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撤回⽇期__________           附件  Va F ____R _____D_____ 
                             

2020-2021 學校餐食／⽜奶免費及費⽤減免申請表 

請詳閱背⾯的說明，為您的孩⼦填寫申請學校餐點免費及費⽤減免申請表。⼀⼾⼈家只需填寫⼀份表格，請簽名並繳回
⾄下列地址：如需協助，請撥打516-364-5651。  額外的名字請列於另⼀張紙上。 

申請表填妥後，請繳回⾄：賽奧塞中央學區（SYOSSET CENTRAL SCHOOL DISTRICT）郵政信箱9029號（PO 
BOX 9029） SYOSSET, NY 11791  
    
1. 請列出您家中所有就學孩童的姓名：  

 
2.  補充營養援助計畫（SNAP）／貧困家庭臨時援助計畫（TANF）／印第安⼈保護區食品分配計畫（FDPIR）等福利： 
如果您家中成員已領取補充營養援助計畫、貧困家庭臨時援助計畫或印第安⼈保護區食品分配計畫等福利時，請在此列出他們的姓名及案件號碼，然
後直接跳到步驟四，並簽名。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列出家中全體成員的收入（如您在步驟⼆勾選「是」，請跳過此步驟） 

所有家⼾成員（包含您及有收入的孩童）。 
列出在步驟⼀中沒有列出的所有家⼾成員(包括您⾃⼰)，即使他們沒有收入。所列的每位家⼾成員，如果其確實有所得，只需以美元為單位(不包括美
分)列出各個所得來源之薪資總額。如果其未從任何來源得到收入，請填入「0」。如果您填入「0」或在任何欄⽬留⽩，您需提出沒有任何收入的證
明(承諾)。 

家⼾成員總數（孩童和成⼈）        

    *社會安全碼後四碼：  XXX-XX- __   __   __   __      

學⽣姓名 學校 年級／班級教師 寄養兒童  
無家可歸、
移⺠、 離家
出走

□ □

□ □

□ □

□ □

□ □

□ □

家⼾成員的名字
⼯作收入總額(稅前) 
總額／ 多常 

兒童撫養費、贍養費 
總額／ 多常 

養老⾦、退休⾦ 
總額／ 多常

其他收入、社會安全⾦  
總額／ 多常 無收入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我沒有社會安全

碼（SS#） □



*填寫步驟三時，⼀位家庭成員中的成年⼈必須提供其社會安全碼（Social Security Number）後四碼，或是勾選「我沒有社會安全碼」欄位，否則本
申請表將無法被審核。 

 
4.   簽名：⼀位家庭成員中的成年⼈必須要簽名，否則本申請表將無法審核。 
我證明(承諾)本申請表中的所有資料均屬實，且所有收入均已申報。我理解我所提供的這些資訊，將有助於學校獲得相關聯邦基⾦，且學校職員將會
核查這些資訊。如果我故意提供不實資訊，我的孩⼦可能會喪失相關餐食福利， ⽽且我可能將被依據適⽤的州和聯邦法律起訴。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期： 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件信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裡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族及種族相關資訊可選擇填寫；回答此部分將不會影響兒童獲得免費或費⽤減免餐食的資格。 

⺠族：  □⻄班牙裔或拉丁裔 □不是⻄班牙裔或拉丁裔 
種族(選擇⼀項或多項)： □美洲印第安⼈或阿拉斯加原住⺠ □亞洲⼈ □⿊⼈或非裔美國⼈ □夏威夷原住⺠或其他太平洋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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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Income Conversion (Only convert when multiple income frequencies are reported on application) 
Weekly X 52; Every Two Weeks (bi-weekly) X 26; Twice Per Month X 24; Monthly X 12 

         □ SNAP/TANF/Foster 
□ Income Household:  Total Household Income/How Oft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usehold Size: _________________ 
□ Free Meals                   □  Reduced Price Meals                 □  Denied/Paid               

DO NOT WRITE BELOW THIS LINE – FOR SCHOOL USE ONLY



申請表填寫說明 

請參考以下說明，為您的孩⼦填寫申請學校餐點免費及費⽤減免之申請表，⼀⼾⼈家限填寫⼀份表格，在簽名後繳回⾄
賽奧塞中央學區（SYOSSET CENTRAL SCHOOL DISTRICT）郵政信箱9029號（PO BOX 9029） SYOSSET, NY 11791。 
如果您家中有寄養兒童，請在同⼀份申請表上詳列，無需使⽤另⼀份申請表。如果您需要幫助，請致電學校：516-364-
5651。請確定您有提供所有資訊，如果資料有誤可能會導致您的孩⼦無法獲得福利或是申請表延遲獲得核准。 

步驟⼀   所有的家庭成員⼀定要包含學⽣相關資訊。⼀個家庭不要填寫超過⼀份申請表。 
(1) 請在⼀份申請表上⼯整列出所有孩童姓名，包含寄養的孩童 。  
(2) 列出他們的年級和學校。 
(3) 勾選以指明您家中是否有寄養孩童，或是您的孩⼦是否符合無家可歸、移⺠、離家出走的描述（學校職員將會證實
其是否符合資格） 

步驟⼆ 如果家庭成員領取補充營養援助計畫（SNAP）／貧困家庭臨時援助計畫（TANF）／印第安⼈保護區食品分配
計畫（FDPIR）等福利，請完成步驟⼆並在步驟四簽名。 
(1)  列出您家中任何成員⽬前的補充營養援助計畫、貧困家庭臨時援助計畫或印第安⼈保護區食品分配計畫案件號碼。
案件號碼列在您的福利通知單上。 

