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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校疫情 EBT (P-EBT) 的 

常见问题与解答 (FAQ) 

适用于 2022-2023 学年（2023 年 4 月 4 日更新）   

问题 1：什么是 P-EBT？    

回答：P-EBT 的全称是疫情电子福利转账，它是联邦政府批准的一项临时食品福利，旨

在帮助受新冠疫情相关的学校停课和缺勤影响的家庭。  

 
问题 2：哪些人有资格获得 P-EBT 福利？     

回答：如果家庭中有根据国家学校午餐计划 (National School Lunch Program) 通常在学校

能够获得免费或减价餐的学生，这样的佛蒙特州家庭便可获得 P-EBT 福利（另请参见关

于本学年全体校餐的问题 3）。 如果满足以下两项条件，则可以获得某月的福利：  

• 学生在该月期间 因新冠疫情而请假，并且   

• 学生所在学校已“符合” P-EBT 条件。 请参阅州计划，了解学校如何才能符合 P-EBT 条

件：https://dcf.vermont.gov/esd/P-EBT。  

 

问题 3：对于佛蒙特州的全体校餐会怎样？  这是否会影响 P-EBT 资格？   

回答：佛蒙特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律，即 151 号法案 (2022)，该法案为佛蒙特州所

有公立学校和一些私立学校的全体校餐提供州资金。  这意味着，佛蒙特州的每所公立学

校和一些私立学校都在参加国家学校午餐计划，并在 2022-2023 学年开展 CEP 或 Provision 

2。  在学校满足条件（参见上文问题 2）后，这些学校中因为新冠疫情相关原因而缺课的

所有学生都将获得其缺课天数的 P-EBT 福利。  在参加国家学校午餐计划并向家庭收取学

校餐费的私立学校，只有符合免费或减价校餐条件的学生才能获得该项福利。   

 

问题 4：哪些缺勤可以算作新冠疫情相关的缺勤？     

回答：新冠疫情相关的缺勤是指在当月因以下任何原因的请假：  

• 新冠病毒阳性确诊，或疑似新冠病毒感染；  

• 确认与新冠病毒感染确诊患者有过密切接触；  

• 出现需要隔离和/或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新冠病毒感染症状；或者  

• 由于新冠疫情相关原因（包括阳性确诊病例、因新冠疫情而导致的员工短缺、需要

进行接触者追踪等）而导致班级、年级或学校意外停课，或过渡到远程教学。  

https://dcf.vermont.gov/esd/P-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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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了解新冠疫情相关缺勤方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education.vermont.gov/documents/definition-of-covid19-related-absences-for-

purposes-of-issuing-pebt-benefits  

 

问题 5：我们学校曾因下雪天或者水管爆裂或供暖系统损坏而关闭。  这种情况是

否可以让学生获得相应停课天数的 P-EBT？    

回答：不可以。只有因新冠疫情相关原因而关闭学校才算。    

 

问题 6：我如何能知道我的家庭是否符合资格？    

回答：您的孩子所在学校将会根据佛蒙特州提供的标准，确定您的学生是否符合资格

。 学校可能会联系您，以确保他们的存档信息正确无误。 请务必回复他们的联系请求

。 如果您符合资格，您将会收到一封来自儿童和家庭部 (Department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DCF) 的信函，其中会说明您将如何以及何时领取该项福利。  

 

请注意，由于本次联邦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已结束，学生将不会获得 5 月 11 日后发生的

新冠疫情相关缺勤的福利。   

 
问题 7：我在上一个学年 (2021-22) 曾收到了一张 P-EBT 卡，但是现在找不到了

。 这是否会有麻烦？    

回答：DCF 可以给您寄送一张替换卡。  具体说明将包含在于 2023 年 4 月发出的关于该

项福利的通知函中。  如果您收到一张新卡，请保管好该卡。  由于本学年将有不止一轮

的转账，其他福利可能会添加到该卡上。  

 
问题 8：今年是否提供夏季 P-EBT 福利？   

回答：夏季 P-EBT 福利是学生 P-EBT 福利在夏天的延伸。  即使本次联邦公共卫生紧急

情况于 5 月 11 日结束，授权向到校上学的孩子支付 P-EBT 福利的法律仍允许于今年夏

天支付夏季 P-EBT 福利。  

  

