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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資金上大學嗎？你可能需要填寫聯邦政府的「聯邦學生援助免費申請表」
（Free.Application.for.Federal.Student.Aid，簡稱FAFSA）。如果你想得到聯邦與州
政府或大部分大學的財務援助，這是第一步。填寫FAFSA可能令人不堪負荷。不用擔
心。有很多資源可以幫助你！

上大學的第一步

填寫FAFSA

FAFSA是一種在線上填寫的表單，
會逐步引導你回答必須回答的各
種問題。也有非常實用的熱線電話
可以提供協助。你在填寫表單時可
以撥打電話.1-800-433-3243，有
專家可以就你提出的任何問題給
予實用的建議。你也可以運用線上
聊天或電子郵件的方式提問。

你可以請成年人來幫助你。你的父
母、學校輔導員或你最喜歡的老
師，都可以幫助你。你的社區或學
校可能也會有財務援助專家。許多
大學的招生部門也都有能幫上忙
的人。.

馬上就開始著手填表吧。你的努力
會有回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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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直在研究並申請適合自己的大學。但是，你要如何支付學費呢？有很多學生靠補
助金和貸款付學費。要申請財務援助，你必須填寫聯邦政府的「聯邦學生援助免費申
請表」（Free.Application.for.Federal.Student.Aid，簡稱FAFSA）。

問： 到底什麼是FAFSA？
答：FAFSA是聯邦學生援助免費申請表（Free.Application.for.Federal.Student.

Aid）的縮寫。尋求政府資助大學學費的學生需要用到這份申請表。美國教育部
運用這份表單嘗試計算你支付大學學費的能力。大學也會使用這份表單當作判
定學生需要多少財務支援的起點。.

問：	為何FAFSA很重要？
答：所有類型的財務援助都需要用到這份表單。聯邦政府會使用FAFSA判定你是否符合

聯邦學生援助的資格，包括培爾助學金（Pell.Grants）、學生貸款，以及工讀。這也是
州政府資助、大學支援以及許多私人獎學金的先決條件。..

問：	如何運作？
答：在你最常用的搜尋引擎中鍵入FAFSA.gov。你會前往聯邦政府網站：.

https://studentaid.gov/h/apply-for-aid/fafsa。（如果您更喜歡使用手
機，此網站亦適用於所有行動裝置。）這些線上工具會引導你回答一系列關
於你家庭組成與財務狀況的問題。FAFSA會使用這些資訊計算你和你的家人
能負擔多少大學費用。這個數字稱為「預期家庭負擔額」（Expected.Family.
Contribution，簡稱EFC）。大學會用你的EFC決定你有資格獲得多少財務援助。

了解FAFSA的基
本概念問與答：

https://studentaid.gov/h/apply-for-aid/fa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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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FAFSA會問什麽樣的問題？
答：FAFSA表單會詢問某些關於你個人的詳細資料，以及你在考慮哪幾所大學。然

後，表單會詢問關於你的父母以及共同居住者的問題。表單會問及你是不是由父
母一方或雙方「撫養」。（通常都是，不過也會有例外。）FAFSA也會問及你和父母
去年的收入。例如，如果您的父母有兩套房子或是在銀行有存款，則FAFSA表單
也會對此進行詢問。.

問：	但是我對於我父母的財務狀況一無所知！
答：如果你正由父母撫養，則你填寫FAFSA表單時很可能會需要他們的協助，或者這部分

由他們與你一起填寫會更好。他們至少需要提供你所需的資訊。最重要的文件是他們
的聯邦報稅單。可能還會需要其他資訊。.

問： FAFSA的截止時間是什麼時候？
答：	FAFSA自10月1日起開放，應該盡快填寫。有很多財務援助都採用先到先審的制度，

所以你應該盡快遞交你的FAFSA。向大學遞交FAFSA及其他財務援助資訊的期限各
不相同。務必按時交件！.

問：	我提交FAFSA表單後就可以放心了嗎？
答：還不行。你必須密切關注自己的電子郵件。FAFSA網站會傳送稱為學生援助報告
（Student.Aid.Report）的重要文件。請詳閱之。確定你的FASFA表單得到適當處理，以
及資訊已經傳送到你申請的大學。如果你沒有看見這封電子郵件，請登入FAFSA，在那
裡尋找你的學生援助報告。

問：	我如何確保自己能取得符合資格的全部援助？		
答：首先，一定要申請你所在州的補助金。線上FAFSA表單應該會在申請表末尾提供

州政府表單的連結。請試著在填完FAFSA之後立即填寫這份申請表。同時完成兩
份表單會比較容易。當大學取得你的FAFSA資訊後，他們會有更多表單需要填寫，
或是會對你的申請提出問題。這是正常的。務必盡快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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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都適用！如果你上大學需要資金，就應該去申請。填寫FAFSA幾乎可以開啟所有
財務援助的大門，包括從聯邦政府、州政府、大學，到許多私人獎學金的援助。.

FAFSA表單確實對某些學生與家庭而言會
有些棘手。這份表單是多年前為傳統的雙
親家庭而設計的。現代學生通常生活在完
全不同的環境中、混合型家庭以及各種不
同的家庭環境中。有些家庭是剛剛移民到
美國，可能有家庭成員並沒有完整的公民
權。.

不過這沒關係。線上FAFSA將會引導你回答
需要回答的問題。你現在可以使用電腦、平
板電腦或是智慧型手機申請援助。不用著
急，並在需要時尋求協助。

FAFSA是否適用於你？

如果你遇到複雜的問題，不用擔
心。大家都會遇到這種狀況。

與可以提供協助的成年人討
論（如父母或顧問）交談。.

