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参与 Illinois Link 计划
现在，您有机会通过一种安全便捷的方式获取和使用您的福
利金。Illinois Link 计划让您可以利用类似于银行卡的 Illinois 
Link 卡使用您的福利金。您可以致电免费帮助热线 (1-800-
678-LINK) 或访问网站 www.Link.Illinois.gov，选择您专属
的个人识别号码 (PIN)。您可通过 Illinois Link 卡和 PIN 使用 
Illinois 人类服务部 (Illinois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DHS) 存入您个人账户的福利金。福利金存入您的账户并且您
选定 PIN 后，即可开始通过 Link 卡使用这些福利金。 

重要须知
• 我们会将您的 Illinois Link 卡邮寄至您向当地 DHS 办公室

提供的地址。邮寄需要七 (7) 天。 
• 如果您已获准可以享受福利金，但在 10 天内未收到卡

片，请联系您的个案工作人员。 
• 您必须拥有 PIN 才能使用您的福利金。您可以拨打免费帮

助热线，或使用计算机访问网站 www.Link.Illinois.gov 选
择您的 PIN。帮助热线号码和网址印于 Illinois Link 卡背
面和本手册中。

• 首次致电选择您的 PIN 时，您需要提供 Link 卡正面的 16 
位数字。 

• 您必须确保卡片和 PIN 的安全和私密性。如果您认为其他
人得到您的 Illinois Link 卡或 PIN，请务必立即拨打帮助
热线或访问网站，报告您的 Illinois Link 卡丢失或被盗。

• 如果您将卡片和 PIN 提供给其他人，并且他们使用了您的
福利金，则您的福利金将无法退还。请记住：切勿将您的 
PIN 告诉任何人。切勿将您的 PIN 写在卡片上。切勿将卡
片放在皮包、钱包、皮夹或其他人可能找到的任何地方。
使卡片远离电子设备（例如电视、微波炉）和磁铁。避免
卡片受到阳光直射，例如汽车仪表盘。 

• 您有责任确保恰当使用您的福利金并妥善保管您的 Illinois 
Link 卡和 PIN。

• 您可以拨打免费帮助热线 (1-800-678-LINK) 或访问网站 
www.Link.Illinois.gov 获取您的卡片使用历史记录、查看
您的福利金余额、选择 PIN 以及报告 Illinois Link 卡的丢
失、被盗或损坏情况，或者通过邮件申请补办新卡。邮寄
需要七 (7) 天。 

• SNAP 福利金仅可用于购买家庭日常所需食物。 
• 如果使用 SNAP 福利金购买的食物在您不可控的灾害中

遭到毁坏，您可以获得退还的福利金。请在灾害发生后的 
10 天内联系您的个案工作人员以提交此申请。

• 您应始终保留本手册，因为其中包含许多重要信息，可供
您日后需要时再次查阅。

• 如果您希望将您的现金福利直接存入您的银行账户，而非 
Link 卡，请联系您所在的 DHS 办公室。

• 为了纠正错误，向您 LINK 账户发放的福利金的金额可能
会在可用之前进行调整。

• 如遇系统错误，您的账户金额可能会被调整。在此情况
下，您将收到说明系统错误和调整情况的书面通知。如果
您在通知后 15 天内申请召开听证会，则在听证会举行之
前，不会对您的账户进行调整。您有权申请查看任何一笔
交易，或致电 1-800-678-LINK (5465) 申请召开公平听证
会。

请勿随意丢弃您的 ILLINOIS LINK 卡。您不会每个月都收到
一张新卡。

我如何在商店中使用我的 Illinois Link 卡？ 
您可以在商店刷 Illinois Link 卡，用您的 SNAP 或现金福利购
买商品。在一些商店，您还
可以使用卡片从现金福利中
提取现金。请留意商店门窗
上的 Illinois Link 标志，以
便在进店消费之前确保商店
接受 Illinois Link 卡。 

下列步骤说明了如何通过 Illinois Link 卡使用您的福利金。 
• 使用 SNAP 福利金购买的食物必须在购买时获得。（例

外：您可以在获得食物份额之前最多 14 天内使用 SNAP 
福利金购买 CSA（社区支持农业）的食物。）您无法使
用 SNAP 福利金支付更早时间获得的食物的费用。 

• 在结账通道，请告诉收银员您使用的是 Illinois Link 卡
和您希望使用的账户 - 
SNAP 或现金账户。如果
您希望从现金账户中提取
现金，可以咨询结账通道
的收银员或前往客户服务
柜台。  

