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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有关用父母的收入衡量残障儿童来
决定孩子是否有资格享受补充保障收入
（SSI）及（如有资格）其数额的规定
2016 年七月, 出版号 5017.04 - Chinese
一般情况下，父母的收入和资源被用来“推定”或衡量接受 补充保障收入
（SSI,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的孩子。这意味着决定孩子是否有资格享
受 SSI 时，父母的收入和资源的一部分会计到孩子身上。此出版物解释推定规则，
具体来说，如何决定父母收入的多少被计在残障儿童身上，及如何决定残障儿童是
否有资格接受 SSI。
在讨论计算父母收入的多少应被推定及孩子能获得多少 SSI 之前，您需要了
解社会保障的“回顾式月度会计”（Retrospective Monthly Accounting）系统及
您的报告义务。社会保障只计与 SSI 儿童居住的家长的收入和资源。社会保
（Social Security）障不计与 SSI 儿童不居住在一起的家长的收入和资源。与 SSI
儿童居住的继父母的收入需计入. 1
回顾式月度会计
社会保障在 SSI 合格期间使用回顾式月度会计。《联邦法规》（C.F.R.,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20 款 416.420 节。这意味着某月的收入决定两个
月后 SSI 的数额。譬如，一月份的收入影响三月份 SSI 支票的数额。然而，如果
某月的收入过高而不够资格享受 SSI, 此月的 SSI 则被暂停。因此，如果一月份的
收入过高，您的孩子不够资格享受 SSI，一月份的 SSI 则被暂停。如果随后 11 个
月 2 的任何一个月内您的收入足够低到使孩子有资格享受 SSI，那么您的孩子不用
递交新的申请就有权自动复原。《联邦法规》20 款 416.1323(b) 节。如果 12 个月

