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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擁有就業許可的庇護申請人被拒絕提供安全網援助 
(Safety Net Assistance, SNA) 的提議集體訴訟和解通知 

(Traditional Chinese) 
 

背景 

這是有關公共援助 (Public Assistance, PA) 的重要通知！若您符合以下條件，請仔細閱讀： 
• 您現在或曾經是擁有就業許可的庇護申請人，並且 
• 由於您的移民身分，您在 2014 年 8 月 7 日當天或之後申請並/或被拒絕提供 SNA（PA 的形式

之一）。 
 
截至 2017 年 11 月 21 日起，擁有工作許可的庇護申請人如果符合其他資格條件，即可獲得 SNA。如果

您尚不是 PA 的領取人，若您提出申請並滿足所有資格條件，即可領取 PA。如果您居住在紐約市，則

可以透過以下網址於線上申請：https://a069-access.nyc.gov/accesshra/，如果您居住在紐約州的其他地方，

則可以在此處申請：www.myBenefits.ny.gov。如果您想要填寫紙本的「紐約州特定福利和服務申請書」

(New York State Application for Certain Benefits and Services)，您可以聯絡您當地的社會服務部門辦公室向其

索取。 
 
集體訴訟 Colaj 對 Roberts 一案（索引號 452243/2017，紐約郡）中的提議和解可能會影響您的法律權

益。原告聲稱擁有就業許可的庇護申請人過去被不當地拒絕提供 SNA。原告律師和紐約州臨時與殘障

援助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OTDA) 同意該集體訴訟的和解提議，

該和解須得到法院核准。根據這項和解方案，擁有就業許可的特定庇護申請人如因移民身分而被拒絕

提供 SNA，則將可獲得一筆一次性的福利金（款項）。本通知說明了提議和解的條款以及您身為潛在

集訴訟體成員所擁有的權利。 
 

和解提議是什麼？ 

您可以在紐約法律援助組織 (New York Legal Assistance Group, NYLAG) 的網站上瀏覽完整的和解提議：

https://www.nylag.org。法院已指派 NYLAG 的律師代表本案的集體原告。NYLAG 是一個非營利的法律服

務組織。 
 
原告律師認為，和解提議內容實屬公平，並且符合集體成員的最大利益。他們同時認為，法院繼續審

理該案將花費很長的時間，並且可能不會有更好的結果。 
 
哪些人會受到和解協議的影響，他們可獲得什麼好處？ 

 
第一組：於 2014 年 8 月 7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1 日期間在紐約州申請 SNA 且因其移民身分而被拒絕的擁

有就業許可的庇護申請人： 
如果這些集體成員在和解協議生效後不超過 240 天內獲得 PA，則他們每人將可獲得一筆一次性的款

項。款項將會等於從他們的申請日到 2017 年 11 月 21 日（如果集體成員在此之前已經開始領取 PA 或受

到制裁，日期則會更早）之間的月份乘以每月四十五美元的金額。 
 
第二組：於 2014 年 8 月 7 日至 2018 年 1 月 5 日期間在紐約州申請加入現有個案且因其移民身分而被拒

絕提供 SNA 的擁有就業許可的庇護申請者： 
如果這些集體成員在和解協議生效後不超過 300 天內獲得 PA，則他們每人將可獲得一筆一次性的款

項。款項將會等於從他們被拒絕的日期之前的兩個月到 2017 年 11 月 21 日（如果集體成員在此之前已

經開始領取 PA 或受到制裁，日期則會更早）之間的月份乘以每月四十五美元的金額。 
 
對於第一或第二組中的集體成員，款項將會轉到集體成員的 PA 案的通用福利識別卡 (Common Benefit 
Identification Card, CBIC) 或在有限的情況下以支票寄送。款項支付後，將會郵寄通知到集體成員的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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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於 2017 年 11 月 22 日當天或之後在紐約州申請 SNA 且因其移民身分而被拒絕的擁有就業許可

的庇護申請人： 
這些集體成員將不會如上所述獲得一筆一次性款項，但有機會讓他們的 PA 資格得到審查，並且有機會

符合資格取得福利。如果您認為自己屬於這個群組，請立即撥打(929) 356-9584 或寄送電子郵件至 
colajclass@nylag.org 與 NYLAG 聯絡。 

 
我是否必須採取任何行動？ 

如果您認為自己屬於第一組或第二組， 
• 而且您正在領取 PA，並且截至 OTDA 和 NYLAG 所達成一致的未來日期持續取得 PA，則您無需

採取任何其他行動。如果法院核准和解內容且您具有資格，您將自動獲得一次性款項；或者 
• 如果您沒有領取 PA，則您需要申請 PA，並符合所有資格條件。如果您申請並取得 PA，並且截

至 OTDA 和 NYLAG 所達成一致的未來日期持續領取 PA，則您可能具有資格獲得該一次性款項。 
 
如果您認為自己屬於第三組，請撥打(929) 356-9584 或寄送電子郵件至 colajclass@nylag.org 與 NYLAG 聯絡

以取得更多資訊。 
 

我是否可以反對此和解？ 

集體成員若認為提議和解不公平、不合理或不適當，他們有權告知法院。 
 
集體成員可以在聽證會上以書面或電話形式表示反對。法院將於 2021 年 3 月 24 日上午 10:00 舉行聽證

會。集體成員可以透過撥打(347) 378-4143 參加聽證會。撥打該號碼後，集體成員需要輸入會議 ID。會

議 ID 為 174 648 932#。 
 
有律師的集體成員應同時透過紐約州法院電子歸檔 (New York State Courts Electronic Filing ) 計畫與寄送電子

郵件給法院律師 Vera Zolotaryova (vzolotar@nycourts.gov) 兩種方式提出書面異議。 
 

沒有律師並想提出異議的集體成員應撥打(929) 356-9584 或寄送電子郵件至 colajclass@nylag.org 與 NYLAG 
聯絡。如果您有異議，雖然 NYLAG 無法代表您，但 NYLAG 將向法院提出您的異議。 

 
如有任何疑問應該怎麼辦？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可以撥打(929) 356-9584 或寄送電子郵件至 colajclass@nylag.org 與 NYLAG 律師聯絡。 
您無需付費即可與 NYLAG 的律師討論您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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