问题 9：哪些人有资格获得夏季 P-EBT 福利？   

回答：在 2022-2023 学年符合 P-EBT 福利资格，并且截至 5 月在佛蒙特州的一所学校就

读的学生所在的佛蒙特州家庭均有资格。  符合资格的学生是指有资格获得免费或减价

餐，或就读于通过 Provision 2 或 CEP 提供免费早餐和午餐的学校的学生。  在家学习的

学生和就读于未参加联邦学校供餐计划的学校的学生没有资格获得夏季 P-EBT 福利。 

  
 

 

 

https://education.vermont.gov/documents/definition-of-covid19-related-absences-for-purposes-of-issuing-pebt-benefits
https://education.vermont.gov/documents/definition-of-covid19-related-absences-for-purposes-of-issuing-pebt-benefits


3 
 

问题 10：福利将于什么时候发放？    

回答：针对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1 月的首轮福利将于 2023 年 4 月发放。  针对 2023 

年 2 月至  2023 年 5 月 11 日的福利计划于 2023 年 8 月发放。  夏季福利将与 2 月至 5 月 

11 日的福利一并于 2023 年 8 月发放。 

 

问题 11：P-EBT 福利是多少钱？  

回答：P-EBT 福利针对学生因新冠疫情而请假的情况，每请假一天 $8.18。  夏季福利为

每个合格孩子 $120。  这是一次性的统一福利金额。

问题 12：无论家中有多少孩子，P-EBT 福利都一样吗？    

回答：每个学生每月的福利金额是根据其每月新冠疫情相关请假天数单独确定的

。  根据家庭中每个孩子有资格获得 P-EBT 的天数，家庭会领取不同的福利金额

。  每个孩子的夏季福利都是相同的，即一次性统一福利金 $120。    

 
问题 13：我孩子的监护权分归为两个家庭。  谁能领取该项福利？     

回答：该项福利将发放给被学生所在学校列为“户主”的成年人。  该人可能是为学生提

交免费或减价校餐申请的成年人，或者是在学校系统中被列为主要联系人的成年人

。  学校会在 1 月份联系相关家庭，以确认谁应该被列为“户主”。  如果需要更新“户主

”，请与学校联系。    

 
问题 14：我可以用这项福利购买什么？  

回答：请在以下 USDA 网站上查看您可以用 P-EBT 福利购买的食品 ：

https://www.fns.usda.gov/snap/eligible-food-items。 

 
问题 15：我在哪些地方可以使用我的 P-EBT 卡？    

回答：您可以在任何接受 3SquaresVT 的地方使用该卡购买符合要求的食品。 这些地方

包括佛蒙特州内的食品杂货店、超市、便利店和一些农贸市场。  如需了解更多相关信

息，则请访问 DCF 网站 https://dcf.vermont.gov/benefits/ebt。     

 

问题 16：我没有孩子上学。  我是否可以获得这项福利？    

回答：这项福利仅适用于以下家庭：他们的孩子通过国家学校午餐计划通常在学校获得

免费或减价餐，但现在由于新冠疫情相关缺勤而需要在家中就餐，此外，这项福利还适

用于满足问题 16 所列要求的在家学习的学生。    

 
 

 

 

https://www.fns.usda.gov/snap/eligible-food-items
https://www.fns.usda.gov/snap/eligible-food-items
https://dcf.vermont.gov/benefits/ebt
https://dcf.vermont.gov/benefits/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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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7：这项福利是否只适用于公立学校的孩子？   

回答：不是。 一些私立学校参加了国家学校午餐计划，这些学校的孩子可能有资格获

得这项福利。  然而，许多私立学校没有参加国家学校午餐计划，因此他们的学生没有

资格获得这项福利。 

 

