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州的保护和倡导系统 

一次总付和SSI资格 

2017年10月，出版物 #5604.04  

注意：本出版物仅包含一般信息。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请务必咨询

在这方面有很多知识的律师或倡议者以获取具体建议。 

许多人对一次总付（一次性）对他们获得补充保障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的资格的影响存在疑问。  本备忘录将讨论一次总付

如何影响获得SSI的资格。 

1. 一次总付是什么？ 

一次总付是一次性支付的款项，不会循环发生，您将来不会再收到同种款 

项。  它不包括您的每月社会保障支付，如SSI。   

2. 一次总付的示例有哪些？ 

一次总付的示例包括一次性追溯性社会保障支票、追溯性IHSS支付、礼品、

继承的遗产、彩票中奖以及用于替换收入或资源的钱。 

3. 一次总付如何影响我的SSI福利？  

它可能会减少您每月收到的SSI或使您不符合SSI的资格。 这是因为您的收

入和资源会影响您每月的SSI金额。  首先，您必须了解一些SSI资格要求以

及SSI计划如何决定您每月获得多少SSI。  有关SSI计划如何决定您的资格，

请参阅下面的问题7。   

4. 收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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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是指个人以现金或实物形式收到的任何物品，可用于满足他们对食物或

住所的需求。1  “实物” 收入是指非货币援助，或以货物或服务（如食物或

住所）形式提供的援助，而不是 金钱。2 

就SSI资格而言，还有“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收入，用于决定您每

月的福利金额。  劳动所得收入是以现金或实物获得的收入，包括工资、自

营职业的净收入、在庇护工场进行服务所获得的款项或因出版物获得的 版 

税。3  有关SSI计划中劳动所得收入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20000/.4 

非劳动所得收入是所有除劳动所得收入以外的 收入。5  例如，追溯性的社会

保障福利和实物支援6 都被视为非劳动所得收入。  有关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更

多信息，请访问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30000。 

  有关实物支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出版物, 

https://www.disabilityrightsca.org/publications/ssi-applicants-and-recipients-learn-

about-in-kind-support-and-maintenance-ism  。  一些非劳动所得收入不计入您的

SSI资格。  您可以在此处查找不计入SSI资格的非劳动所得收入分类列表: 

https://www.ssa.gov/OP_Home/cfr20/416/416-1124.htm 和 

https://secure.ssa.gov/apps10/poms.nsf/lnx/0500830099.7  

有一些物品不会被视为 收入。8  如果一项物品既不是食物也不是住所，或者

不能用于获取食物或住所，则该物品不是收入。9  例如，如果有人支付您的

医疗费用、您的电话费、您的兽医账单或者您获得免费医疗，那么这个价值

不会被视为您的收入。10  但是，即使某个物品不被视为收入，它仍然可以被

视为资源，这点将在下面说明。 

其他东西被认为是收入，但在确定您的月收入时被排除在外。  任何月度劳

动所得收入的前65美元加上剩余收入的一半不包括在SSI福利计算中。11  每

月非劳动所得或劳动所得的前20美元也被 排除。12  SSI计划中会排除一些非

劳动所得收入，例如埋葬资金、子女抚养费、教育援助、食品券等。  有关

非劳动所得收入排除的列表，请访问：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30099. 

5. 资源是什么？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20000/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30000
https://www.disabilityrightsca.org/publications/ssi-applicants-and-recipients-learn-about-in-kind-support-and-maintenance-ism
https://www.disabilityrightsca.org/publications/ssi-applicants-and-recipients-learn-about-in-kind-support-and-maintenance-ism
https://www.ssa.gov/OP_Home/cfr20/416/416-1124.htm
https://secure.ssa.gov/apps10/poms.nsf/lnx/0500830099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3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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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是您拥有的东西，例如现金、土地、人寿保险、个人财产，或您拥有的