撥打FAFSA熱線1-800-433-3243。.
熱線人員都相當友善，並且
可以回答你的任何問題。

問：是否所有學生都符
合聯邦財務援助的
資格？	

答：如果你上大學真的需要錢，
你可能符合某些類型的財務
援助資格。無身份的學生（包
括DACA申請已獲受理的學
生）不符合申請聯邦政府學
生援助的條件，但可以申請
州或院校的財務援助以及私
人獎學金。此外，部分非公民
身份的學生也可以獲得聯邦
政府的學生援助。請聯絡你
所申請的院校，詢問你可以
申請哪些財務援助。
。即使你認為自己可能因為
你本人或父母的收入太高而
無法獲得援助，還是應該提
交FAFSA，以便獲得按成績
發放的獎學金與聯邦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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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公民身份問題
的學生	

問： 如果我的父母沒有身份，該怎麼辦？
答：沒關係，只要你本人有身份即可。你的父母受到保護，因為根據

法律，其他聯邦機構無法查看你的FAFSA申請表。但是你在填寫
表單時必須採取特別的步驟。請撥打FAFSA熱線以了解詳情。或
者向有協助無身份家長及學生經驗的顧問求助。

問：	如果我的父母與我都不是美國公民呢？		
答：如果你或你父母是永久居民（持有「綠卡」）或有某些類型的簽證，則可以申請。欲知詳細

資訊，請查看下列連結：..
https://studentaid.gov/understand-aid/eligibility/requirements/non-us-citizens。
或者撥打FAFSA熱線1-800-433-3243。

問：	如果我沒有身份，該
怎麼辦？

答：	你無法獲得聯邦資金。所有
無身份的學生都是如此，包
括那些已獲得「童年抵美者
暫緩遣返」（Deferred.Action.
for.Childhood.Arrivals，簡稱
DACA）身份的學生。但你可能
有資格申請州或地方的補助金
與私人資金。《紐約州夢想法案》
（New.York.State.Dream.Act）
提供愈來愈多機會給學生。如欲
瞭解更多資訊：請聯絡你希望入
讀的大學，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UnderstandingFAFSA.org 
獲取更多幫助。

你的父母沒有身份嗎？	你可以安全地線上遞交FAFSA。對於遞交FAFSA的學生及家長，聯邦法律會保障其隱私權。在被問及社會安全號碼時，你的父母應該輸入000-00-0000。（有很多家長會因各種理由而這麼做，這很常見。）如果出現錯誤訊息，請持續嘗試。這會有效。最後，你的父母會需要請求並寄送一份「簽名頁」以使該表單得到處理。請撥打FAFSA熱線1-800-433-3243以了解詳情。

問與答：

https://studentaid.gov/understand-aid/eligibility/requirements/non-us-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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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填寫FAFSA表單前，你將需要準備最喜愛的電子裝置，以及一個電子郵件地
址。務必使用你經常查看的電子郵件地址。在提交申請後的幾天和幾週內，務必密切
關注你的電子郵件。.

做好準備！

你也會需要收集個人與家庭財務資訊：

個人身份證明：
......你的社會安全號碼
......父母一方或雙方的
社會安全號碼

財務資訊：	
......如果你是由父母一方
或雙方撫養，則需要準
備父母的稅務記錄

......如果你的父母住在美
國境外，則需要準備一
份父母的外國報稅單

......如果你有駕照，需要準備駕照

......如果你或你父母均不是美
國公民，則需要準備外國人
登記文件或永久居留證

......如果你過去曾經報稅，則需
要準備你自己的稅務記錄

......你全家人的未納稅收入
記錄，包括社會安全、福利
津貼，或退伍軍人福利

		你的報稅單與新型冠狀病毒	..
學生與家庭應使用已經呈交予美國國稅局的報稅單
填寫FAFSA表單。（打算在2023年9月以後開始上大學
嗎？你將使用2021年的家庭報稅單來填寫FAFSA。）這
使填寫FAFSA更加容易，但是新型冠狀病毒對家庭財
務狀況造成了巨大影響。你也許本應取得更多援助。如
果狀況有變，請聯絡你的大學，並告知他們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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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我需要使用誰的稅務記錄？	
答：....如果你與父母雙方同住，則將使用家庭稅務表單。

如果你大部分時間與父母一方同住，則使用該名家
長的稅務表單。如果你與親戚同住，或獨立生活且
未與父母同住，則將需要採取特殊步驟。（即使你同
住或接受撫養的對象不是你的父母，FAFSA表單還
是會詢問你的親生或養父母的收入資訊。請見本指
南第14頁及第15頁以了解詳情。）如果你有任何問
題，請務必撥打FAFSA熱線或諮詢顧問。

收集填寫FAFSA表單所需的文件

我需要準
備哪些東

西？	

	撥打FAFSA熱
線：

https://
student

aid.gov
/apply-

for-aid/

fafsa/fi
lling-ou

t

問：	我是否需要社會安全卡？	
答：這不是必備文件，但重要的是，FAFSA表單上的姓名與號碼要

與美國政府稅務記錄上的相符。如果你沒有卡片，請參閱你父
母的報稅單上所填寫的姓名與號碼。只要這些項目確實相符，
應該就不會有問題。例外：如果你的父母不是美國公民，則他
們可能會有個人稅務識別號碼（Individual.Tax.Identification.
Number），通常以9開頭。聯絡FAFSA以取得說明。

問：稅務記錄是什麼？	
答：包括年度報稅單（IRS.1040）以及雇主W-2表單。你應該

使用你父母呈交給美國國稅局的稅務表單。確保得到完
整的表單，包括1040和所有的附表。在2023年9月進入或
重返大學的學生將使用2021年的家庭稅務記錄。

問與答：

https://studentaid.gov/apply-for-aid/fafsa/filling-out
https://studentaid.gov/apply-for-aid/fafsa/filling-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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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FAFSA表單的時候到了。選擇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連上網路並準備開
始填寫表單。如果你已經做好準備，則只需45分鐘即可將表單填完！.
不過如果遇到複雜的狀況，也別擔心。你可以儲存進度，不必急於將表單填完。為了填妥表單，
請盡可能經常返回到FAFSA。

著手準備

關於你

選擇螢幕！然後，在你最常用的搜尋引擎鍵入FAFSA.gov。你將前往https://
studentaid.gov/h/apply-for-aid/fafsa。這是正確的位址，桌上型電腦與行動
裝置均適用。

接著，你和你的父母一方將需要註冊一個聯邦學生援助ID（亦稱為「FSA.ID」）。.
這讓你可以動手填寫FAFSA表並進行電子簽名。可以從FAFSA.gov網站開始操
作，或在搜索引擎中鍵入FSA ID。.這會帶你前往https://studentaid.gov/fsa-id/
create-account/launch。瀏覽我們的網站UnderstandingFAFSA.org了解獲取
您的FSA.ID的小建議。註冊很容易。..

