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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券:身强力壮无家庭负担

成年人(ABAWD)的时间限

制和工作要求 

 仅当您居住在华盛顿州时，请阅读本手册。  

 新冠疫情（COVID-19）更新：目前，任何郡县的身强力壮无家庭负担成

年人（ABAWD）都不会因未达到工作要求而受到处罚。即使身强力壮无

家庭负担成年人（ABAWD）未达到任何工作要求，他们将继续获得食物

券。请阅读以下在 COVID-19 疫情预防措施结束后，有关的对强力壮无

家庭负担成年人（ ABAWD）的要求。  

 您可以链接到网站，WashingtonLawHelp.org，找到我们此处的所有资料

介绍（该措施计划于 2023 年 2 月结束）。  

我应该读这份出版物吗？我是否应该阅读此文以了解在 COVID-19 疫

情预防措施结束后的要求（2023 年 3 月 1 日）？  

应该，如果以下所有都是真实的： 

1. 您领取到食品券（基本食品福利）， 

2. 您属于身强力壮无家庭负担的成年人（ABAWD）， 

3. 您居住在金县，而不是在米克立舒特部落（Muckleshoot Tribe）保留区。  

我们在此讨论的时间限制和工作要求规则仅适用于新冠疫情措施实施之前的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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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则会在 2023 年 3 月发生变化。一旦有新信息，我们将立即更新。请查阅华

盛顿法律帮助，以获取更新了的信息。  

什么是身强力壮无家庭负担的成年人（ABAWD）？ 

这是获得食物援助的人，并且是所有这些人 (WAC 388-444-0030-0035): 

 您的年龄在 18-49 岁之间。  

 您没有为任何 18 岁以下的儿童申请到食品补助。  

 您没有怀孕。  

 您可以工作，并且没有任何原因而豁免工作。 （参阅以下“我是身强力壮无

家庭负担成年人。 我住在金县。 我可以豁免工作要求吗？ ”）。  

作为身强力壮无家庭负担成年人，这如何影响我领取食物福利？ 

通常，如果您不符合工作要求，您在 36 个月内将仅能拿 3 个全月（以及任何部分

月份）的食品券。  

一个新的 36 个月时期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 从该日起，您将获得整整 3 个月

的食品券，即使您不符合工作要求或不能免除（不能豁免）满足这些要求。  

如果您在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未被豁免或无法满足工作要求，或者因此而失去了

食物券，并且至今还未重新申请，则应尽快重新申请。  

如果您得到豁免或满足了工作要求，您将一如既往地获得食品券。 

 请参阅以下“我是身强力壮无家庭负担成年人。我住在金县。 我可以

豁免工作要求吗？ ” 

如果您没有被豁免或满足工作要求，并且在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后获得或已经获得

了三个月的食品券，那么您可能要等到 2024 年才能再次获得食品券。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44-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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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 388-444-0030) .  

我有食品券，我需要符合对身强力壮无家庭负担成年人（ABAWD）

的工作要求吗？ 

需要，如果所有以下情况是真实的 (WAC 388-444-0030(1), (3)): 

1. 您住在金郡。您不住在米克立舒特（Muckleshoot）保留区。 

 时间限制和工作要求规则会更改，并在 2023 年适用于更多郡县。请查看《

华盛顿法律帮助》（Washington LawHelp）以获取更新了的信息。  

2. 您年龄在 18 岁至 49 岁之间. 

3. 您没有任何家庭负担。  

4. 您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符合能够工作的条件。  

5. 根据 华盛顿州修改法规 WAC 388-444-0035, 您没有资格获得豁免. (参阅以下“

我是身强力壮无家庭负担成年人. 我住在金县. 我可以豁免工作要求吗?”.) 

为什么工作要求只适用于华盛顿州的某些地区内 

某些城市或郡县基于其失业率，整个城市和郡县都可以免除工作要求，如果失业人

数足够低，该城 市或郡县的人士都要符合工作要求。  

但是，如果失业人数足够低，则该城市或郡县的人必须符合工作要求。  

金郡（King）不符合豁免条件。金郡（King）的居民必须符合工作要求。  

（WAC 388-444-0030(3); 7 CFR 273.24). 

