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平價住房：

收入指南

申請者
收入指南

關於本指南

您的收入是在申請平價住房時很重要
的一部分。
本指南將說明如何針對平價住房計算
您的收入。
這並非住房申請文件，也不會告知您
是否可以申請到公寓，但可協助您提
供有關收入的正確答案。
若您獲邀出席面談以確認申請資格，
則需要攜帶文件以確認申請文件上的
所有資訊。
以斜粗體顯示的文字將於第 10 頁「參
考詞彙」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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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本文件的目的僅為提供一般資訊。內容依據 HUD 住房手冊 4350.3 以及 HPD 和 HDC 行銷指導方針。收入範例並不涵蓋所有
可能的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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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定義
您是否有以下來源的收入...

}

• 從事一份或多份工作？
• 自營？
範例：計程車司機、髮型設計師、自由藝術工作者
• 其他來源 (固定性質)？
範例：子女撫養費、失業補助金、社會安全補助金 (SSI)、
退休金

計算收入的步驟：

1

識別所有收入來源。

薪資收入 (第 4 頁)

自雇收入 (第 5 頁)

其他來源收入 (第 7 頁)

2

將薪資轉換為總年收入。*
稅前及在扣除其他扣除額之前的時薪

這筆錢就是您的收入。您需要知
道您有多少收入，才能申請平價
住房。

您可能會透過不同的方式獲得
收入。
以下是一些範例：
• 每雙週發出的薪資
• 每次當班所獲得的現金小費
• 每週或每月給予的任何給
付，例如子女撫養費、退休
金或失業補助金等。
• 年終獎金
收入可能有不同的名稱。
以下是一些範例：
• 薪水
• 薪資
• 工資
• 報酬
所有以上都稱為 收入 。您需要
將其包含在平價住房申請資料
中。若您要 出席面談以確認平
價住房的申請資格 ，則需要攜
帶能證明您收入的文件。

薪資單上的總收入 (週薪、雙週薪等等)
*自雇收入應以淨收入計算，也就是在扣除商務和其他費用後的金額。

3

將所有來源的收入加總即可算出總年收入。

請記住
本指南中以斜粗體顯示的詞彙，均可在第 10 頁的「參考詞彙」中找到相關的詳細資訊。
包含什麼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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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什麼收入？
平價住房申請中包含 3 種主要收入。
1. 薪資收入

由雇主支付給您的金額，包括小費、獎金、加班
費和其他類型的工資。若您有收到 W-2 報稅單，
則該筆金額是指薪資收入。
請在申請表上填入稅前或在扣除其他款項之前的
金額 (總收入)。

例如：
• 年薪
• 定期支付的薪資 (包括現金)
範例：週薪  雙週薪  半月薪  月薪
• 雇主提供的不定期或短期工作
範例：外燴餐飲公司的週末工作  醫院或機構的每日看
護工作
• 季節性工作
範例：假日季節零售  屋頂建材公司的暑期工作
• 小費
• 休假津貼
• 加班費
• 定期收到的獎金和津貼

2. 自雇收入

您在一年中因自營、自由工作或擔任獨立承包商而收
到的所有金額。
請在申請表上填入在扣除業務花費及其他扣除額後的
金額 (淨收入)。

例如：
• 報稅單上的「業務收入 (或損失)」
• 自營公司或事業的收入
• 自由工作
範例：由客戶直接付款的作家或藝術家
• 擔任獨立承包商或顧問
• 擔任獨立服務提供者
範例：擁有或租賃計程車的計程車司機  在髮廊租借營
業空間的髮型設計師
• 季節性或不定期的自營工作
範例：由屋主直接付款的居家清潔人員  在夏季自營外燴
業務

3. 其他來源收入
例如：

您在一年中因工作以外原因而定期收到的所有金額。
例如：子女撫養費、社會安全補助金、失業保險金或
利息金額等。

• 贍養費
• 年金
• 退除役人員退休俸
(Armed Forces Reserves)
• 子女撫養費
• 股息
• 傷殘保險金
• 贈與收入
• 資產利息

•
•
•
•
•
•
•

退休金
公共援助金 (PA)
租賃財產收入
社會安全補助金或 SSI
失業補助金
慈善援助
工傷賠償

請在申請表上填入您定期 (每週、每月、每年等等) 收
受的其他來源收入。

薪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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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薪資收入
薪資收入 是指受雇工作所得。也就是由雇主付給您的稅前或
在扣除其他扣除額前的金額 (總收入)。請在申請表上填入整年
的金額 (年收入)。若要了解如何填寫自營業務的收入，請前往
第 5 頁的「自雇收入」。