问题 18：我的孩子今年在上家庭学校。  我们是否有资格获得该项福利？    

回答：根据联邦政府的新指南，您可能符合本学年 P-EBT 福利的条件。  以下在家学习

的学生今年可能有资格获得 P-EBT 福利： 

• 学生通过教育厅 (Agency of Education, AOE) 注册 2022-2023 学年在家学习。  

• 2020 年 1 月 27 日之后的某个时间注册在家学习的学生（2020 年 1 月 27 日之前

注册在家学习的学生不符合资格） 

• 如果学生由于是自 2020 年 1 月起来到佛蒙特州的新学生，或者在本学年上学前

班 (kindergarten)、一年级或二年级，因此之前没有在佛蒙特州学校到校上学，那

么家长/监护人要填写一份证明，以说明鉴于新冠疫情相关担忧他们的孩子本学

年在上家庭学校。   

 
问题 19：通过教育厅 (AOE) 注册在家学习的家庭是否需要申请 P-EBT 福利才能在

本学年获得该项福利？   

回答：不需要。 AOE 和 DCF 将使用存档的在家学习注册信息来发放在家学习 P-EBT 福

利。  由于佛蒙特州所有公立学校均通过 Provision 2 和 CEP 提供免费校餐，因此所有

满足问题 18 所列要求的在家学习学生均能够获得该项福利，无需证明他们有资格获

得免费或减价校餐。  如果在 AOE 存档的注册或联系信息方面存在任何问题，AOE 会

联系这些在家学习学生的家庭，也会为那些有需要的家庭出具相关证明，以确认鉴于

新冠疫情相关担忧他们的孩子今年在上家庭学校。 

 
问题 20：在家学习 P-EBT 福利是多少钱？  

回答：对于学生通过 AOE 注册在家学习的去年 9 月至今年 4 月期间，在家学习的该项福

利是每月 $143.15。  5 月份的福利金为 $58.56，这是因本次联邦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结束

而按比例分配的。  6 月份不提供福利。  也不提供夏季福利。  授权向有学生在家学习的

家庭支付 P-EBT 福利的联邦法律不允许在本次联邦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结束后支付任何 P-

EBT 福利款。

 
问题 21：在家学习 P-EBT 福利将于什么时候发放？    

回答：在家学习的该项福利将于 2023 年 5 月一次性发放，并将包括从去年 9 月至今

年 5 月 11 日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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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2：在学校停课或我的孩子缺勤时，我们会去领取打包校餐，或者学校将校

餐送到家里。  如果我获得 P-EBT 福利，我是否必须停止以上述方式获取校餐？ 

上述做法是否会让我们失去获得该项福利的资格？    

回答：不必停止，也不会影响您的资格。 学生在远程学习日领取校餐仍有资格获得 

P-EBT 福利。  您仍然可以获取这些校餐，并仍有资格获得这项福利。    

 
问题 23：我还有其他孩子，他们没有上学，也没有在家学习。  他们是否有资格

获得该项福利？    

回答：没有。 该项福利仅向以下孩子提供：就读于通常参加国家学校午餐计划学校的

孩子，或者通过 AOE 注册在家学习且满足问题 16 所列标准的合格学生。   

 
问题 24：我的孩子就读于一所参加了国家学校午餐计划的私立学校。  我的孩子

之前不符合免费或减价校餐的条件，但现在我们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是否能获

得 P-EBT 福利？    

回答：如果您的财务状况发生了变化，我们鼓励您申请：  

• 3SquaresVT - 如果您获得一项月度福利，则您的孩子符合免费校餐的条件，并且可能

获得 P-EBT 福利。 如需了解如何申请 3SquaresVT，则请访问 DCF 网站：

https://dcf.vermont.gov/benefits/3SquaresVT。 

• 免费或减价校餐  – 从您孩子所在学校或以下教育厅网站上进行申请：

https://education.vermont.gov/。 如果提交给学校的申请获得批准，这可能会使您的家

庭有资格自 2022 年 9 月开始获得这些福利。 

 
问题 25：如果我不想要这项福利应该怎么办？    

回答：参加这项福利是自愿的。 如果您选择不参加，则：  

• 不要使用您的 3SquaresVT EBT 卡上发放的额外福利金额。或者    

• 采用以下方式处置特别发行给您的 P-EBT 卡：剪断卡上的磁条，并以安全的方式丢弃

该卡。 您不得将自己的卡交给他人。      

 
问题 26：如果 P-EBT 福利款没有被花掉，它们会过期吗？  

回答：会过期。 如果 P-EBT 福利卡在 274 天内未使用，则该项福利会过期。   

 
问题 27：我还有更多问题。  我可以在哪里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回答：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dcf.vermont.gov/esd/P-EBT ，或者致电 1-

800-479-6151，选择选项 7。 如果您对您的学生是否有资格获得免费和减价校餐方面有

任何特别的顾虑，或者想要更改用于发放该项福利卡的户主或邮寄地址，则请联系您

的学生所在学校。  

https://dcf.vermont.gov/benefits/3SquaresVT
https://education.vermont.gov/student-support/nutrition/school-meals-information-for-families-and-caregivers/apply-for-free-and-reduced-lunch
https://education.vermont.gov/
https://dcf.vermont.gov/esd/P-EBT
https://dcf.vermont.gov/esd/covid19/P-EB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