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出一小步，實現大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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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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提供關於開立每種帳戶並向每個帳戶存錢會對您（作為帳戶持有人）獲得公共福利的資格產生怎樣的影響的 
資訊。 它並未描述對孩子自己的公共福利（當他們上大學時）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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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瞭解關於您可以透過「大學儲蓄計劃」獲得的大學儲蓄選項的更多資訊， 
請瀏覽 visit nyckidsrise.org/options 。 

邁出一小步，實現大學夢

大學儲蓄如何影響公共福利

開啟並連接您自己的大
學儲蓄帳戶

組成部分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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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概觀了每種大學儲蓄選項可能對每項福利產生怎樣的影響。它還列出了討論您關於每項福利的具體
問題和情況時可以聯絡的人員。 

nyckidsrise.org1



紐約市獎學金帳戶 
由於紐約市獎學金帳戶的所有方和管理方為NYC Kids RISE，當資金還在該帳戶中時，紐約市獎學金帳戶中的資金
不會影響現有的或未來的公共福利。NYC Kids RISE未來將提供關於投資於學生的紐約市獎學金帳戶可能對該學生
上大學時的公共福利產生怎樣的影響的更多資訊。要獲得更多資訊，請致電NYC Kids RISE熱線電話833-KID-RISE 
(833-543-7473)或瀏覽 nyckidsrise.org。 

您自己的大學儲蓄帳戶
請閱讀下列資訊，瞭解每一種大學儲蓄選項可能對您家庭的公共福利產生怎樣的影響。下表還列出了需要獲得更多
資訊時可以聯絡的人員。注意，資源限額和其他規則會隨著時間過去而變化。請使用下面的聯絡資訊聯絡福利機構，
以瞭解關於每項福利的目前資源限制的更多資訊。

擁有您自己的大學儲蓄帳戶或者向此帳戶存錢對下列福
利沒有影響：

• WIC（針對婦女、嬰兒和兒童的特別補充營養計劃）
•  免費和減價午餐
• Medicare和Medicare Savings Plus
• SSDI（社會保障殘障保險） 
• LIHEAP（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計劃）
• CHIP（兒童健康保險計劃）

擁有您自己的大學儲蓄帳戶或者向該帳戶存錢對下列
福利可能有影響：

• NYCHA（紐約市住房管理局）住房
• NYCHA的第8部分計劃
•  平價住房（紐約市住房保護和開發局或Housing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補助的住房）
• Medicaid
•  緊急LIHEAP
•  公共援助（TANF/針對困難家庭的臨時援助、現金援

助、福利、家庭援助或安全網援助）
• Food Stamps/SNAP

¹注意，以下針對您和您的家庭的資訊可能發生變化，具體取決於您目前是否獲得一項福利或您是否在將來申請一項福利。



要獲得更多資訊，請參閱以下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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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529帳戶中的儲蓄金是否會
影響該福利？

銀行儲蓄帳戶中的儲蓄金是
否會影響該福利？

我可以聯絡誰來獲得福 
利援助？

WIC（針對婦女、嬰兒和兒童
的特別補充營養計劃）

否 ─ 沒有針對WIC資格認
定的資源測試。 

否 ── 沒有針對WIC資格認
定的資源測試。

WIC辦公室
42-71 65th Pl
Woodside, NY 11377
(718) 715-7001

免費和減價午餐 否 否 所有紐約市公立學校的學生均 
享受免費午餐

Medicare和Medicare儲蓄
計劃

否 ── Medicare不是一項經
過緊急情況調查的福利，沒
有資源測試。

否 ── Medicare不是一項經
過緊急情況調查的福利， 
沒有資源測試。

皇后社群Medicaid辦公室
4512 32nd Pl,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718) 752-4540

SSDI/殘障（社會保障殘障
保險）

否 ── SSDI不是一項經過緊
急情況調查的福利，沒有資
源測試。 

否 ── SSDI不是一項經過緊
急情況調查的福利，沒有資
源測試。

社會保障辦公室
31-08 37th Ave,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800) 772-1213

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計劃
（Low Income H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
LIHEAP）

否 ── 沒有針對LIHEAP資
格認定的資源測試。 

否 ── 沒有針對LIHEAP資格
認定的資源測試。 

紐約市人力資源管理局/HEAP 
PO Box 1401 
Church Street Station
New York, NY 10008
(212) 331-3126

緊急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
計劃（Low Income H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
簡稱LIHEAP）

有可能 ── 該帳戶中儲蓄金
算作一種資源，且可能影響
該福利。

要獲得緊急LIHEAP，家庭被
允許擁有最多2,000美元的
資源，如果有家庭成員超過
60歲，則被允許擁有最多
3,000美元的資源。

有可能 ── 該帳戶中儲蓄金
算作一種資源，且可能影響
該福利。

要獲得緊急LIHEAP，家庭被
允許擁有最多2,000美元的
資源，如果有家庭成員超過 
60歲，則被允許擁有最多
3,000美元的資源。

紐約市人力資源管理局/HEAP 
PO Box 1401 
Church Street Station
New York, NY 10008
(212) 331-3126