任何其他可转换为现金并用于食品或住所的 东西。13  此外，您通过出售或

交换资源（如房屋或汽车）获得的金钱不属于收入，而依然是资源。  请参

阅以下的第7(d)节。 

在每月的第一个时刻 (这个月的第一天的午夜)14，个人只能拥有价值2000美

元的被排除的资源，一对已婚夫妇只能拥有价值3000美元的资源。 否则，

那个月您没有资格获得SSI付款。  这意味着，如果您收到的付款将在下个月

成为可计算资源，则您必须在收到款项后的下个月刚开始时花费到2000美元

（3000美元）的可数资源级别， 才能 继续有资格获得SSI。 注意:  您在第一

日的银行帐户中的金额是显示的金额减去任何未兑现的支票（支票尚未从您

的帐户中支付。) 15 

有些东西被排除在资源之外，这意味着它们不会计入资源限制。  它们是被

排除的资源。  这些包括家用物品、一辆汽车、16 住房援助或埋葬地。17  有

关被排除资源的更多示例, 请访问 

https://www.ssa.gov/OP_Home/cfr20/416/416-1210.htm.18 

6. 认定是什么？ 

有时，您的配偶或父母（如果孩子未满18岁）的收入和资源19可以计入您的

SSI资格。  这叫做“认定”。  被认定的收入是与您共同生活的配偶、与您

一起居住的父母或您的担保人（如果您是外国人）的收入的一部分， 

SSI计划用该收入来计算您的可计算收入金额，从而决定您的资格和SSI 福

利金额。20  有关配偶认定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https://www.ssa.gov/ssi/text-

income-ussi.htm.21   有关18岁以下儿童的认定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https://www.ssa.gov/ssi/spotlights/spot-deeming.htm.22 

如果您是接收SSI的孩子，对于一个单亲父母来说，任何超过2000美元的资

源，或对于与您居住的两位父母来说，任何超过3000美元的资源，将被您认

定。  作为SSI接收者，您有权获得自己的2000美元资源补贴。  如果父母或

配偶不是SSI接收者，那么该父母或配偶拥有的退休账户是被排除在外的，

不予以认定。   

7. SSI计划怎样决定我每月获得多少SSI付款？ 

https://www.ssa.gov/OP_Home/cfr20/416/416-1210.htm
https://www.ssa.gov/ssi/text-income-ussi.htm
https://www.ssa.gov/ssi/text-income-ussi.htm
https://www.ssa.gov/ssi/spotlights/spot-deem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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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I是一项基于需求的补充收入计划，适用于残障、失明或年龄至少65岁且

收入有限且资源匮乏的符合条件的个人。23  它是一项补充收入计划，因为它

旨在为个人已经获得的收入和资源提供额外收入。  社会保障管理局根据您

的收入和资源数额决定您的SSI资格。  请记住，作为个人，您的资源不能超

过2000美元，作为已婚夫妇，资源不能超过3000美元。  有关资格要求的更

多信息, 请访问https://www.ssa.gov/ssi/text-eligibility-ussi.htm.   

您每月收到的SSI金额取决于您的残障情况、年龄和生活状况。请看图表: 

https://www.ssa.gov/pubs/EN-05-11125.pdf。  这笔金额会因您拥有的任何

可计入的收入而减少。  可计入的收入是指对收入项目进行所有适当排除后

的剩余 收入。24   

如果您的可计入的收入超过您的SSI福利，您将在收到那个收入的月份没有

资格获得 SSI。25  如果可计入的收入低于SSI福利支付率，则可计入的收入

将从您两个月后获得的SSI付款中 扣除。26  使用上个月的收入计算当月福利

的过程被称为追溯月度记账。  有关追溯记账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2005001.   

实践提示：如果您知道您在一个月后会收到的收入会减少您的SSI福利金额

，或者会高到足以使您没有资格获得任何SSI收入，我们建议您在向SSI报告

收入时附上汇票或银行本票（多付的金额）。  这样，您的SSI支票将继续，

不会有任何减少或中断。   

8. 一次总付是怎样被对待的？ 

这取决于您收到的付款类型。 

a. 追溯性社会保障支付 

一般而言，根据第二节支付的27追溯性社会保障金在收到月份被视为非劳动

所得 收入。28  如果您要收到追溯性的社会保障金，它在您收到的当月也将

是被免除资源，并且在此之后的9个月仍然是被免除资源。29  如果你在9个月

后还有那笔钱，它将成为SSI的可计入资源。 30   

b. IHSS 付款 

https://www.ssa.gov/ssi/text-eligibility-ussi.htm
https://www.ssa.gov/pubs/EN-05-11125.pdf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20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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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支付给不符合资格的配偶或不符合资格的父母的IHSS付款   

