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其他收礼⼦⼥带费/赡养费

SNAP��还是��TFA？

报告所有家庭成员的收款（如果您在步骤��2��中回答“是”，请跳过此步骤）

附上全部12年级张婴⼉、下⼉童和学⽣的成员。（如果需要多空格来填））））））））））））

⽤于适当查检

检查是否没有SSN

第2步

第4步

第3步

联联系系信函式息和成⼈物签名签名。

步骤1

城市 状态街道地址（如果有） ⽇间电话和电⼦邮件（任选）

签署表格的成⽂⼈姓名 成⼈签名

学⽣？

家庭成员总数

，家⾾的孩童⼦也有收进。请在此包含第1

（⼉童和成
⼈-第1步和第3步）

是否

1��中未曾的所有成员（您），即使他们收家庭步骤。对于每⼀个成员，成员，他们确实是收收成员，如果他们以请收收成员为由，请输⼊整收收⼊，只包括他们收收步骤家庭（⽆��⽆美分美分美）报告⼀个来源总输⼊填写（税）。如果他们没有输出任何来源获得收⼊输⼊，请“0”。如果您输⼊输⼊的输⼊“0”或将字段输⼊任何空，�，�，则您证明承诺��承诺）））））））没有收款））））

社会安全号码��(SSN)

$

$

$

学校

$

$$

年级

A.��⼉童收收⼊

$

$$

$

$$

$

$

咪孩⼦的姓⽒

$

$

$

$ $

XXXXXX

B.所有成年家庭成员（包括你⾃⼰⼰）

$

$

$

是，家庭成员加⼊了��snap��或��tfa，请在此重新填写��snap��tfa��案例编号，第��4��步（不需完成第��3��步。）申请��申请��申请��SNAP��或��TFA��申请��申请��申请��申请��SNAP��或��TFA

格。⻅说明。
箱⼦编号：

在这个空⽩处只写⼀个案例编号。

Machine��Translated��by��
Google��2022��年��6��⽉��2022-23��免费减价校餐或免费第��1��次⻚每⼀个家
庭完成申请⼀份。

孩⼦的名字

如果否，>��转到第��3��步

适合#

多常？ 多常？

作品制作收双每周每周 2个⽉每年

养⽼⾦/退休/ 多常？

（名和姓）

促进

“我（）这个中的承诺都是真实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在收到信息报告的时候都在我了解的时候已经收到联邦资⾦提供的，学校可能会提供信息申请“

成年家庭成员姓名 公共援助/

多常？

⽆家可归者或
开始

⼉童收收

压缩

的今天⽇期

$

寄养离⼉童
符合⽆家可归或家出⾛定义的⼉童有资格
获得免费餐点。

你觉得这是什么收
⼊包含在⾥？

翻⻚并查看标题为“收输⼊
源”的图表以获取更多信息。

“成为⼀个⼈收灵感”的
图形将有助于

请免费和减价校餐了解更多信息。

“⼉童收收⼊来源”图形
将帮助您了解⼉童收收⼊部分。

家庭成员的定义：“任何与您同

住并分享收和⽀出的⼈，即使没有亲属关
系。”

你和所有成为家

庭成员的部分。

双周��2x⽉��每年��每每周

双周��2x⽉��每年��每每周

多常？

逃跑

双周��2x⽉��每年��每每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通知发送⽇期：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件：农业��⺠��助
理秘书��⻓��西南独⽴⼤
道��1400��号��00��号
20250-941；或传真：��(833)��华盛
顿特区邮件��690��或��(202)��690��或��(202)��690��7442��
；��或电⼦：��program.intake@@�.gov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程资、⼯资、现⾦的总收成果⾦

1.

23.