您自身或與您同住的任何人有下列收入嗎？
年薪
時薪、日薪或週薪
現金收入
小費
雇主提供的不定期或短期工作
範例：外燴餐飲公司的工作  醫院或機構的每日看護
工作
季節性工作
範例：假日季節零售  屋頂建材公司的暑期工作
休假津貼、加班費、獎金或津貼

如何計算年收入

}

這些是薪資收入的來源。若您這些項目
中有任一屬實，請將其金額填入申請表
的「薪資收入」部分。

您必須將所有收入加總為總年收入。若您的薪資是定期支付 (例如週薪、雙週薪、半月薪等等)，則必須採用以下的
重要步驟來計算年收入。

注意：若您要在 NYC Housing Connect 進行線上申請，則不需自行進行這項計算。您在填寫背景資料的收入資訊
時，系統就會自動幫您計算。
選項 1：將時薪轉換為年收入：

$ 您每 1 小時的薪資

x

# 小時數 (您每 1 星期通常工作多少小時)
# 星期數 (您 1 年通常工作多少星期)
= 年收入

選項 2：將定期支付的薪資轉換為年收入。
您多久收到一次薪資？
每週：
每週收到的 $ x 52 = 年收入
每 2 週：
每 2 週收到的 $ x 26 = 年收入
半個月：
每半個月收到的 $ x 24 = 年收入
一個月：
每個月收到的 $ x 12 = 年收入

請記住
薪資收入應以稅前及在扣除其他款項或扣除額之前為準 (這稱為總收入)。您必須涵蓋整個年度內來自每位雇主的總
收入。

自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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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雇收入
自雇收入 是您在一年中因自營、自由工作或擔任獨立承包商
而收到的所有金額。請在申請表上填入整年收入減去業務費
用後的金額 (淨收入)。若您每年所賺取的金額不等，則請參考
下一頁的「估算自雇的年收入」。

您自身或與您同住的任何人符合以下情況嗎？
 收到 1099 報稅表
 擁有自營事業
 擔任獨立服務提供者
範例：擁有/租賃計程車的計程車司機
 在髮廊租賃營業空間的髮型設計師
 從事自由工作
範例：由客戶直接付款的藝術家、作家或平面設
計師
 擔任顧問或獨立承包商
請見以下範例
 不定期或季節性地從事自營工作？
範例：由屋主直接付款的居家清潔人員  由家人
直接付款的保母  在夏季自營外燴業務

}

什麼是獨立承包商？

如何計算自雇淨收入

獨立承包商是指他人在需要時雇用來執行特定工作
的人。通常承包商與雇用他們的人會簽訂合約或
契約。

1. 從您的業務一年所賺進的總金額開
始著手 (在 1099 報稅表上稱為
「總收入」)。
2. 減去業務花費和任何其他扣除
項目。
3. 如此便可得出您的自雇淨收入。

這裡列出的是自雇收入的來源。若您
這些項目中有任一屬實，請在申請表
的雇主部分填寫「自雇」並申報淨收
入的金額。

範例：油漆工妮可
妮可是以獨立承包商型態工作的油漆工。她自己擁有油漆刷、梯子和其
他補給品，人們則雇用她來粉刷家居環境。在開始為任何雇主進行油漆
工作前，妮可和雇主會先談妥她的時薪並簽訂合約。在完成油漆工作
後，妮可會將工作時數告知雇主，對方則支付支票或現金給她。

請記住
在申請表上，自雇收入金額應該為扣除業務或其他花費後的金額。這稱為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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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自雇的年收入
您每年從自雇工作所得的金額可能並不完全相同。這沒有關係。請使用下列
步驟來估算自雇的年收入。
1. 您需要此類自雇工作過去連續 3 年的報稅表。
若您沒有連續 3 年的資料，連續 2 年的資料也可以。

