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急经济援助申请表

南加州血友病基金会
959 E. Walnut St., Suite 114 ● Pasadena CA 91106 ● 电话：626-765-6656 ● 传真：626-765-6657 ● www.hemosocal.org 

提交本申请并不保证可获得资金。  批准决定由

南加州血友病基金会自行做出，并将取决于资金的可用情况。

请完整填写该表格后将其用电子邮件发送至 info@hemsocal.org，传真至 626-765-6657，或者将其邮寄至南加州血

友病基金会。

必须提供未付账单、租约或应付账单的副本，并且必须将其附于本表格。

申请表日期：

申请人名称：

申请人出生日期：

申请人是（选择一项）： ☐有出血性疾病的人

☐父母/法定监护人有出血性疾病的人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成员：列出住在家中的包括申请人在内的所有人；说明出血性疾病诊断（如适用）或与申请人的关系。

家庭成员姓名 出生日期 年龄 出血性疾病诊断/严重程度 与申请人的关系
□甲型血友病   □乙型血友病  □血管

性血友病（VWD）  □其他

□轻度   □中度  □严重

若是其他，请详述：

□甲型血友病   □乙型血友病  □血管

性血友病（VWD）  □其他

□轻度   □中度  □严重

若是其他，请详述：

□甲型血友病   □乙型血友病  □血管

性血友病（VWD）  □其他

□轻度   □中度  □严重

若是其他，请详述：

□甲型血友病   □乙型血友病  □血管

性血友病（VWD）  □其他

□轻度   □中度  □严重

若是其他，请详述：

□甲型血友病   □乙型血友病  □血管

性血友病（VWD）  □其他

□轻度   □中度  □严重

若是其他，请详述：

申请人地址：

城市/州/邮编： 

家庭电话号码：

手机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交至 HFSC 的转介方： 

出血性疾病医师：

mailto:info@hemsoc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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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友病治疗中心：

转介方电子邮件：

转介方电话：

转介方关系：

社会工作者：

您有哪种医疗保险？

请选择所有适用项。

☐MediCal ☐ GHPP ☐ CCS ☐ Medicare ☐ 私人保险 ☐无保险

您家是否获得任何公

共援助（例如

MediCal、
Medicare、WIC、

TANF、
CALFRESH、SSI、
UI 或 SDI）？ 

☐否

☐是

如果获得，您是否有通过您当地的自来水、电力、天然气和电话公司申请降低

公用事业费用或费率援助？

若有，您是否在当时有资格获得降低的费率或援助？  请解释说明。

债权人姓名：

（应收到 HFSC 寄出的支票的企

业或个人）。注意：HFSC 不会

在没有有效租约的情况下支付租

金

账户号码：

收款人地址：

收款人城市/州/邮编： 

申请金额：

您是否有因逾期账单而被切断

公用事业的风险？  如有，公

用事业将在哪一天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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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请列出家中每位的姓名和月收入。   
姓名 
 

月收入（工资、SSI、SSDI、生活福利、子女抚养费、扶养费、失业救济金、

DI、PFL 等） 
  

 
  

 
  

 
家庭年度收入：  

 
 
 
 
 
 

月支出：  请列出您家的每月支出。 
支出：  $ 说明  

 
  

 
  

 
  

 
  

 
  

 
您是否有在过去申请获得 HFSC 
提供的援助？  如有，请给出月份

/年份和用途 

☐否 
 
☐是  
 

月份 年份 资金用途 
   

 
 

 
 

  
 
 
 

 
 

  
 
 
 

附加评语： 

 

 

 
 

  
HFSC 的 EFA 计划应是最后的选择。  请列出其他 3 个资源（组织、朋友、家庭、教堂等），您在向该基金提交申

请前有向其寻求援助。 
姓名： 电话： 

 



紧急经济援助申请表

南加州血友病基金会
959 E. Walnut St., Suite 114 ● Pasadena CA 91106 ● 电话：626-765-6656 ● 传真：626-765-6657 ● www.hemosocal.org 

姓名： 电话：

姓名： 电话：

简述导致该困境的状况：

简述改善该情况的计划：

提交该申请是否是由于近期就业状况的变化或工资损失？☐是 ☐否

若选是，请解释说明：

如果您的回答为是：

您是否有申请失业保险福利？ ☐是 ☐否 ☐不适用

您是否有提交残障保险索赔（DI）？         ☐是 ☐否 ☐不适用

您是否有申请带薪家事假（PFL）？       ☐是 ☐否 ☐不适用

您是否在近期有任何与本申请相关的健康状况变化   ☐是 ☐否

若选是，请解释说明：

您是否曾登记参加 HFSC 活动但没有参见，并且未在活动前通知该办公室？ 
☐是                          ☐否

若选是，请解释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描述您在 HFSC 和/或出血性疾病团体的参与情况： 

请注意：  从来不会将 HFSC 拨款直接发给个人，一般会将其发给可经 HFSC 验证的债权人。  由于资源有限，每家在

12 个月期间可能可获得一次紧急经济援助申请拨款，单次申请的拨款金额最高为$500.00。  1 年内的所有紧急援助申

请必须向董事会提起上诉。等待时间可长达 2 个星期。  本人已阅读并理解 HFSC 针对紧急经济援助计划的政策。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请将本表格连同您申请的援助内容——账单、租约等副本交还至：

南加州血友病基金会

959 E Walnut St., Suite 114 | Pasadena CA 91106 
626-765-6657（传真）

info@hemosocal.org

mailto:info@hemosoc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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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 HFSC 工作人员使用 
批准？ ☐是 ☐否 日期：

支付金额：

付款方式：

付款日期：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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