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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出一小步，實現大學夢邁出一小步，實現大學夢

大學儲蓄是每個家庭的財務計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大學儲蓄的途徑有許多，大學儲蓄帳戶也是各種各樣。 
「大學儲蓄計劃」使您能夠開立可以連接到您孩子的獎學金帳戶的兩種大學儲蓄帳戶之一。 

這些途徑並非是為大學儲蓄的僅有途徑。但是，面對大學儲蓄帳戶的「大學儲蓄計劃」所提供的特定功能和福利僅適
用於這兩種選項。

NYC Kids RISE不提供投資建議，也不推薦任何特定類型的大學儲蓄帳戶。每個家庭的財務狀況都不一樣，您應當
在儲蓄或投資之前先考慮您自己的狀況。您可能想要瞭解其他選項，例如其他州提供的529計劃以及由其他銀行提
供的儲蓄帳戶，看看它們是否更適合您和您的家庭。

當您探索這些大學儲蓄帳戶選項時，我們建議您熟悉兩種主要類型的帳戶：529帳戶和銀行帳戶。以下是有關這兩
種帳戶的常見問題的圖表。1 

¹ 此資訊適用於您可以連接到您孩子的獎學金帳戶的帳戶。它也適用於您自己找到的其他529計劃和銀行帳戶。

大學儲蓄帳戶選項 
選擇對您和您的家庭來說合適的帳戶

開啟並連接您自己的大學儲
蓄帳戶

nyckidsrise.org

組成部分2

1 2紐約的529大學儲蓄計劃直接計劃帳戶 
(一種專門用於幫助家庭為大學和職業訓練儲蓄的
投資帳戶類型）

AMALGAMATED SAVE FOR COLLEGE BANK 
帳戶。 



大學儲蓄101：529帳戶對比銀行帳戶

問題 529帳戶 銀行儲蓄帳戶2

1) 這是什麼？ • 529帳戶是一種幫助家庭為大學和職業
訓練儲蓄的投資帳戶。

• 紐約市獎學金帳戶投資於529帳戶。
• 529帳戶中的資金可能不斷增加，也可

能減少。 
• 該帳戶中的資金增加是免稅的，如果將

收益用於支付合格高等教育費用，則在
取出收益時享受免稅。

• 許多州對於529帳戶中的存款實行州稅
收減免或抵免。

• 銀行的儲蓄帳戶允許家庭在一家被保
險金融機構安全地儲蓄。

• 存入該帳戶中的資金可產生利息收
益。該利息需課稅。

• 該儲蓄帳戶中的存款由美國聯邦存款
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簡稱FDIC）承保，最高承
保250,000美元。3

2) 我如何使用該帳戶中儲
蓄金？

• 儲蓄金可用於繳納合格教育機構的「合
格高等教育費用」。 

• 這些費用包括註冊或就學所需要繳納
的學費、雜費、書本費、用品費和裝置
費；特定的房間和住宿費用；針對具有
特殊需求的學生的特定費用。4

• 該帳戶中的資金可用於大多數美國學
院、大學、研究生院和職業訓練課程，以
及某些國際課程。5

• 合格教育機構的最新清單可以在下列
網址找到 https://fafsa.ed.gov/FAFSA/
app/schoolSearch。 

• 這種帳戶用於孩子的大學教育，不可
用於其他目的。 

• 但是，對於該帳戶中儲蓄金的用途沒
有正式的限制。

3) 如果我需要資金來支付
不與孩子的教育相關的費
用，該如何？例如，如果我的
孩子不上大學，該如何？

• 您能夠以任何理由將您的儲蓄金從該
帳戶取出。 

• 但是，如果將該資金用於除支付合格高
等教育費用之外的目的，則取款的收益
部分可能會按普通收入課稅，且家庭可
能需要繳納收益的10%作為稅收罰金。6

• 529政策因州而異。
• 例如，在某些州，非用於支付合格高等

教育費用的取款或者從一個州的529計
劃變更為另外一個州的529計劃可能導
致課稅或其他後果。

• 您可以瀏覽特定529計劃的網站來查詢
資訊。

• 您能夠以任何理由從該帳戶取款， 
而不必支付費用或罰金。 

4) 該帳戶享有哪些稅收
福利？

• 該帳戶中的資金增加且享受州和聯邦
延遲納稅，這意味著在計算您的應課稅
收入時不考慮您的收益。

• 許多州對於529計劃的捐款實行州稅收
減免或抵免。7

• 無。 

5) 我如何開立這種帳戶？ • 瀏覽特定529計劃的網站來獲得關於如
何開立帳戶的資訊。  
 
 
 