紐約市住房管理局（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簡稱NYCHA）住
房

否 ── 529帳戶中的儲蓄金
總額不計算在內。

NYCHA不會將529帳戶中
的任何自我報告利息收入
算作您的收入。

有可能 ── 銀行帳戶中的儲
蓄金總額不計算在內。

但是，NYCHA可以將傳統儲
蓄帳戶中的任何自我報告利
息收入算作您的收入。

NYCHA的客戶聯絡中心：  
(718) 707-7771 



² 這包括該帳戶中的所有資金以及您可能擁有的任何其他儲蓄金或資產。
³ 這包括該帳戶中的所有資金以及您可能擁有的任何其他儲蓄金或資產。

福利 529帳戶中的儲蓄金是否會
影響該福利？

銀行儲蓄帳戶中的儲蓄金是
否會影響該福利？

我可以聯絡誰來獲得福 
利援助？

紐約市住房管理局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簡稱NYCHA）的
第8部分計劃

否 ── 529帳戶中的儲蓄金
總額不計算在內。

NYCHA不會將529帳戶中
的任何自我報告利息收入
算作您的收入。

有可能 ── 銀行帳戶中的儲
蓄金總額不計算在內。

但是，NYCHA可以將傳統儲
蓄帳戶中的任何自我報告利
息收入算作您的收入。

NYCHA的客戶聯絡中心：  
(718) 707-7771

平價住房（紐約市住房保
護和開發局或Housing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補
助的住房）

有可能 ── 如果您的所有資
產2價值低於5,000美元，這
些資產賺取的利息將被算
作您的收入。 

如果您的所有資產價值高
於5,000美元，這些資產賺
取的利息或這些資產價值
的0.06%將被計入您的收
入，以金額較高者為准。  

有可能 ── 如果您的所有資
產3價值低於5,000美元，這
些資產賺取的利息將被算作
您的收入。 

如果您的所有資產價值高於
5,000美元，這些資產賺取
的利息或這些資產價值的
0.06%將被計入您的收入，
以金額較高者為准。  

NYC Housing Connect：  
212-863-5610

兒童健康保險計劃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簡稱
CHIP）

否 ── 沒有針對CHIP資格
認定的資源測試。

否 ── 沒有針對CHIP資格認
定的資源測試。

皇后社群Medicaid辦公室
4512 32nd Pl,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718) 752-4540

Medicaid 有可能 ── 對於兒童、
需要撫養子女的家長或
孕婦（MAGI群體）沒有
Medicaid資源限制。

對於盲人、殘障人士或65歲
及以上人士（非MAGI）存在
資源限制。某些非MAGI群
體被免於資源測試（例如，
不滿21歲，和ADC有關）。該
資源測試各不相同，具體取
決於資格類別和家庭規模。

回顧期（Medicaid申請前
五年）內提款可能延遲
Medicaid款項的支付。在達
到Medicaid的資格要求之
前，可能需要首先花掉該帳
戶中的資金。

有可能 ── 對於家長和孕婦
沒有Medicaid資源限制。對
於盲人、殘障人士或65歲及
以上人士存在資源限制。 

回顧期（Medicaid申請前
五年）內提款可能延遲
Medicaid款項的支付。在達
到Medicaid的資格要求之
前，可能需要首先花掉該帳
戶中的資金。

皇后社群Medicaid辦公室
4512 32nd Pl,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718) 752-4540



4這包括收入高於聯邦貧困水準（2017年，對於四個人的家庭來說為49,200美元）的200%的家庭以及成員中有遭制裁人員的家庭。如果您擁
有的資源達到2,250美元（如果家庭成員中有人達到60歲或有殘障，則為3,250美元），您的食品券可能被消減。
5申請公共援助的家庭（包括之前獲得公共援助和再次申請公共援助的、擁有任何儲蓄金（不論是否用於支付學費）的家庭）必須透過一項資源
測試。如果您擁有的資產超過2,000美元（或3,000美元，如果有人年齡達到60歲），您沒有資格獲得公共援助。
6要瞭解關於ABLE帳戶的更多資訊，請瀏覽http://www.ablenrc.org/about/what-are-able-accounts。

福利 529帳戶中的儲蓄金是否會
影響該福利？

銀行儲蓄帳戶中的儲蓄金是
否會影響該福利？

我可以聯絡誰來獲得福 
利援助？

食品券/SNAP 否 ── 529帳戶中的資金免
於被納入資源限制測試的
考慮範圍。

有可能 ── 家庭成員中有老
人或殘障人士的家庭以及

「絕對有資格」的家庭無需
接受毛收入測試。如果儲蓄
帳戶僅用於為大學儲蓄，則
食品券不受影響。

非絕對有資格的家庭的食品
券可能受影響。4

Food Bank For NYC SNAP 
Benefits幫助熱線： 
(212) 894-8060。

公共援助（針對困難家庭的
臨時援助/TANF、現金援助、
福利、家庭援助或安全網援
助）

否 ── 由於設立該帳戶的唯
一目的是支付教育費用，不
可用於任何其他目的，該帳
戶中的資金免於資源限制
測試。

有可能 ── 家庭被允許在一
個單獨的專門用於支付兩
年制或四年制大學學費的
儲蓄帳戶中有最多1,400美
元，且不計入資源測試的考
慮範圍。 

如果儲蓄金被用於其他目
的，則全部帳戶金額將被納
入資源測試範圍，且可能影
響福利。5

人力資源管理局（Human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簡稱
HRA）幫助熱線：  
(718) 557-1399

補充保障收入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簡稱SSI）

是 ── 該帳戶中的儲蓄金
算作一種資源，且可能影響
資格。

要獲得SSI，個人被允許擁
有最多2,000美元的資源，
夫婦被允許擁有最多3,000
美元的資源 ── 除非資金被
投資於一個ABLE帳戶。6

是 ── 該帳戶中的儲蓄金 
算作一種資源，且可能影 
響資格。

要獲得SSI，個人被允許擁有
最多2,000美元的資源，夫婦
被允許擁有最多3,000美元
的資源。

社會保障辦公室
31-08 37th Ave,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800) 77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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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