• 您或收银员将使用 Illinois Link 终端机扫描您的卡片。如
果您的卡片无法扫描，收银员可以在终端机上手动输入您
的卡号以完成交易。如果连续进行过多的手动输入交易，
则您的卡片将自动更换。在收到新卡之前，您仍然可以使
用旧卡。收到新卡之后，您可立即开始使用。 

• 您或收银员输入购买金额或您希望提取的现金数量。 
• 输入您的 4 位数 PIN。任何人均不得询问您的 PIN，包括

商店店员。您应自己输入 PIN。输入 PIN 时请务必小心，
避免被其他人看到。如果连续四 (4) 次输入错误的 PIN，
您的福利账户将被“冻结”，并且您将无法使用您的福利
金。在获得新的 PIN 之前，您将无法使用您的 Illinois 
Link 卡。

• 购买或取现之后，终端机会打印凭条，其中会注明商店名
称和地址、交易类型、交
易日期、购买或取现的金
额，以及账户中的余额。
每次使用 Illinois Link 卡
时都应保留凭条，以便下
次购物时查看余额。

• 您在商店中使用卡片进行的交易没有最小购买金额或最大
购买次数要求。 

• 商店不会因您使用 SNAP 福利金而向您收取额外费用。 
• 如您使用优惠券，优惠部分的金额仍需收税，且您无法使

用 SNAP 福利金支付税金。 

PRINT CARDHOLDER NAME

CARDHOLDER SIGNATURE

NOTICE TO RETAILER:
Vouchers MUST be received or cleared within 17 days after the date of the 
transaction.  You can process the voucher electronically or mail the original to:

AVISO AL COMERCIANTE:
Los comprobantes DEBEN recibirse o ser procesados por el sistema durante 
los 17 días después de la fecha de la transacción.  Usted puede procesar el 
comprobante electrónicamente o enviar el original a:

ACS
1257 Riata Trace Parkway 
Suite B250
Austin, Texas  78727

Customers may call for their account balance:
Clientes pueden llamar para el balance de su cuenta al:

1-800-678-LINK (1-800-678-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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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商店的 Illinois Link 终端机无法正常工作，会
怎么样？ 
即使商店的 Illinois Link 终端机无法正常工作，您仍然可以使
用您的 Illinois Link 卡，但仅限于使用 SNAP 或现金福利购买
食物。商店收银员可以使用手填凭单并致电获得交易的电话批
准，每天最多 150 美元。 

收银员会填写纸质凭单，并注明购买金额，而不是向您提供
此次交易的打印凭条。在凭单上签名之前，请检查交易扣款
账户（SNAP 或现金）和凭
单上的金额是否正确。收银员
应向您提供凭单的副本，便于
您记录。

如何在自动柜员机 (ATM) 上使用我的卡片？ 
您只能在 ATM 上提取现金或查看现金账户的余额。您无法在 
ATM 上使用 SNAP 福利金。  

部分 ATM 网点接受 Illinois Link 卡。 

有些 ATM 可能会向您收取费用。为避免付费，建议您在接受 
Illinois Link 卡并提供返现的商店提取现金。

在 ATM 上使用 Illinois Link 卡之前，您需知道以下相关事
项：

金额：可以取现的金额仅限 ATM 允许的金额范围内。一些 
ATM 可以让您以 10 美元或 20 美元等金额取现。如果您的账
户金额不足以提取福利金并支付可能收取的任何费用，则交
易将被拒。

费用：每个月，您可以使用 ATM 从现金账户取现最多两 (2) 
次。两次取现或查询余额之后，您将被收取一定的费用。

附加费：伊利诺伊州的 ATM 通常不会收取上述费用之外的附
加费。伊利诺伊州以外的 ATM 可能会收取附加费。

TANF 援助： 在赌场、酒馆或涉及脱衣或裸体的成人娱乐场
所使用您的 Link 卡消费 TANF 现金福利属违法行为。

警告： 出售 Link 卡或允许他人使用您的卡以换取现金均违
法。这样做可能导致您丧失这些福利和/或遭到刑事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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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 ATM 取现或查看余额：
• 按照 ATM 的说明插入或扫描您的 Illinois Link 卡。一些 

