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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学校疫情 EBT (P-EBT)  
-以及- 

学龄儿童夏季 P-EBT（**新！）的常见问题及解答 

2021-2022 学年 (2022 年 8 月 5 日)  

问题 1：何为 P-EBT？  

答：这是联邦政府批准的㇐项临时食品津贴，旨在帮助那些因 COVID-19 而受学校停课

和缺勤影响的家庭。 

 
问题 2：谁有资格获得 P-EBT 津贴？ 

答：根据美国国家学校午餐计划，家中有学生的佛蒙特州家庭通常会获得校餐餐费减免

福利。以下情况下，可以获得㇐个月的福利： 

 学生在当月内因 COVID 相关原因至少缺勤一次，以及  

 学生就读学校“已获取”P-EBT 资格。参见州计划，了解学校如何获得 P-EBT 资格，网

址是：https://dcf.vermont.gov/esd/covid19/P-EBT。  

 

问题 3：什么是因 COVID 相关原因的缺勤？ 

答：因 COVID 相关原因的缺勤指因以下任一理由在当月内缺勤：  

 COVID 阳性或推定为 COVID 疾病；  

 确认与 COVID 阳性者密切接触过；  

 出现需要隔离和/或进行 COVID 检测的 COVID 症状，或  

 与 COVID 相关的原因，包括阳性病例、因 COVID 导致的人员短缺、需要进行接触者

追踪等情况导致的非预期的教室、年级或学校停课，或过渡到远程学习。  

 

问题 4：我们的学校曾因下雪天或因水管爆裂而停课。学生是否具有当月 P-EBT 

资格？ 



2 
 

答：不能，只有因 COVID 相关原因的停课才符合要求。 

 

问题 5：如何确定我的家庭是否符合资格？ 

答：您的孩子所在学校将根据佛蒙特州政府所提供的标准决定孩子是否符合资格。学

校可能会与您联系，以确保其持有正确资料档案。请对他们的要求作出回应。 如符合

资格，儿童与家庭事务部 (DCF) 会向您寄送一封信件，阐述您获取津贴的方式和时

间。 

 
问题 6：我在上一学年（2020-21 年）收到过㇐张 P-EBT 卡，但现在已经没有

了。 这会有问题吗？  

答：DCF 会寄给你㇐张替换卡。在 4 月和 8 月发出的津贴通知信中会加以说明。如收到

新卡，敬请保留。由于本学年会发放多轮款项，因此，可能会添加额外的津贴。  

 

问题 7：将在何时发放津贴？ 

答：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1 月的第一轮津贴于 2022 年 4 月下旬发放。2022 年 2 月至 

2022 年 6 月的津贴于 8 月发放。 

 

问题 8：P-EBT 津贴的金额有多少？ 

答：每月津贴金额将按照因 COVID 相关原因缺勤的平均缺勤时长计算：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1 月是每月 39.90 美元 

 2022 年 2 月至 2022 年 6 月是每月 48.78 美元  

 
问题 9：无论家中有多少名孩子，P-EBT 的津贴都是㇐样的吗？ 

答：每名具备资格的学生每月的津贴金额都是㇐样的。每户家庭将根据家庭中每个

孩子具备 P-EBT 资格的月数获得不同的津贴。 

 
问题 10：我的孩子的监护权由两个家庭分担。谁能获得津贴？ 

答：这项津贴将发给被学生所在学校列为“户主”的成年人。这可能是为学生提交餐费

减免申请的成年人，也可能是学校系统中列为主要联系人的成年人。学校已在 2 月份



3 
 

联系了您的家庭，对谁应该被列为“户主”进行了确认。如需更新“户主”，请与学校联

系。 

 
问题 11：我可以用这项津贴购买什么？ 

答：参见 USDA 网址中列出的可使用 P-EBT 津贴购买的食品清单：
https://www.fns.usda.gov/snap/eligible-food-items。 

 
问题 12：可以在何处使用我的 P-EBT 卡？ 

答：您可以用它在任何接受 3SquaresVT 的地点购买符合条件的食物。这包括佛蒙特州

的杂货店、超市、便利店和诸多农贸市场。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DCF 网址：

https://dcf.vermont.gov/benefits/ebt。  

 

问题 13：我没有孩子在上学。我是否能获得这项津贴？ 

答：不能。这项津贴仅适用于通过美国国家学校午餐计划让孩子在学校获得餐费减免、

但因 COVID 相关原因缺勤或停课或停学而需要其在家中领取这些餐食的那些家庭。 

 

