC），也要報稅 ，以便
獲得全額抵免。
“兒童和家庭護理稅收抵免”
(CDCTC)： 數百萬支付兒童
和成人護理費用的家庭有資
格獲得“兒童和家屬護理稅
收抵免” (CDCTC)。
公共利益： 申請這些稅
收抵免不會改變您獲得
SNAP（食品券）、SSI
（社安金）、醫療補助
（Medicaid）、現金援助或公
共住房等聯邦福利的資格 。
如果您保存退稅，那麼在收到
退稅後的 12 個月內，將不計
入聯邦資助的福利計畫資源/
資產限制。

如果您沒有孩子 如果您符合以下條件，
您就可以有資格獲得“所得稅抵免”
（EITC）：
年齡:
您 年滿 19 歲和19歲以上。 如果您在
2021 年曾經是學生超過 5 個月並且 在 19
到 23 歲之間， 就不能申請該稅收抵免。
2021年收入：
您的收入低於 21,430 美元（如果已婚，
則為 27,380 美元），您可以獲得最高達
1,502 美元的“所得稅抵免”（EITC）。

如果您不是美國公民 如果滿足以下條件，您就有資
格獲得這三種稅收抵免中的任何一種：
 “所得稅抵免”（EITC）： 您、您的配偶和您
申報的孩子都擁有有效社會安全號碼 (SSN)。
 “兒童稅收抵免”（CTC）： 您申報的任何孩
子都有社會安全號碼 (SSN)，即使您自己沒有社
會安全號碼。
 “兒童和家庭護理稅收抵免” (CDCTC)： 即
使您自己沒有 SSN，您所申報的任何孩子都有
SSN就可以。Dup with 46

如果您有孩子 ，如果滿足以下條件，您就有資格獲得三項稅收抵免中的任何一項：
居住情況：
2021 年，您的孩子與您一起生活超過半年 。
年齡 - 兒童必須是：
 “所得稅抵免”（EITC）： 在2021 年 12 月 31 日 ，為 18 歲或以下 （ 24 歲
以下的全職學生，和任何年齡具永久性的和完全殘疾的兒童 ）。
 “兒童稅收抵免”（CTC）： 在2021 年 12 月 31 日 ， 是 17 歲或以下。
 “兒童和家庭護理稅收抵免” (CDCTC)： 在2021 年 12 月 31 日 ，是 13 歲或
以下，或無法照顧自己的受撫養人。
2021年收入：
 對於聯邦“兒童稅收抵免”（CTC）， 沒有最低收入要求 得到該稅收抵免。 對5
歲及以下兒童， 領到高達 3,600 美元，對6-17 歲兒童， 領到高達 3,000 美元。
 對於聯邦“所得稅抵免”（EITC）， 您的收入必須低於以下限制：

兒童人數

單身工作者，收入
低於：

已婚工作者，收入低於：

“所得稅
抵免”
（EITC）
高達：

1 個孩子

42,158 美元

48,108 美元

3,618 美元

2 個孩子

47,915 美元

53,865 美元

5,980 美元

3個或更多孩子

51,464 美元

57,414 美元

6,728 美元

 對於聯邦兒童和家庭護理稅收抵免” (CDCTC)， 您可以拿回的金額，取決於接
受護理的兒童數量、您的家庭收入以及用於護理的金額。 您可以拿回的金額，
取決於接受護理的兒童數量、您的家庭收入以及用於護理的金額。
兒童人數

1 個孩子

2 個孩子

2021年護理費用
金額

高達 8,000 美元

高達 16,000 美元

收入

最多稅收
抵免

0 -125,000美元

4,000 美元

125,000 -183,000美元

變化

183,000 -400,000 美元

1,600 美元

0 -125,000美元

8.000 美元

125,000 -183,000美元

變化

183,000 -400,000 美元

3,2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