 时间限制和工作要求的规则于 2023 年 3 月新冠疫情预防措施结束后会

应用在华盛顿的更多县郡中 。请查看《华盛顿法律帮助》（Washington 

LawHelp）以获取更新了的信息。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44-0035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44-0030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44-0035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44-0030
https://www.gpo.gov/fdsys/pkg/CFR-2002-title7-vol4/pdf/CFR-2002-title7-vol4-sec273-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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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身体强壮无家庭负担的成年人（ABAWD），而且我住在金郡（

King）。我可以豁免符合工作的要求吗？ 

有可能。您不需要符合工作要求，如果以下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是真实的（WAC 

388-444-0035; 7 CFR 273.24(c)): 

1. 您居住在米克立舒特部落（Muckleshoot Tribe）保留区。  

2. 您不会在身体或精神上不能够胜任工作。  

3. 没有为任何 18 岁以下的儿童申请到食品补助。  

4. 您照顾某些残疾的或不能自理的成年人。  

5. 您参与吸毒或醺酒的康复项目。 

6. 您领取残疾金 （例如社保辅助金（SSI）、社保残疾金（SSDI），年老、失明

或残疾补助 金（ABD）、人工补偿金（Worker Comp），等等）。  

7. 您正在怀孕。 

8. 您领取失业救济金。 

9. 您已经申请了失业救济金。 

10. 您是学生，至少是在认可学校的兼职学生。 

11. 您不能工作或找不到工作，因为您是无家可归者。  

12. 您已经符合为困难家庭提供临时援助(TANF)的就业和培训项目的工作要求。  

如何让福利局(DSHS)知道，我认为我自己应该有资格免除工作要求？  

请立即致电社会福利局 (DSHS) 1-877-501-2233，要求他们考虑您是否符合免除

ABAWD 工作的要求。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44-0035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44-0035
https://www.gpo.gov/fdsys/pkg/CFR-2002-title7-vol4/pdf/CFR-2002-title7-vol4-sec273-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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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认为您有条件豁免工作因为您不能工作，您应该立即联络您的医生，获取

一份书面说明。  

如果您是无家可归者，请联络社会福利局，或者找人代表您联络社会福利局，告

诉他们您无家可归，因此您不能够工作。  

工作要求是什么？ 

您必须屡行以下任何一项条款 (WAC 388-444-0030（4）, -0040): 

A. 每月平均每周至少工作 20 小时，这包括薪酬工作，和以领取商品或服务或

实物为报酬的工作，以及一些其他类型的没有收入的工作，也可以是工作的

结合。  

B. 在一家福利机构做义工。福利局是这样计算每月要完成的小时数的：以您

食品援助金额除以当地规定的每小时最低工资额。请致电社会福利局以确定

您所必需的确切小时数。  

C. 参加“基本食品就业和培训” （BFET）的项目 

D. 参加州政府批准的就业或培训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LEP 通道 

 难民与特殊就业需要项目（RSEN） 

 包括“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的项目 （WIOA） 

 美国和平队 VISTA 

 职业康复部门 

请浏览网站以获取更多信息：dshs.wa.gov/esa-1.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44-0030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44-0040
https://www.dshs.wa.gov/es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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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工作福利组织？ 

可以是非营利机构或者政府部门机构，如社区组织或学校 (WAC 388-444-0040). 请

拨打电话号码 1-877-501-2233 来联络福利局, 让他们将您介绍给工作平等 

(WorkFare) 组织。  

请浏览网站 bit.ly/3LcO4GM 以获取更多信息。  

我要在工作平等机构完成多少个小时的工作？ 

请给社会福利局打电话：1-877-501-2233 或者前往您当地的福利局办公室寻找帮

助。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其地址：bit.ly/3xItutE。  

我如何向社会福利局显示我正在完成我的工作平等需要的时间？ 

向社会福利局呈交“基本食品工作平等活动报告”。您可以从福利局或以下网站获取

报告表：bit.ly/3rHWWMH。  

我如何注册参加“基本食品就业和培训（BFET）”或其他由政府批准的

就业或培训项目？ 

您可以致电社会福利局 1-877-501-2233。所有符合条件人士均能进入这些项目。

您也可以拜访您当地的社会福利局办公室。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您当地社会福利

局办公室的地址：bit.ly/3xItutE。  

您可以通过浏览以下网址：bit.ly/3k120HG 以获取更多信息。  

我有原因不能去工作或做义工，我是否有正当理由证明我不符合工作

的要求？ 

您可以因“正当理由”而申请不参加工作或志愿小时的工作: 如果您生病了, 车辆抛锚

了, 或者因坏天气 而关闭工作场所, 还有其他亦被认为正当的理由（WAC 388-444-

0050 ）。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44-0040
http://www.dshs.wa.gov/esa/community-services-offices/workfare
http://www.dshs.wa.gov/esa/online-community-services-office-cso
http://www.dshs.wa.gov/sites/default/files/FSA/forms/pdf/01-205.pdf
http://www.dshs.wa.gov/esa/online-community-services-office-cso
http://www.dshs.wa.gov/esa/community-services-offices/state-approved-programs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44-0050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44-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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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因无法控制的原因错过了工作小时，社会福利局会接受这些原因而作为“正