2. 請查看報稅表上的淨收入金額。

查看報稅表的第 12 行「業務收入 (或損失)」。
查看附表 C 的第 31 行「淨利潤 (或損失)」。

3. 您覺得您今年的收入會與去年差不多相同嗎？若是，請計算平均額
並將該金額填入申請表。(請參閱以下計算平均額的方法)
4. 您預期今年的收入會與去年不同嗎？若是，請填入您所預期的今年
收入的金額。
5. 若某年度您有損失而沒有收入，請在該年度填寫 $0.00。請不要使
用負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方的「關於平均額」。
6. 請確定您有文件證明過去的所得 (例如報稅表) 以及今年的可能所得
(例如會計師或業務經理的信函、對帳單、預算、收據或其他資訊)。

範例：大偉的外
燴服務
大偉平日在政府
部門工作，但數
年前開始在夏季
的週末經營外燴
業務賺取外快。
業務不斷成長。
每年大偉的外燴業務都比前一年賺取
更多收入。
• 3 年前該業務賺了 $5,000，
• 2 年前賺了 $7,000，
• 去年則賺了 $9,000。
根據過去 3 年的趨勢，大偉預期今
年的外燴服務將可賺取 $11,000。他
應該將 $11,000 填入申請表的自雇收
入部分。這是他政府工作薪資以外的
收入。

關於平均額
若您覺得今年的收入應該與過去 3 年差不多相同，請計算這些年份的平均額並將其填入申請表。
以下是計算方式：
1. 在過去連續 2 到 3 年的報稅表中找出淨利潤的金額。
2. 將所有金額加總。
其中有任何金額是負值 (範例：$ - 924.00) 嗎？若有，請在該年度填入 $0.00。

3. 將該數目除以前面的收入金額年份數。
若您有 3 年的金額，請將該數目除以 3 來取得平均額。
若您有 2 年的金額，請將該數目除以 2 來取得平均額。

4. 將平均額填入申請表的「自雇收入」部分。

其他來源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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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來源收入
您自身或與您同住的其他人可能會有薪資或自雇以外的
收入。若您有定期收到其他來源收入，則也必須將其納
入申請表中。

您自身或與您同住的任何人有下列的定期收入嗎？

注意：請納入 18 歲以下孩童的收入。
 資產利息 (例如銀行帳戶或其他投資)

 贍養費

更多詳情請見第 10 頁「參考詞彙」

 年金
 退除役人員退休俸 (Armed Forces

 退休金
 公共援助金 (PA)**

Reserves)

 租賃財產

 子女撫養費*

請使用來自租賃財產的淨收入

 傷殘保險金

 社會安全補助金或 SSI

 配息

請使用每個月在套用扣除額前的總額

 股息

 失業補助金

 贈與
範例請見下一頁

 工傷賠償

}
以上均為其他來源收入的範例。若您這些項目中有任一屬
實，請將其金額填入申請表的「其他來源收入」部分。

請記住
• 只有當您定期收取這些收入時 (如每週、每雙週、每月或每年)，才需填寫其他來
源收入。請勿填寫一次性給付。
• 請在申請表上填寫您整年自每個來源收到的金額。即使沒有整年獲得給付也請如此
填寫。
例如：您每週都會收到失業補助金，但這些給付將於幾個月後停止。如果給付不會終止，
請填寫您一年內所收取的總額。前往第 4 頁，了解如何計算定期給付的年收入。

* 您是否有收取法院裁定的子女撫養費和公共援助金 (PA)？請務必填寫給付的子女撫養費總額。例如，若您獲得的是「過渡期」付款，則
給付的子女撫養費總額可能會不同於您每月所獲的給付額。
** 您的公共援助金收入將根據所屬轄區的「實際支付」規則計算。若您出席面談以確認申請資格，則開發商或代銷公司將查看您的所有文
件記錄以進行計算。
申請平價住房：申請者收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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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贈與收入？
若未與您同住的人定期給您金錢或協助您支付帳單，就稱為贈與收入。您必須將其納入收入計算。
範例：
• 您的雙親為您支付每個月的電費帳單，每個月的平均額為 $100。您必須在申請表的收入中
納入每個月 $100。
• 一位親友每週給您 $20 的現金協助您支付開銷。您必須在申請表的收入中納入每週 $20。
若獲邀出席面談以確認申請資格，則需要攜帶文件以證明您定期獲得此贈與收入。例如，請務必在收到現金後立刻存
入銀行帳戶，如此銀行對帳單就會顯示您定期收到款項。您可以用已付支票的影本來證明某人為您支付帳單。