 

• 聯絡特定的銀行來獲得關於如何開立
帳戶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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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我的孩子決定不上
大學，我能否將資金轉讓給
另外一名孩子？

• 可以，您通常可以將該帳戶的受益人變
更為該受益人的「家庭成員」，包括：

  - 兒子、女兒、繼子和繼女或後裔；
  - 兄弟、姐妹、繼兄弟或繼姐妹；
  -  父親或母親，或父親或母親的祖先；
  - 繼父或繼母；
  - 兄弟或姐妹的兒子或女兒；
  - 父親或母親的兄弟或姐妹；
  -  女媳、兒媳、岳父、岳母、內兄弟或內

姐妹；
  -  受益人的配偶或以上描述的任何個

人的配偶；或
  - 受益人的表兄弟姐妹。

• 作為這種帳戶的所有者，您可以將該
資金用於任何子女或任何目的。

7) 該帳戶中的儲蓄金是否
會影響我孩子獲得聯邦或州
財務援助的資格（根據當期
的財務援助規則，財務援助
可能隨著時間而變化）？ 

• 會，有可能。
• 如果您的家庭收入低於50,000美元，該

帳戶中的儲蓄金通常不會影響您的孩
子獲得聯邦財務援助的資格。 

• 如果您的家庭收入高於50,000美元，
在確定獲得聯邦財務援助資格時，僅將
該帳戶中的一小部分儲蓄金納入考慮
範圍

• 這些回答可能在日後發生變化。要獲得
關於此問題的更多詳細資訊，請瀏覽
nyckidsrise.org/financial-aid。

• 會，有可能。
• 如果您的家庭收入低於50,000美元，

該帳戶中的儲蓄金通常不會影響您的
孩子獲得聯邦財務援助的資格。 

• 如果您的家庭收入高於50,000美元，
在確定獲得聯邦財務援助資格時，僅
將該帳戶中的一小部分儲蓄金納入考
慮範圍。

• 這些回答可能在日後發生變化。要獲
得關於此問題的更多詳細資訊，請瀏
覽nyckidsrise.org/financial-aid。

8) 我獲得公共福利的資格
是否會受到這種類型的帳戶
中的儲蓄金的影響？

• 會，有可能。
• 請瀏覽nyckidsrise.org/public-ben-

efits，尋找關於公共福利影響的更多
資訊。 

• 要獲得更多支援，請致電NYC Kids 
RISE，電話是833-KID-RISE  
(833-543-7473)。

• 會，有可能。
• 請瀏覽nyckidsrise.org/public-

benefits，尋找關於公共福利影響的
更多資訊。

• 要獲得更多支援，請致電 
NYC Kids RISE，電話是833-KID-RISE 
(833-543-7473)。

9) 要從該帳戶提取資金是
否要收取任何費用或罰金？ 

• 如果您將您的儲蓄金用於高等教育目
的，請參閱529計劃的資訊披露資料， 
獲得關於任何費用的資訊。 

• 如果該資金不是用於高等教育，您可能
需要繳納聯邦、州和地方所得稅，外加
10%聯邦稅款滯納罰金，但僅針對所獲
得的利息徵收（不是針對您的帳戶中的
所有儲蓄金）。

• 您還可能需要償還之前享受的州稅務
減免額。 
 
 
 
 
 
 
 
 

• 請聯絡銀行獲得關於從您的儲蓄金提
取資金所適用的任何費用的資訊。



²  此表格中描述的銀行儲蓄帳戶不同於《對未成年人統一饋贈法案》（Uniform Gift to Minors Act，簡稱UGMA）和《對未成年人統一轉讓法案》
（Uniform Transfers to Minors，簡稱UTMA）帳戶（通常被稱為「保管帳戶」），後者為不可撤銷的信託且具有不同的規則和影響。 
³  標準存款保險承保限額為每名存款人、每家FDIC銀行、每個所有權類別250,000美元。在不同所有權類別中持有的存款單獨承保，最高承保