⾕歌机器翻译2022��年��6��⽉

翻译学校使⽤��-��请勿在此⾏为下写作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2⻚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2022-23��申请免费和减价校餐或免费⽜奶
⼉童收收来源

•��来⾃外部家庭的定期现⾦⽀⽀

包括战⽃⼯作资、FSSA或私有化住房）

•��失业救济

⽗⺟残疾、退休或已故，他们的孩⼦⼦领取社会保障福利

种族（勾选项）：西班⽛裔或拉丁裔⾮班西⽛裔或拉丁裔

家庭收⼊：��家庭总收⼊：��家庭规模： _________________申请批准：免费DANT⻝

劳动作品收益孩⼦⼦有⼯作职责，他们有固定⼯资⼔或⼯作资⼦⼦

社会保障��

•��失能付
款��•��

幸存者福
利

这个⼈的收礼

可知��dc��直接认证��(dc)�：��t��以下状态��：��snap��ot��fm��（免费医疗））��（减免医疗）状态。��dc��上的认证��⽇期��：��：��：��：��：��：��编号：��案例��：��：��提供��编号的��证明��必须��必须��必须��必须��由��DO��确认

•��基地外住房、⻝物和⾐服

•��私家养⽼⾦或残疾•��

来⾃由继承或固定收养

例⼦

•��基本⼯程资和现⾦奖（不要

容易出错？

种族（种族）（某项）：美国⼀个或⼀个⺠多个岛或⼀个原籍亚洲⼈��⺠��或��⺠��⽩��⼀个美国⼈

如果你在美国军队：

•��社会保障（包括铁路退休和⿊肺福利）

•��投资•��特

⾊的爱•��租⾦

收款

•��⼯⼈⼯作

任何收款其
他来源

减价餐

(SSI)��
•��来⾃动州或地区政府的现⾦援助

朋友或⼤家庭成员定期给孩⼦⼦

成⼈的收⼊来源

•��劳动者报酬

关于孩⼦⼦的您的本族和族信息。或减价睡⻝的资格。

来⾃家以外

作品作品收收益

个孩⼦⼦是盲⼈或残疾并获得社会保障福利

•��赡养费

•��⼥⼥带费•��
退伍军⼈福利

公共援助养费⼥/赼费
⼥

•��⾃营职业（农场或企业）的净收投⼊

孩⼦从私家养⽼基⾦、年⾦或骗⼦获得收⼊

寄养⼉童抢先确认⽆家可归或离家出⾛

孩⼦的来源收
收益

•��补充保障收⼊

•��年⾦

请求被拒绝

______________

（仅步骤��3��中/学区换收频率时才转换为年收收⼊。）每年收收⼊��2��周��x��x��x��x��52��•��x��x��x��x��x��x��26��•��x��x��⽉两次
⽉��X��24��•��每��X��12

⼉童的种族和⺠族⾝份任选的

要提出投诉，投诉⼈应在��ad-3027��中，农业部投诉表，可在线获取：��https：��http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s/usda��Oascr��%20p��投诉-��
0508-0002-508-11-28-17Fax2Mail.pdf，从任何USDA��办公室，电话��392��(866)��62-999，写信给��USDA。��中必须包含当事⼈的投诉电话、电话号码、地址、电话或电话号码，以及对
所举报案件的举报⼈的描述、描述、详细程度⾜以��以��以��或��以��期��提��供��⺠��事务助理部��⻓��(ascr)��有关事项��⺠��权的通通给与�� �� ��以权的通向和 �� ��以权的⽅式��32��完整的⼴告��-��
32��以形式提交

信息会以外的语⾔⾔��以��需要��提供��通信��⽅式��获取��计划��信息�，��字体��⼤��字体�、��录⾳带��例如�、��美国⼿计划）��的残障⼈⼠计划⼠⼈⼠�、��负责⼈�、��应负责��管理计划的的州或州或美国农业部的⽬

标中⼼，电话：��(202)��720-2600��（和））或通过美国联邦中继服务��(800)��877-8339��联系农业部地农业部农业部。。。。。。。。。。。。。 该机构是⼀个机会均等的提供者。

Richard��B.��Russell��学校午餐要求提供有关此申请的信息��您不必须提供信息，您不提供，如果我们将⽆法批准您的免费的⼦或减免餐。当您代表家庭成员的社会安全。您的孩
⼦⼦��的其他��Fdpir��⾝份标识，或者其他第��1��项⾸次签署签署成员申请的家庭家庭号码时。减价��减价��减价��减价��减价��⻝宿��⻝�，��以及��午餐��早餐��计划��的��管理��和��执⾏��⾏为确
定其计划的、计划审查的审计员，以及，以帮助他们调查计划规则的情况。