“不符合资格”的父母或配偶是指他们没有获得SSI福利。  向未成年子女或

配偶提供服务的不符合资格父母或配偶的IHSS追溯一次总付是为了认定目的

而被排除的收入 — 换句话说，它不被视为或计入获得SSI福利的子女或配偶 

，因而不影响他们的资格。31  对居住在同一住处的不符合资格父母或配偶的

定期IHSS付款不被认定在SSI 孩子身上。32 

虽然通常的规则是收入在您收到后的一个月内成为一种资源，但根据特殊规

则，向不符合资格的父母或配偶支付的IHSS追溯一次总付在收到月份之后的

一个月内成为被排除的资源。33  但是, 它在收到后的第二个日历月计为资源

；如果是追溯的一次IHSS总付，则被认定给配偶或 子女。34  例如, 如果1月

份不符合资格的配偶获得追溯的IHSS付款，则该款项在2月份是被排除的资

源，但在3月份是SSI被计入的 资源。35 

ii. 付给IHSS接受者的IHSS付款  

向IHSS接受者支付的用以支付IHSS服务的IHSS付款不计入接收者的SSI资

格的 收入。36  它也在收到后的下个月 从资源里被排除。37  但是，它在收到

后的第二个月计为 资源。38  例如，如果在1月份向IHSS收款人支付了IHSS

，则该款项将在2月份被排除在资源外，但在3月份将被计入资源。 

c. 不再发生的一次总付社会保险金 

不再发生的一次总付社会保险金包括铁路退休福利、退伍军人福利、工人赔

偿和残疾保险 福利。39  根据SSI，这些福利是您收到的月份的非劳动所得收

入和下个月的可计入 资源。40  要注意，社会保障可能被视为一种或多或少

是您实际收到的非劳动所得收入资源，而且规定因您的情况 而异。41   

来自 20 C.F.R. § 416.1123的示例:  SSI受益人乔也有权享受每月200美元的

社会保障保险福利。  然而，由于先前多付了他的社会保障保险福利，每月

20美元被扣留以收回多付的款项。  在计算他的SSI福利金额时，每月200美

元的全额社会保障保险福利金被包含在乔的非劳动所得收入中。  但是，如

果乔在多付社会保障保险金时获得了这两项福利，然后我们把多付的金额作

为了收入，那么我们将在收到180美元作为社会保障保险金的基础上计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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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SI福利。  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当他被多付时，我们根据了较高的金额

来计算他的SSI福利。 

d. 替换收入或资源 

您收到的某些物品已经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计入收入一次。  为避免重复计

算，这些物品不被计入SSI收入。  例如, 一些退税不是 收入42 或是从收入中 

排除。43  付给您的人寿和残障保险付款不是收入。44 

你借的钱或者你收到的还款不是收入，而是一个 资源。45  此外，您收到的

一些物品不是收入，而是资源。  例如，出售、交换或更换资源（例如出售

汽车）的收益不是收入，而是 资源。46  如上面的“资源”部分所述，这些

东西在收到后下一个的月的第一时刻被视为资源。  如果您在9月借钱，它在

9月份不被视为收入，但在10月的第一时刻将被视为资源。 

如果您收到现金用于修理或更换已被丢失、损坏或被盗的被排除资源（例如

您的房屋）, 从收到现金开始，您有9个月的时间可以修理或更换资源，之后

这些现金将被视为 资源。47  如果你有好的理由，可以再延长9个月。48  否则

，那笔现金成为可被计入的 资源。49  如果您改变维修或更换房产的意图，

现金也将成为可计入资源。50 

e. 被免除的收入和资源 

一些物品根本不被计入收入或资源。  例如，救灾款被归类为“非劳动所得

收入”但被免除于您的收入决定，并且也被排除在您的资源限制 之外。51  

另一个例子是如果您是犯罪受害者，州或地方政府向您支付的 款项。52 

f. 其他的一次总付 

如果您要收到任何其他类型的一次总付（例如遗产、礼品、人寿保险付款或

工作奖金），在收到的月份那是可计入的收入，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是可计

入的  资源。53  

9. 我该如何花一次总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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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收到一次总付，你应该花掉它。  您可以通过将钱花在被免除资源上