金額為250,000美元，即便是在同一家銀行開立的帳戶。
4  這包括自我調整裝置，例如改裝過的電腦或教科書。
5 此外，由於最近的稅務法修改，每年最多可以從529帳戶提取10,000美元，用於支付孩子的小學或初中(K-12)學費。 
6  例如，如果該帳戶餘額為320美元，其中20美元為利息收益，則只有利息收益（20美元）需要繳納聯邦和州稅金（稅率因人而異）和10%的聯邦
罰金（金額將是2美元）。

7 在某些情況下，州稅收減免可能會被收回，例如向其他州的529計劃轉帳或非合格提款。
8只要帳戶的受益人是提交破產申請的帳戶持有人的子女、繼子女、孫子/女或繼孫子/女。注意：合法領養子女或養子女被視為親生子女。
9只要帳戶的受益人是提交破產申請的帳戶持有人的子女、繼子女、孫子/女或繼孫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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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該帳戶中的資金安全性
如何？

• 您投資的資金可能在日後終止增加，但
您的資金也可能根據經濟情況和金融
市場的情況而減少。

• 每位存款人最多250,000美元銀行
儲蓄受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簡稱
FDIC）保護。

11) 該帳戶中的儲蓄金是否
收到保護而免於用來償債？  

• 可能 如果529存款是在提交聯邦破產申
請之前至少720天存入的，則所有這些
存款均受到保護，不會用來償債。8

• 如果529存款是在提交聯邦破產申請之
前365至720天內存入的，則最多6,225
美元（針對通貨膨脹而調整）不屬於破
產財產，不會用來償債。9

• 如果存款是在提交聯邦破產申請之前不
到365天之內存入的，則這些存款被視為
破產財產的一部分，可能用來償債。

• 除聯邦破產保護之外，某些州還針對
529存款提供免於償債保護。

• 否。

12) 我在開立帳戶之前還需
要瞭解哪些資訊？ 

• 在開立帳戶之前，請認真閱讀並理解529
計劃提供的資料，包括資訊披露檔案。  
 
 
 
 
 
 
 
 
 
 
 
 
 
 
 
 
 
 
 
 

• 在開立帳戶之前，請認真閱讀並理解
銀行提供的資料。 



透過「大學儲蓄計劃」，您可以將特定類型的529帳戶或銀行儲蓄帳戶連接到您孩子的紐約市獎學金帳戶。以下是關
於這些選項的詳細資訊。 

如果您選擇透過另外一項529計劃或銀行儲蓄，您應當聯絡它們，獲得關於它們的大學儲蓄選項的資訊。 

提供下面的資訊，即表明NYC Kids RISE不提供投資建議或推薦任何特定類型的大學儲蓄帳戶。每個家庭的財務狀
況都不一樣，您應當在儲蓄或投資之前先考慮您自己的狀況。

您可以連接到您孩子的紐約市獎學金帳戶的大學儲蓄帳戶
選項

問題 紐約529直接計劃帳戶 Amalgamated Save for College Bank帳戶10

1) 這是什麼？ • 這是透過紐約529直接計劃開立的
529帳戶。

• 它由紐約州稽核長辦公室和New 
York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s 
Corporation管理。

• 要瞭解更多關於紐約529直接計劃的
資訊，請瀏覽nysaves.org。

• 這是在Amalgamated Bank開立的儲蓄帳
戶，持有人為家長/監護人或其他家庭成
員，且孩子被指定為受益人。

2) 我如何開立這種帳戶？ • 參考「紐約529直接計劃帳戶」指南獲
得逐步說明，該指南可在nyckidsrise.
org/options/ny-529-direct獲得。

• 造訪您附近的一家Amalgamated Bank分
行，開立並連接一個帳戶。 

• 要找到一家Amalgamated分行，請瀏覽  
amalgamatedbank.com/find-
branchatm。

3) 我在開立帳戶時需要
瞭解哪些資訊？

• 您和您的孩子必須是美國公民或外
國居民才能開立這種帳戶。

• 您還需要：
1) 您自己和孩子的有效社會保障號
碼或個人納稅人識別號（Individual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2) 您和孩子的出生日期；以及 
3) 用來線上註冊的電子郵寄地址。 

• 您需要：
1) 有效社會保障號碼、個人納稅人識別
號或W8證明；
2) 由聯邦或州政府機構簽發的有效相片
ID，或IDNYC市政ID； 
3) 您的地址和出生日期；
4) 孩子的姓名和出生日期；以及
5) 您的電子郵寄地址（建議）。

