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nty of Fairfax, Virginia
To protect and enrich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people, neighborhoods and diverse communities of Fairfax County

Reston 社区中心费用减免计划
常见问题
2014 年 6 月 10 日更新

我听说 Reston 社区中心（“RCC”）的费用减免计划（Fee Waiver Program）将有变化。这是真
的吗？
是的。费用减免积分将不再给予个别家庭，而是给予符合享受费用减免计划资格的家庭中的各个成
员。


 我不太完全明白将积分给予一个家庭和给予各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区别。你可否解释一下？
在 2014 年 4 月 30 日之前，费用减免积分是根据家庭中符合资格的家庭成员人数而给予每个符合条件
的家庭。比如，一个三口之家可以得到总共$450 的费用减免积分。一旦这个家庭得到费用减免，任何
一个家庭成员在注册 RCC 项目时均可以使用全部$450 或其中一部分。
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费用减免积分将不再给予整个家庭，而是分给家庭中的各个成员。以上面例
子，三口之家的每一个成员将得到$150 的费用减免积分来用于 RCC 项目。
 家庭成员可不可以将他们各自的费用减免积分合并用于旅行或其他高于$150 费用的项目？
不可以。家庭成员不得将他们的费用减免积分合并。在为时 12 个月的期间内，每个人所能使用的费用
减免积分不得超过$150。
 费用减免积分会不会过期？
会。费用减免积分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到期；使用者必须每年重新申请。
 每个家庭成员$150 的减免积分是否包括夏令营的费用减免积分？
不包括。RCC 有 2 项费用减免基金，一项是为“一般”项目的，如课程、讲座、旅行等，另一项是为夏
令营的。符合条件的个人每财政年度可得到共$150 的额度用于一般项目。符合条件的夏令营参加者可
以额外获得与其成功注册的所有夏令营项目所需费用等额的费用减免积分，但要扣除每周$10 的登记
费，该费不予退还。
 夏令营与一般项目的费用减免积分可否互用？
不可以。夏令营积分只能用于夏令营的注册费。一般性费用减免积分不可以用于夏令营注册。
 费用减免计划的符合资格是如何确定的？
RCC 会继续使用一种经济手段测试方法，以依据家庭收入水平来确定是否符合条件。目前的资格门槛定
为联邦贫困水平的 185%。此外，只有符合 RCC 关于 Reston 赞助人（住在第 5 小区(Small District 5)
或在第 5 小区上班）定义的，人才有权享受费用减免计划。
 就费用减免计划而言，家庭成员如何定义？
家庭成员须居于同一地址，且定义为：（i)配偶/同居伴侣，（ii）受赡养者/寄养子女，以及（iii）
受赡养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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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确定一个家庭成员是否符合费用减免计划，需要什么证明？
RCC 鼓励赞助人提供一份最新的所得税完税单作为符合条件证明，因为它既会显示家庭收入，也会显示
家庭中受赡养人的姓名。若你能提供你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困难家庭临时援助计划
（TANF）、妇女及婴幼儿特别补充营养计划（WIC）、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起跑计划
（Head Start）、以及/或免费和减价午餐等相关证明，也可以有助确定资格。
如果我的受赡养人/寄养子女、配偶/同居伴侣、或受赡养成年人未列在所得税表或提供的其他证明
上该怎么办？
只有列在所提供的证明文件上的家庭成员才符合收到$150 费用减免积分的资格。


 但是我的同居伴侣的名字未出现在 RCC 接受的任何文件上。RCC 如何确认我的同居伴侣关系？
为确认一个同居伴侣关系，你必须要在提交费用减免申请时，同时附上一份公用事业账单，上面须有
家庭主要成员的居住地址和同居伴侣的名字。
 什么项目可以使用费用减免积分注册？
费用减免积分可用于注册 RCC 的所有课程、专业艺术家巡回系列演出、旅行以及露营活动。出入证也
可以用费用减免积分购买。费用减免积分不可以用来支付私人训练课（如私人游泳课）或开放性的木
工课、陶艺课、泳池、午后舞等非注册活动的现场入场费。
 有没有与费用减免积分的使用相连的登记费？
有。每个课程、旅行或出入证都要收取 5 美元的登记费，夏令营每周要收取 10 美元登记费，这些费用
均不予退还。
 我知道 5 美元的登记费不能退还，但用于注册的费用减免积分是否可退还？
RCC 关于退费/取消政策的相关条款适用于费用减免的支付。
 递交费用减免申请及相关证明后多长时间我就可以注册 RCC 的项目了？
你可以立即提交注册表格。只要提交时交了登记费，注册便可以受理，项目名额将会被预留。在费用
减免申请过程完结且使用费用减免支付完成之前，你的账户上会显示欠款。
 费用减免申请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费用减免申请将由客户服务经理在收到费用减免申请后的 3 至 5 日内受理完毕，届时 150 美元的费用
减免积分将添加到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的账户上。
但如果客户服务经理认为我不符合费用减免条件，或者我的费用减免积分不够支付项目费用怎么
办？
RCC 客户服务人员会与你联系，要求支付欠款以继续保留你的课程或活动中的席位。你也可以取消登
记，注册费将全部退还。


 我是否可以在网上注册并使用费用减免积分支付项目费用？
不可以。目前 RCC 的网上注册申请工具-WebTrac- 只能处理信用卡支付（维萨卡和万事达卡）。你需
要填写和递交一份注册表格。你可以在 RCC 的项目指南上找到注册表，也可以在所有客户服务柜台前
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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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n社区中心费用减免计划资格证明文件
文件
联邦所得税申报表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 SNAP）
困难家庭临时援助计划
（ TANF）

户主

/ 居伴
配偶同
侣*

受抚养子女

X

X

X

受抚养成人
X

费用减免
在符合条件家庭纳税申报表中列出的每个人将获得150美元的费用减免积分
。

X

在SNAP文件中所列的每个人将获得150美元的费用减免积分。

X

在TANF文件中所列的每个人将收到150美元的费用减免积分。

医疗补助计划

X

妇女婴幼儿特别补
充营养计划（WIC）

X

减免午餐

X

团契房租声明

X

X

X

X

在医疗补助计划文件中所列的每个人将收到150美元的费用减免积分。
在WIC文件中所列的每个人将收到150美元的费用减免积分。

X

X

在减免午餐文件中所列的每个人（ 成人和儿童） 将收到150美元的费用减免
积分。
在租房文件中所列的每个人将收到150美元的费用减免积分。

X

*通过提供列有同居伴侣姓名和主要家庭成员住址的水电费帐单，便可确立同居伴侣的关系。

可使用费用减免积分的项目类型
项目类型

使用减免积分注册

已注册的活动与课程

可以

已注册的旅行

可以

陶艺课出入证

可以

健身课出入证

可以

游泳课出入证

可以

水中健身操出入证

可以

专业艺术家巡回演出系列门票

可以

日开放性游泳课

不可以

日开放性水中健身操

不可以

非注册开放性活动*

不可以

私人训练课 / 私人游泳课

不可以

*费用减免积分不得用于参加非注册开放性项目， 这些项目只现场收取日费。 这种类型的项目包括开放性陶艺课、开放性木工课、开放性彩色玻璃实验课、
西部乡村舞和周日午后舞等。

欲获取有关 Reston 社区中心的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RCCContact@fairfaxcount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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