務必正確地輸入你的姓名與社會安全號碼。

回答所有FAFSA表單所詢問關於你的問題。.有些人可能覺得這些問題很
私人，或感覺很不自在。不用擔心。這裡問的問題都是為了判定你是否符
合聯邦援助的資格，以及你是否由你的父母撫養。請照實回答問題。.

接著，FAFSA表單會要求你列舉你的大學。這些大學會用你的FAFSA決定你有資格
獲得多少財務援助。你最多可以列出10所大學。如果你申請的學校超過10所，或
是想變更清單，可以稍後處理。如果你申請的學校還沒完全決定，亦可隨時新增。.

最好是能夠與父母、老師、學校輔導員或其他可以幫上忙的成人一起
填寫FAFSA表單。學生可以填寫表單，但通常有成人協助會更好。.

http://FAFSA.gov
https://studentaid.gov/h/apply-for-aid/fafsa
https://studentaid.gov/h/apply-for-aid/fa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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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小抄可以提前使用？		
FAFSA網站提供一個工作表，你可以在開始填寫

線上表單前先將其印出來填好。該工作表會引

導你回答表單上的問題，以及需要收集的資訊。

在網站工作表上搜尋2023-2024年的FAFSA 。

我需要準備的文件
：	

..
個人資訊

...
學校清單

....
家庭稅務文件

..	
	關於其他收入與資

產的資訊

請務必鍵入FAFSA.gov前往以下網站：..
https://studentaid.gov/h/apply-for-aid/fafsa。桌上型電腦與行動裝置均
適用。請務必利用正確的網站。這個政府網站工具是免費的，並且很安全。

http://FAFSA.gov
https://studentaid.gov/h/apply-for-aid/fa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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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FSA表單會就你的家庭以及你父母的收入提出很多問題。理解為何要向你問這些
問題可能有所助益。以下是對這些問題的解釋：.

可用於幫助學生支付大學費用的資金是有限的。政府與學校都需要查明你是否符合財務援助
的資格。..
如果你符合資格，他們便要評估你需要多少資金。.

概括地說：你的父母有沒有足夠的資金供你讀完大學？如果他們有，他們可以負擔多少資金？
這稱為你的「預計家庭負擔額」。學校可能會將之稱為你的「EFC」。這個數字很重要。.

了解FAFSA

關於你的家庭……

問：			如果我的父母幫助我填
寫FAFSA表單，他們是
否就必須幫助我支付
大學費用？		

答：並非如此。你的父母不必幫助你支
付大學費用，無論他們收入是多少。
這由他們自己決定。如果他們對於
為了FAFSA而將收入資訊告訴你有
所顧慮，這也許能讓他們放心點。請
告訴他們，你必須填寫這份表單才
能獲得財務援助。.

你的父母是誰？	
你是否由他們撫養？.

你的家庭中有誰？	
你的父母中誰為你提供財務支援？.

你與你父母的收入是多少？	
以及有多少儲蓄可用於入讀大學？.

為了計算預計家庭負擔額，.
FAFSA需要查明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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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如果這些類別均不適用呢？
答：	你或許有可能是「撫養關係覆寫」（Dependency	Override）的狀況。..這

種狀況是指學生嚴格說來由其父母「撫養」，但是與他們沒有聯絡，或是合
理地畏懼與他們聯絡。請將此選項用作最後的選擇。撫養關係覆寫的認定
相當困難。請見本指南第15頁以了解詳情。.

了解FAFSA

你的父母是誰？

對於FAFSA，下列狀況視為你受到「撫養」：
你與父母一方或雙方同住。.
....FAFSA認定的父母/家長係指下列任何一項：
•.•.你的親生母親或父親，
•.•.你的養父母，或者
•.•.與你的親生父母或養父母結婚的繼父母.

. 或者 .

你與父母一方或雙方保持聯絡，如上所述。你可能實際上與祖父母、阿姨、兄弟姊
妹或好朋友住在一起。對於FAFSA而言，如果你偶爾與你的父母接觸，則便視為你
仍由他們「撫養」。	

對於FAFSA，下列狀況視為你已「獨立」：		
•.•..你年滿24歲、已婚，或正對自己的子女提供財務支援。.
•.•..你是孤兒、居住在寄養家庭、由法定監護人照顧，或是由法院監護。
•.•..你無家可歸且自食其力，或是獨自生活，面臨無家可歸的風險。

FAFSA表單會詢問你這些情況。請準確填寫，然後與學校輔導員和大學的財務援助辦公
室合作，獲得你需要的援助。

你是否由至少父母一方「撫養」？對於大部分的高中生而言，答案都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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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父母與家庭的問題

問：	如果我的父母已離婚或分居，該怎麼辦？	
答：.你只需提供其中一位家長的資訊即可。通常是與你生活最久的一方。如

果與父母雙方生活的時間一樣，請選擇為你提供大部分財務支援的一方。
如果FAFSA表單上填寫的家長已再婚，則還需要包含繼父母的資訊。

對自己的撫養狀	況感到困惑？	撥打FAFSA熱線：

https://studentaid.gov/apply-for-aid/fafsa/
filling-out

問：如果我的父母住在一起但沒有結婚，該怎麼辦？	
答：如果他們是你的親生父母或養父母，則雙方的資訊都必須提供。不要填入與你沒有

關係之成年人士的資訊，即使他們是親密的家庭成員或向你提供支援亦然。

問：	如果我與親戚或家族之友同住，該怎麼辦？	
答：	這取決於與你同住之人（如你的祖母、阿姨）與你之間是否有法定的關係。如果

你的親戚收養了你，則可在FAFSA上報告其資訊。如果此人是你的法定監護人，
則你便是獨立狀態，不需要呈報任何家長資訊。在動手填寫FAFSA表單之前，你
將需要了解此資訊。線上表單將會詢問一系列問題來幫助你。如果你因任何理
由而感到困惑，應諮詢顧問，或是撥打FAFSA熱線。.

