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錢購買
日用品？

下載新的 ACCESS HRA 應用程式，
這是能用來申請 SNAP 的唯一一個應用程式。

請記住：

使用相同的 ACCESS HRA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適用於網站和
行動應用程式。
從掌上型行動裝置即能馬上連結至 HRA！
#HereFor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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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不必親自跑一趟！

線上申請 SNAP 或管理您的帳戶，再簡單不過了。

請前往網址：nyc.gov/accesshra 或下載 ACCESS HRA 行動應用程
式，並登錄或建立一個帳戶。ACCESS HRA 網站現在可以在手機上輕
鬆使用，並且與行動應用程式順利互動！

SNAP
❱
❱
❱
❱

❱

線上申請與重新認證 SNAP 福利。
線上填妥您的 SNAP 定期報告表。
線上變更或關閉您的 SNAP 帳戶。

用您的手機拍攝必備文件的照片，並將其上傳至您的 SNAP 個案
帳戶。

一旦您使用 ACCESS HRA 應用程式線上提交 SNAP 申請或重新認
證以及補充文件，您就可以撥打電話完成面談。請於每週一至週五上
午 8:30 至下午 5:00 之間致電 718-SNAP-NOW (718-762-7669)。

管理您的個案

❱
❱
❱

❱

❱

❱

現金援助 (Cash Assistance)

❱
❱

新增：提交現金援助的重新認證申請。

用您的手機拍攝必備文件的照片，並將其上傳至您的現金援助
個案帳戶。

查看您的申請狀態與檢視排定的面談，包括資格面談。
線上閱讀電子通知或登記以「無紙方式」接收通知。

請前往「文件」(Document) 頁面，檢視 HRA 在「必備文件」
(Required Documents) 下所要求的文件清單，以及在「個案紀錄」
(Case Record) 下已收到的文件。

您也可以查看您的 EBT 餘額和任何支付給您、您的房東或水電瓦斯
公司的款項。

透過「個人資料」(Profile) 頁面，您可以更新您的聯絡資訊，例如您
的郵寄地址以及通知的語言喜好、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地址。
註冊接收近期面談以及重新認證到期時間資訊的簡訊提示。

更多資訊

❱

❱

新增： 如果符合資格，請立即註冊 Fair Fares
MetroCard 折扣卡。
列印預先填寫好的 Medicaid 續期表。

請在手機或電腦上前往 ACCESS HRA 網址：nyc.gov/accesshra 或從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下載行動應用程式！

房租、伙食費、水電瓦斯
費。而您只有錢支付其中
兩種款項。
請從您的手機下載新的 ACCESS HRA 應用程式
或造訪網址：nyc.gov/accesshra，以立即取得協助。

請記住：

使用相同的 ACCESS HRA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適用於網站和
行動應用程式。
從掌上型行動裝置即能馬上連結至 HRA！
#HereFor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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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C-989b (TC) 4/24/2019
(E) Rev. 4/1/2019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不必親自跑一趟！

線上申請 SNAP 或管理您的帳戶，再簡單不過了。

請前往網址：nyc.gov/accesshra 或下載 ACCESS HRA 行動應用程
式，並登錄或建立一個帳戶。ACCESS HRA 網站現在可以在手機上輕
鬆使用，並且與行動應用程式順利互動！

SNAP
❱
❱
❱
❱

❱

線上申請與重新認證 SNAP 福利。
線上填妥您的 SNAP 定期報告表。
線上變更或關閉您的 SNAP 帳戶。

用您的手機拍攝必備文件的照片，並將其上傳至您的 SNAP 個案
帳戶。

一旦您使用 ACCESS HRA 應用程式線上提交 SNAP 申請或重新認
證以及補充文件，您就可以撥打電話完成面談。請於每週一至週五上
午 8:30 至下午 5:00 之間致電 718-SNAP-NOW (718-762-7669)。

管理您的個案

❱
❱
❱

❱

❱

❱

現金援助 (Cash Assistance)

❱
❱

新增：提交現金援助的重新認證申請。

用您的手機拍攝必備文件的照片，並將其上傳至您的現金援助
個案帳戶。

查看您的申請狀態與檢視排定的面談，包括資格面談。
線上閱讀電子通知或登記以「無紙方式」接收通知。

請前往「文件」(Document) 頁面，檢視 HRA 在「必備文件」
(Required Documents) 下所要求的文件清單，以及在「個案紀錄」
(Case Record) 下已收到的文件。

您也可以查看您的 EBT 餘額和任何支付給您、您的房東或水電瓦斯
公司的款項。

透過「個人資料」(Profile) 頁面，您可以更新您的聯絡資訊，例如您
的郵寄地址以及通知的語言喜好、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地址。
註冊接收近期面談以及重新認證到期時間資訊的簡訊提示。

更多資訊

❱

❱

新增： 如果符合資格，請立即註冊 Fair Fares
MetroCard 折扣卡。
列印預先填寫好的 Medicaid 續期表。

請在手機或電腦上前往 ACCESS HRA 網址：nyc.gov/accesshra 或從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下載行動應用程式！