根据联邦和农业部农业部（USDA）的政策，本机构基于种族、肤浅的国⺠性、性别（或包括美国认同和性取向）、性别障碍、⺠权⺠权⺠权活动的报复或报复。

养⽼⾦/退休/
所有其他收款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https://www.usd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SDA-OASCR%20P-Complaint-Form-0508-0002-508-11-28-17Fax2Mail.pdf


第��2��步：⽬前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参加��SNAP��或��TFA？

第1步：划分所有家庭成员，包括婴⼉、⼉童和12年级以下的学⽣

•��使各种场合的指挥指挥类型收听。

第3步：报告所有家庭成员的收礼

第��3��篇⻚

重新申请请使⽤钢笔不是铅笔），并要求打印时清楚。

请让这些说明来帮助您免费减价校餐证明。即使在克林顿的孩⼦⼦就读多所学校申请学校，您也只需要为每⼀个家庭提交⼀份申请。必须填写完整，以填写的孩⼦⼦可以免费做步骤说明！说明每
个⽤⼾都应与应⽤上的相同。

我这列出谁？

⽀付保费或从您的⼯程、资费中的任何其他⽀额额。
•��您在中收时则需要报告任何字段的“0”。任何或空⽩的将收输⼊也将正在写空。正在��正在��正在��正在��证明��证明��证明��证明��证明

•��在安排下，由您的等级，或有成为⽆家可归或离家的⻘年；就读就读克林顿公⽴学校的学龄，不分年

龄。。。。。。。。。。�。。。。。。。。。。。。。。。

如果当地怀疑您的家庭收⼊报告有误，您的申请将受到调查。

A)��每⼀个家庭的⼀个孩⼦⼦列表打印⼀个。��b)��孩⼦⼦��是学⽣的姓名吗？�。。。。。。当并印名称下标明“是”或“否”
时，请上刷第⼀清⼆楚张纸张纸，其在中场包的含孩额⼦⼦外多孩于⼦��⼦申所��请��需��需��需��需��需��需��需��需

如果您的任何⼈（包括您）参加了以下⼀项援助计划，您就有资格获得免费校餐：��•��营养援助计划��计划��援助计划��计划��援助计划��援

助计划援助��：��：��：��：��：��：��：��：��校餐��校餐��免费��免费

C)��你寄养的孩⼦⼦��是吗？童�，�，��在��在��在��完成��⼉童��⼉童��⼉童��⼉童��⼉童��⼉童��如果如
果。。。。。。第1步后，请转到第4步。

A)��如果您家中没有⼈参加上述任何⼀项计
划：

我如何报告我的收款收⼊？��•��使⽤印在申

您的寄养和童童可算作您的家庭成员，��的申请中应归为⾉。

B)��如果您家中的任何⼈参加了上述任何计划：

标题为“学⽣”的栏⽬⽬告诉我们有哪些孩⼦⼦在学区上学。

请表⾯的标题为“⼉收收背投”和“成模特⼉您收收”的来源的来源来确定家庭是否有

D)��是否有⼉童⽆家可归、离家出⾛或参加启蒙计划？

•��写下SNAP��或TFA��的案例编号。您计划下⼀次提供⼀个案例编号。如果您参加其中⼀项但不知道
您的DSS公司编号，请联系您。

报告。

如果您认为本节家庭中有任何孩⼦⼦符合此描述，请在

注意：请使⽤⽤⽤⽤医疗福利编号，因为该编号不是��是��snap��或��tfa��案例编号还建议（但不）你在提交处理时要求提交此��tfa��案例编号的证明。不

•��以总收收⼊报告所有⾦额。以整美元报告收所有收⼊。仅不包括美分。

他们也可以与您有亲属关系，的家庭。

孩⼦旁边标签标注“Head��Start��or��Homeless/��
Runaway”框并完成申请的所有步骤。

的副本。��•��转到第4步。

或总收输⼊是税前收到的总收。

级⽔平。

•将第2步留空并转到第2步

或者有⼈认为您的收⼊是他们“带回家”的⾦额，⽽不是“总”⾦额。

3.