問：我認為自己屬於FAFSA上的獨立學生。我該怎麽做？	
答：線上FAFSA表單將會詢問一系列問題來判定這一點。別擔心，你還是完全符合大學

財務援助的資格。如果你是獨立學生，則FAFSA表單將會詢問不同的問題。將會問到
你個人的收入及家庭狀況。你將不需要提供關於家長的資訊。.

問：			如果我是獨立狀態且不由父母
撫養，我會獲得更多的資金嗎？	

	答：可能不會。這感覺可能很奇怪，如果你是由父
母撫養，反而可能獲得更多的財務援助。在表單
中盡可能忠實地回答關於家長的問題。

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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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FSA表單將會詢問關於和你與你父母同住之人的問題。FAFSA會嘗試確定你的父母除
了你之外，還必須在財務上支援哪些人。.

如果你是由父母撫養，則你的「家庭」包含：
父母一方或雙方：
••.如果你與父母同住，計數為「2」。
••.如果你與父母其中一方以及另一位繼父母同住，計數為「2」。
••.如果你與父母其中一方同住，計數為「1」。
•..•..如果你與父母雙方同住的時間一樣，則只計算你同住時間最多

的一方。計數為「1」。（如果他們已再婚，則計數為「2」。）

與你同住的家長所撫養的任何人：	

••.家中或學校裡的兄弟姊妹（包括全血緣、半血緣或繼子女）。
•..•..你家中任何由你父母提供一半以上支援的其他人，.

例如堂親、表親、阿姨、祖父母。

你自己！別忘了算上你自己。很多學生會忘記……

關於你的「
家庭」	

有疑問嗎
？	

撥打FAF
SA熱線：

https://studentaid.gov/apply-for-aid/fafsa/

filling-out

了解FAFSA

你的家庭中有誰？

問：	如果我在法律上由父母撫養，但其
實與其他人同住，該怎麼辦？我填
寫哪個家庭？	

答：即使你與其他人同住，你的「家庭」仍然以在法律
上撫養你的（一方或雙方）家長的家庭為準。例如，
如果你與祖母同住，但你的母親仍對你有法定監護
權，則FAFSA表單想了解的是你母親的家庭。如有疑
問，請撥打FAFSA熱線。.

https://studentaid.gov/h/apply-for-aid/fafsa/filling-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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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如果我不由父母「撫養」，但也不是「獨立」狀態，	
該怎麼辦？	

答： 有很多學生屬於這一類別。你可能與父母之間毫無往來。也許他們其中一位
或兩位仍然活著，與你存在法律上的關係，但是他們遺棄了你，或是因其生活
在收容機構中而缺乏自理能力。你需要證明自己與他們已經完全沒有往來：
你需要「撫養關係覆寫」。	

如果我與我的父母之間沒
有聯絡，該怎麼辦？	

問：	我如何獲得撫養關係覆寫的認定？	
答：如有可能，請向了解FAFSA的專業人士尋求幫助，如學校輔導員、大學的財務援助

顧問，或是當地的大學專家。或者撥打FAFSA熱線。.

..首先，線上FAFSA表單將詢問有幫助的問題。當FAFSA問及你家長的資訊時，.
請按一下其中顯示如下內容的方塊：「我無法提供家長資訊。」接著填妥表單中
其餘部分，然後將其提交。不過你還有其他事情要做……
..其次，你需要與你想入讀的大學之財務援助專員溝通。你必須說服至少一名專
員，你符合撫養關係覆寫的資格。（該專員會讓你知道他們需要何種證明。）.
只有這名專員才可聯絡FAFSA的工作人員，並手動「覆寫」你的撫養關係狀態，
讓你的表單得到處理。.
..第三，將你的個案提交給你想入讀的任何大學。聯絡他們的財務援助專員並與
其合作，以取得財務援助計劃。請盡早開始本程序。

問：	我會需要哪種證明？	
答：	以下幾種文件可幫助你獲得撫養關係覆寫的認定。學校輔導員、社工或社區

工作者，都可以幫助你為你的個案收集最有力的文件：.

.. 由高中輔導員或社工提供的信函，證實你獨立於你的父母。.

.. 警方報告或法庭文件，例如對你父母一方或雙方的限制令。.

.. 確認父母一方或雙方在服刑或由機構收容而沒有自理能力的報告。.

.. 如果你無家可歸且自食其力，便有資格成為「獨立」學生。你不需要「撫養
關係覆寫」。但你需要與你所在學校的「遊民聯絡人」合作，以獲得大學所
要求的證明。

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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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FSA會要求提供家庭收入資訊，以確定你與你父母能夠支付多少大學費用。理想情況
下，大部分的資訊均將從美國國稅局的稅務記錄取得，這樣一來準備資料會比較容易。然
而，新型冠狀病毒可能改變了你家庭的財務狀況。如果有這種情形，請按照以下步驟完成
FAFSA。然後，聯絡你的學校，向他們更新資訊。

了解FAFSA

你和你父母去年的收入是多少？

務必使用FAFSA網站式。線上工具將會引導你回答所有需要回答的問題。.

如果你的家人提交美國報稅單，可能會詢問你是否想使用「美國國稅局資料擷
取工具」。你應該盡可能利用之。這一工具會幫你填寫大部分的家庭財務資訊！
而大學校方將確信你的收入資訊準確無誤。

美國國稅局資料擷取工具會自動使用由美國國稅局（負責收稅的聯
邦機構）所提供的資訊填寫你家庭的稅務資訊。例如，如果你打算在
2023年9月進入大學，則FAFSA將會使用你家庭的2021年報稅單。

使用美國國稅局資料擷取工具，需要注意一件事情：為對你的稅務資訊保
密，你傳輸的美國國稅局資料將不會顯示。你將無法再次確認或變更匯入至
FAFSA的資訊。如對此有疑慮，請勿使用該工具。你可以自己輸入稅務資訊。	

如果沒有看到美國國稅局資料擷取工具的連結，則只需向你父母索取他們的
報稅單，以便回答FAFSA所提出的問題。

新型冠狀病毒對你的家庭或財務狀況是否造成了重大影響？		
你還是需要使用已經呈報的美國國稅局稅務表單，這可能無法反映現實情況。
（如果是用於下一學年，即為2021年的報稅單）但大學校方想知道你經歷了怎
樣的變化。在提交FAFSA之後，與想要入讀的大學聯絡，給他們提供最新資訊。.

