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电⼦福利转账 (P-EBT) 
 请注意：  要获得 P-EBT 资格，您必须注册免费或减价学⽣餐。2021-2022 学年免费或减价餐点  的申请 
 必须在 2022 年 5 ⽉ 6 ⽇之前提交。使⽤此⼯具联系您的学校：  Utahns Against  Hunger 
 (  https://www.uah.org/get-help/school-meals  )。 

 什么是 P-EBT 
 如果您的孩⼦在 2021-2022 学年因疫情相关的紧急情况或学校停课⽽暂时⽆法获得免费或减价学 
 ⽣餐，疫情电⼦福利转账 (P-EBT) 可以帮助您购买⻝物。 

 由于本年度与 COVID 相关的学校停课和缺勤较少，今年的 P-EBT 运作⽅式将有所不同。 

 我如何知道我是否有资格获得 P-EBT？ 
 P-EBT 资格*由以下因素决定： 

 ●  贵校在全国学校午餐计划中的参与情况 
 ●  您的学⽣⼦⼥的免费或减价学⽣餐状态 
 ●  学校因 COVID-19 关闭的天数，或您的学⽣⼦⼥因 COVID-19 缺勤⽽远程或虚拟上学的 

 天数 

 P-EBT 福利的⾦额为每位学⽣每天 7.10 美元。 

 *如果您想要申请免费或减价学⽣餐资格，我们建议您与当地学校联系。2021-2022 学年的申请必 
 须在 2022 年 5 ⽉ 6 ⽇之前通过您的学校在线提交或加盖邮戳。  Utahns Against  Hunger 
 (  https://www.uah.org/get-help/school-meals  ) 提供与您的学  校联系的⼯具。 

 我是否必须申请 P-EBT？ 
 如果符合条件的学⽣所就读的学校在 2021-2022 学年因 COVID-19 ⽽关闭，则⽆需申请。学⽣将 
 会在学校关闭期间⾃动获得 P-EBT 福利。 

 如果学⽣在学校⾮关闭期间因 COVID-19 缺勤，则必须向学校提交申请才能领取相应⽇期的 
 P-EBT 福利。请向所在学校了解更多信息。 

 P-EBT 福利将如何⽀付？ 
 从 2021 年 9 ⽉开始到本学年的最近⼀个⽉为⽌，享受 SNAP 福利并且具有参加 P-EBT 资格的 
 任何⼈应查看⾃⼰的 EBT 卡余额。P-EBT 福利款项将转到 SNAP EBT 卡中。 

 对于⾮ SNAP 家庭，如果您符合资格并且之前领取过 P-EBT，则您的福利款项将转到您现有的 
 P-EBT 卡中。如果您没有这张卡，请参阅下⽅的常⻅问题解答部分，了解如何申请补发卡的说 
 明。如果需要新卡，在获得批准后，您将收到邮寄的 P-EBT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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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 P-EBT 卡？ 
 如果需要新卡，您需要在使⽤前激活。您可以⽤它购买⻝物。 

 ⽤卡时遵循以下步骤： 

 ●  购物前激活，并设置 PIN 码。您将收到关于如何为 P-EBT 卡设置 PIN 码的说明。 
 ●  下载 connectebt 移动应⽤程序，或熟悉  connectebt.com  ⽹站。 
 ●  在购物前，始终查看您的余额。 
 ●  在商店时，选择读卡器设备上的 EBT 并刷卡。 
 ●  在键盘上输⼊您的 PIN 码。设备将显示 ****。 
 ●  按 OK（确定）或 ENTER（回⻋）键。 
 ●  收银员将输⼊购买⾦额，该⾦额将在读卡器设备上显示。 
 ●  如果⾦额⽆误，按 YES（是）键。 
 ●  收银员将向您提供收据。请确保收据上的信息正确⽆误。 
 ●  保管此收据，在下次购物时便可知道新的余额。 

 在⼤多数出售⻝物的商店中，P-EBT 卡的使⽤⽅式和借记卡相同。您可以在  retailer locator  （零 
 售商店查找⼯具）中输⼊邮政编码，以查看所在地区经过批准的商店列表。 
 以下是您可以和不可以购买的商品列表。 