来做到这一点，例如房屋、汽车、家庭用品和个人物品、为了自给自足的财

产、定期人寿保险、墓地和埋葬保险或者放钱到一个“自我支持计划”中

(PASS)。 54   

此外，如果您收到一笔总付并以低于公平市场价值的价格赠送出去，您可能

最长3年无法获得SSI资格。  （对此问题的讨论超出了本备忘录的范围。）   

如需更多资讯, 请访问 

https://secure.ssa.gov/apps10/poms.nsf/lnx/0501150007 
.   

10. 信托和ABLE账户呢？ 

如果您收到一大笔总付，您可能会想将款项转入一个信托或ABLE账户。 

a. 信托 

一种选择是将部分或全部资金存入一个OBRA信托——例如一个汇集信托 —

—这样您就可以用钱来改善生活质量而不会损失您的福利。55 

你也可以建立一个特别需求 信托。56  特殊需求信托法的变化现在使具有残

障的信托受益人能够为他或她自己建立这种信托，而不是要求该受益人的父

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法定监护人或法院建立这种 信托。57  此更改对于

在2016年12月13日58 或之后建立的信托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必须在受益

人达到65岁之前创建 信托。59 

如想了解有关这些和其他选择的更多信息，我们建议您联系加利福尼亚州护

理院改革倡导者 – www.canhr.org – 以获得建议或被转介给专门从事这些

领域的 律师。60 

b. ABLE 账户 

您还可以查看加州州财政部网站，了解有关CalABLE帐户的信息。登在: 

http://treasurer.ca.gov/able.61  如果您在26岁之前成为残疾人，那么在您的

SSI或Medi-Cal受影响之前，您可以在一个名为ABLE的税收优惠储蓄账户中

每年最多存14000美元，最多可以存100000 美元。62  这意味着如果您在

https://secure.ssa.gov/apps10/poms.nsf/lnx/0501150007
http://www.canhr.org/
http://treasurer.ca.gov/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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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E帐户中存钱，这些钱将不适用于您的SSI或Medi-Cal的可计入的资源限

制，最高达100000美元。  此外，您可以同时拥有一个ABLE帐户和一个特殊

需求信托。   

您的ABLE账户的分配不计入收入，您可以用您的ABLE账户中的资金支付符

合资格的费用，例如住房、交通和 医疗保健。63  ABLE账户的另一个好处是

，您可以从账户接收分配，只要您保留这笔钱用来支付与住房无关的符合资

格的残障费用，它就不会被计为 资源。64   例如, 如果您在6月从您的帐户中

提取500美元来支付9月份的预期医疗费用，那么这500美元将不会被视为6

月、7月、8月或9月的 资源。65 

11. 我需要把钱报告给社会保障局吗？ 

是。您必须在收到付款后立即告知社会保障部，但不得迟于您 收到付款后的

月份的下一个月的第10 天。66  例如，如果您在12月收到付款，则必须在1月

10日前告知社会保障部. 

12. 如果我收到一次总付，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收到一笔一次总付，最好与了解SSI资格和一次总付对SSI资格的影响

的倡导者或律师讨论。   

我们希望收到您的反馈！ 请完成以下关于我们出版物的调查，并告诉我们我

们做得如何！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6ezTl2M5UMAWU66exLbc1SQ9wDPzv
tuS3AGR4-cgwE/viewform?c=0&w=1 

如需法律援助，请致电800-776-5746或填写 援助申请表 如有其他需求，请

致电916-504-5800（北加州）; 213-213-8000 (南加州)。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6ezTl2M5UMAWU66exLbc1SQ9wDPzvtuS3AGR4-cgwE/viewform?c=0&w=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6ezTl2M5UMAWU66exLbc1SQ9wDPzvtuS3AGR4-cgwE/viewform?c=0&w=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6ezTl2M5UMAWU66exLbc1SQ9wDPzvtuS3AGR4-cgwE/viewform?c=0&w=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6ezTl2M5UMAWU66exLbc1SQ9wDPzvtuS3AGR4-cgwE/viewform?c=0&w=1
https://goo.gl/fssd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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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ility Rights California 由各种来源提供资助，如需资助者的完整名单，
请访问 http://www.disabilityrightsca.org/ 

Documents/ListofGrantsAndContracts.html. 