“推进残障人士的人权和法权” “回到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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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您的收入不够低到使孩子享受 SSI 水平的月份，暂停则转为终止。《联邦法规》
20 款 416.1335 节。一旦您的孩子福利终止，要再次获得 SSI 则需要递交一份新
的申请。
父母收入变化的报告义务
为使“回顾式月度会计”有效运作，社会保障规定，您必须在收入变化的第
二个月 10 日止向社会保障报告。《联邦法规》20 款 416.708(c), 416.714 3 节。如
果您一月份的收入比十二月份的收入多或少，您必须在二月 10 日止将此变化告知
社会保障 – 如果 5 日止报告则更好。如果您一月份的收入与十二月份的收入相同，
则不必报告。社会保障接到您一月份的收入变化报告后，应将变更的信息输入电脑，
以上调或下调您三月份的 SSI 支票，显示您一月份收入的变化。
我们在这里提供了一份收入变化报告表的样本，以帮助您满足报告的义务。
我们建议您在“re”后写下您的社会保障办公室的地址及所有信息，将报告表部分
填写好，然后将这份部分填写的表格复印多份。
收入有变化的每个月，请在表格底部写下您在表格上签名的日期、您所报告
的月份及收入信息。然后在表格上签名。只需父母一方在表格上签名。您可复印填
好的表格或填写第二份表格作为备份。将工资或支票存根的复印件附在您将寄给社
会保障的报告表内。将原件附在您保存的备份内。不要将原件寄给社会保障，只寄
复印件。4 社会保障经常丢失邮件。将工资或支票存根的原件与您报告表备份附在
一起，这样在您年审时，社会保障可以审阅原件。您保存的收入变化报告上，写下
您将信件投入信箱 5 的日期， 将您寄给社会保障所有材料备份并保存。
此外，记录您与社会保障任何时候的谈话。写下你们交谈的日期、与您交谈
的人及内容。我们建议您将从社会保障收到的材料打三个孔，将您寄给社会保障的
材料备份。将所有东西放到笔记本或文件夹内。
没有推定给孩子的资源和收入
决定孩子的 SSI 资格时，社会保障不计以下资源:
- 父母的养老金或退休资金（如个人退休账户、KEOGH 或延税年金），即
便资金可以兑现。《联邦法规》20 款 416. 1202(b)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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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作自我支持的资源，如小本生意的库存及运作银行账户或工具、设备，
或工作时使用或上下班所需的第二辆车。《美国法规》（U.S.C., United
States Code）42 款 1382b(a)(3) 节。
决定孩子的 SSI 资格时，社会保障不计以下收入:
- 父母为残障儿童提供居家支持服务所得收入（IHSS，In-Home
Supportive Services ）。IHSS 收入是 SSI 豁免收入。《联邦法规》20 款
416.1161(a)(16)节。
- 通过社区首选选项（CFCO ，Community First Choice Option），父母提
供给孩子的 IHSS 由 Medi-Cal 覆盖，父母所得收入是 Medi-Cal 豁免收入。
此外，用来决定孩子享受 SSI 的财务资格及孩子 SSI 支票数额的收入和
资源的不能再次用作决定其他家庭 6成员 Medi-Cal 资格的收入和资源。
有关 IHS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我们的“IHSS 公平听证和自我评估”
（IHSS Fair Hearing and Self-Assessment）材料：
http://www.disabilityrightsca.org/pubs/501301.htm
进行推定计算
父母到孩子的推定规定在《联邦法规》20 款 416.1160, 416.1161 和
416.1165 节可以找到。“工资收入”包括工资和薪水，或自主就业 7 收入。其他
所有都是“非劳动收入”: 礼物、失业福利、州残障福利和社会保障福利都是非劳
动收入的例子。您需合并父母的非劳动收入。您还需合并父母的工资收入。至于工
资收入，您包括的是总收入，而不是您拿回家的收入。总收入是您扣除 8前的工资
收入。
社会保障首先扣除家庭中 SSI 儿童或残障儿童之外的每一位非残障儿童所分
配的数额。您先从非劳动收入扣除所分配数额，然后如果分配数额尚未用完，则从
工资收入扣除（见例子）。扣除时根据《联邦法规》20 款 416.1861 节的标准，
“孩子 ”包括居住在同一家庭的 21 岁以下的儿童及 21 岁的全日制学生。对每一
位非残障儿童的分配是个人“联邦福利费”（FBR, Federal Benefit Rate）和夫妇
FBR 的差额。 （联邦福利费是 SSI 支票中来源于联邦政府的那部分；SSI 支票的
其他部分来源于州政府资金） 9。不符合资格的孩子的自身收入会降低分配。然而，
如果不符合资格的孩子是全日制学生，其将和 SSI 儿童或 22 岁以下年轻成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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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收入豁免程度。《联邦法规》20 款 416.1112(c)(3)、 416.1160(d)、
416.1161(c)、 416.1163(b)、 416.1165 和 416.1861 节。
扣除家里的非残障儿童后，您接着先从非劳动收入（如果有或有剩余）扣除
$20.00 的任何收入忽略，然后，如果非劳动收入未用完扣除，则从工资收入扣除。
接着是工资收入的特殊扣除 – 最先是 $65.00，然后是所剩差额的 50%。然后您将
剩下的非劳动收入与工资收入数额相加。从这一总数中扣除 FBR（如果是单亲父
母）或夫妇 FBR（如果家中有双亲或父母一方及继父母）。结余则被视为残障儿
童的非劳动收入。如果家中有不止一名残障儿童，所推定的数额在他们之间平分。
除了两点之外，决定孩子的 SSI 数目与任何 SSI 接受者的方法是一样的。首
先，只计子女抚养费的三分之二。《联邦法规》20 款 416.1124(c)(11)节。其次，
如果孩子是学生且 2016 年的年龄在 22 岁以下，社会保障不计每月工资收入的头
$1,780.00，每年最多不超过$7,180.00。《联邦法规》20 款 416.1112(c)(3)节 10。
这是一般适用于工资收入的扣除之外的。
适用推定规则的范例
此备忘录包括一份空白的工作表（见如下）。为计算您的孩子的 SSI 数目，
您可能会要将此工作表复印几份。此外，我们还附上两份根据范例“A”和“B”
填好的工作表。计算方法基于 2016 年的福利数目。以下数字和字母与推定工作表
上数字和字母相对应。
2016 年一月，联邦个人福
利费是 $733.00。
2016 年一月，联邦夫妻福
利费是 $1,100.00。