務必仔細閱讀問題！FAFSA會詢問某些問題，了解你「截至今日」的
生活與家庭狀況。請依照目前的家庭與居住狀況回答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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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如果我的父母不想分享其財務資訊，該怎麼辦？	
答：	許多家長覺得收入資訊是個人隱私。也有家長擔心填妥表單後，政府會要求他

們支付大學費用。請讓他們知道，他們的資訊並不會面臨安全與隱私方面的問
題，且沒有任何附加條件。你亦可請求他們尊敬的成人幫忙說服他們，FAFSA對
你的大學生涯至關重要。.

關於FAFSA上財務資訊
的常見問題

有資金問
題需要幫

助？	

撥打FAF
SA熱線：

https://studentaid.gov/apply-for-aid/ 

fafsa/filling-out

問： 如果我沒有看到美國國稅局資料擷取工具的連結，	
該怎麼辦？		

答：你可能無法使用美國國稅局資料擷取工具。在FAFSA的一開始，你會被問及某
些問題，以判定你是否可以使用美國國稅局的工具。在某些情況下，你確實無
法使用該工具。.如果FAFSA未提供美國國稅局資料擷取工具的連結，只需使用
你家長提供的資訊回答提問即可。

問：	 	如果我現在的生活狀況與我使用的舊報稅單有所出入，	
該怎麼辦？		

答： 	這是許多學生所面臨的大問題，特別是那些家人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而遭遇困難的人。FAFSA要求提供兩年的稅務資訊以及目前的家庭資訊。這些
稅款申報完畢後，很多事情可能都已經有所變動。..請使用你的.2021.報稅單回
答FAFSA提出的問題。然後與你要入讀的學校的財務援助專員溝通。如有必要，
他們可以調整你的援助。

問：	如果我的父母沒有美國報
稅單，該怎麼辦？	

答：	有很多人沒有從其雇主獲得報稅文
件，或者沒有呈交美國報稅單。如
果家長在其他國家/地區工作，或者
其工作所依據的是非正式合約，則
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FAFSA還是
會要求提供家庭收入資訊。請遵循
線上建議。如需其他建議，請撥打
FAFSA熱線。.

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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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在線上填妥FAFSA表單。請再三確認你輸入的資訊。遵照指示讓你和你的父母在
表單上電子「簽名」。然後，如果一切看起來沒問題，按下按鈕提交！.

你已準備好

提交FAFSA表單

不過先別鬆懈。提交FAFSA後，你應該會看到一個申請州政府援助的連結。
請馬上去申請！大部分資訊可由FAFSA為你填寫。然後，你需要確保你的
FAFSA得到準備處理。請遵照下列步驟：.

............. ............... ..........
每天檢查電子郵件。（你不會收到文字訊息；只有電子郵件。）

............ ................ ..........
你應該會在幾天之內收到「學生援助報告」（亦稱為「SAR」）。這份報告會包
含你的財務資訊摘要，以及計算出的「預期家庭負擔額」。這個數字對你來說
極為重要。這會幫助大學決定你有資格獲得多少財務援助。.

................. ........... ............
檢查學生援助報告是否有任何錯誤。如發現任何錯誤，請返回線上更正申請表。.

................. ............ ...........
務必閱讀SAR的「備註」部分，確保沒有其他需要處理的問題。（如缺少資訊
或存在其他問題，則你的FAFSA將不會得到處理。）

......... .................... ...........
如果沒有收到電子郵件，請線上查看。登入FAFSA網站後，你應該會看到你的
SAR。如果沒收到報告或有任何問題，請撥打FAFSA熱線1-800-433-3243。.

有關於FAF
SA	

和新冠肺炎
的問題嗎？

	

大學和政府將持續更新其應對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的措施。請在下列網站查看有關

學生貸款及大學援助的最新訊息︰ 

https://studentaid.gov/

announcements-events/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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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跟進

請資助我！

問： 我的FAFSA已完成。接下來要做什麽？		
答：	 等待大學錄取通知書！在某些情況下，錄取通知書亦會告知你可以從政府及大

學自有獎學金中獲得多少援助。然而，大學通常會稍晚再寄送其財務援助信函。不
同的大學會提供不同的援助金額。

問：	我可以預期哪類財務援助？		
答：每一所錄取你的大學均會用紙本信函或電子郵件說明就讀大學的開銷，以及大學

可以提供怎樣的幫助，讓你可以支付相關費用。這可能是補助金與獎學金（直接給
你的錢）、貸款（必須償還的錢）以及工讀（你可以工作賺得的錢）的混合。這稱為「財
務援助計劃」。請務必仔細分析每一項計劃，以選出自己真正有能力負擔的大學。..

申請表填寫完畢後，你清單上的大學應會自動收到你的FAFSA資訊。你可隨時在清單
上新增或刪除大學。

現在需要與大學合作，以取得你需要的財務援助……

.. 再次查看你的FAFSA學生援助報告（SAR），確保沒有問題。

		 如果在學生援助報告上看到星號（「*」）或「C」，則大學會需要驗證你的
資訊。請參閱校方給你的指示以及本指南第20頁以取得詳細資訊。

		 你的家庭收入或家庭狀況是否因新型冠狀病毒或其他條件而有變動？
要與你最中意的那些大學的財務援助專員溝通，現在就是時候。讓他
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還有你家庭的財務狀況有怎樣的變動。他們
也許能夠提供更多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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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求我證明FAFSA	
表單中資訊的真實性，	
該怎麼辦？	

問：為什麼會要求我證明FAFSA資訊的準確性？
答：這是一道稱為「驗證」的程序，這很常見。每年有超過三分之一的FAFSA表單接

受驗證。美國教育部與大學會選擇某些學生，驗證他們在FAFSA表單中提供的
資訊。有時是隨機選擇申請者。有時則是因為FAFSA表單中的資訊不一致或不完
整。驗證是由大學負責執行。.

