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通過造訪www.ebtedge.com或致電客戶服

務，在購物之前瞭解您的餘額。

2.通過銷售點(POS)終端刷您的華盛頓州

Quest EBT福利卡，或者將您的福利卡遞給店員/收
銀員。

3.  務必要告訴店員收費的帳戶（食品或現金）。

4.  在小鍵盤上輸入您的四位元個人識別密碼(PIN)。
終端將顯示****。

5.  按 OK 或 ENTER 鍵。

6.  店員輸入購物金額，如果正確，您按下 YES 鍵。

7.  店員會將收據遞給您。確保收據上的資訊正確。

8.  保管好此收據，這樣在您下次購物時，您將知道

您的新餘額。

當零售商因電腦系統問題而從您的EBT帳戶中扣 

除過多或過少金額時，可對您的餘額進行更正。

此更正可影響您的當前或下月餘額。如果餘額 

減少，我們將向您寄送一份EBT調整更正通知。

如果我的帳戶上出現錯誤的交易， 
該怎麼辦？

福利金將在每個月的同一天存入您的EBT帳戶，即使

當天是週末或假期。所有福利金將在太平洋時間上

午9點提供。每個月月底時剩餘的任何福利金都將被

轉入下一個月。 

我將在什麼時候獲得我的福利金？

您可以在全國的簽約商店和ATM機（僅限現金補助福

利使用）上使用您的華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您也

可以在任何標有Quest徽標的地點使用您的福利卡。 

如果您沒有看到Quest徽標，詢問商店經理是否可 

以在店內使用福利卡購買食品或提取現金補助福 

利金。

我可以在哪裡使用我的華盛頓州Quest EBT
福利卡？

如果您的華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遺失、失竊 

或損壞，您應立即與客戶服務處聯絡以停用 

它並要求給您郵寄一張替換卡，免費電話號 

碼是888-328-9271。

如果我的福利卡丟失，我該怎麼辦？

關於華盛頓州QUEST EBT的問題解答

1.  插卡或刷卡。

2.  輸入您的PIN碼並按  OK  或  ENTER  鍵。

3.  選擇標記為  WITHDRAW CASH  的鍵，然後選擇

CHECKING。
4.  以整數美元金額輸入您想要提取的金額， 

例如，$20、$40、$60 等。

5. 如果有手續費：

   •   選擇 YES 接受，並繼續交易。

   •   如果您不想支付手續費，選擇 NO 取消交易。

6.  拿好您的卡、收據和現金。如果自動取款機扣 

留了您的福利卡，請致電888-328-9271與客戶服務

處聯絡。

7.  數一下您的現金並與收據進行比較。

8.  ATM收據將會顯示仍可用的現金餘額。

如果ATM機對每次可提取的金額有限制，則可能需

要多次交易，才能從ATM機中提取所有現金補助福

利金。對於每次交易，ATM可能會收取手續費。

每個月，您的福利金將自動存入您的帳戶。您將 

在每個月使用同一張華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領取您

的福利金。當您使用您的福利金提取現金或購 

買商品時，您的帳戶餘額將減少。無需替換您的 

福利卡，除非它遺失、失竊或損壞。

如何通過華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領
取我的福利金？

如何在自動取款機(ATM)上使 

用華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

（僅限現金補助福利金的提取；食品補助福利 

金無法通過ATM獲得）

卡號是指福利卡上列印的16位數字。

什麼是我的卡號？

致電客戶服務處，他們將協助您。免費電話號 

碼位於您的福利卡背面。客戶服務處全天候提 

供服務。

如果我的福利卡無效，該怎麼辦？

PIN是一個四位元數的密碼，僅允許您使用您 

的華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EBT卡必須有PIN才 

有效。千萬不要將您的密碼告訴任何人！如果

其他人知道您的密碼，他們可以使用您的福利

卡提取所有福利金，這些福利金將不予補發。

什麼是個人識別密碼(PIN)？

立即致電客戶服務處選擇新密碼，或者於www.
ebtedge.com或ebtEDGE行動程式線上更改您的密碼。

如果其他人得知我的密碼，我該怎 
麼辦？

瞭解帳戶餘額最簡單的方法是保管好您的收據。

如果您沒有收據，您可以於www.ebtedge.com或

ebtEDGE行動程式查看餘額，或者您可以致電客戶服

務處。在購物之前應始終瞭解您的帳戶餘額。

如何瞭解我的帳戶餘額？

如果您輸入的密碼錯誤，您有另外三次機會輸入

正確的數字。如果第四次仍未輸入正確的PIN， 

卡將會被鎖定以保護您的帳戶。您直到午夜過後

方能再次使用卡，除非您到當地的DSHS社區服務

辦公室解除卡鎖定。在某些情況下，自動取款機

可能會扣留您的卡。如果自動取款機扣留了您的

福利卡，請與客戶服務處聯絡。

如果我輸入的密碼錯誤，該怎麼辦？

要選擇您的四位數PIN，請聯絡客戶服務處或親自

前往您當地的DSHS社區服務辦公室(CSO)。切勿使

用易猜的PIN（如「1234」或「0000」）或任何易猜

的形式。

我如何選擇PIN？

歡迎使用華盛頓州電子福利金轉帳系統(EBT)和
華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 — 安全、方便和容易使用
的方法，便於您使用您的福利金。