2014 年一月，联邦个人
福利费是$721.00。
2014 年一月，联邦夫妻
福利费是 $1,082.00。

2016 年一月，非残障儿童 2014 年一月，非残障儿
的收入扣除是 $367.00。 童的收入扣除是
$361.00。

2015 年一月，联邦个
人福利费是$733.00。
2015 年一月，联邦夫
妻福利费是
$1,100.00。
2015 年一月，非残障
儿童的收入扣除是
$3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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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一月，残障儿童的 2014 年一月，残障儿童
SSI 费是 $796.40。
的 SSI 费是 $784.40。
2016 年一月，失明儿童的 2014 年一月，失明儿童
SSI 费是 $944.40。
的 SSI 费是 $932.40。

2015 年一月，残障儿
童的 SSI 费是
$796.40。
2015 年一月，失明儿
童的 SSI 费是
$944.40。

范例 A: Apple 夫妇有三个孩子，其中 Adam 有残障。Apple 先生的总
工资收入是每月$2,000.00。Apple 太太兼职，总收入为每月$1000.00。
他们每月还从石油租赁收到 $30。

计算范例 A 中计到 SSI 儿童身上的父母收入的数额:
1. 录入来自在他们家中石油矿权租约的非劳动收入$30.00。
2. 除了 Adam 以外，家中还有其他两名儿童。范例中他们自己无收入。
2016 年家庭非残障儿童的补助是每人$367.00。录入$734.00, 即非残
障儿童的补助总数。
3. 因无非劳动收入，从而无需扣除任何收入。
4. 可计非劳动收入总数当然为零。
5. Apple 先生和太太总工资收入合起来为 $3,000.00 ($2,000.00 加上
$1,000.00) 。
6. 家庭非残障儿童未用的折扣余额（#1 减去 #2) 为 $704.00。
7. 因为您在第 3 项未达到 $20.00 的任何收入忽略数目，在这里录入整个
$20.00 的扣除数。
8. 然后您扣除$65.00 的工资收入。
9. 您的小计数为 $2,211.00（$3,000.00 减去$704.00, 减去 $20.00, 再减
去 $65.00）。
10. 您录入 $1,105.50，即第 9 项的一半。
11. 您的可计工资收入总额为 $1,1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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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因为第 4 项没有非劳动收入，可计收入总额同样为 $1,105.50。
13. 2016 年夫妇的联邦福利费为 $1100.00。
14. 被视为残障儿童的数目是可计收入总数减去夫妇 FBR 或 $5.50。

计算范例 A 中对孩子发放的金额:
a. 2016 一月残障 SSI 儿童的发放水平为 $796.40。
b. 推定数目为 $5.50 且无其他非劳动收入（如第二款（Title II）社会保障
被扶养人福利）。
c. 此范例中无儿童抚养费。
d. 您从孩子的收入中扣除 $20.00 的任何收入忽略。
e. 此范例中孩子无工资收入。
f. 孩子的可计收入总数为 $0（$5.50 减去所允许的孩子的任何收入扣除
$20.00 ）。
g. 孩子 SSI 支票金额应为 $796.40。
范例 A
每月父母 – 孩子 SSI 推定工作表

父母收入：
1.
2.
3.
4.
5.

