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的社會安全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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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女刚出生时，你“需要办理”的事项之一，就
是为其申请社会保险号码。最方便的时候，就是在
医院中办理子女登记出生证明时，提供必要信息。
如等到日后在社会保险署办事处去申请号码，则
可能会因我们需要核实你的子女的出生证明而延
误时间。

为何要为子女申请社会保险号
码？

你在填写所得税申报单时需要填入子女社会保险
号码，才能将你的子女列为受抚养人。若你计划进
行以下事项，亦需要提供子女社会保险号码：
• 为子女开设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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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子女购买储蓄债券；

• 为子女获取医疗健康保险；或者
• 为子女申请政府服务。

子女必须要有社会保险号码
吗？

不一定。为你的新生儿申请社会保险号码纯属自
愿。但是，在子女出生时为其申请社会保险号码不
失为良策。可以在申请婴儿的出生证明的同时申请
社会保险号码。登记并开具出生证明的州立机构
与我们分享有关你的子女的信息。我们便将社会
保险卡邮寄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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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若等到日后才到社会保险署办事处申请，你必须
向我们提供证明子女的美国公民、年龄及本人身
份，以及证明你自己本人身份的文件。我们必须核
实你的子女的出生记录，这些手续将会最多延迟
发卡的时间12周。社会保险署会向开具出生证明
的机构核实出生的记录。核实出生证明的目的，是
防止有人诈用出生记录获取社会保险号码以建立
虚假身份。

你需要出示你的出生证明。(若存在，你必须提交)
。若不存在，我们可以接受：
• 在年满五岁前的宗教纪录，显示出生日期；
• 美国医院的出示记录；或
• 护照

我应当如何申请？

若你的子女是在美国境外出生，你需要出示子女
的外国出生证明(若你已有或能够在10个工作日以
内拿到)。若你无法拿到，我们可接受你的子女的

在医院申请：当你在医院为宝宝的出生证明提供信
息时，会被问到是否想为宝宝申请社会保险号码。
若回答“是”
，你必须尽可能地提供父母双方的社
会保险号码。但即使不知道父母双方的社会保险
号码，仍然可为你的子女申请社会保险号码。

• Certificate of Birth Abroad (FS-545，国外出
生证明)；

• Certificate of Report of Birth (DS-1350， 出
生报告证明)；

在社会保险署办事处申请：若在日后到社会保险
署办事处为你的子女申请社会保险号码，你必须：

• Consular Report of Birth

• Abroad (FS-240， 国外出生领事报告)；

• 填写一份社会保险卡申请表(SS-5-INST-CH表
格)；并且

• 入籍归化证明；或
• 护照。

• 向我们提供原件的证件以证明你的子女的：
— 美国公民身份；

身份

— 年龄；以及

— 本人身份。

你的子女：我们只能接受证明你的子女身份的某
些文件。可以接受的证件必须是现行有效(尚未过
期)，并具有你的子女的姓名和识别信息，最好还有
一张近期照片。通常，若证明文件上有足够的识别
儿童本人身份的信息(例如儿童的姓名和年龄，出
生日期或父母姓名)，我们可以接受无照片的本人
身份证件。最好能有儿童的美国护照。但若没有美
国护照，我们可以接受儿童的：

• 并提供证明你本人身份的证件。

注意：在一些地区，若你的子女的姓名未列示在你
的信箱上，邮局将不会投递你的子女的社保卡到
你的信箱。

年满12 岁或以上的子女：若在子女年满12岁后首
次申请社会保险号码，即使父母或监护人代表子女
在申请书上签名，子女亦必须前往社会保险署现
场接受面谈。

• 州政府核发的非驾驶者身份卡；
• 收养判决书；

• 医生、诊所或医院的记录；

公民身份

• 宗教的记录；

• 学校或托儿中心记录；或

我们只能接受证明美国公民身份的某些文件，包
括美国出生证明、美国领事馆出具的出生证明、
美国护照、入籍归化证书或公民证书。非公民应
该参考非美国公民的社会保险号码(出版编号
05-10096-CH )以取得更多信息。

• 学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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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社保卡怎么办？

你本人：若你是美国公民，社会保险署会要求查看
你美国的驾驶执照、州政府核发的非驾驶者的身
份证或美国护照作为你的身份证明。若没有上述
证件，我们会要求看你容易找到的其他证件，例
如：

