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参加 Illinois Link 计划
您马上就可以安全而便捷地获取并使用您的津贴了。“伊利诺
伊 Link 计划”允许您通过一张类似银行卡的“伊利诺伊 Link 卡”
来使用您的福利。您需要通过拨打免费帮助热线 
(1-800-678-LINK) 或通过访问网站www.Link.Illinois.gov设置
一个保密的个人身份识别码（PIN）。通过伊利诺伊 Link 卡
和 PIN 就可以使用伊利诺伊州公众服务部（DHS）为您账户
存入的福利了。只要您的账户里存入了津贴并且您已经设置了 
PIN，您就可以通过手中的 Link 卡使用这些津贴了。 

您应该知道的信息
• 您将通过您留给当地 DHS 办公室的邮寄地址收到您的伊

利诺伊 Link 卡。邮寄需要七（7）天时间。 
• 如果您的福利已获得批准，但是在 10 天之内还未收到卡

片，请联系您的社会工作者。 
• 使用津贴之前，您必须设置 PIN。您可以拨打免费帮助热

线电话或使用电脑访问 www.Link.Illinois.gov 网站设置您
的 PIN。您的伊利诺伊卡片背面和本手册背面均印有帮助
热线电话和网址。

• 首次拨打电话设置您的 PIN 时，您需要提供 Link 卡正面
的16 位卡号。 

• 必须妥善保管您的卡片和 PIN。如果您认为有人窃取了您
的伊利诺伊 Link 卡或 PIN，您必须立即拨打帮助热线电
话或到网站上挂失。

• 如果您将卡片和 PIN 给与其他人使用了——您的津贴不会
被补办。记住： 不要将 PIN 告诉任何人。不要将 PIN 写
在卡片上。不要将卡片放在您的钱包、皮夹或他人可以发
现的其它地方。不要将卡片靠近电子设备（如电视、微波
炉）和磁铁。不要将卡片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如汽车仪
表板上。 

• 您负责使用自己的津贴并妥善保管伊利诺伊 Link 卡和 
PIN。

• 您可以使用免费电话 (1-800-678-LINK) 或网站 www.
Link.Illinois.gov 查询您的卡片使用记录，津贴余额、设置 
PIN、挂失或申请通过邮寄方式更换卡片。邮寄需要七 
（7）天时间。 

• 应将本手册保留好，因为上面有您以后可能需要用到的重
要信息。 

• 如果您希望将您的现金津贴直接存入您的银行账户，不存
入 Link 卡，请联系您的 DHS 办公室。 

• 您的账户可能因为系统错误被调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您将会收到一份书面通知。该通知会向您说明系统错误、
调整和申诉权利。您有权要求查看任何交易记录或通过拨
打1-800-678-LINK (5465)获取公平申诉机会。

不要随便乱扔您的伊利诺伊 LINK 卡。不是每个月都可以换一
张新卡。

如何在商店使用我的伊利诺伊 Link 卡？ 
您可以持伊利诺伊 Link 卡在杂货店使用您的营养补助
（SNAP）或现金津贴。在某些商店，您还可以将卡里面的现
金津贴取出来。在购物之
前，请看清杂货铺的橱窗
或门上是否贴有伊利诺伊 
Link 标志，确保他们接受
伊利诺伊 Link 卡。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使用您伊利诺伊卡片里的津贴。 
• 在结账时告诉收银员您使用的是伊利诺伊 Link 卡，并告

知您希望使用哪个账户 
SNAP 账户还是现金账
户。如果您想从现金账户
里提取现金，您可以咨询
结账通道里的收银员或咨
询他们的客服中心。 

• 您本人或收银员在伊利诺伊 Link 终端上刷一下您的卡
片。如果刷卡不成功，收银员可以在终端上手动输入您的
卡号。如果您的交易记录里出现了很多连续手动输入的记
录，则我们将自动更换您的卡片。在收到新卡片之前您可
以继续使用旧卡。收到新卡后即可立即使用。 

• 您本人或收银员输入您希望提取的现金金额或应该支付的
购物款金额。 

• 输入您的 4 位 PIN。任何人均不得询问您的 PIN，即使商
店柜员也不能。您应该亲自输入您的 PIN。输入 PIN 时
要小心，不要让他人看见。如果连续四次（4）次错误输
入 PIN，您的福利账户将被“冻结”，您将不能使用您的福
利。在获得新 PIN 之前，您无法继续使用您的伊利诺伊 
Link 卡。 

• 当您的购物或取现交易完成后，交易终端会打印包含商店
名称和地址、交易类型、交易日期、交易金额和账户余额
信息的凭条。您应该保存
好这些凭条，这样下次
购物时才知道您伊利诺
伊 Link 卡片里还有多少
余额。

• 在商店里购物，没有最低购物金额限制或卡片使用次数限
制。

• 如果您使用代金券，代金券金额所征的税不能通过您的 
SNAP 津贴支付。 

如果商店的伊利诺伊 Link 终端不能正常工作怎
么办？ 
即使商店的伊利诺伊终端不
工作了，您仍然可以使用您
的伊利诺伊 Link 卡片，但是
仅限于使用您的 SNAP 或现金津贴购买食品。商店收银员可
以使用手写凭证并通过电话获取授权。这种情形下，您一天最
多可以使用 $150.00。 