非劳动收入
减去其他儿童 1的折扣
减去任何收入忽略 $20
可计非劳动收入总额
总工资收入

$30.00
$(734.00)
$(20.00)
$0.00
$3,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3 年一月每位非残障儿童的补贴为 $356.00，2014 年为 $361.00，
2015 和 2016 年均为 $367.00。其他儿童的扣除额可能会因儿童的收入而减
少。#2 未用的扣除额会在 #6 的工资收入中扣除。“回到主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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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减去其他儿童的余额 (2 减 1)2
7. 减去任何收入忽略余额
8. 减去 $65.00 工资收入扣除
9. 小计
10. 减去#9 小计的一半（50%）
11. 可计工资收入总额
12. 小计 – 可计收入
13. 减去个人或夫妇 FBR 3
14. 残障儿童 4所推定数额

$(704.00)
$(20.00)
$(65.00)
$2,211.00
$1,105.5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05.50
$1,105.50
$(1100.00)
$5.50

$0.00
$5.50
$0.00
$(20.00)
$0.00
$0.00

$796.40
$0.00
$0.00
$0.00
$0.00
$0.00

计算发放给孩子的金额：
a.
b.
c.
d.
e.
f.

儿童 SSI 发放水平 5
以上 #14 推定数额加上其他非劳动收入
儿童抚养费 6的 2/3
减去任何收入忽略$20.00
可计工资收入 7
儿童可计收入总额

2013 年一月每位非残障儿童的补贴为 $356.00，2014 年为 $361.00，
2015 和 2016 年均为 $367.00。其他孩子的扣除额可能会因孩子的收入而减
少。 #2 未用的扣除额会在 #6 的工资收入中扣除。“回到主文件”
3
2013 个人 FBR（联邦福利费）为 $710.00，2014 年为 $721.00，2015 和
2016 年均为 $733.00 。夫妇 FBR 在 2013 年为 $1066.00，2014 年为
$1082.00， 2015 和 2016 年均为$1100.00。“回到主文件”
4
如果家中有不止一名残障儿童，所推定的数目在残障儿童之间平分。“回到
主文件”
5
包括 FBR 和州补助的加州 SSI 残障儿童费在 2013 年为 $773.40，2014 年
为 $784.40， 2015 和 2016 年均为 $796.40。失明儿童补助在 2013 年为
$921.40，2014 年为 $932.40，2015 和 2016 年均为 $944.40。 “回到主文
件”
6
儿童抚养费只有三分之二可计算在内。“回到主文件”
7
2013 年月免征额为 $1,730.00，年免征额为 $6,960.00。2014 年月免征额
为 $1750.00，年免征额为 $7,060。2015 和 2016 年月免征额为 $1780.00，
年免征额为 $7180.00。此外，儿童享有所有成人可用的工资收入扣除。“回
到主文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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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儿童 SSI 发放额

$0.00

$796.40

范例 B: Betty Barton 是一位单亲母亲，带着一位名为 Bill 的残障
儿童。Bill 每月收到来自其父亲的儿童抚养费$225.00。Barton
女士每月工资扣除前为 $2,000.00 。

范例 B 中计算归属于 SSI 儿童的父母收入的数额:
1-4. 范例中没有非劳动收入。
5.

工资收入总数为每月$2,000.00。

6.

范例中家庭无其他儿童。

7.

因没有非劳动收入，在这里扣除全部$20.00 的任何收入忽
略数额。

8.

然后您扣除 $65.00 的工资收入扣除额。

9.

小计 $1,915.00 -- $2,000.00 减去 $20.00 (第 7 项) 和
$65.00 (第 8 项) 忽略额。

10.

减去 $1,915.00 的一半或 $957.50。

11.

可计工资收入总额也是 $957.50。

12.

因为范例中没有非劳动收入，可计收入总额为 $957.50。

13.

2016 年单亲父母的联邦福利费为 $733.00。

14.