(2)  請跳過步驟三，⼀位家中的成年⼈務必要在步驟四簽名。已經列了補充營養援助計畫案件號碼、貧困家庭臨時援助
計畫或印第安⼈保護區食品分配計畫編號的家庭成員，請不要列他們的名字。  

步驟三3    所有其他的家庭成員需要完成此步驟及步驟四。 
(1) 請列出您家庭中所有成員，不管其有無收入。包含您⾃⼰、您申請本計畫的孩童、所有其他的孩⼦、您的配偶、祖
⽗⺟以及其他在您家中有⾎緣或無⾎緣的⼈。如果您需要更多欄位，請繕寫在另外⼀張紙上。 

(2) 請填寫⽬前每位家庭成員的稅前或扣除前的收入，並註明收入來源，例如⼯資、福利⾦、退休⾦及其他收入。如果
⽬前的收入較平常較多或較少，請填寫平常的收入總額。註明收到這些收入的間隔時間：每週、每兩週（雙週）、
每⽉兩次、每⽉。如果沒有收入，請在勾選該欄位。任何依據兒童照顧與發展固定撥款法（Chi ld Care and 
Development Block Grant）、貧困家庭臨時援助計畫及風險兒童照顧計畫（At Risk Child Care Programs）所核發之孩童照
顧、安排或是因孩童照顧⽽收到的款項、或因⽽產⽣的花費之核銷，不論⾦額⼤⼩，在本計畫中都不被視為收入。 

(3) 在上述欄位中填寫家庭成員的總數，應包含家中所有的成年⼈和孩童，且應與步驟⼀和步驟三所列資料相符。  
(4) 如果有填寫步驟三，則本申請表務必包含在步驟四簽名的成年⼈其社會安全碼後四碼。如果該為成年⼈沒有社會安
全碼，請勾選該欄位。如果您列出補充營養援助計畫、貧困家庭臨時援助計畫或印第安⼈保護區食品分配計畫的案
件號碼，則無需填寫社會安全碼。 

(5) ⼀位家庭成員中的成年⼈務必在申請表的步驟四簽名。          

其他福利：您的孩⼦或許也會符合其他福利項⽬，例如國家兒童健康保險計畫（Medicaid or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要確定您的孩⼦是否符合資格，專案⼈員將會需要您填寫在學校餐食免費或費⽤減免申請表上的相關資
料。在我們釋出任何的資料前，將需要您的書⾯同意書。請參閱附件「家長披露資訊通知與同意書」以查看有關其他福
利的詳情。 

資訊使⽤說明 
個⼈資料使⽤聲明：國家學校午餐法（Richard B. Russell National School Lunch Act）要求提供本申請表中的資料。您並非⼀
定得提供資料，但如果您不提供所有我們需要的資料，將無法批准您的孩⼦享受免費或費⽤減免的學校餐食。申請表
上，您必須填寫簽署本表之成⼈的社會安全碼後四碼。若您是替家中的寄養兒童申請，或您已填寫補充營養援助計畫
(SNAP)、貧困家庭臨時援助計畫(TANF) 或印第安⼈保護區食品分配計畫 (FDPIR) 的案件號碼，或其他您孩⼦的印第安⼈
保護區食品分配計畫⾝份證明，抑或當您標註簽署本申請表的成年⼈沒有社會安全碼時，則無需填寫社會安全碼的後四
碼。我們將使⽤您提供的資料以審核您孩⼦是否有資格享受免費或費⽤減免學校餐食，並管理和執⾏午餐和早餐計畫。 
我們可能會與教育、衛⽣和營養計畫部⾨共⽤您符合資格的資料，以協助他們評估、籌措款項或決定他們計畫的福利項
⽬；還有計畫審查的審核員和執法⼈員，以協助他們調查違反規定的情事。 

歧視投訴 
根據聯邦⺠權法及美國農業部(USDA) ⺠權法規與政策，美國農業部其分局、辦公室、員⼯及參與或管理美國農業部專案的機構，禁⽌基於種
族、膚⾊、國籍、性別、⾝⼼障礙、年紀、報復或是報復先前美國農業部資助或執⾏專案或活動之歧視。   
  
需要替代⽅案以獲得專案資訊的⾝⼼障礙⼈⼠（例如點字、放⼤字體、 錄⾳帶、美國⼿語等），應與他們申請福利的機構（州立或是地⽅）聯
繫。失聰、聽⼒障礙或是有⾔語障礙的個⼈，可以撥打(800) 877-8339，透過聯邦中繼服務（Federal Relay Service）與美國農業部聯絡。此外，我
們或許會有英語以外的語⾔提供專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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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提出有關歧視的專案投訴，請填寫美國農業部專案歧視投訴表(AD-3027) ，您可以在此連結下載該表格：http:/ /www.ascr.usda.gov/
complaint_filing_cust.html，以及在任何美國農業部的辦公室索取；或是寫信寄⾄美國農業部，在信中詳述所有資訊以索取表格；您也可以撥打 
(866) 632-9992索取投訴表格。並透過以下⽅式回傳您填寫的表格或是信件⾄美國農業部：  
  
(1) 郵寄：美國農業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權助理秘書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ivil Rights) 
                  14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50-9410；  
  
(2)  傳真：(202) 690-7442；或  
  
(3)  電⼦郵件：program.intake@usda.gov. 

  
本機構提供均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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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cio.usda.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2/Complain_combined_6_8_12.pdf
http://www.ascr.usda.gov/complaint_filing_cust.html
http://www.ascr.usda.gov/complaint_filing_cus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