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 IRS 表單1095-A 的翻譯，僅供資訊參考。此翻譯內容由 NY State of Health 提供。

第 I 部分  收件人資訊

1  交易市場識別碼 2  交易市場指定的保單號碼 3  保單核發者的名稱

4  收件人姓名 5  收件人的 SSN 6  收件人的出生日期

7  收件人配偶的姓名 8  收件人配偶的 SSN 9  收件人配偶的出生日期

10  保單開始日期 11  保單終止日期 12  街道地址 (包括公寓號碼)

13  城市或鄉鎮 14  州或省 15  國家和郵遞區號或海外郵遞區號

第 II 部分  保險家庭資訊

A. 承保人姓名 B. 承保人的 SSN C. 承保人 
出生日期

D. 承保人  
開始日期

E. 承保人終止日期

16

17

18

19

20

第 III 部分    家庭資訊

月份
A. 月保費金額 B. Second Lowest Cost Silver Plan (次

低保費銀級計畫，SLCSP) 的月保費金額
C. 保費抵減稅額每月預付款

21   1 月

22   2 月

23   3 月

24   4 月

25   5 月

26   6 月

27   7 月

28   8 月

29   9 月

30   10 月

31   11 月

32   12 月

33   年度總計

這是 IRS 表單1095-A 的翻譯，僅供資訊參考。此翻譯內容由 NY State of Health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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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指示
您或您的家庭成員透過健康保險交易市場投保，因此您會收到此
表單 1095-A。此表單 1095-A 提供填寫表單 8962，保費抵減稅

額 (PTC) 所需的資訊。如果您透過抵減稅額預付款來領取保費

補助 (無論您是否需要報稅)，或者如果您想要在報稅時申報保費
抵減稅額，則必須填寫表單 8962， 並隨申報單一並繳交。此外，

交易市場也向 IRS 呈報了此表單上的資訊。若您或您的家庭成員

在交易市場投保了多項符合資格條件的健康計畫保險，您會收到
每份保單各一份的表單 1095-A。請仔細核對此表單中的資訊。若

對於資訊正確性有任何疑問，請與交易市場聯絡。

第 I 部分. 收件人資訊，第 1-15 行。 第 I 部分註明的資訊與您本

人、核發您的保單的保險公司以及您所選擇的投保交易市場相
關。

第 1 行. 此行註明您透過交易市場投保時所在的州別。

第 2 行. 此行是交易市場指定的保單號碼，用於辨別您所投保的保

險。填寫表單 8962 的第 4 部分時，請將此號碼輸入到第 
30、31、32 或 33 行的方塊 a 中。

第 3 行. 這是核發您的保單的保險公司的名稱。

第 4 行. 由於您是交易市場在辦理投保業務時認定的納稅申報人，

只要符合資格，您就是給付年度的保費抵減稅額領取人，因此您
是此表單的收件人。

第 5 行. 這是您的社會安全號碼。為保障您的安全，此表單只會顯

示末四碼。不過，交易市場已將您的完整社會安全號碼呈報給 
IRS。

第 6 行. 若第 5 行未註明社會安全號碼，則會輸入出生日期。

第 7、8 和 9 行. 僅當您的保險有抵減稅額預付款時，才會輸入配

偶的相關資訊。若第 8 行空白，則會在第 9 行輸入出生日期。

第 10 和 11 行. 這是保單的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

第 12 到 15 行. 您的地址將在這幾行輸入。

第 II 部分. 保險家庭資訊，第 16–20 行。 第 II 部分註明保單中

每一位承保人的相關資訊。 

此資訊包括姓名、社會安全號碼、出生日期 (僅當 B 欄已輸入社

會安全號碼時)，以及每一位承保人的保險開始和結束日期。

若您在投保時向交易市場表明其中一或多位承保人並非您在納
稅申報單上申報的個人減免對象，並且已支付抵減稅額預付款，
則表單 1095-A 上呈報的資訊僅適用於您表明將列為納稅申報單

個人減免對象的承保人 (您本人、配偶以及眷屬)。例如，若您在
投保時向交易市場表明其中一位承保人是您的成年子女，且您不
會申報個人減免，則該名子女將會收到另一份表單 1095-A，也不