问题 14：这只针对公立学校的孩子吗？   

答：不是。某些独立学校加入了美国国家学校午餐计划，这些学校的孩子可能会有资

格获得这项津贴。然而，很多独立学校并没有加入美国国家学校午餐计划，那么他们

的学生则没有资格获得这项津贴。 

 

问题 15：使用《社区资格条款》(CEP)/Provision 2 向所有学生提供免费早餐和午

餐的学校情况如何？ 

答：在“已获取”P-EBT 资格的学校就读的所有学生均可获得因 COVID 相关原因缺勤或因 

COVID 相关原因停学或停课的月份的 P-EBT 津贴。 

 

问题 16：我的孩子所在学校的每个学生通常均通过 Provision 2 获得免费早餐。  

每个学生都能获得 P-EBT 津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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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不能。这项津贴只适用于通常通过 Provision 2 或 CEP 免费提供早餐和午餐的学校

的学生。如果您的孩子所在学校通常只通过 Provision 2 提供免费早餐，那么，是否符合 

P-EBT 资格将取决于每个学生所享有午餐餐费减免的资格。 

 

问题 17：我们学校今年向所有孩子提供免费餐食。这是否意味着所有学生都能获

得津贴？ 

答：不是。如果您孩子的所在学校通常不通过 CEP 或 Provision 2 提供“惠及全体学生的

餐食”，那么资格将视学生个人是否有资格获得学校餐食的餐费减免而定。今年，学校

可能会利用美国农业部的豁免计划为所有孩子提供免费餐食，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的所

有学生都有资格获得 P-EBT。 

 

问题 18：我的孩子今年在家自学。我们有资格获得这项津贴吗？ 

答：没有。P-EBT 津贴只适用于在通常加入了美国国家学校午餐计划的学校就读的学

生。在家上学的学生仍然可以从餐食派发点领取餐食。请拨打 2-1-1 请访问美国农业部

的餐食查找器，找到离您最近的餐食派发点：https://www.fns.usda.gov/meals4kids。 

 
问题 19：学校停课或我的孩子缺勤时，我们会去买外卖或学校把餐食送回家。如

果我获得了 P-EBT 津贴，我是否必须停止这样做？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会丧失获得

津贴的资格？ 

答： 不是。接受远程学习日餐食的学生仍有资格获得 P-EBT 津贴。您仍然可以领取这

些餐食，并有资格获得这项津贴。 

 
问题 20：我还有其他没有入学的孩子。他们是否有资格获得这项津贴？ 

答：没有。这项津贴仅适用于在通常加入美国国家学校午餐计划的学校就读的孩子。 

 
问题 21：我的孩子一开始没有资格获得餐费减免，但现在我们的境况发生了变

化。我可以获得 P-EBT 吗？ 

答：如果您的财务状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建议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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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SquaresVT - 如果您按月领取津贴，您的孩子就有资格在学校获得免费餐食，而且您

可能会获得 P-EBT 津贴。请参见以下网址，了解在 DCF 网站申请的方式：
https://dcf.vermont.gov/benefits/3SquaresVT。 

 有关餐费减免事宜 – 从您的孩子所在学校或教育局网站获取申请表：

https://education.vermont.gov/。提交给孩子所在学校的申请如获得批准，您的家庭可

能有资格获得追溯至 2021 年 9 月的津贴。 

 
问题 22：如果我不想获得这项津贴呢？ 

答：参与属于自愿行为。如果您选择不参与，您可以： 

 不使用您 3S quaresVT EBT 卡上发放的额外津贴。或者  

 切断卡片磁条，并以安全的方式丢弃您的 P-EBT 专用卡。您不得将卡片交予他人使

用。 

 
问题 23：如果未使用 P-EBT 津贴，是否会过期？  

答：是的。如果在 274 天内未使用该卡，则 P-EBT 津贴将过期。 

 
问题 24：我还有其他问题。我在何处可以了解更多信息？ 

答：请访问 https://dcf.vermont.gov/esd/covid19/P-EBT 或致电 1-800-479-6151，以了解

更多信息。如果您对自己孩子是否有资格获得餐费减免有具体顾虑，或者您想更改户

主或发放卡片的邮寄地址，请与孩子所在学校联系。 

 

************** 夏季 P-EBT************** 
 

 

问题 25：何为夏季 P-EBT？ 

答：这是对学龄儿童的 P-EBT 津贴在整个夏季的延伸。 

  
问题 26：谁有资格获取夏季 P-EBT 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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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学生在 2021-2022 学年期间符合条件，并于 6 月在佛蒙特州学校入学的佛蒙特州