問：驗證會涉及哪些內容？
答：大學的財務援助辦公室會與你聯絡。通常只是例行性地要求補充資訊，一般都是關

於你的家庭收入。如果你使用了美國國稅局資料擷取工具，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如
果你沒有使用該工具，則可能會需要提供美國國稅局的家庭報稅單副本（你可以向美
國國稅局索取），或是來自雇主的損益表。..
大學的財務援助辦公室會比較你的FAFSA表單以及你所提供的資訊。如果這些資訊
之間彼此有所出入，你將需要更正FAFSA表單。.

問：	還會問什麼其他問題？
答：財務援助辦公室可能會想確認你家中的人數，以及目前有幾個人正在讀大

學。可能會問到其他家庭收入（如育兒補助）或政府援助（如食品券）。還可能
會要求你提供法律認定，或設法證實你即將從高中畢業。

問：我可以向所有大學寄送相同的資訊嗎？	
答：很遺憾，不能。 你將必須單獨回覆每所學校。每所大學均會用電子郵件或紙本

信件寄送一份表單，說明他們需要的資訊。確保遵守每所大學的截止時間。如果
沒有截止時間，請盡快提供資訊。.

問： 		如果我收到了驗證表單，則表示大學已經錄取我了，
對嗎？

答：不一定。有些大學會在決定錄取你之前要求驗證你的財務資
訊。這就是為什麼你動作要快。請與你希望入讀的大學保持密
切聯絡，並且提供他們所要求的一切資訊。.

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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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直在等待的就是這一天。你收到了第一封大學錄取通知書！你還會收到另外一封
信函，其中說明大學費用以及一些支付方式。這稱為「財務援助計劃」。請務必仔細閱
讀，將之與你收到的其他方案進行比較。

以下幾頁會告訴你如何閱讀及比較這些信函。以下是幾個你可能會看到的新術語：.

你已被大學錄取！

如何閱讀財務援助說明信函

就學費用（Cost	of
	Attendance）：就

讀大學的總花費。

這包含支付給大學
的直接費用（例如學

費與雜費），以及常
見的間接

費用（例如書籍與交
通費）。

預期家庭負擔額（E
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根
據你的FAFSA表單，

你和你的家人預期
每

年能負擔的大學費
用。.

獎學金（Scholars
hip）或補助金（Gr

ant）：由政府、大

學或私人組織所提
供的無償資金，供你

支付大學費用。例如
，向有財

務需求的學生提供
的聯邦培爾助學金（

Pell	Grant）。.

.

工讀（Work-Stud
y）：參加校園兼職工作賺

取的聯邦資金。.

聯邦直接政府貸款（
Federal	Direct	

Government	Lo
an）：這些貸款有兩種形

式：補貼與無補

貼。補貼貸款是供有
需求的學生申請，償

還條款較為寬鬆。.

家長PLUS貸款（P
arent	PLUS	Loa

n）：這些是家長可

用來支付教育費用
的聯邦貸款。

私人貸款（Private
	Loans）：這些是由銀

行等私人借貸機

構所提供的貸款。這
種貸款的手續費與

利率通常比聯邦學
生貸款要

高，且償還條款也不
如聯邦貸款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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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大學費用

首先，確認費用清單
是認真比較就學開銷的時候了。你必須先弄清楚上大學會有哪些花費。每所學校的費用都會
有所不同。.
開始前請先詳閱你的財務援助說明信函。尋找稱為「預估費用」這一部分。說明信函應該會列出你可能要
面臨的費用。但有些大學在這方面做得更好。你可能必須搜尋這方面的資訊，或是自己預估個人費用。 

學費與雜費

如果你住宿舍，就
要支付房間與伙食
費用

書本與學習用品

如果你離家遠但又不住在宿舍，則需
支付住房費用
食物、零食，還有很多咖啡

交通費用，包括日常與返家

休閒娛樂	

治裝、盥洗用品

大學費用
這些是大學會直接向你收取的
費用。這類型的費用項目很少，
但是金額都相當高昂。

人員支出  
這些是你自行負擔的費用。 
好消息是，只要精打細算，這些費用可
控制。壞消息是，這些費用可以累加。請
試著根據實際生活狀況設定預算。 

正確比較費用

許多大學每學期
都會列出補助
金、貸款與其他支援項目，
但是大學費用以及預期家
庭負擔額是以全年度計算。
務必以相同的期間比較費
用與援助。盡你所能記住所
有事項。在網站上搜尋大
學預算計算器可幫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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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大學會提供某些援助，幫助你支付大學費用。這是財務援助說明信函中最重要、
最令人興奮的部分。你可能會看到一份簡短的清單，羅列出補助金、工讀以及貸款。請仔
細閱讀每一行。所有資金都可以幫助你就學，不過某些形式的財務援助相對更好。 

一般而言，你首先要找不需要償還的資金，如補助金與獎學金。然後，僅在需要時，再考慮成
本較高的方案，如貸款。以下的簡短清單列出最常見的「免費」資金，以及聯邦工讀機會。 

聯邦補助金 	
最常見的兩種形式是培爾助學金以及補充性教育機
會補助金（在信函上尋找「SEOG」）。 
這兩種形式都是以財務需求為基準。 

州補助金 
許多州都會向留在本州上大學的學生提供協助。 
例如，紐約就有著名的學費援助計劃	

（尋找「TAP」）。理想情況下，在填寫FAFSA表
單時申請州補助金。州政府的計劃通常競爭
激烈，並且採用「先到先審」的原則發放。

大學補助金與私人獎學金	
許多大學都提供根據成績（例如平均成績高或測
驗分數高）、財務需求與運動能力發放的補助金。
私人團體亦會向大學提供無償資金，但你必須自行
了解並申請。你的援助說明信函不會提供這類資
訊。如需更多資訊，請線上搜尋或詢問大學顧問。 

聯邦工讀	
有財務需求的學生可能會獲得校園工作機會。
像任何工作一樣，按工作時數付薪。你可隨意支
配這筆資金。財務援助說明信函會告訴你，你透
過這個計劃可賺取的金額，不過要靠自己找工
作，並且工作相應的時數才可賺到這筆錢。