4) 我如何將該帳戶「連
接」到我孩子的紐約市獎
學金帳戶，從而NYC Kids 
RISE可以追蹤該帳戶並提
供獎勵？

• 您可以瀏覽nyckidsrise.org，登入您的
「儲蓄查詢器」，然後按一下「Create/

Connect 529 Account（建立/連接529
帳戶）」，將該帳戶連接到您孩子的紐
約市獎學金帳戶。

• 要獲得逐步說明，請瀏覽 
nyckidsrise.org/options/ny-529-
direct。 
 
 
 
 
 

• 您可以在開立該帳戶的過程中同意與
NYC Kids RISE分享您的帳戶資料，從而
將該帳戶連接到您孩子的紐約市獎學金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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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該帳戶中的儲蓄金是
否會影響我孩子獲得聯邦
或州財務援助的資格（根
據當期的財務援助規則，
財務援助可能隨著時間而
變化）？ 

• 如果您的家庭收入低於50,000美元，
該帳戶中的儲蓄金通常不會影響您
的孩子獲得聯邦財務援助的資格。 

• 如果您的家庭收入高於50,000美元，
在確定獲得聯邦財務援助資格時，僅
將該帳戶中的一小部分儲蓄金納入
考慮範圍。

• 這種帳戶中的儲蓄金不影響獲得任
何紐約州管理的財務援助計劃（例
如學費援助計劃（Tu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TAP））下的財務援助
的資格。

• 這些回答可能在日後發生變化。要獲
得關於此問題的更多詳細資訊，請瀏
覽nyckidsrise.org/financial-aid。

• 如果您的家庭收入低於50,000美元，該
帳戶中的儲蓄金不會影響您的孩子獲得
聯邦財務援助的資格。 

• 如果您的家庭收入高於50,000美元，在
確定獲得聯邦財務援助資格時，僅將該帳
戶中的一小部分儲蓄金納入考慮範圍。

• 這些回答可能在日後發生變化。要獲得
關於此問題的更多詳細資訊，請瀏覽
nyckidsrise.org/financial-aid。

6) 我如何向該帳戶存 
入資金？ 

• 您可以使用這些方法存錢： 
- 郵寄支票；
- 電子轉帳（關聯到您的銀行帳戶

以便於一次性或經常性轉帳）；
- 薪資扣減（將您的帳戶關聯到您

的雇主（如果您的雇主允許），從
而可以在每個發薪週期從您的薪
資支票扣減固定的金額）；

- Ugift® （您可以提供給朋友和家
人、以便他們能夠往您的帳戶存
款的獨特代碼）；

- 特定的禮品登記和禮品卡。

• 您可以使用這些方法存錢： 
- 親自到Amalgamated Bank分行存款

或遞交支票；
- 郵寄支票或匯票； 
- 從另外一個銀行帳戶轉帳（如果您的

其他銀行帳戶允許這樣做）；
- 薪資扣減（如果您的雇主允許）；
- 透過使用在您的智慧手機上安裝的

Amalgamated Bank移動應用程式。

7) 資料有哪些語言的 
版本？

• 紐約529直接計劃資料和nysaves.org
網站僅提供英文版本。

• Amalgamated Bank資料和
amalgamatedbank.com網站僅提供英文
版本。

• 可透過電話提供西班牙語支援。

8) 該帳戶享有哪些稅 
收福利？

• 該帳戶中的資金增加且享受州和聯
邦延遲納稅，這意味著在計算您的應
課稅收入時不考慮您的收益。

• 當計算州應課稅收入時，紐約州納稅
人每年可扣減最多5,000美元（對於
聯合提交申請的夫婦，最多可扣減
10,000美元）以便存入該帳戶。

• 在某些情況下，州稅收減免可能會被
收回，例如向其他州的529計劃轉帳
或非合格提款。

• 取款享受聯邦和紐約州免稅，只要取
款被用於高等教育支出。11 

• 無。

9) 與該帳戶相關的費用
有哪些？ 

• 閱讀紐約529直接計劃資訊披露檔案
（資訊披露手冊），獲得關於這些費

用的資訊。

• 該帳戶沒有月度維護費。
• 請閱讀「Amalgamated Bank帳戶開立資

訊披露」獲得與該帳戶有關的費用的完
整清單。 
 
 
 