注意：下列並非贈與收入，且不應包含在收入計算中：(1) 贈與您家中孩童的雜貨 (2) 免費或降價的學校營養午餐價值
(3) 為老人或貧困者提供的餐飲價值。

未包含的收入
以下的例外情況將不納入收入：
•

18 歲以下孩童的受僱收入

•

由年滿 18 歲的全職受撫養學生所賺取的 $480 以上的任何收入

•

一次性付款
範例：保險金給付  遺產

•

一次性、非重複或非固定收入 (包括一次性的贈與)

•

醫療費用的給付或報銷

•

子女寄養照護給付

•

付給學生或教育機構的學生援助金

•

食物券的現金價值或 SNAP 福利

•

贈與您家中孩童的食品雜貨

•

免費或降價的學校營養午餐價值

•

為老人或貧困者提供的餐飲價值

請勿在收入計算中納入這些項目。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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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薪資收入
為何需要計算年收入？不能直接填寫去年的收入嗎？
您自身和與您同住的人將根據您未來收入的多少來決定是否符合資格。建議您查看去年的報稅文件，但這並不足夠，
因為每年的資料都不相同。所以您必須填寫目前的收入以及獲得給付的頻率，也必須納入您定期 (預期) 收到的獎金以
及其他來源收入。
我的成年女兒是全職學生，但會在課後打工賺錢。申請表上也要納入她的收入嗎？
如果年滿 18 歲的全職學生受家長或監護人的撫養，則其薪資收入只有 $480 須納入收入申報。
若收入是以現金支付，該如何證明其為本人收入？
請您務必保存現金收入的記錄。每次您收到現金收入時，請寫下金額、日期以及支付者資料。將此現金給付記錄保存
在安全的地方。
若您有銀行帳戶，請將現金立刻存入。如此銀行便會有您定期收到付款的記錄。若您需要再將錢提領出銀行也沒關
係，因為銀行對帳單將會顯示存款記錄。
請記住：若您賺取的現金收入超過一定額度，也必須在報稅表上申報。您的報稅表將說明額度為多少。
我的收入為不定期或短期性質。我該如何計算收入？
若您並非定期收到付款，則可能很難計算年收入。在週末為外燴業者工作賺取外快、按日計費的看護工作、臨時工及
代班工作均為不定期或短期工作的例子。
您在過去 3 年曾有不定期或短期工作的收入嗎？若有，請將這 3 年期間所有賺取的收入加總，然後除以 3。這個數目
即為您從該工作賺取的平均年收入。然後估算您今年會從該相同類型的工作賺取多少收入。將該數目與您的年平均額
相比較。哪個數目較高？請將較高的數目填入申請表的「薪資收入」部分。
如果我的收入在我提出申請之後改變，而我又獲邀出席面談以確認我家的申請資格，此時該怎麼辦？
請保存能證明您目前收入的所有文件和記錄。若您的收入改變 (例如有新工作或升遷)，也請攜帶能顯示您未來收入的
文件。開發商或代銷公司將重新計算您的收入。
自雇收入
我已受邀出席面談以確認我家的平價住房申請資格。我需要攜帶什麼文件證明我的自雇收入？
您需要證明過去已從此類型的工作賺取多少收入，以及您預期今年會有多少收入。
為了證明過去的收入，請攜帶過去連續 3 年此類型自雇工作的報稅表。若您沒有過去連續 3 年的資料，也可攜帶過去
2 年的資料。
若要證明您今年預期的收入，請攜帶會計師或業務經理的信函、對帳單、預算、收據或其他資訊來證實您預期會賺取
的收入金額。
若我自雇於特定類型工作的時間不到 2 年，該如何處理？
您需要在面談時出示文件證明您已自雇於此類型的工作 2 年或 2 年以上。若您無法出示過去連續 2 年的相關資訊，則
您可能不符合申請資格。
但即使您覺得自己可能就是此種狀況，您仍必須在申請表上填寫自雇淨收入。不要漏掉任何收入。畢竟要贏得抽籤可
能要花好幾個月的時間，所以屆時您的自雇收入也可能已滿 2 年。請務必攜帶文件出席面談，以證明您已從此類自雇
工作賺取了多少收入以及您今年預計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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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詞彙
不定期或短期收入：不以固定或預期的時間間隔所支付的
經常性收入。臨時工、季節工或代班工作均為根據不定期
或短期基礎付費的經常性工作範例。
定期：若您定期從任何來源收到收入，代表您在固定或預
期的時間間隔收取收入。每日、每週、每雙週、每半個
月、每月、每季或每年所支付的收入，均為定期收入的
範例。
獨立承包商：他人在需要時雇用來執行特定工作的人或公
司。通常承包商與雇用他們的人會簽訂合約或契約。
淨收入：在扣除稅金、支出和其他扣除額之後的收入金
額。淨收入是用來計算自雇收入。
年收入：您一年的收入金額，包含薪資總收入、自雇淨收
入以及其他來源收入。
平價住房：為收入在特定金額以下的對象提供的紐約市住
房一般而言，若某人只需支付大約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在租
房或住房費用上，就稱為「平價」住房。
其他來源收入：您定期收取的工作以外的收入。例如，
社會安全補助金或退伍軍人津貼、公共援助金或子女撫
養費。
確認申請資格的面談：在申請期限截止後，所有申請表都
會以隨機方式排列。我們將從名單最上方開始審核申請
者，如果資格符合，申請者便會收到面談通知，繼續篩選
程序。若您受邀出席面談，則需要攜帶收入證明文件。
收入：您收取的收入、薪資、給付或其他金額。
申請資格：您的收入必須落在特定的額度之間並符合其他
的申請條件，才能申請平價住房。其他條件包括出示收入
證明文件並通過信用和背景查核。若您和與您同住的人符
合所有條件，您就符合申請資格。