推定给 Bill 的数额为 $224.50，即 $957.5 和 $733.00 的差
额。

计算范例 B 中发放给儿童的金额：
a. 2016 年一月儿童发放水平为 $796.40。
b. 被推定额为 $224.50。无其他非劳动收入（如第二款（Title II）
社会保障被扶养人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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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范例中，Bill 每月收到来自不住在一起的家长的 $225.00 儿童抚
养费。社会保障只计儿童抚养费的三分之二，$225.00 的三分之
一或 $75 从 $225 中扣除，余额或 $150 被计为儿童的收入。
d. 您从儿童收入中扣除 $20.00 的任何收入忽略数额。
e. 范例中，儿童没有工资收入。
f. 儿童可计非劳动收入为 $354.50 （$224.50 加上 $150.00 减去
$20.00）。
g. 儿童的 SSI 发放额为 $441.90 （$796.40 减去 $354.50）
范例 B
每月父母 – 孩子 SSI 推定工作表

父母收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非劳动收入
减去其他儿童 8的折扣
减去任何收入忽略
可计非劳动收入总额
总工资收入
减去其他儿童 9的余额
减去任何收入忽略余额
减去 $65.00 工资收入扣除
小计
减去#9 小计的一半（50%）
可计工资收入总额
小计 – 可计收入

$0.00
$0.00
$(20.00)
$0.00
$2,000.00
$0.00
$(20.00)
$($65.00)
$1,915.00
$(957.5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957.50
$957.50

2013 年一月每位非残障孩子的补贴为 $356.00，2014 年为 $361.00，
2015 和 2016 年均为 $367.00。其他孩子的扣除额可能会因孩子的收入而减
少。#2 未用的扣除额会在 #6 的工资收入中扣除。“回到主文件”
9
2013 年一月每位非残障孩子的补贴为 $356.00，2014 年为 $361.00，
2015 和 2016 年均为 $367.00。其他孩子的扣除额可能会因孩子的收入而减
少。#2 未用的扣除额会在 #6 的工资收入中扣除。“回到主文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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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减去个人或夫妇 FBR 10
14. 推定给残障儿童 11的数额

$0.00
$0.00

$(733.00)
$224.50

计算发放给孩子的金额：
a.
b.
c.
d.
e.
f.
g.

儿童 SSI 发放水平 12
以上 #14 推定数额加上其他非劳动收入
儿童抚养费 13的
2/3
减去任何收入忽略$20.00
可计工资收入 14
儿童可计收入总额
儿童 SSI 发放额

$0.00
$796.40
$224.50
$0.00
$150.00
$0.00
$(20.00) $0.00
$0.00
$0.00
$0.00
$354.50
$0.00
$441.90

每月父母 – 孩子 SSI 空白推定工作表
父母收入：
1. 非劳动收入
2. 减去其他儿童 15折扣
3. 减去任何收入忽略 $20

$0.00
$( )
$(20.00)

$0.00
$0.00
$0.00

2013 个人 FBR（联邦福利费）为 $710.00，2014 年为 $721.00，2015 和
2016 年均为 $733.00 。夫妇 FBR 在 2013 年为 $1066.00，2014 年为
$1082.00， 2015 和 2016 年均为$1100.00。“回到主文件”
11
如果家中有不止一名残障儿童，所推定的数目在残障儿童之间平分。“回到
主文件”
12
包括 FBR 和州补助的加州 SSI 残障儿童费在 2013 年为 $773.40，2014 年
为 $784.40， 2015 和 2016 年均为 $796.40。失明儿童补助在 2013 年为
$921.40，2014 年为 $932.40，2015 和 2016 年均为 $944.40。“回到主文件”
13
儿童抚养费只有三分之二可计在内。“回到主文件”
14
2013 年月免征额为 $1,730.00，年免征额为 $6,960.00。2014 年月免征额
为 $1750.00，年免征额为 $7,060。2015 和 2016 年月免征额为 $1780.00，
年免征额为 $7180.00。此外，儿童享有所有成人可用的工资收入扣除。“回
到主文件”
15
2013 年一月每位非残障儿童的补贴为 $356.00，2014 年为 $361.00，
2015 和 2016 年均为 $367.00。其他孩子的扣除额可能会因孩子的收入而减
少。#2 未用的扣除额会在 #6 的工资收入中扣除。“回到主文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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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可计非劳动收入总额
总工资收入
减去其他儿童 16 折扣
减去任何收入忽略余额
减去 $65.00 工资收入扣除
小计
减去#9 小计的一半（50%）
可计工资收入总额
小计 – 可计收入
减去个人或夫妇 FBR 17
残障儿童所推定数额

$0.00
$0.00
$( )
$(20.00)
$(65.00)
$0.00
$(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0.00
$0.00
$(2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计算孩子的发放金额
a.
b.
c.
d.
e.
f.
g.