家庭。符合条件的学生是指有资格获取餐费减免的学生，或就读于通过 Provision 2 或 

CEP 提供免费早餐和午餐学校的学生。 

  
问题 27：如何确定我的家庭是否符合资格？ 

答：您的孩子所在学校将根据州政府所提供的标准来决定孩子是否符合资格。学校可

能会与您联系，以确保其持有正确资料档案。请对他们的要求作出回应。如果符合资

格，您将收到㇐封来自 DCF 的信，信中说明如何以及何时获得这项津贴。 

  
问题 28：如果我们符合资格，将如何获得这些津贴？ 

答：如果您当前在 EBT 卡上收取 3SquaresVT，则您将在该卡上获得 P-EBT 津贴。如果您

已收到 P-EBT 卡，则您的 P-EBT 津贴将发放至该卡。如果没有，您将收到㇐张 P-EBT 专

用卡。请保留您的 P-EBT 卡片。 

  
问题 29：何时会发放夏季津贴？ 

答： 目前会发放两轮夏季 P-EBT 津贴： 

 第一轮夏季 P-EBT 津贴预计将于 2022 年 8 月发放，对象是自 6 月起已有资格获取

餐费减免或者就读 CEP 或 Provision 2 学校的学生。 

 对于自 2022 年 6 月起在佛蒙特州学校注册，但有资格在夏季期间获取餐费减免的

学生，其津贴将于 2022 年 9 月发放。 

  
 

问题 30：就申请餐费减免和领取夏季 P-EBT 而言，什么算是夏季？ 

答：在 2022 年 8 月 19 日之前，没有资格获取餐费减免的家庭可以随时申请，如果符

合条件，其将获得完整的夏季 P-EBT 津贴。在学校放假后、8 月 19 日或之前申请餐费

减免的家庭将在 9 月的第二轮发放中获取夏季 P-EBT 津贴。申请夏季 P-EBT 餐费减免的

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19 日。 

  
问题 31：夏季 P-EBT 津贴的数额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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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夏季 P-EBT 津贴为每个符合条件的孩子提供 391 美元。这是㇐次性的统㇐费率津贴

金额。 

  
问题 32：无论家中有多少孩子，夏季 P-EBT 津贴都是㇐样的吗？ 

答：夏季 P-EBT 津贴是为每个符合条件的孩子提供 391 美元。 

  
问题 33：若我在我们学校的外带餐点为我的孩子取餐，或参加了其他膳食或食品计划，

如果我获得了夏季 P-EBT 津贴，我是否必须停止这样做？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会丧失获得

津贴的资格？ 

答：不需要，获取这些膳食并不影响您获得这项津贴的资格。 

  
问题 34：我还有其他没有入学的孩子。他们是否有资格获得这项津贴？ 

答：否。有关哪些儿童有资格享受育儿 P-EBT 津贴（包括夏季津贴）的信息，请参阅育

儿 P-EBT 常见问题及解答。 

  
问题 35：我的孩子于 2022 年 6 月高中毕业，是否有资格？ 

答：如果您的孩子在 2022 年 6 月有资格享受餐费减免，则其将有资格获取夏季 P-EBT 津

贴。 

 
问题 36：我的孩子于 2022 年 1 月初高中毕业，是否有资格？ 

答：没有。要获得夏季 P-EBT 的资格，孩子必须于 2022 年 6 月之前入学。因为您的孩子

在㇐月份毕业，所以其不属于在六月份入学的情况。 

 
问题 37：我的孩子是否必须参加暑期学校才有资格获得夏季 P-EBT？ 

答：不是。是否在暑期上学不是决定孩子是否有资格获得夏季 P-EBT 的因素。 

 
 

问题 38：如果未使用夏季 P-EBT 津贴，其是否会过期？ 

答：是的。如果在 274 天内未使用该卡，则 P-EBT 津贴将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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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9：我的孩子有资格享受餐费减免，但在 2021-2022 学年参加了面授学习，其是否

有资格获得夏季 P-EBT？ 

答：是的。资格取决于获得餐费减免的资格。 

 
问题 40：我有更多关于夏季 P-EBT 的问题。我在何处可以了解更多信息？ 

答：请访问 https://dcf.vermont.gov/esd/covid19/P-EBT 或致电 1-800-479-6151（选择选

项 7），以了解更多信息。如果您对自己孩子是否有资格获得餐费减免有具体顾虑，或

者您想更改户主或发放卡片的邮寄地址，请与孩子所在学校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