比較大學費用

接著，尋找無償資助



更多資訊請瀏覽UnderstandingFAFSA.org24

比較大學費用

最後，再考慮貸款
大學費用一直穩步上升，因此許多學生需要至少申請小額的貸款才有辦法支付這些
費用。沒有人喜歡債務。但有了大學學位，你可能會賺到比沒有大學學位時更多的錢，
因此貸款也可視為一項未來投資。

注意：學生必須償還貸款。聯邦政府在過去一年中
確實免除了一些學生債務，但這種舉措並不常見。
因破產而獲得幫助的情況也很少見。如果你有政
府支援的學生貸款，減少或延後償還相對比較容易，
但是這也很可能會提高利率以及債務總額。 

聯邦柏金斯貸款（Federal	Perkins	Loan）：利率低，在離開大學後九個月內都無須開始
償還。很遺憾，這個計劃已經停止。大多數大學已不再提供這些貸款。 

聯邦直接「補貼」貸款（Federal	Direct	“Subsidized”	Loans）：補貼貸款是根據需求給
予大學學生。利率可能低於其他政府貸款，而且你需要開始償還的時間比較晚。

聯邦直接「無補貼」貸款（Federal	Direct	“Unsubsidized”	Loans）：任何人都可以申請
無補貼貸款，但是除非在學校時就開始償還，否則總償還費用會高於補貼貸款。 

家長PLUS貸款（Parent	PLUS	Loan）：家長可以運用這些政府支援的貸款幫助你支付
大學費用。但是家長必須有優良的資信，而且利率可能會比較高。理論上，家長可按你的需
要借款。但是與你一樣，他們亦應謹慎考慮，以免負債過多。 

私人貸款（Private	Loans）：你可以向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借錢，但消費要謹慎。費用及
利率可能很高，而且通常還在學校時就需要開始償還貸款。 

須謹記的重要規則：如果你或你的家長需要借款，請盡可能少借。請務必優先利用政府支援的貸款。
它們的利率比較便宜，而且如果需要更多時間，亦容易獲得許可。私人貸款與信用卡應該視為最後
選擇。以下是你可能會在財務援助說明信函中看到的選項，從最佳選項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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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關於學生貸款及償還這些費用，我需要了解哪些內容？		
答：存在各式各樣的貸款。有些貸款機構會要求你立刻開始償還。有些機構則會在你

畢業將近一年後才會開始寄帳單給你。在尋找可能的貸款時，請詢問兩件事情：

. 「利率」。這會決定除了你的借貸額之外，還必須償還的利息金額。你會希
望這個數字盡可能愈低愈好。政府支援的貸款利率最低。.

. 「償還條款」。這決定你必須多久以後開始償還貸款、你必須在多長的期間
內還清貸款，以及每個月需要償還多少錢。政府支援的貸款還會允許你在
需要時減少償還額度或暫時停止償還。如果你從事公共服務或以其他方式
獲得債務減免，政府可能會減少你的負債。

關於學生貸款及大學債務
的常見問題	

問：	我可以向聯邦學生貸款借到多少錢？
答：政府的補貼貸款計劃提供的金額每年不同。請優先申請這

些貸款。如果需要更多資金，通常可以透過無補貼貸款取
得。但要小心。請僅借貸你需要的金額。.

問：借多少合適？
答：這取決於幾件事。第一步，請先閱讀你最喜愛的大學寄來的財務援助說明信函。

你是否第一年就需要借款？其餘幾年呢？你有哪些貸款可以申請？這四年的總
費用會是多少？

. 收集這些資訊後，最好找一個財務援助計算器幫你算清數字。現在大多數大學
網站都有這些計算器。.https://finaid.org這個網站擁有計算機，你可以在其
中輸入要償還的貸款金額、利率及其他條件。範例：如果你的債務是29,000美元
（這是全國平均水平），政府目前支援的貸款利率為5%，預計每月償還310美元，.
一共還10年。.

. 你在畢業後能負擔這個金額嗎？請以實際的態度面對這個問題。嚴肅考慮你希
望從事的工作。這個領域的年輕工作者收入如何？你是否能同時負擔貸款及其
他支出？.

問與答：



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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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算一下

比較大學錄取通知書
等待已經結束。你已經收到了錄取通知書與財務援助方案。現在需要決定讀哪所學
校。錢很重要。你應該選擇你能夠負擔的學校。

我們要比較兩所虛構的學校：BigBucks 
University與LowerCost College。
我們先假設你的預期家庭負擔額是
$2,000。現在我們需要檢視費用以及各
種類型的援助，看哪所學校更合適。 

接下來的內容會介紹有關比較兩個財務援
助計劃的經驗。這會讓你對要尋找的內容有
所了解。但是請記住，每個計劃看起來都會
有些不同。有時會令人困惑或不完整。如果
需要協助，請撥打大學的財務援助辦公室電
話，或是與你信任的成年人士討論。

就學費用：Bucks較高，LowerCost
較低。（重要事項：設定你自己
的預算，讓你能對費用有比較具
體的概念。大學在預估個人生
活開支方面通常成效不彰。） 

這兩所學校都提供很多獎學金與
補助金支援。大學會依照你的財務
需求與學業表現，決定提供的援助
金額，而你在這兩方面都符合標
準！不過請撥打校方電話詢問詳
情。無償資金是只有第一年保證，
還是有更長的時間？學校是否要
求你取得優異的成績？了解規則。  

學費

BIG.BUCKS.
UNIVERSITY

LOWER.COST.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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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Bucks University
就學費用（第1年）$62,000

補助金與獎學金
BigBucks University獎學金..................38,000

培爾助學金.............................................3,500

州補助金................................................3,000

淨價..............................................$17,500

貸款與工讀
聯邦直接補貼貸款...................................1,500

聯邦直接無補貼貸款............................. .4,000

聯邦工讀................................................3,000

最終計算結果
總就讀費用........................................$62,000	
提供的總財務援助..........................-		$53,000	
預期家庭負擔額................................-	$2,000

