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約時間 : 11/15/2021- 11/30/2021 

 

東南亞中心 — 能源補助計劃 
 

電力與煤氣補助計劃正式開放申請。我們雖然非常想念您，但因爲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的關係，我們無法與您見面。您仍可以選擇以郵

寄，電郵，或親身來到本中心遞交所需文件。如您已經參加了 PIPP 這個能源補助計劃，請等待 CEDA 的信件來確認續期時間。 

 

最佳聯係方式？以 1 為最推薦，並以 3 為不推薦，表明你推薦的聯係方式: 

_____電話號碼 請確保電話號碼能夠接通：____________________ 最佳致電時間: _____________ 

_____電子郵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短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選擇推薦語言：廣東話 □ 國語 □ 英文□ 

你所需要的文件： 

1. 申請日期前三十天收入證明 請確保提供每一位家庭成員的收入證明： 

 整份本年度退休金(SSA)與老人金(SSI)的信件，也可提供銀行月結單 

 殘障金(AABD)的福利金額  

 軍人退伍金（VA letter） 

 養老金 (需要由公司提供的信件，以證明 2021 年度或終身養老金的收入) 

 工資單（請不要郵寄，避免您的收入證明會因此過期），工資證明表格（如您沒法提供工資單，您可在在本中心的網頁上找

到本表格來證明您的收入） 

 失業金（請不要郵寄，避免您提供的證明會因此過期） 

 現金收入:  $______ 

 孩子/配偶生活費：$________ 

 貧困家庭臨時補助金(TANF)：$________ 

*如總家庭收入為零，請您提供一份證明文件解釋您如何保障生活需求（食物，房租等等） 

2. 最新的電力與煤氣單 

3. 租金: $______     

4. 糧食卷(SNAP): $_________ 

5. 簽署兩份随附的授權表格 UNIVERSAL SIGNATURE PAGES 

6. 如您是第一次申請本計劃，或是添加新的家庭成員，請提供社安卡的影印本 

*如房租已包含了電費與煤氣費，以及房租高於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請提供 a) 由房東簽署租約及房租收據  或 b) 由房東簽署的 Rent 

Verification Form。請確認文件上清楚表明房租包含了所有能源費用(all utilities included)，以及房東的名字，電話和地址。 

請選擇您想要申請的能源補助計劃： 

 □ 一次性補助計劃 (傳統計劃): 當一次性補助的福利金額高於，相等，甚至少於分期補助計劃。 

 □ 分期補助計劃 (PIPP): 我同意以及清楚明白如果我無法付款或是延遲付款，分期補助計劃的福利則有可能被終止。而您將不能在同

一年度再次申請分期補助計劃，一次性補助計劃和電力恢復計劃。 

 

家庭中所有成員名字，出生日期，和社安號碼 （如您需要填寫更多的家庭成員，請填寫在另一張紙上。） 

戶主 

姓名（名 性）                     出生日期（月 年 日）                             社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 ___ - ___ ___ - ___ ___ ___ ___ 

姓名（名 性）                    出生日期（月 年 日）              社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 ___ - ___ ___ - ___ ___ ___ ___ 

姓名（名 性）                     出生日期（月 年 日）              社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 ___ - ___ ___ - ___ ___ ___ ___ 

請根據我們指定的預約時間 ，以其中一種方式遞交 a)所需文件 b)本表格 已及 c)兩份已經簽署的授權表格 UNIVERSAL SIGNATURE PAGES。

指定預約時間在信封已及表格上均有打印。您可在預約時間内或以後遞交文件，但請勿提早遞交文件。 

1. 郵寄至東南亞中心—能源補助 South-East Asia Center, 5120 N Broadway St, Chicago, IL 60640 

2. 將文件投放在 5118 N Broadway St, Chicago, IL 60640 東南亞中心的信箱中 

3. 發送電子郵件至 seacdocrequest@gmail.com (請確保您的文件清晰可讀，並在標題處留下您的姓名，電話。) 

4. 傳真至 1-888-831-5471 

對不起，如您無法提供所需文件，缺少簽名頁以及個人資料，或是無法透過電話，短信以及電郵聯係，我們無法處理您的文件和表格。 

如您在十五周後仍然沒收到從 CEDA 發出的批核信件，請聯係 CEDA ，電話 800 571 2332。致電時請提供戶主的社安號碼以便查詢。 

如您有更多問題，可參考 www.seacenergy.com 觀看教學影片。該網頁也會提供能源補助計劃最新的資訊以及所需表格。 

12/1/2021 to 12/1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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