 

 

1 20 C.F.R § 416.1102; P.O.M.S.SI 00810.005,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10005.  “回到主文件” 

2 https://www.ssa.gov/ssi/text-income-ussi.htm  “回到主文件” 

3 P.O.M.S.SI 00820.001,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20001.  “回到主文件” 

4
 劳动所得收入的规则在20 C.F.R.§ 416.1110 到 416.1112中描述。   “回

到主文件” 

5 P.O.M.S.SI 00830.001, 登在  

h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30001.  “回到主文件” 

6 实物支援和维护（In-kind support and maintenance, ISM）是食物或住所

形式的或两者兼有的非劳动所得收入。  P.O.M.S.SI 00835.001,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35001.  “回到主文件” 

7 非劳动所得收入的规则在20 C.F.R.§ 416.1120 至 416.1124。  “回到主文

件” 

8 20 C.F.R.§ 416.1103.  “回到主文件” 

9 P.O.M.S.SI 00815.001,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15001.  “回到主文件” 

                                      

http://www.disabilityrightsca.org/Documents/ListofGrantsAndContracts.html
http://www.disabilityrightsca.org/Documents/ListofGrantsAndContracts.html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10005
https://www.ssa.gov/ssi/text-income-ussi.htm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20001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30001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35001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1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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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需更多资讯, 请访问 https://www.ssa.gov/oact/cola/incomexcluded.html.  

“回到主文件” 

11 如需更多资讯, 请访问 https://www.ssa.gov/oact/cola/incomexcluded.html.  

“回到主文件” 

12 如需更多资讯, 请访问 https://www.ssa.gov/oact/cola/incomexcluded.html.  

“回到主文件” 

13 如需更多资讯, 请访问 https://www.ssa.gov/ssi/text-resources-ussi.htm.  

“回到主文件” 

14 20 C.F.R §§ 416.1207(d) 和 416.1205(c)。  “回到主文件” 

15 P.O.M.S SI 01140.200.G.3,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140200.  “回到主文件” 

16 请参看 尾注19，它是关于自营职业或企业的额外豁免资源或作为雇员使用

的物品（如第二辆汽车）。 “回到主文件” 

17 20 C.F.R. § 416.1210 （资源的一般排除）。  “回到主文件” 

18 请参看 尾注X，它是关于影响至少20 CFR § 416.1222的法律变化。  “回

到主文件” 

19 关于资源认定的规则，请看20 C.F.R.§§ 416.1202, 416.1203 和 

416.1204。  “回到主文件” 

20 1989年OBRA通过取消任何美元或回报限制（包括企业的现金账户，以及

员工在工作中使用的被排除财产），扩大了自我支持所需财产的排除。  出

版物L.101-239的第8104节，自1990年5月生效，编号为42 

U.S.C.§ 1382b(a)(3), 并使20 C.F.R §§ 416.1220 和 416.1222中的冲突条款

无效。  例如，如果在工作中使用，包括拾取或递送物品、参加其他地点的

会议，则可以排除家庭中的第二辆车辆。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必要时可以豁免第二辆车上下班。  但是，对于这，没

有法律权力。  自颁布以来的28年，社会保障局尚未更新法规。  P.O.M.S.SI 

https://www.ssa.gov/oact/cola/incomexcluded.html
https://www.ssa.gov/oact/cola/incomexcluded.html
https://www.ssa.gov/oact/cola/incomexcluded.html
https://www.ssa.gov/ssi/text-resources-ussi.htm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1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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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130.500,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apps10/poms.nsf/lnx/0501130500, 和 P.O.M.S.SI 