当理由”，不终止您的食品券福利。 

如果您还没有符合您工作要求的正当理由，请立即联系社会福利局，电话号码 1-

877-501-2233。  

我不符合工作要求，这对我的食品券有什么影响？ 

如果您有 3 个满月没有符合工作要求，您的食物福利将终止。这几个月不一定是

连续性的 (WAC 388-444-0030(4)) 。  

示例 1：您没有得到豁免，您一直符合工作要求的条件。您在 2022 年的 1 月、2

月和 3 月不符合工作的条件，您的食物福利将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结束。  

示例 2： 您没有得到豁免，您一直符合工作要求的条件。 您在 1 月、3 月和 6 月

不符合工作要求的条件，但您 在 3 月和 6 月之间的其他月份均符合工作要求的条

件。您的食物福利将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结束。  

如果我失去食品福利，因为我不符合工作要求，我还能重新获取食品

券吗？ 

可以。  

以下其中之一必须是真实的： 

 得到豁免。  

 开始满足工作要求的条件。 

 搬出金郡。 

如果您符合上述头两种情况，您可以再领取第二次为期三个月的食品券。如果您搬

出金郡，身强力壮无家庭负担成年人（ABAWD） 的时间限制和工作要求就再也用

不到您身上。只要您符合条件您可以领取您的食物券。如果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是真

是的，你应该立即重新申请。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44-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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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3 月，时限和工作要求的规则可能适用于更多郡县.  

如果您重新领取第二次的三个月食品券，但您不再符合工作要求，或者失去您的 

工作要求豁免，您会在领取了第二次满三个月的福利后，再次失去您的食品券。 

您将必须等候直到 2024 年 1 月 1 日再申请福利（WAC 388-444-0045）。  

我不符合工作要求，我失去了我的食品券福利。我得不到第二次为期

三个月的福利，或者在第二次领取三个月的福利后我再次失去我的福

利。我将能否再次获取食品券吗？ 

可以。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不管他/她是否在该日期之前领取了食品券， 任

何人都可以在不符合工作要求情况下而领取另一个为期三个满月的福利，无论她或

他在这个日期之前是否领取过食品券。  

如果上述情况适用于您, 并且您在 2021 年没有获得食品援助, 则应该尽快重新申

请。  

社会福利局（DSHS）拒绝了我的食品券申请或终止了我的食品券。

我该怎么办？  

您可以要求举行行政听证会，对您所不同意的福利局（DSHS）决定提出质疑。这

包括福利局（DSHS）拒绝（否定）或终止（停止）食品券，因为据称未能满足豁

免或工作或志愿者要求。如果福利局（DSHS）错误地终止或拒绝您的食品券，请

立即联系当地法律服务办公室。  

如果您请求进行行政听证，您的福利将继续下去，直至聆讯决定，即使这意味着

你福利的继续会超过 3 个月。如果聆讯的决定不利于您，您可能需要回交一些您

在聆讯悬而未决时获取的食品券。  

请浏览网站 bit.ly/3K42DuK 以获取更多信息。  

http://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388-444-0045
http://www.dshs.wa.gov/esa/basic-food-work-requirements/abawds-able-bodied-adults-without-depen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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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法律帮助 

 通过网站 CLEAR*Online 在线申请  -  nwjustice.org/apply-online 

 在金郡面临法律问题（驱逐或止赎除外）？ 请于周日上午 8 时至下午 6 时

拨打 2-1-1（或免费电话 1-877-211-9274）。他们会将您转介给法律援助提

供商。  

 在金郡以外面临法律问题（驱逐或止赎除外）？请于周日上午 9 时 15 分至

下午 12 时 15 分之间拨打 CLEAR 热线 1-888-201-1014，或者在网站 

nwjustice.org/apply-online 进行在线申请。  

 面临被驱逐？请致电 1-855-657-8387。  

 面临止赎？请致电 1-800-606-4819。  

 在金县以外有法律问题的老年人（60 岁以及 60 岁以上）亦可以拨打

CLEAR*Sr 的 1-888-387-7111。  

 耳聋、听力障碍或语言障碍者可以使用您选择的中继服务拨打这些号码中

的任何一个。  

 CLEAR 以及 211 将提供免费翻译员。  

该出版刊物提供关于您权利和责任的一般信息，没有意图取代特定之法律咨询。  

© 2022年西北地区司法项目（NJP）  — 1-888-201-1014 

（仅许可平等司法联盟及个人用于非商业性复印和发行）。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https://nwjustice.org/apply-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