會列在您的表單 1095-A 中的第 II 部分。

IRS 也會透過第 II 部分的資訊掌握所列個人具健康保險承保人

身分且符合個人分攤責任條款的月份。

若同一份保單承保人超過 5 位，您會另外收到一或多份延續第 

II 部分的表單 1095-A。

第 III 部分. 家庭資訊，第 21 –33 行。 第 III 部分註明您的

保險相關資訊，您需在表單 8962 中填寫這些資訊，報稅時才能
領回抵減稅額預付款或領取保費抵減稅額。

A 欄. 此欄是您所投保之保單的月保費金額。

B 欄. 此欄是 Second Lowest Cost Silver Plan (SLCSP) 的月保

費金額，這個金額由交易市場決定，適用於符合承保人身分的家
庭成員。適用的 SLCSP 的保費將用於計算您的每月抵減稅額預

付款和您納稅時所申報的保費抵減稅額。如果未輸入任何資訊，
或需瞭解如何運用此欄中的資訊，請參閱表單 8962 第 2 部分

「申報保費抵減稅額」和「領回保費抵減稅額的預付款」。

C 欄. 此欄是代表您支付給保險公司的每月抵減稅額預付款金額，

用於支付您的全部或部分保費。如果未支付抵減稅額預付款，將
不會在此欄中輸入任何資訊。 

第 21–33 行. 交易市場會在 A、B 和 C 欄的第 21–32 行呈報每

月金額，並在第 33 行輸入總金額。使用此資訊填寫表單 8962 
的第 11 行或第 12–2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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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交易市場明細
這是 IRS 表單1095-A 的翻譯，僅供資訊參考。此翻譯內容由 NY State of Health 提供。
第 I 部分
 收件人資訊
第 II 部分
 保險家庭資訊
A. 承保人姓名
B. 承保人的 SSN
C. 承保人
出生日期
D. 承保人 
開始日期
E. 承保人終止日期
16
17
18
19
20
第 III 部分
    家庭資訊
月份
A. 月保費金額
B. Second Lowest Cost Silver Plan (次低保費銀級計畫，SLCSP) 的月保費金額
C. 保費抵減稅額每月預付款
21   1 月
22   2 月
23   3 月
24   4 月
25   5 月
26   6 月
27   7 月
28   8 月
29   9 月
30   10 月
31   11 月
32   12 月
33   年度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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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指示
您或您的家庭成員透過健康保險交易市場投保，因此您會收到此表單 1095-A。此表單 1095-A 提供填寫表單 8962，保費抵減稅額 (PTC) 所需的資訊。如果您透過抵減稅額預付款來領取保費補助 (無論您是否需要報稅)，或者如果您想要在報稅時申報保費抵減稅額，則必須填寫表單 8962， 並隨申報單一並繳交。此外，交易市場也向 IRS 呈報了此表單上的資訊。若您或您的家庭成員在交易市場投保了多項符合資格條件的健康計畫保險，您會收到每份保單各一份的表單 1095-A。請仔細核對此表單中的資訊。若對於資訊正確性有任何疑問，請與交易市場聯絡。
第 I 部分. 收件人資訊，第 1-15 行。 第 I 部分註明的資訊與您本人、核發您的保單的保險公司以及您所選擇的投保交易市場相關。
第 1 行. 此行註明您透過交易市場投保時所在的州別。
第 2 行. 此行是交易市場指定的保單號碼，用於辨別您所投保的保險。填寫表單 8962 的第 4 部分時，請將此號碼輸入到第 30、31、32 或 33 行的方塊 a 中。
第 3 行. 這是核發您的保單的保險公司的名稱。
第 4 行. 由於您是交易市場在辦理投保業務時認定的納稅申報人，只要符合資格，您就是給付年度的保費抵減稅額領取人，因此您是此表單的收件人。
第 5 行. 這是您的社會安全號碼。為保障您的安全，此表單只會顯示末四碼。不過，交易市場已將您的完整社會安全號碼呈報給 IRS。
第 6 行. 若第 5 行未註明社會安全號碼，則會輸入出生日期。
第 7、8 和 9 行. 僅當您的保險有抵減稅額預付款時，才會輸入配偶的相關資訊。若第 8 行空白，則會在第 9 行輸入出生日期。