儿童 SSI 发放水平
以上 #14 推定数额加上其他非劳动收入
儿童抚养费的 2/3
减去任何收入忽略$20.00
可计工资收入
儿童可计收入总额
儿童 SSI 发放额

2013 年一月每位非残障儿童的补贴为 $356.00，2014 年为 $361.00，
2015 和 2016 年均为 $367.00。其他孩子的扣除额可能会因孩子的收入而减
少。#2 未用的扣除额会在 #6 的工资收入中扣除。“回到主文件”
17
2013 个人 FBR（联邦福利费）为 $710.00，2014 年为 $721.00，2015 和
2016 年均为 $733.00 。夫妇 FBR 在 2013 年为 $1066.00，2014 年为
$1082.00， 2015 和 2016 年均为$1100.00。“回到主文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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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______________
社会保障管理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地区办公室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主题: ___________________

儿童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儿童社安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是以上孩子的家长。现报告_________________月收入的变化。如果收入的变
化将改变我（们）孩子的 SSI 支票数额，请通知我（们）。我（们）宣誓或根据伪证处
罚声明，此报告中的会计是真实和正确的，附件是原件的精确副本。签名日期和地点如
上所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亲
家长的工资收入
所附工资记录/工资单复印件；
原件保留到社会保障管理局年审时查看。
雇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数额/收到日期 $ ______________
数额/收到日期$ ______________
数额/收到日期$ ______________
数额/收到日期$ ______________
非劳动收入
来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数额/收到日期$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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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虽然社会保障局为 SSI 原因将继父母的收入和资源用于计算
SSI，州 Medi-Cal （医疗补助（Medicaid））机构不这样做。
《美国法规》（U.S.C., United States Code） 42 款
1396a(a)(17)(D)节。对儿童而言，Medi-Cal 项目只看父母和孩
子的收入和资源。如果您的孩子因继父母的收入和资源不够资格
享受 SSI，您可以按照联邦贫困水平 项目为老年人及残障儿童和
成人申请 Medi-Cal （A&D FPL, Federal Poverty Level program
for aged and for 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disabilities）。如果您
的孩子按照 A&D FPL 项目不够资格，您可以按照 老年人－失明
者－残障人士 （ABD, aged-blind-disabled）医疗需求项目申请
Medi-Cal 。您可在县福利 办公室申请 Medi-Cal 。您可以解释，
您的孩子是一名 Sneede （一项法律诉讼的名字），以确保他们
使用正确的规则。“回到主文件”
1

为恢复您的孩子的 SSI，您可写信或亲自到当地的社会保障局
办公室，报告收入降低，或报告您的资源现在社会保障局限额之
内。附上可以证明目前您的收入减少或您的资源在社会保障局限
额之内的文件。您应特别要求恢复 SSI。如果您写信要求恢复，
我们建议您使用挂号信。 “回到主文件”
2

3

收入变化不是您要报告的唯一信息。参见《联邦法规》20 款
§ 416.708。如果您搬家、您的残障儿童或非残障儿童到其他地
方居住、父母一方搬离家而另一方再婚或您的残障儿童搬到医疗
设施，您需要告知社会保障局。“回到主文件”