如何免费申请和减价校餐

直播，请通过��jsiciliano@clintonpublic.net��联系��Jon��Siciliano。

⾕歌机器翻译2022��年��6��⽉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B。报告成年⼈物的接纳导⼊

https://portal.ct.gov/SDE/Nutrition/Eligibility-for-Free-and-Reduced-price-Meals-and-Milk-in-School-Nutrition-Programs/Documents

⾕歌机器翻译2022��年��6��⽉

71��基林沃思��TPKE

摩根学校

我应该在这⾥谁主？

康涅狄格州克林顿��06413

如何免费申请和减价校餐第��4��号⻚

3.A.报告孩⼦⼦的收输⼊

第4步：联系信息并成为⼈物签名

B)��签署您今天的签名��写下��⽇期。��打印在签名上签名的名⼈的⾝份，该签名在“个性签名并签名”��边框中��中签名签

名...�...�。。。。。。。。。。。。。。。。

D)��分享孩⼦⼦的种族和⺠族⾝（份）。在申请表
的背⾯，我们要求您分享有关您孩⼦⼦的种•儠

C)��报告⼯作作收报告。在申请表的“⼯收⼯作”中，所有⼯作通常都是从⼯作中获得的。

E)��报告来⽼⾦//所有其他的收款。在“⽼

⾦/收退休/所有其他的收养表”填写申

请申请。。。所有⽤⼾的收款。。。。�。。。。。。。。。。。。

或与您同住但不受家庭收⼊的影响⽀持的家庭为您贡献和贡献的⼈。

如果我是⾃⼰的⼈⼠怎么做作业的收款报告为净额。

如所有申请家庭的实际成年声明之前由成员签署。签署协议，该承诺所有信息均已提交。

价校餐的资格。

⾮正式定期的付款应在下部分报告

•��填写时，请包括您与您即使同住的成员，并分担收收部分⽀出的全部没有成年，即使他们有亲属关系关系关系。。。。。。。。。。�。。。。。。。。。。。。。。。

留空，并在任何地⽅标明有的“检查是否没有SSN做标记”。

F)��家庭成员。��“家庭成员。。。��总数的家庭成员数。如果您的所有成员中，有任何您的成员，请在添加他
们。价膳⻝的资格。。

“公共援助/⼉童带税/赡养费”中报告所有适⽤⽤途的收收。请勿报告未报

在填写提供的⽩处他们的社会安全号码的四空。即使没有社会安全号码

A)��您提供的联系信息。

孩⼦没有资格获得免费或减价校餐。共享电话号码、电⼦邮

这是通过收取或计算收⼊中总来企业的总运营费的。

B)��家庭成员的姓名姓名。家庭
成员如果第1步中的国家⼦有
⼊境，请按照第3步中的说明进⾏操作。

A）您的报告只是与所有当收与只是或收到您的家庭的标。您与��与��与��与��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同��⼀��起��寄��养��⼉童时，才⼉童的计算收家庭寄养。

您是您的个体经营企业或农场主，将报告您的净收⼊。

件地址或者什么时候，如果我们需要与您联系，可以

收不到⾃⼰⼰的收收。��•

不包括：

为“其他”收收。

信息。这个领域是的，不会影响您孩⼦⼦获得免费或减少

在形状中现出的任何公共援助福利的⾦价费

此空间

什么是⼉童收收？⼉童收是从您家庭以外的地⽅收到的直接⼉付给您孩⼦⼦的钱。

D)��报来⾃动公共援助/⼥缴费/赡养费的收收。在申请表的

G)��提供您的最后四位数字。⼀个成年家庭成员必须进⼊社会安全最后

康涅狄格州教育部��•��2022��年��6��⽉��⽉��修订

C)��将填
妥的表格邮
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https://portal.ct.gov/SDE/Nutrition/Eligibility-for-Free-and-Reduced-price-Meals-and-Milk-in-School-Nutrition-Programs/Docu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