第 10 和 11 行. 這是保單的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
第 12 到 15 行. 您的地址將在這幾行輸入。
第 II 部分. 保險家庭資訊，第 16–20 行。 第 II 部分註明保單中每一位承保人的相關資訊。 
此資訊包括姓名、社會安全號碼、出生日期 (僅當 B 欄已輸入社會安全號碼時)，以及每一位承保人的保險開始和結束日期。
若您在投保時向交易市場表明其中一或多位承保人並非您在納稅申報單上申報的個人減免對象，並且已支付抵減稅額預付款，則表單 1095-A 上呈報的資訊僅適用於您表明將列為納稅申報單個人減免對象的承保人 (您本人、配偶以及眷屬)。例如，若您在投保時向交易市場表明其中一位承保人是您的成年子女，且您不會申報個人減免，則該名子女將會收到另一份表單 1095-A，也不會列在您的表單 1095-A 中的第 II 部分。
IRS 也會透過第 II 部分的資訊掌握所列個人具健康保險承保人身分且符合個人分攤責任條款的月份。
若同一份保單承保人超過 5 位，您會另外收到一或多份延續第 II 部分的表單 1095-A。
第 III 部分. 家庭資訊，第 21 –33 行。 第 III 部分註明您的保險相關資訊，您需在表單 8962 中填寫這些資訊，報稅時才能領回抵減稅額預付款或領取保費抵減稅額。
A 欄. 此欄是您所投保之保單的月保費金額。
B 欄. 此欄是 Second Lowest Cost Silver Plan (SLCSP) 的月保費金額，這個金額由交易市場決定，適用於符合承保人身分的家庭成員。適用的 SLCSP 的保費將用於計算您的每月抵減稅額預付款和您納稅時所申報的保費抵減稅額。如果未輸入任何資訊，或需瞭解如何運用此欄中的資訊，請參閱表單 8962 第 2 部分「申報保費抵減稅額」和「領回保費抵減稅額的預付款」。
C 欄. 此欄是代表您支付給保險公司的每月抵減稅額預付款金額，用於支付您的全部或部分保費。如果未支付抵減稅額預付款，將不會在此欄中輸入任何資訊。 
第 21–33 行. 交易市場會在 A、B 和 C 欄的第 21–32 行呈報每月金額，並在第 33 行輸入總金額。使用此資訊填寫表單 8962 的第 11 行或第 12–23 行。
	f1_01: 
	f1_02: 
	f1_03: 
	f1_04: 
	f1_05: 
	f1_06: 
	f1_07: 
	f1_08: 
	f1_09: 
	f1_10: 
	f1_11: 
	f1_12: 
	f1_13: 
	f1_14: 
	f1_15: 
	f1_016_0_: 
	f1_017_0_: 
	f1_018_0_: 
	f1_019_0_: 
	f1_020_0_: 
	f1_021_0_: 
	f1_022_0_: 
	f1_023_0_: 
	f1_024_0_: 
	f1_025_0_: 
	f1_026_0_: 
	f1_027_0_: 
	f1_028_0_: 
	f1_029_0_: 
	f1_030_0_: 
	f1_031_0_: 
	f1_032_0_: 
	f1_033_0_: 
	f1_034_0_: 
	f1_035_0_: 
	f1_036_0_: 
	f1_037_0_: 
	f1_038_0_: 
	f1_039_0_: 
	f1_040_0_: 
	f1_046_0_: 
	f1_047_0_: 
	f1_048_0_: 
	f1_049_0_: 
	f1_050_0_: 
	f1_051_0_: 
	f1_052_0_: 
	f1_053_0_: 
	f1_054_0_: 
	f1_055_0_: 
	f1_056_0_: 
	f1_057_0_: 
	f1_058_0_: 
	f1_059_0_: 
	f1_060_0_: 
	f1_061_0_: 
	f1_062_0_: 
	f1_063_0_: 
	f1_064_0_: 
	f1_065_0_: 
	f1_066_0_: 
	f1_067_0_: 
	f1_068_0_: 
	f1_069_0_: 
	f1_070_0_: 
	f1_071_0_: 
	f1_072_0_: 
	f1_073_0_: 
	f1_074_0_: 
	f1_075_0_: 
	f1_076_0_: 
	f1_077_0_: 
	f1_078_0_: 
	f1_079_0_: 
	f1_080_0_: 
	f1_081_0_: 
	f1_082_0_: 
	f1_083_0_: 
	f1_084_0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