如果您有資格享受基本食品補助福利，您可以使用您

的華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在任意簽約商店購買合資格

的食品，包括提供線上購買的食品。

如果您有資格享受現金補助福利，您可以使用您的華

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在簽約商店提取現金或支付您購

買的商品，也可以在ATM機提取您的福利金。

如何在商店使用華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

就是這麼簡單！

針對您使用的每種POS機類型或結賬系統，步驟可能 

有所不同。如需幫助，請詢問店員。

只會從您的食品補助福利金帳戶中扣除確切的食品 

購買金額。對於食品補助福利金購物，商店將不會 

給您找零錢。

 
您可以在商店使用您的現金補助福利金進行僅現金 

提款，或購買食品和非食品商品（肥皂、尿布等）。

當您通過現金帳戶進行購物時，商店可能也會提供 

現金返還。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詢問店員。

如果您忘記了密碼或想更改密碼，請撥打電話與

客戶服務處聯絡。 

如果我忘記密碼，該怎麼辦？

如何保管我的福利卡？
1.  在福利卡的背面簽名。

2.  切勿將個人識別密碼寫在卡上。

3.  保持您的福利卡安全乾淨。

4.  切勿彎折您的福利卡。

5.  保持您的福利卡遠離磁鐵和電子設備，如電

視機、微波爐等。

6.  切勿將福利卡放在陽光直射的地方，例如，

汽車的儀錶板上。

7.  切勿丟棄您的福利卡；只要領取福利金， 

您每個月使用的是同一張卡。

8.  太過頻繁地更換福利卡可能會遭致欺詐使用

調查。

http://www.ebtedge.com
http://www.ebtedge.com
http://www.ebtedge.com
http://www.ebte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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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農業部是提供平等機會與平等就

業的雇主。

若需帳戶資訊，請瀏覽以下網站：

www.ebtedge.com
或使用ebtEDGE行動程式 

使用華盛 
頓州Quest  
EBT福利卡

處罰警告：
依據法律，禁止銷售或試圖銷售EBT卡、以食

品福利交換或試圖交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如現金、毒品、武器，或除由授權零售商提

供之合資格食品之外的任何東西。蓄意誤用

可導致取消資格、罰款及法律措施，包括刑

事起訴。 

或者致電

888-328-9271
711（TTY華盛頓州中繼轉接服務專線）

800-833-6385（遠距離傳遞盲人用點字法）

客戶服務處

如果您想要使用您的食品補助福利金購買符合 

條件的食品，而POS機出現問題或者商店裡沒有 

POS機，收銀員將填寫一份名為食品補助福利金憑

單的紙質表格。收銀員將填寫您的華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卡號和您消費的金額。切勿向收銀員

提供您密碼。收銀員將撥打電話瞭解您的食品補

助福利金帳戶是否有足夠的福利金來購買食品；

他們不會檢查您的現金福利帳戶。如果您的食品

補助福利金帳戶有足夠餘額，將要求您簽署該憑

單，並將為您提供該憑單的副本。一定要保管好

該副本，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您可以從上次的

EBT收據上顯示的餘額中減去您的消費金額。這樣

您將得出帳戶的當前金額。商店無法處理現金補

助福利金的手工憑單。

如果銷售點(POS)機器出現問題，會發生 
什麼？

不可以，您只能從ATM機或通過簽約商店中提供返

現的POS機提現。如對您的現金或食品福利金帳戶

有疑問，請致電客戶服務處。

我可以在銀行出納員處提款或詢問我的
EBT帳戶嗎？ 

您可以在簽約商店進行POS機購物或現金返還 

交易，以獲得這些款項。 

如果我的華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上的現
金補助福利金少於$10，我該如何取出這
筆錢？

通過華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使用您的食品補助

福利金購買食品時不會收取交易費。使用現金補

助福利金購買食品或在POS機上提取現金時也不會

收取交易費。

或會有手續費。手續費是ATM機或POS機所有者因

使用該機器提取現金而收取的額外費用。手續費

（如果有）也將自動從您的現金帳戶扣除。如果

您不想要支付手續費，只需取消交易，前往另一

個處不收手續費的ATM機或POS機地點。

使用華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是否會收取
任何交易費或手續費？

依據法律，不得使用EBT福利卡或從EBT福利卡中 

提取的現金在酒館、酒吧、烈酒店、保釋機構、

成人娛樂場所、任何禁止未成年人入內的場所 

賭博、紋身或人體穿孔或購買煙草、大麻或大 

麻製品。

關於如何使用我的EBT現金補助福利金，
是否有任何限制？

在發放當月未使用的福利金將轉入下一個月。 

如果您在274天之內未使用至少部分福利金，則該

福利金將被取消。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福利金將

不會再補發。

如果我不使用我的福利金，會發生什麼？

不可以。您只能從您的現金帳戶提款。

我可以在EBT帳戶存錢嗎？

您可以選擇每個月將現金補助福利金直接存入

您的個人銀行帳戶，而非使用EBT。針對食品補

助福利金，不能使用直接存儲。聯絡DSHS，瞭解

更多資訊，或撥打免費電話888-235-2954。

什麼是直接存儲？

您可以選擇一個人，稱為替代持卡者，為您領取您

的福利金。替代持卡者必須前往當地辦事處獲得其

自己的華盛頓州Quest EBT福利卡及個人識別密碼。 

如果您需要替代持卡者，請選擇您信任的人。 

切記，丟失或遭竊的福利金將不會再補發。您可以

致電客戶服務處，取消替代持卡者的卡。

什麼是替代持卡者？

要報告任何變更，包括更新您的地址， 

請通過撥打877-501-2233聯絡DSHS，或使用 

www.washingtonconnection.org線上報告變更。

如果我計劃搬家或更改住址，該怎麼辦？

•   如果您的福利卡遺失、失竊或損壞。

•   如果您忘記或遺失PIN。

•   想要選擇或變更您的PIN。

•   想要查看您的餘額。

•   想要瞭解最近10筆帳戶交易。

•   想要請求兩個月的交易歷史記錄。

•   如果您對交易有疑問。

•   如果對福利卡有疑問或需要幫助。

在什麼情況下致電客戶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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