 您可以购买⾮预制⻝物，如： 

 ●  ⾯包和⾕类⻝品 
 ●  ⽔果和蔬菜 
 ●  ⾁类、⻥类和禽类⻝品 
 ●  奶制品 
 ●  ⻝物种植⽤的植物和种⼦ 

 您不可以购买的商品，包括： 

 ●  预制⻝物，即热⻝和可在商店中⻝⽤的⻝品 
 ●  啤酒、红酒、烈酒、⾹烟或其他烟草商品 
 ●  ⾮⻝品，即宠物⻝品、肥皂、纸制品、清洁⽤品 
 ●  维⽣素和药品 
 ●  个⼈卫⽣⽤品，即洗发⽔、除臭剂、⽛膏、化妆品 

 保存您的 P-EBT 卡，以防您收到额外的 P-EBT 资⾦。 

 暑期 P-EBT 
 2022 年暑期 P-EBT 计划尚未获得批准。⽇后请关注本⽹站以获取更多信息。 

 常⻅问题解答 
 如何确定我的⼦⼥是否有资格享受 P-EBT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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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有资格获得免费或减价餐点并收到其学区 2021-22 学年（早餐和/或午餐）通知函的学⽣，如 
 果满⾜以下条件： 

 学校停课，导致学⽣⽆法获得学⽣餐 

 或者 

 学⽣在 2021-2022 学年期间出现与 COVID-19 相关的紧急情况或因故缺勤。 

 ⽬前，犹他州的学校正在参加“⽆缝暑期选项”的全国学校午餐计划，并且不向任何学⽣收取餐 
 费。这并不意味着您的家庭符合免费或减价餐点资格。 

 参加此计划是否需要申请？ 

 如果您的学校因 COVID-19 ⽽停课，则⽆需申请 P-EBT，但您必须注册并收到⼀封信函，通知您 
 符合免费或减价学⽣餐的资格，才能参加 P-EBT。如果您想要申请免费或减价学⽣餐资格，我们 
 建议您与当地学校联系。 

 ●  申请免费或减价学⽣午餐的截⽌⽇期为 2022 年 5 ⽉ 6 ⽇。免费或减价学⽣午餐的申请必 
 须在此⽇期之前由您的学校在线接收或加盖邮戳才能予以处理。  Utahns Against Hunger 
 (  https://www.uah.org/get-help/school-meals  ) 提供与您的学  校联系的⼯具。 

 如果您的学⽣⼦⼥所就读的学校没有关闭，或者您的学⽣⼦⼥因 COVID-19 ⽽在其他时间缺勤， 
 则需要向您学⽣⼦⼥所就读的学校提交申请。 

 我会领取到多少钱？ 
 P-EBT 的每⽇⾦额为每位符合条件的学⽣ 7.10 美元。 

 例如，如果您的学⽣⼦⼥符合条件，并且其所就读的学校停课 5 天，那么您将获得每名学 
 ⽣ 35.50 美元的福利，⽤以⽀付这 5 天的费⽤。这笔款项将⾃动⽀付。 

 如果您的学⽣⼦⼥符合条件，并且由于 COVID-19 在学校⾮停课期间缺勤 3 天，那么您将 
 获得每名学⽣ 21.30 美元的福利。这笔款项需要家⻓申请，因为它发⽣于学校⾮关闭期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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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该如何获得这些福利？ 

 P-EBT 福利将发放⾄与借记卡类似的 EBT 卡。如果您已经有 SNAP EBT 卡⽽且符合获得 P-EBT 
 福利的条件，相关款项将被⾃动转到您的卡中。 

 请参阅上⽅的“我如何使⽤ P-EBT 卡”部分，了解如何使⽤您的卡的有关说明。 

 这些福利何时可⽤？ 

 P-EBT 福利将于 2022 年 6 ⽉开始发放。学校和学区将在不同时间申请 P-EBT 款项。请与您的 
 学校联系，了解有关您何时可以领取福利的更多信息。您也可以查看您的卡以获取 P-EBT 福利发 
 放情况。 

 它们是否具有追溯⼒？ 

 此类福利仅针对当前 2021-2022 学年。如果您想要申请免费或减价学⽣餐资格，我们建议您与当 
 地学校联系并讨论您有资格在哪个时段享受相关福利。  Utahns Against Hunger 
 (  https://www.uah.org/get-help/school-meals  ) 提供与您的学  校联系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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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在哪⾥使⽤ P-EBT 卡？ 