從掌上型行動裝置
掌握您的所有福利。

輕鬆申請、重新證明以及管理福利。請下載新版
ACCESS HRA 應用程式，以立即開始使用。

請記住：

使用相同的 ACCESS HRA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適用於網站和
行動應用程式。
從掌上型行動裝置即能馬上連結至 H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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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親自跑一趟！

線上申請 SNAP 或管理您的帳戶，再簡單不過了。

請前往網址：nyc.gov/accesshra 或下載 ACCESS HRA 行動應用程
式，並登錄或建立一個帳戶。ACCESS HRA 網站現在可以在手機上輕
鬆使用，並且與行動應用程式順利互動！

SNAP
❱
❱
❱
❱

❱

線上申請與重新認證 SNAP 福利。
線上填妥您的 SNAP 定期報告表。
線上變更或關閉您的 SNAP 帳戶。

用您的手機拍攝必備文件的照片，並將其上傳至您的 SNAP 個案
帳戶。

一旦您使用 ACCESS HRA 應用程式線上提交 SNAP 申請或重新認
證以及補充文件，您就可以撥打電話完成面談。請於每週一至週五上
午 8:30 至下午 5:00 之間致電 718-SNAP-NOW (718-762-7669)。

管理您的個案

❱
❱
❱

❱

❱

❱

現金援助 (Cash Assistance)

❱
❱

新增：提交現金援助的重新認證申請。

用您的手機拍攝必備文件的照片，並將其上傳至您的現金援助
個案帳戶。

查看您的申請狀態與檢視排定的面談，包括資格面談。
線上閱讀電子通知或登記以「無紙方式」接收通知。

請前往「文件」(Document) 頁面，檢視 HRA 在「必備文件」
(Required Documents) 下所要求的文件清單，以及在「個案紀錄」
(Case Record) 下已收到的文件。

您也可以查看您的 EBT 餘額和任何支付給您、您的房東或水電瓦斯
公司的款項。

透過「個人資料」(Profile) 頁面，您可以更新您的聯絡資訊，例如您
的郵寄地址以及通知的語言喜好、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地址。
註冊接收近期面談以及重新認證到期時間資訊的簡訊提示。

更多資訊

❱

❱

新增： 如果符合資格，請立即註冊 Fair Fares
MetroCard 折扣卡。
列印預先填寫好的 Medicaid 續期表。

請在手機或電腦上前往 ACCESS HRA 網址：nyc.gov/accesshra 或從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下載行動應用程式！

不必親自跑一趟。

用您的手機拍照、上傳文件和追蹤面談時間，
一支手機全部完成。
請下載新版 ACCESS HRA 應用程式，以立即開始使用。

請記住：

使用相同的 ACCESS HRA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適用於網站和
行動應用程式。
從掌上型行動裝置即能馬上連結至 H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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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親自跑一趟！

線上申請 SNAP 或管理您的帳戶，再簡單不過了。

請前往網址：nyc.gov/accesshra 或下載 ACCESS HRA 行動應用程
式，並登錄或建立一個帳戶。ACCESS HRA 網站現在可以在手機上輕
鬆使用，並且與行動應用程式順利互動！

SNAP
❱
❱
❱
❱

❱

線上申請與重新認證 SNAP 福利。
線上填妥您的 SNAP 定期報告表。
線上變更或關閉您的 SNAP 帳戶。

用您的手機拍攝必備文件的照片，並將其上傳至您的 SNAP 個案
帳戶。

一旦您使用 ACCESS HRA 應用程式線上提交 SNAP 申請或重新認
證以及補充文件，您就可以撥打電話完成面談。請於每週一至週五上
午 8:30 至下午 5:00 之間致電 718-SNAP-NOW (718-762-7669)。

管理您的個案

❱
❱
❱

❱

❱

❱

現金援助 (Cash Assistance)

❱
❱

新增：提交現金援助的重新認證申請。

用您的手機拍攝必備文件的照片，並將其上傳至您的現金援助
個案帳戶。

查看您的申請狀態與檢視排定的面談，包括資格面談。
線上閱讀電子通知或登記以「無紙方式」接收通知。

請前往「文件」(Document) 頁面，檢視 HRA 在「必備文件」
(Required Documents) 下所要求的文件清單，以及在「個案紀錄」
(Case Record) 下已收到的文件。

您也可以查看您的 EBT 餘額和任何支付給您、您的房東或水電瓦斯
公司的款項。

透過「個人資料」(Profile) 頁面，您可以更新您的聯絡資訊，例如您
的郵寄地址以及通知的語言喜好、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地址。
註冊接收近期面談以及重新認證到期時間資訊的簡訊提示。

更多資訊

❱

❱

新增： 如果符合資格，請立即註冊 Fair Fares
MetroCard 折扣卡。
列印預先填寫好的 Medicaid 續期表。

請在手機或電腦上前往 ACCESS HRA 網址：nyc.gov/accesshra 或從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下載行動應用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