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夕法尼亚州流行病 电子福利转账 (P-EBT) ：
有关 此新福利 的问与答，用以帮助 那些
孩子 错过 学校餐食的家庭
2020 年 5 月 7 日更新
问题 1：什么 是流行病电子福利转账 (Pandemic-EBT)？
《家庭 第一 冠状病毒 应急法案》 授权通过了 一项 名为“流行病电子福利转账”的新 福利 ，以帮助
有资格获取 免费或 降价学校餐食的有孩子的家庭。 该福利 将 通过一张类似于借记卡的电子 福利 转
账 (EBT) 卡提供 。 该 福利 只能在 任何接受 SNAP（“食物券”） 的商店内用于食品消费。
问题 2： 哪些 家庭符合资格？
任何 有 有资格 获取 免费或 降价 餐食的学生之家庭将自动收到 P-EBT。
 学生就读于为l 所有学生提供 免费 餐食 的学校之家庭将符合资格， 无论 收入 如何。 （这
些学校 加入了社区资格条件 (Community Eligibility Provision) 或 CEP。）
 学生资格 无关 移民 身份。 接受或 使用此 福利 不会 影响 该学生 或任何 家庭成员的移民
身份或 任何 当前 或 未来的永久居留权 申请。

最近 由于 失业 或 工作时间 减少 导致收入损失的家庭仍可 申请 学校餐食然后接收 PEBT。 （请参见下一个 问题。）
问题 3： 如果孩子在学年内 不符合 免费或降价 学校 餐食 资格，但是我的收入发生了变更且
需要申请该怎么办 ？
您的 学校 会告知 您 如何 进行申请。 许多 学校会提供 简单的一页或 线上 学校餐食申请 。 您也可
以通过宾夕法尼亚州的线上申请系统在线申请 全国学校午餐计划 (National School Lunch Program)
和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SNAP) COMPASS, 。
以下是针对 2019-2020 学年降价餐食以及 P-EBT 的收入限制：

家庭人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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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多一位家庭成员，增加
金额为：

年收入
$23,107
$31,284
$39,461
$47,638
$55,815
$63,992
$72,169
$80,346
$8,177

月收入
$1,926
$2,607
$3,289
$3,970
$4,652
$5,333
$6,015
$6,696
$682

问与答情况说明书由大费城反饥饿与寻求公正联盟 (Greater Philadelphia Coalition Against Hunger and
Just Harvest) 制作。
有问题？ 请通过 kfisher@hungercoalition.org 联系 Kathy Fisher 或通过 anns@justharvest.org 联系 Ann
Sanders

问题 4：我将收到 多少 钱 ？
对于每个缺课日，家庭将就每个孩子每天获得 $ 5.70。
 如果您的孩子在学校停课期间接受免费或降价餐食，您将就每个孩子获得 $370.50。
 如果您的孩子在学校停课后被确定有资格获得免费或降价餐食，您将按照从确定儿童合格的
当月的第一天到学年底期间包含的工作日数获得按比例分配的金额。 例如：
o 如果在 4 月期间被确定符合资格，您将收到 $302.10，用以支付 4 月 1 日至 6 月 12
日期间的费用。
o 如果您在 5 月期间被确定符合资格，您将收到 $176.70，用以支付 5 月 1 日至 6 月 12
日期间的费用。
问题 5：我 将 如何 获得 EBT 卡？
如果 您已 接收 SNAP （食物券） 或临时资助贫困家庭方案（TANF 现金援助），您将就每一个有资
格获得免费或降价学校餐食的学生获得 P-EBT 金额，该笔金额将 存入到 您的 EBT 卡中
。如
果 您之前没有 EBT 卡， 您 将以邮寄的形式收到 带有使用说明的卡片。 所以， 您的 学校 有您的
当前地址是很重要的！
问题 6：我何时能获取我的 P-EBT？
宾夕法尼亚州的人类服务部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和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将在计划被批准（于 5 月 6 日进行）后大约 15 天内开始发放 P-EBT 福利。 福利将分阶段发放，已
经领取 SNAP（食物券）、医疗援助或 TANF 现金援助的家庭将首先获得 P-EBT 福利。 P-EBT 卡
将在第二阶段邮寄给已注册加入学校餐食的其他家庭，并在学年剩余时间内邮寄给有新加入学生的家
庭。
问题 7：如果 我在 学 年开始后搬家了怎么办？
将地址变更通知您的 学校 ， 因为 该地址 将被用于 接收邮寄的 EBT 卡。 如果您正在享受
DHS 福利，您应该通过拨打全州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1-877-395-8930 或费城市电话 (215) 560-7226
报告您的地址变更。（注：由于目前的危机，呼叫时间会比平时要长。 请保持耐心。)
问题 8： 这 是否会影响 我获取其他福利的 资格 ？
否，这并不会 。
问题 9：我的 孩子 就读于 一所所有学生都接受免费餐食的学校 ， 但是 我们 在 经济上 并不需
要 该 福利.
您仍将收到此福利并被允许为您的 家庭使用它。 现在的 经济 非常 动荡， 所以您可以保留该 EBT
卡，以防 从现在起几个月的 不时之需 。 任何 未使用过的 福利 将 在 6 个 月后收回。 不可将该福
利转交他人，因此您不能用此福利为别人买食物。 但是您可以用这张卡给您的孩子买食物，然后把
您在生活用品上省下的钱捐给慈善机构，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