 可以在任何⽀持 SNAP EBT 卡的零售⻝品商店使⽤ P-EBT 卡。犹他州共有超过 1400 家零售商 
 店已获得批准，可接受与处理使⽤ EBT 卡购买⻝物。这些零售商店包括超级市场、便利店和农夫 
 市场，等等。您可以在  retailer locator  （零售商店查找⼯具）中输⼊邮政编码，以查看所在  地区 
 经过批准的商店列表。 

 如果获得 P-EBT，我的⼦⼥还可以参加所就读学校的暑期餐饮计划吗？ 

 可以，参加 P-EBT 计划不会对您的⼦⼥的暑期餐饮计划，或在未来享⽤免费或减价学⽣餐的资格 
 造成任何影响。 

 P-EBT 会被视作公共负担吗？ 

 不会，享受这些福利不会影响您或您的⼦⼥的移⺠身份。公共负担测试也不会涉及 P-EBT 福利。 

 这些福利的有效期多⻓？ 

 您必须在这些福利发放后的 274 天内使⽤这些福利。 

 如果我搬家了怎么办？ 

 请确保学校为您的每个学⽣⼦⼥列出了正确的邮寄地址。如果您需要更改与您的 P-EBT 卡关联的 
 地址，请参阅下⽅的部分，并在您的联系电⼦邮件中包含所要求的信息。 

 如果我⽆法在此常⻅问题解答中找到答案，我可以联系谁？ 

 您可以联系您的学校咨询资格问题，包括： 

 我的学校是否提交了 P-EBT 款项申请？ 
 我的孩⼦是否包括在申请中？ 
 我的孩⼦是否有资格获得 P-EBT？ 

 如果您需要更换 P-EBT 卡、⽆法设置 PIN 码或需要更新邮寄地址： 

 ●  请发送电⼦邮件⾄  PEBT@utah.gov  ，并提供以下信息： 
 ○  主题⾏：PEBT 卡问题 (PEBT Card Issues) 
 ○  电⼦邮件正⽂： 

 ■  您的问题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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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孩⼦的全名 
 ■  所有孩⼦的出⽣⽇期 
 ■  每个孩⼦的学⽣证号码（这不是必需的，但便于最为精准地查找到帐户） 
 ■  您的完整邮寄地址，包括任何公寓、地段、单元号和邮政编码 
 ■  学校列出的您的姓名 
 ■  您的联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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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学生子女 就
读的学校是否参加
全国学校午餐计划 

(NSLP)？

福利水平的确定取决于符
合条件的学生因 COVID-19 
导致学校停课而未接受面

对面教学的天数 
或者

学生因 COVID 相关的因故
缺勤而无法上学的天数

此流程图旨在帮助犹他州的家庭确定其学生子女是否有资格享受 2021-2022 学年的 
P-EBT 福利。本文档不保证您可以享有相关福利，仅用作教育和信息工具。

犹他州疫情 EBT (P-EBT) 资格
适用于学龄儿童

不是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很抱歉，您的学生子
女不符合 2021-2022 
学年的 P-EBT 资格。

请访问 jobs.utah.gov 
以查看可能资源列

表，如果您的家庭需
要紧急食物援助，请

致电 211。

您的子女所就读的学校
是否参与《社区资格规定》
（Community Eligibility 

Provision，简称 CEP）或 
Provision 2？

或者
您的家庭是否已填写申请，以
向您的学校的免费或减价餐
点，并被确定为符合条件？向
您的学区提交这些申请的截

止日期是 
2022 年 5 月 6 日。

以及
您是否收到一封通知您在 

2021-2022 学年免费或减价
餐点状态的信函？

犹他州的虚拟公立学校
不参加全国学校午餐计

划 (NSLP)。您将没有资格
获得 P-EBT。

如果您就读于特许学校，
请联系您的学校了解更

多信息。

不是
对这些中的

任何一个

您的学生子女是否注册参加
在线或虚拟课堂？

在 2021-2022 学年，所有学生，不论家庭收入状况如何，每天上学时均可获得一份免费早餐和一份免费午餐。这并不能使学生获得 P-EBT 
资格或赋予学生免费或减价餐点状态。

  

 

机会均等/雇主 • 残障人士可致电 801-526-9240 申请辅助设施（安排）和服务。聋哑、听力
障碍或言语障碍的个人可以致电 711 联系犹他州中转服务处。犹他州西班牙语中转服

务处：1-888-346-3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