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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路易公證服務中心聖路易服務中心
翻譯公證服務
★各種文件表格合約製作、填寫及翻譯
★法院、移民、醫院、商業口頭翻譯

國際學生
★協助中學生、大學生申請入學
★協助安排寄宿家庭及當地交通

短期參訪
★各種類型團體接待
★遊學、考察、短期進修
★安排食宿、交通、參觀

其它服務項目
★個人收入及公司報稅、成立公司
★工作傷害及車禍意外律師資詢
★房地產買賣、租賃、管理、餐館買賣
★專業顧問諮詢可上網
　www.bfconsulting.us
★國際學生可上網
　www.tyh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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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美國軍用噴氣式戰鬥機 2月 4日週六在南

卡羅來納州海岸擊落了一個疑似中國的間諜汽球

，一周前該汽球首次進入美國領空，並引發了一

場戲劇性的、公開的間諜事件，該事件惡化了美

中關係。

喬‧拜登總統表示，他已於週三下令擊落汽

球，但五角大樓建議等到可以在開闊水域上空擊

落，以保護平民免受數萬英尺 高空墜落地球的碎

片的傷害。

多架戰鬥機和加油機參與了這次任務，但只

有一架——來自維吉尼亞州蘭利空軍基地的一架

F-22 戰鬥機，在下午 2 點 39 分進行射擊。一名美

國軍方高級官員說發射了一枚 AIM-9X 超音速熱追

蹤空對空導彈。

中國強烈譴責美國對一艘飛艇的軍事打擊，

稱這艘飛艇是用於氣象和其它科學目的，並稱這

艘飛艇“完全是意外”誤入美國領空，但美國官

員斷然駁斥了這一說法。

中國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說：“中方已明確

要求美方本著冷靜、專業和克制的態度妥善處理

此事。” “美國堅持使用武力，顯然是反應過度

了。”

美國官員說，汽球在距離大西洋美國海岸約

6 海裡的地方被擊落，水域相對較淺，可能有助於

在未來幾天搜索中國監視設備的部件。

一名美國軍方官員表示，碎片場分佈在 7 英

里（11 公里）的海洋中，現場有多艘美國軍艦。

在美國政府下令停止進出南卡羅來納州三個

機場（威爾明頓、默特爾比奇和查爾斯頓）的航

班後不久，汽球被擊落，當時稱這是一項未公開

的“國家安全努力” ，航班於週六下午恢復。

雖然星期六的擊落結束了間諜傳奇的軍事層

面，但拜登可能會繼續面臨來自國會共和黨對手

的嚴密政治審查，他們認為他沒有足夠迅速地採

取行動。

一位高級政府官員表示，在擊落汽球後，美

國政府直接與中國就這一行動進行了交談。 這位

官員說，國務院還向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夥伴

通報了情況。

關於中國在汽球穿越美國期間可能收集了多

少資訊的問題仍然存在。

1月28日，汽球首次飛入美國領空，後來飄向

阿拉斯加州北部，30日來到加拿大西北領空，31

日又飄回美國，到愛達荷州北部。美國政府 2月 2

日披露了這顆汽球，一度

盤旋在蒙大拿州上空，該

地相當敏感，因為是美國

空軍第 341飛彈聯隊及其民

兵 III 洲際彈道飛彈的基地

。

拜登在週六強調，幾

天前，他下令儘快擊落汽

球，這可能是為了回應這

些批評。

一位美國官員說，華

盛頓稱汽球的出現是對美

國主權的“明顯侵犯”，並於週六將擊落事件通

知了北京。儘管如此，週六的官員們似乎淡化了

汽球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

美國高級國防官員說：“ 我們將在收集碎片

時瞭解更多，我們的評估是它不太可能提供比其

它（中國）情報能力（例如近地軌道衛星）更重

要的附加值 。”

五角大樓評估該汽球是中國間諜汽球艦隊的

一部分。 週五，它說另一個中國汽球正在拉丁美

洲上空飛行。這位美國官員說：“在過去幾年裡

，中國汽球曾在五大洲的國家上空被發現，包括

東亞、南亞和歐洲。”

疑似間諜汽球促使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推

遲對中國的訪問。

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11 月同意推遲

布林肯的行程，這對那些認為這是穩定兩國日益

緊張的關係的遲來機會的人來說是一個打擊。

中國渴望與美國建立穩定的關係，這樣它就

可以專注於自己的經濟，受到現在被放棄的COV-

ID 清零政策的打擊，並被外國投資者忽視，他們

認為國家干預市場的回歸讓他們感到震驚。

美軍戰機擊落疑似中國的間諜汽球

中國汽球在美國推測的漂浮軌跡（取自AccuWeather網站）

當大家在為提交 2022年稅表做準備時，可

能會遇到問題或需要額外資訊。 IRS.gov上提供

了可讓納稅人輕鬆獲得所需資訊的工具和資源

。納稅人可以標記以下連結或將其保存到電腦

或其它設備的我的最愛中。只需點擊一下即可

獲取資訊，說明納稅人自信面對報稅季。

(1) 讓我們說明您頁面。此頁面包含針對個

人納稅人和企業的廣泛主題的資訊和資源的連

結。

(2) 線上帳戶。國稅局線上帳戶讓納稅人可

以安全地訪問他們的個人稅務資訊，包括稅表

謄本、付款歷史、某些通知、上一年調整後總

收入 (AGI) 和授權書資訊。他們還可以登錄以

驗證他們的姓名和地址是否正確。納稅人如果

位址改變，應通知國稅局。同樣重要的是，納

稅人法定姓名變更，應通知社會安全局（英文

），以避免稅表延遲處理。

(3) 國稅局免費報稅。大多數納稅人可以在

IRS.gov/freefile使用國稅局免費報稅工具以電子

方式免費提交稅表。該專案只通過 IRS.gov提供

，免費提供品牌報稅套裝軟體。軟體可完成為

申報者查找扣除、抵免和豁免的所有工作。符

合條件的人可免費使用。國稅局免費報稅項目

中的一些套裝軟體還提供免費的州稅表準備。

那些能夠自己輕鬆報稅的人，無論收入多少，

可以使用免費報稅可填寫式表格（英文）來提

交稅表。

(4) 尋找稅務專業人士。 IRS.gov 上的“選

擇稅務專業人士”頁面提供了大量資訊，可說

明報稅人找

到專業的稅

務幫助。具

有證書和精

選資質的聯

邦稅表代報

稅 人 名 錄

（英文）可

以幫助納稅

人尋找當地

持有國稅局

認可的專業

證書的代報

稅人。

(5) 互動式稅務助手。互動式稅務助手工具

可以解答許多稅務問題。它可以確定某種類型

的收入是否應納稅，或者納稅人是否有資格申

請某些抵免或扣除。它還可以回答一般性問題

，例如納稅人是否需要報稅、報稅身份是什麼

，或者他們是否有資格申報被撫養人。

(6)我的退款在哪裡？納稅人可以使用這個

工具來查看他們的退稅狀態。國稅局收到電子

稅表後的 24小時內，通常就可線上查看當年的

退稅資訊。紙質稅表的狀態最多可能需要四個

星期才能查詢。該工具每 24 小時更新一次，通

常是在夜間，因此納稅人每天只需查看一次。

(7)免費稅務援助。免費報稅服務（VITA）

和老年人稅務輔導（TCE）專案為符合條件的

個人提供免費的基礎報稅服務。

納稅人應標記這些IRS.gov工具，為報稅季解壓

免費稅務援助

讓我們為您說明頁面
線上帳戶 國稅局免費報稅 尋找稅務專業人士

互動式稅務助手 我的退款在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