10  注意：這種類型的帳戶不同於《對未成年人統一饋贈法案》（Uniform Gift to Minors Act，簡稱UGMA）和《對未成年人統一轉讓法案》 
（Uniform Transfers to Minors，簡稱UTMA）帳戶（通常被稱為「保管帳戶」），後者為不可撤銷的信託且具有不同的規則和影響。

11  非限定提款的收益可能會受到聯邦所得稅和10%聯邦稅收減免以及州和地方所得稅的影響。稅收和其他福利取決於滿足其他要求，某些提
款須受聯邦、州和地方所得稅的影響。

問題 紐約529直接計劃帳戶 Amalgamated Save for College Bank帳戶10

10) 該帳戶是否要求存 
入一個最低金額？

• 該帳戶沒有最低餘額或最低存款金
額要求。

• 您可以在該帳戶中存入任意金額並
保留任意金額（不超過紐約529直接
計劃允許的最高金額）。

• 該帳戶沒有最低餘額或最低存款金額 
要求。

• 您可以在該帳戶中存入任意金額並保留
任意金額。

11) 要從該帳戶提取資金
是否要收取任何費用？ 

• 如果您將您的儲蓄金用於高等教育
目的，則不收取任何費用。

• 如果該資金不是用於高等教育，您可
能需要繳納聯邦、州和地方所得稅，
外加10%聯邦稅款滯納罰金，但僅針
對所獲得的利息徵收（不是針對您的
帳戶中的所有儲蓄金）。

• 您還可能需要向紐約州償還之前享
受的減免額。

• 要從該帳戶提取資金，無需繳納任何 
費用

• 請閱讀「Amalgamated Bank帳戶開立資
訊披露」獲得與該帳戶有關的費用的完
整清單。

12) 我的家人和朋友能否
向我孩子的大學儲蓄帳戶
存款？

• 可以，參加了紐約529直接計劃之後，
帳戶持有人可邀請朋友和家人，透過
Ugift®以電子方式轉帳存款或透過郵
寄方式存款。

• 可以，銀行將接受第三方支票，並允許您
提供一張存款單給某人，以便向您的帳
戶存款。   

13) 我可以在何處瞭解關
於該帳戶的更多資訊？

• 要瞭解關於該帳戶的更多資訊，請瀏
覽nysaves.org或致電877-NYSAVES。

• 請務必參閱這些資訊來源，獲得關於
該帳戶的最新資訊。

• 造訪您附近的一家Amalgamated Bank分
行，或致電800-662-0860。請務必參閱
這些資訊來源，獲得關於該帳戶的最新
資訊。 
 
 
 
 
 
 
 
 
 
 
 
 
 
 
 
 
 
 
 
 
 
 
 



投資於您的孩子 — 大學儲蓄。

NYC Kids RISE大學儲蓄計劃是一項獎學金兼儲蓄計劃，由非盈利性機構NYC Kids RISE Inc.與紐約市教育局和紐
約市合作管理。NYC Kids RISE既非New York 529大學儲蓄計劃的附屬計劃，也非其授權經銷商，本計劃不徵集投
資，也不提供投資建議。紐約市和紐約市教育局對紐約529計劃管理者以及任何特定的大學儲蓄或其他投資工具 
（包括家庭可以透過大學儲蓄計劃瞭解的特定大學儲蓄或其他投資工具）不提供任何背書或建議，也不控制、 
擁有或附屬於該計劃管理者。

要免費獲得根據您的總體財務狀況確定大學儲蓄額的一對一支持，不妨造訪分佈在紐約市的任何一家紐約市財務
教育中心。您可在財務教育中心與一位專業的財務顧問進行一對一會面，顧問會幫助您解決債務問題、提升信用、制
訂預算、開設銀行帳戶、為未來儲蓄和規劃等等。您還可以獲得為您孩子的大學教育進行儲蓄和制訂開始儲蓄計劃
的相關資訊。要和您附近的一家財務教育中心預約，請致電311或瀏覽nyc.gov/dca。 

NYC Kids RISE大學儲蓄計劃是一項獎學金兼儲蓄計劃，其設立目的在於讓紐約市的
每一位公立學校學生都能入讀大學並在大學裡取得成功，而不論他們的家庭收入或移
民身份如何。NYC Kids RISE是一家非盈利組織，與紐約市教育局和紐約市合作，共同
管理大學儲蓄計劃。

投資於您的孩子 — 大學儲蓄。
欲瞭解如何實現，請瀏覽：

nyckidsrise.org
833-KID-RISE (833-543-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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