薪資收入：您為某位雇主 (非您本人) 工作所得的收入。總
收入是用來申報薪資收入。
一次性給付：過去非定期收到、且您不預期未來還會收取
的收入。此類費用不用納入收入計算。
總收入：您每年的收入、薪資、給付或其他自工作或其他
來源所收取金額的總額，尚未扣除任何稅金。這通常會超
過實領薪資。多數人都是在申請表上申報總收入。自雇者
則要申報自雇的淨收入。
自雇收入：您為自己工作、自營事業或提供服務所得的收
入。這包括自由工作、獨立承包和其他的受雇工作。淨收
入是用於在申請表上申報自雇收入。若您一年的淨收入為
$400 或更多，則您必須在申請表上申報該收入。 注意：
若您的事業為小型企業股份公司 (S-corporation)，則除了
W-2 總薪資金額外，也會使用申報於附表 K-1 上的總營業
收入。
資產：資產是指可變現的有價物品。存款帳戶是現金資
產。銀行會為該資產支付利息。利息即為來自該資產的收
入。其他的範例還包括：股票、債券、共同基金、貨幣市
場帳戶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下方的資產利息。
資產利息：若您出席面談以確認申請資格，則開發商或代
銷公司會計算您自銀行帳戶或其他投資等資產取得的利息
收入。若全部資產的價值小於 $5,000，則將賺取的利息加
到收入中；若全部資產的價值大於 $5,000，則將賺取的利
息或資產價值的 0.06% (視何者較多) 加到收入中。
贈與收入：您自未與您同住的人定期收受的收入。例如：
您的父母為您支付每個月的電費，或親友定期寄支票給您
以協助您支付雜貨和其他費用。贈與收入可以是現金，但
不必一定是。

學生：在當年具備全職學生身分達 5 個月的人 (以該人員
就讀學校資料為準)。這 5 個月的時間不一定要連續。全
職受撫養學生的薪資收入只有 $480 須納入收入計算。

www.nyc.gov/housingconnect

facebook.com/NYCHPD
@nyc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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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yc.gov/housingconnect
www.nyc.gov/hpd

請造訪 www.nyc.gov/housingconnect 以瞭
解詳情或線上申請。
本文件僅用於資訊提供用途，並非平價住房申
請表。填寫本文件並不能保證您可獲得平價住
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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