本年度需要填補的財務缺口................$7,000

（四年的總貸款負債額	=	$22,000）

LowerCost College
就學費用（第1年）$22,000

補助金與獎學金
LowerCost College獎學金 ........................ 5,000

培爾助學金 .....................................................3,500

州政府補助金................................................3,000

淨價............................................ $10,500

貸款與工讀
聯邦直接補貼貸款 ........................................ 1,500

聯邦直接無補貼貸款 ....................................4,000

聯邦工讀 ........................................................ 2,000

最終計算結果
總就讀費用........................................$22,000	
提供的總財務援助..........................-		$19,000	
預期家庭負擔額................................-	$2,000

本年度需要填補的財務缺口................$1,000

	（四年的總貸款負債額	=	$22,000）

現在請看淨價，	也就是在扣除這些補助
金以後的就學費用。這是你將需要透過
貸款、工讀或其他方式籌集的金額。  

然後請看貸款。請記住，某些貸款比其他
貸款更便宜，亦更容易管理。你需要費用
最低的貸款。你透過聯邦直接貸款取得的
金額是一樣的，但是學校會運用判斷提供
政府支持的貸款。（此外，請考慮總貸款負
債額。將所獲得的貸款加總，再乘以取得
學位所需的年限。對於上述兩所大學，便是
$5,500的貸款 x 4年 = $22,000。）接著請
看你工讀所獲得的資金。這是你可以透過
校園工作賺取的錢，能用來支付個人費用。
不過你需要找到工作並工作一定的時數。

最後，請看最末行。你第一年需要填補的
財務缺口是多少？你將需要用某種方式
找到這筆資金：大學儲蓄、向家人借貸，
或在工讀之餘再找一份工作（唉！）。 

務必加總為取得學位而需要借貸的總金
額。在這個案例中，BigBucks University需
要更多貸款因此需要填補的財務缺口也比
較大。如果這些費用對你來說太高，但是你
真 的很想入讀這所學校，請撥打大學辦公
室電話。你或許可以申請財務援助計劃，獲
得更多援助。就學費用在考慮選擇學校時
是非常重要的考慮因素。不過也要確保這
是你會滿意的高品質學校。在同意任何大
學的錄取之前，請先充分考量所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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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
你已經成功填寫FAFSA表單。你有財務支援。你正在前
往大學校園的路上。祝你一帆風順。請務必保留你收
集到的所有資訊，以及這份指南。明年你需要再次填寫
FAFSA表單！



務必先從FAFSA網站開始：在你最常用的搜尋引擎中輸入FAFSA.gov。你會前往聯邦政
府的網站：https://studentaid.gov/h/apply-for-aid/fafsa。

如果你對於FAFSA有問題：.
撥打FAFSA熱線1-800-433-3243。諮詢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8點至晚上11點，週末早上11點
至下午5點（東部時間）。你也可以透過電子郵件或網路聊天諮詢專家。聯絡資訊：.
https://studentaid.gov/help-center/contact。或者查看聯邦學生援助協助中心（Federal.
Student.Aid.Help.Center）網站：https://studentaid.gov/help-center/answers/landing。 
還有，請務必查看其他聯邦學生援助網站：..
https://studentaid.gov。這裡可以提供與下列項目相關的諮詢：

.填寫FAFSA表單

.了解可用的援助

.了解你可能符合哪些援助的資格

.取得與管理學生貸款

.為上大學做準備

準備線上提交FAFSA表單？ 
 你與你的一位家長需要取得FSA.ID，才能在該表單上進行電子簽名。請前往.
https://studentaid.gov/fsa-id/create-account/launch註冊一個FSA.ID。..

申請的大學要求很多財務資訊嗎？ 
 
你可能需要填寫大學董事會.的CSS財務援助個人檔案。許多私立學校都會索取很多財務
資訊，並要求學生線上填寫此表單。請與學校確認他們是否需要你填寫此表單。詳情請見
https://cssprofile.collegeboard.org/。

取得關於就學資助與新型冠狀病毒的最新資訊：
https://studentaid.gov/announcements-events/coronavirus。

也別忘記與你信任的成年人士討論：
你的父母、學校輔導員以及老師可能看起來很忙碌，但他們都希望你得到最好的發展。大學的
招生辦公室、地方性非營利組織，以及你自己高中的校友也能提供協助。如有任何問題，請找
人幫忙。

還有更多關於獲取大學費用的問題嗎？

http://FAFSA.gov
https://studentaid.gov/h/apply-for-aid/fafsa
https://studentaid.gov/help-center/contact
https://studentaid.gov/help-center/answers/landing
https://studentaid.gov
https://studentaid.gov/fsa-id/create-account/launch
https://cssprofile.collegeboard.org/
https://studentaid.gov/announcements-events/coronavirus


關於本指南
本指南由The.New.School的紐約市事務中心（Center.for.New.York.City.Affairs）發佈，由紐約市教育
局譯為九種語言。有關這些出版物以及其他諸多資源，請前往UnderstandingFAFSA.org瞭解。特別感
謝Goddard.Riverside社區中心的選擇研究所、紐約移民聯盟、兒童權益保護協會以及一路上幫助過我
們的眾多FAFSA專家。我們希望本指南能夠對所有學生和家庭，以及有心幫助學生獲得財務援助的愛
心專業人士有用。

公平的教育可以幫助K-12與高等教育的學生實現貢獻他們身為領袖、勞動者、社區成員，以及家庭
成員的完整潛力。我們永遠都需要一切的此類貢獻，以創造生氣蓬勃的紐約。在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
下，我們在接下來的數月甚至數年的恢復當中，會更需要這些貢獻。United.Way.of.NYC是我們促進平
等的努力之一，並且非常榮幸能夠與紐約市事務中心合作編著本指南。這項工具可以簡化財務援助
流程，以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取得可用的財務支援，進而取得大學學位。

如欲瞭解更多資訊：請立即瀏覽我們的網站！
想瞭解更多關於FAFSA和財務援助的資訊嗎？我們的網站UnderstandingFAFSA.org可提供許多額.
外幫助，以及最新消息、工具和影片。此外，我們還提供十種語言版本的本指南，並為大學入學輔導員和.
教育工作者提供教學資源。請聯絡Kim.Nauer（電郵：nauerk@newschool.edu），瞭解更多資訊。
更多教育資源，如果你住在紐約市，請務必前往紐約市事務中心開設的網站.
Insideschools.org，這是一個對於學生家庭來說極其有用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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