ATM 会要求您插入后即可取出卡片，还有一些 ATM 会要
求您将所持卡片插入机器，直到交易完成或取消。 

• 输入 PIN。如果 ATM 会收取附加费，屏幕上会显示此消
息，而您可以选择接受或取消交易。如果接受交易，费用
将从您的现金福利中扣除。 

• 选择“取现”或“查询余额”选项。（请记住，您无法在 ATM 
上查看 SNAP 余额。） 

• 选择“取款”选项。 
• 输入您希望提取的金额。 
• 交易批准后，ATM 将吐出现金、打印凭条并退出卡片。 
• 请勿忘记取走凭条、卡片和现金。 

在 ATM 上使用卡片时，请记住： 
•  务必小心。仅在光线良好的地方使用 ATM。 
•  当心可疑人员。如果您觉得自己身处险境，请取消交易，

取走卡片，并离开此地。 
•  做好准备。准备好您的卡片，确保随时可用。 
• 保护 PIN 的安全。切勿

将您的 PIN 写在卡片
上。

•  小心输入您的 PIN，避
免被其他人看到。 

•  保留好最后一张凭条。

我如何补办新卡或换新的 PIN？
您每天 24 小时都可以安全无忧地访问您的 Illinois Link 信
息。您可以拨打帮助热线或使用计算机访问网站。您可以报告
卡片的丢失、被盗或损坏情况，以保护您的福利金、申请补办
新卡、选择或更改 PIN，以及查看余额。补办的卡片会邮寄至
您提供给 DHS 办公室的地址。如果您已经搬家，可以在更换
卡片时将新的地址报告给服务台接线员，他们会及时更改您的
地址。同时，您还需确保邮局存有您的新地址。在您报告卡片
丢失、被盗或损坏之后，将无法使用您的福利金，直至通过邮
件收到补办的新卡。邮寄需要七 (7) 天。您也可以致电帮助热
线，报告 ATM 或商店中的 Link 装置出现问题。如果您对在
零售商处购买商品或取现有疑问，以及希望接受有关 Illinois 
Link 卡的培训或帮助，亦可拨打帮助热线。 

我如何查看 Illinois Link 账户中的金额？
•  查看您的最后一张凭条。
• 使用安全的计算机访问网站：www.Link.Illinios.gov。
• 在商店中查看您的余额。部分商店可以帮助您查询余额，

而无需购买任何商品。 
• 拨打 1-800-678-LINK 联系帮助热线。
• 前往 ATM 网点（仅可查看现金账户余额）。您无法在 

ATM 上查看您的 SNAP 余额，只能查看现金余额。请记
住，您可能会被收取一定的费用，即使查询余额亦是如
此。 

我想拨打帮助热线或访问网站时需要哪些信息？ 
拨打帮助热线或访问网站时使用的信息相同。您必须知道： 
• 9 位数的社会安全号码 
• 出生日期
• PIN 或
• 卡片正面的 16 位数字。 

如果您是替您的孩子或其他家庭成员（而非您自己）领取福利
金，您也需要在拨打帮助热线前知晓他们的相关信息。如果您
致电申请补办新卡，则需知道自己的 PIN。如您忘记 PIN，可
以选择“选择新的 PIN”选项，然后再预订新的补办卡片。 

如果停止使用我的 Illinois Link 卡，会怎么样？ 
如果您每个月没有将福利金使用完，福利金仍会保留在账户
中，并累计到下一个月的福利金之中。但是，如果您在一年之
内没有使用福利金购买商品或取现，则福利金将作废。SNAP 
和现金福利的使用分别计算。

( 1-800-678-LINK (5465)

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服务 
www.Link.Illinois.gov

如果对是否符合资格存有疑问，或需要举报欺诈行
为，请致电 1-800-843-6154 (DHS)

1-800-447-6404 DHS TTY, 中继服务

( 1-800-678-LINK (5465)
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服务
www.Link.Illinois.gov

如果对是否符合资格存有疑问，或需要举报欺诈行为，
请致电 1-800-843-6154 (DHS)

1-800-447-6404 DHS TTY, 中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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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 是倡导机会均等的提供者和雇主。

根據聯邦法律和美國農業部政策, 該機構禁止基於種
族, 膚色, 民族血統, 性別, 年齡, 宗教, 政治信仰或殘疾

的歧視.

提交一份歧視申訴書, 美國公民權利辦公室主任, 14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50-9410 
或致電 (800) 795-3272 (聲音) 或者 (202) 720-6382 ( T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