4

有些父母报告说，当地办公室告诉他们社会保障局不接受复印
件。 那是不对的。在收入变化报告中，您根据伪证处罚宣誓，复
印件是原件真实的副本。“回到主文件”
5

有些家庭报告说，他们的当地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告之，他们不
需要寄来月收入变化报告、年审时社会保障局会在事后做调整。
有时，当社会保障局根据您收入可预测的涨幅而安排您的福利进
行调整时，这是正确的。如果您每周发工资，您有些月份收到五
份而不是四份工资；如果您每两周发工资，您一年中有两次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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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三份而不是两份工资。 年审时，社会安全可能会将预知的收
入涨幅计划到来年中。然而，除非社会保障局书面通知您不需报
告收入变化，您必须递交收入变化报告。如果您不这样做，且因
此导致过分支付，社会保障局会认为这是您的错误，因为您没有
报告收入的变化。 “回到主文件”
美国法规 42 款 1309 节、加州法规 (C.C.R., 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 22 款 50555.1 节。第５页范例 A 中 Apple 一家
的情况下，其他两名儿童由于零收入可以有资格享受 Medi-Cal。
如果父母双方都工作，他们可能不符合资格。 如果是单亲家长，
或父母一方失业或半失业或有残障（包括暂时残障），父母可能
有资格享受 Medi-Cal。如果父母为照顾残障儿童正在接受 IHSS，
此收入在决定孩子接受 SSI 的经济资格时不计算在内，且因为
IHSS 社区首选选项，在决定家庭中任何成员享受 Medi-Cal 资格
时，也不计算在内。“回到主文件”
6

7

如果您是自雇者，社会保障局希望了解您的调整后总收入。
《联邦法规》20 款 416.1110(b)节。将您去年的收入税申报表及
有关您今年总收入的信息带到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局将审阅您
去年的收入税申报表及有关 Bill 您今年总收入的信息。社会保障
局将用您去年的收入税申报表作为估计您今年调整后总收入的准
绳。如果您去年的总收入为 $40,000，但您的调整后总收入（国
税局合法生意扣除后您付税的基础）为 $18,000 或您总收入的
45%，社会保障局将估计您今年的调整后总收入为今年总收入的
45%。由于自雇收入以年度为基础而决定，然后根据《联邦法规》
20 款 416.1111(b)节平均分配到 12 个月，所以您准备收入申报
表时，所做的估算可能会被调整。
自我支持（包括作为雇员）所必需的财产对社会保障局来说不算
作资源。美国法规 42 款 1382b(a)(3)节。这可以包括库存、电脑、
农场设备和牲畜、农田、独立的商业银行账户、建筑、渔船以及
您工作中需使用的或往返工作必不可少的汽车。“回到主文件”
一些雇主根据《国内税收法规 （Internal Revenue Code）125
节提供一些计划，允许您将钱存入一个特殊账户，以支付托儿或
卫生保健费用。它们通常被称为“食堂计划”。存在这些账户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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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合格福利的钱不被视为“收入”，因为您的这些收入不用付
社会保障局税。《联邦法规》20 款 404.1054 节。
对 SSI 来说，您的总工资收入是您的总收入减去存入食堂计划中
的钱 （”cafeteria plans”）。然而，存入税收庇护的退休帐户中
的工资确实被视为收入。父母的退休账户或养老金账户内的资金
是不被推定到儿童的豁免资源。《联邦法规》20 款 416.1202(b)
节。 “回到主文件”
因为使用的是回顾式月度会计（见 1-2 页），十一月和十二月
的收入的计算应使用下一年的联邦福利费。这是因为一月和二月
受到的 SSI 支票应显示前一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收到和考量的收入。
“回到主文件”

9.

10

年月最高限额根据年度生活成本补贴增长的数额每年都在增长。
《联邦法规》20 款 416.112(c)(3)(B)节。此法规为了工资收入扣
除而判定儿童和年轻成人是否为学生时，为残障提供了灵活性和
安排。《联邦法规》20 款 416.1861 节。

法规和条例在公共图书馆可以找到。他们也可以在社会保障局网
站上找到：www.ssa.gov。上社会保障局网站后，点击网站右边
的“我们的项目规则”。 “回到主文件”
Disability Rights California 由多方资助，如需完整的资助者名单，请访问
http://www.disabilityrightsca.org/
Documents/ListofGrantsAndContract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