0501130.501,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apps10/poms.nsf/lnx/0501130501。  有关非劳动收

入排除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https://secure.ssa.gov/apps10/poms.nsf/lnx/0500830099.  “回到主文件” 

21 您也可以参阅20 C.F.R.§§ 416.1161 和 416.1163。  “回到主文件” 

22 您也可以参阅20 C.F.R.§§ 416.1161 和 416.1165。  “回到主文件” 

23 如需更多资讯, 请访问 https://www.ssa.gov/pubs/EN-05-11000.pdf.  “回

到主文件” 

24 如需更多资讯, 请访问 

https://www.ssa.gov/oact/cola/countableincome.html 和 

https://www.ssa.gov/oact/cola/incomexcluded.html.  “回到主文件” 

25 20 C.F.R §§ 416.202(c) 和 416.420。 “回到主文件” 

26 20 C.F.R § 416.420(a); P.O.M.S.SI 02005.001,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2005001.  “回到主文件” 

27 第二条（Title II）福利包括退休、幸存者和残障保险。  “回到主文件” 

28 20 C.F.R.§ 416.1123(d); P.O.M.S.SI 00830.210,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30210; 也请参阅 P.O.M.S.SI 

03020.040,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apps03020.040/poms.nsf/lnx/0603020040, 和 

P.O.M.S. SI 00830.010，它涉及例外情况,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30010#b.  “回到主文件” 

29 20 C.F.R § 416.1233; 也请参阅 https://www.ssa.gov/pubs/EN-05-

11015.pdf.  “回到主文件” 

30 20 C.F.R § 416.1233; 也请参阅 https://www.ssa.gov/pubs/EN-05-

11015.pdf.  “回到主文件” 

https://secure.ssa.gov/apps10/poms.nsf/lnx/0501130500
https://secure.ssa.gov/apps10/poms.nsf/lnx/0501130501
https://secure.ssa.gov/apps10/poms.nsf/lnx/0500830099
https://www.ssa.gov/pubs/EN-05-11000.pdf
https://www.ssa.gov/oact/cola/countableincome.html
https://www.ssa.gov/oact/cola/incomexcluded.html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2005001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30210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603020040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603020040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0830010#b
https://www.ssa.gov/pubs/EN-05-11015.pdf
https://www.ssa.gov/pubs/EN-05-11015.pdf
https://www.ssa.gov/pubs/EN-05-11015.pdf
https://www.ssa.gov/pubs/EN-05-11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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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 C.F.R.§ 416.1201(a)(3); § 416.1201(a)(3); 20 C.F.R.416.1161(a)(16); 
P.O.M.S.SI 01320.175,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320175.  “回到主文件” 

32 20 C.F.R.§ 416.1161(a)(16).  “回到主文件” 

33 20 C.F.R. § 416.1201(a)(3).  “回到主文件” 

34 20 C.F.R.§ 416.1201(a)(3); P.O.M.S.SI 01120.112(B)(1),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120112.  “回到主文件” 

35 付款是提供护理或服务的个人的收入。  如果不符合资格的配偶或父母收

到家庭支援服务（IHSS）付款，而服务不是向其符合资格的配偶或符合资格

的子女提供的，则该付款将被包括在收入内，会被认定 (P.O.M.S.SI 

01320.175,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320175).  “回到

主文件” 

36 20 C.F.R. 416.1103(b)(1);  家中支援服务（家务、服务员、家庭主妇）支

付是医疗或社会服务，在直接付给符合条件的个人用来支付服务时不是收入

(P.O.M.S.SI 00815.050)。但是，付款是提供护理或服务的个人的收入 

(P.O.M.S.SI 01320.175,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320175).  “回到主文件” 

37 20 C.F.R. § 416.1201(a)(3).  “回到主文件” 

38 20 C.F.R. § 416.1201(a)(3).  “回到主文件” 

39 20 C.F.R.§ 416.1121(a).  “回到主文件” 

40 20 C.F.R §§ 416.1121, 416.1207(d).  “回到主文件” 