此时，您不会获得终端打印的购物凭条，收银员将会手工填写
一张显示您购物金额的凭条。在该凭条上签字时，确保凭条上
交易使用的账户（SNAP或现金账户）以及金额正确无误。收
银员还应该给您一张凭条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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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自动柜员机（ATM）上使用我的卡片？ 
您只能在 ATM 机上提取现金或查询现金账户余额。您不能在 
ATM 机上使用 SNAP 福利。 

这些是接受伊利诺伊 Link 卡片的 ATM 网络。有些 ATM 机可
能会收手续费。为避免产生任何手续费，最好到接受伊利诺伊 
Link 卡且接受提现的商店提取您卡里的现金。

在 ATM 机上使用您的伊利诺伊 Link 卡片时，请注意以下事
项：

金额：您只能提取 ATM 机允许您提取的现金额度。有些的 
ATM 机允许您提取$10.00, $20.00的现金。在提取现金或进
行支付时，如果您账户里的余额不足，交易将被拒绝。

手续费：您每个月可以在一台 ATM 机上从您的现金账户里提
取两（2）次现金。超过两次提现或查询，则会收取手续费。

附加费：除上述手续费外，伊利诺伊 ATM 机不会收取其它任
何附加费。其它州的 ATM 机可能会增收附加费。

TANF 援助： 用您的 Link 卡片在赌场、酒精商店或成人色情
场所使用 TANF 现金福利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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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转售您的 Link 卡片或允许其他人使用您的卡片以换取
现金的行为是非法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导致您失去津贴和/或
受到刑事指控。



在 ATM 机上使用您的伊利诺伊 Link 卡片时，请注意以下事
项：
• 按照 ATM 机指示插入并扫描您的伊利诺伊 Link 卡片。有

些 ATM 机要求您先插入卡片后就取出来，有的会让您插
入卡片直到交易结束或取消交易后才让您取出卡片。 

• 输入您的 PIN。如果要收取手续费，ATM 机会弹出提示
窗口，您有权选择接受或取消交易。如果您接受交易，则
将从您的现金福利中扣除手续费。 

• 选择“提现“或 “余额查询”选项。（记住，无法在 ATM 机
中查询  SNAP 余额。) 

• 选择“确认”选项。 
• 输入您希望提取的现金额度。 
• 当您的交易被批准后，ATM 机则会为您吐出现金，然后

打印凭条并退卡。 
• 不要忘记取走您的凭条、卡片和现金。 

在 ATM 机上使用卡片时请记住： 
•  小心。只使用光线良好区域中的 ATM 机。 
•  提防可疑人物。如果您怀疑自己有危险，请取消交易，取

出卡片并离开该区域。 
•  做好准备。将要使用的卡片准备好。 
• 妥善保管您的 PIN。不

要将 PIN 写在卡片上。
•  小心输入 PIN，防止他

人偷窥。 
•  保管好您最后一张凭

条。

如何更换新卡或修改 PIN？
您可以24/7全天候安全地访问您的伊利诺伊 Link 信息。拨打
帮助热线或使用电脑访问网站。当卡片丢失、被盗或损坏时，
您可以挂失，申请换卡，设置或修改您的 PIN 和查询余额。
更换的卡片将会邮寄到您留给您 DHS 办公室的邮寄地址。如
果您搬离了原来的住处，请在换卡时将您的新地址提供给帮助
中心的接线员，他们将更改您的地址。您还需要确保邮局知道
您的新地址。挂失后，在收到更换的卡之前，您将不能使用您
的津贴。邮寄需要七（7）天时间。如果 ATM 机或 Link 设备
有问题，或您在零售店购物或提现时有任何疑问，您还可以拨
打帮助热线获取关于伊利诺伊 Link 卡片的指导或帮助。 

如何查询我伊利诺伊账户里的余额？
•  保管好您最后一张凭条。
• 使用安全的电脑上网站：www.Link.Illinios.gov 。
• 在商店里查询您的余额。有些商店无需购物也能帮您查询

余额。 
• 拨打 1-800-678-LINK 帮助热线
• 到 ATM 机上（只能查询现金账户的余额）。在 ATM 机

上无法查询您的 SNAP 余额，只能查询现金账户余额。
记住，您可能需要支付手续费——即使是余额查询。 

拨打帮助热线或访问网站时需要哪些信息？ 
拨打帮助热线和访问网站时需要的信息一样。您必须有您的： 
• 九位数的社会保障号码 
• 出生日期和，
• PIN，或
• 卡正面的16位卡号。 

如果您代您的孩子或其他抚养对象而不是自己接收福利，在拨
打帮助热线时您可能需要他们的信息。如果您致电申请换卡，
您需要有 PIN。如果忘记了 PIN，您可以选择在申请换卡之前
重新设置 PIN。 

如果停止使用伊利诺伊 Link 卡片会怎样？ 
您每个月没使用完的津贴会累计到下个月。然而，如果您的卡
片在一年里未产生任何购物或提现交易，则您的津贴将被取
消。SNAP 账户和现金津贴分开使用和计算。

1-800-678-LINK (5465)

一天24小时，一周7天 
www.Link.Illinois.gov

如果咨询资格问题或举报欺诈，
请拨打1-800-843-6154（DHS）

DHS TTY（文字电话系统） 1-800-447-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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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ink.Illinois.gov

如果咨询资格问题或举报欺诈, 
请拨打1-800-843-6154（DHS）

DHS TTY（文字电话系统） 1-800-447-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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