若社会保险卡遗失或者被窃，你可以申请补发卡。
现在，每人一年只可申请三张补发卡，并且一生仅
限申请十次。合法更改姓名和其他例外则不算在
此限额之内。其他例外包括，因非公民身份的改
变而需要更新社会保险卡的记录。另外，当能够证
明你必须得到社会保险卡以避免一个重大的困境
时，都可算为限额的例外。

• 员工的工作证；

• 学校的学生证；

• 医疗健康保险卡(不是Medicare卡)；
• 美国军人身份证；或

我们建议你将子女的社会保险卡保存在安全的地
方。社会保险卡是一份重要的证件。请勿随身携
带。

• 人寿保险单。

所有证件必须是原件或经发证机构认证的副本。
我们不接受证件的复印件或公证副本。我们可能
会将一份证件用于两种用途。例如，我们可能会以
你的子女的美国护照作为其公民身份和本人身份
的证明，或以你的子女的出生证明作为其年龄和公
民身份的证明。但是，你必须提供至少两份不同
的证明文件。

社会保险号码的滥用

若你认为有人诈用你的子女的社会保险号码，应
该通过下列方式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投诉：
• 互联网—www.identitytheft.gov

当我们得到你的子女的全部信息，并向发证机关
核实所有的证件，我们将会尽快把你的子女的社
会保险号码和社会保险卡邮寄给你。

• 电话 — 1-877-IDTHEFT (1-877-438-4338);

• TTY 或者听障者文字服务专线 —
1-866-653-4261.

若我的子女是收养的怎么办？

下列做法是违法的：

• 非法使用他人的社会保险号码；

我们可以在收养手续完成之前，发给你收养的
子女一个社会保险号码。但你不妨推迟申请，这
样，就可以用子女新的姓名并以收养人的姓名作
为父母亲申请号码。若在收养手续尚未完成并
希望将小孩列在所得税申报单上作为被抚养人
时，请向国税局索取表格W-7A， Application for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for Pending
U.S. Adoptions。(未决美国收养的纳税人身份号
码申请表) 。

• 申请社会保险号码时提供虚假信息；或者
• 窜改、买卖社会保险卡。

聯絡社安局

可透過幾個方式與社會安全局聯絡，包括網路、電
話和親自上門。我們可解答您的疑問，為您提供服
務。80多年來，社會安全局在千百萬人的各個人生
階段，向他們提供福利和財務保障，協助保障今天
和明天。

需要多少费用？

社会保险号码和社会保险卡是免费申请的。
若有人与你联络，索取申请社会保险号码和
社会保险卡，或是社会保险署任何一项服务
的费用，请记住，社会保险署的服务都是免
费的。你可以致电1-800-269-0271聋哑人
或有听力障碍的人请在东部时间上午10点至
下午4点拨打TTY 1-866-501-2101或者上网
http://oig.ssa.gov/report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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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我們的網站

聯絡社安局

• 創建my Social Security 帳戶，以查閱Social
Security Statement(「社會安全收入明細
表」)、核對收入、列印福利證明函、更改直
接存款資訊、申請補領Medicare卡片、補領
SSA-1099/1042S表格等；

如需要與客服人員通話，請在週一至週五早7時至
晚7時之間來電。在座席繁忙期間請耐心，遇到忙
音的可能性較高，要等候較長的時間方可與客服
人員通話。期待為您服務。

要辦理社會安全局的業務，訪問網站
www.socialsecurity.gov是最方便的方法，可隨時
隨地辦理業務。透過這個網站，您可以：

如您無法使用網際網路，我們每週7天，每天24小
時透過電話提供許多自動化服務。請致電我們的
免費電話1-800-772-1213，失聰或有聽覺障礙者
請使用打字電話1-800-325-0778。

• 申請 Extra Help (「額外補助」) 以助於支ն付
Medicare處方藥計劃的費用
• 申請退休、殘障和Medicare福利；
• 查找我們的出版物；

• 獲得常問問題的答案；以及

• 辦理許多其他事情！

上述服務中，有些僅以英文提供。請訪問我們的
「多語言專區」，查閱中文資訊。我們提供免費的
口譯服務，以協助您辦理社會安全局的業務。無論
是打電話來還是親自前來社會安全局辦事處，均
可提供口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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