4120 C.F.R. § 416.1123(b).  “回到主文件” 

42 20 C.F.R § 416.1103(d).  “回到主文件” 

43 20 C.F.R § 416.1124(c)(1).  “回到主文件” 

44 20 C.F.R § 416.1103(e).  “回到主文件”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320175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120112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320175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3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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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0 C.F.R § 416.1103(f).  “回到主文件” 

46 20 C.F.R §§ 416.1103(c), 416.1207(e).  “回到主文件” 

47 20 C.F.R § 416.1232(a).  “回到主文件” 

48 20 C.F.R. § 416.1232(b).  “回到主文件” 

49 20 C.F.R § 416.1232(a).  “回到主文件” 

50 20 C.F.R § 416.1232(d).  “回到主文件” 

51 20 C.F.R § 416.1124(c)(5) 和 20 C.F.R.§ 416.1210(k)。  “回到主文件” 

52 20 C.F.R. § 416.1124(c)(17) 和 20 C.F.R. § 416.1210(p) （由于犯罪行为

所造成的开支或损失而收到的补偿金额）  “回到主文件” 

53 20 C.F.R §§ 416.1104 (SSI被计算的收入), 416.1120  

(SSI非劳动所得收入), 416.1207 (SSI资源决定); 也请参见 P.O.M.S. SI 

00810.410, 不经常或不规律的收入排除,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apps10/poms.nsf/lnx/0500810410#c.  
 “回到主文件” 

54 20 C.F.R § 416.1210.  “回到主文件” 

55 P.O.M.S.SI 01120.200,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120200.  “回到主文件” 

56 22 C.C.R.§ 50489.9.  “回到主文件” 

57 ACWDL 第17-13, 登在 http://www.dhcs.ca.gov/services/medi-

cal/eligibility/Documents/ACWDL2017/ACWDL17-13.pdf.  “回到主文件” 

58 ACWDL 第17-13, 登在 http://www.dhcs.ca.gov/services/medi-

cal/eligibility/Documents/ACWDL2017/ACWDL17-13.pdf.  “回到主文件” 

59  42 USC § 1396p(d)(4)(A).  “回到主文件” 

https://secure.ssa.gov/apps10/poms.nsf/lnx/0500810410#c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120200
http://www.dhcs.ca.gov/services/medi-cal/eligibility/Documents/ACWDL2017/ACWDL17-13.pdf
http://www.dhcs.ca.gov/services/medi-cal/eligibility/Documents/ACWDL2017/ACWDL17-13.pdf
http://www.dhcs.ca.gov/services/medi-cal/eligibility/Documents/ACWDL2017/ACWDL17-13.pdf
http://www.dhcs.ca.gov/services/medi-cal/eligibility/Documents/ACWDL2017/ACWDL17-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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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此处有更多资讯: 

http://canhr.org/publications/newsletters/NetNews/Feature_Article/NN_200
7Q1.htm.  “回到主文件” 

61 也请参阅 http://treasurer.ca.gov/able/resources/factsheets/factsheet-en-

us.pdf 和 http://treasurer.ca.gov/able/resources/faq.pdf ， 

以获得更多资讯。  “回到主文件” 

62 26 U.S.C. § 529A; P.O.M.S.SI 01130.740,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130740.  “回到主文件” 

63 P.O.M.S.SI 01130.740(C),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130740.  “回到主文件” 

64 P.O.M.S.SI 01130.740(C)(5)(a),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130740.  “回到主文件” 

65 P.O.M.S.SI 01130.740(C)(5)(c), 登在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130740.  “回到主文件” 

66 20 C.F.R § 416.714(a).  “回到主文件” 

 

 

http://canhr.org/publications/newsletters/NetNews/Feature_Article/NN_2007Q1.htm
http://canhr.org/publications/newsletters/NetNews/Feature_Article/NN_2007Q1.htm
http://treasurer.ca.gov/able/resources/factsheets/factsheet-en-us.pdf
http://treasurer.ca.gov/able/resources/factsheets/factsheet-en-us.pdf
http://treasurer.ca.gov/able/resources/faq.pdf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130740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130740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130740
https://secure.ssa.gov/poms.nsf/lnx/0501130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