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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在 COVID-19 期間受到家暴和性侵的倖存者所提供的資源

預防命令有關的資訊。2 您也可以點選此處
以觀賞一段簡短的影片，介紹俄勒岡州最
常見的禁制令。3

俄勒岡州的所有郡縣都仍可核發禁制令。
俄勒岡州法院已優先處理禁制令案件，且全俄勒岡
州的各個法院都仍可核發禁制令。如果您目前擁有
禁制令，您仍可申請更新您的禁制令。請謹記，您
還是必須在您現有的禁制令到期之前提交更新書面
文件。此截止期限並沒有延長。
許多法院的免預約開放時段有限，且平常取得禁制
令的方式也有所變更。您應向您當地的法院洽詢，
以確認您可以使用禁制令服務的時間和方式。您可
點選此處以查詢有關 COVID-19 期間法院關閉及延期
的相關資訊。1

俄勒岡州各地均有家暴及性暴力權益維護者，
可以協助倖存者擬定安全計劃以及申請禁制令
和其他資源。有些權益維護計劃有提供免費電
話，可以協助您在這段期間和他們保持聯繫
和／或使用倖存者庇護所或其他住宿選項。他
們可能也可以協助您申請財務補助，例如家暴
倖存者臨時援助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Domestic Violence Survivors, TA-DVS)或其他安全
網資源。4
•

如欲查找您當地的家暴防治計劃，請點選此
處。5

•

如欲查找您當地的性侵防治計劃或服務提供
者，請點選此處。6

•

如欲瞭解這些計劃由於 COVID-19 而調整服
務的最新資訊，請點選此處。7

俄勒岡州共有四種主要類型的虐待預防命令：

•

家庭虐待預防法案 (Family Abuse Prevention Act,
FAPA) 禁制令旨在保護受到家人或家庭成員家暴
的倖存者

•

性虐待保護令 (Sexual Abuse Protection Orders,
SAPO) 旨在保護性虐待的倖存者

•

老人及殘障人士虐待預防法案 (Elderly Persons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buse Prevention Act,
EPPDAPA) 禁制令旨在保護受到虐待的老人及殘
障人士倖存者

•

跟蹤保護令 (Stalking Protection Orders, SPO) 旨在
保護受到跟蹤的倖存者

俄勒岡州還有另外兩種禁制令，但以上是執法機關
較常使用的禁制令。緊急保護令 (Emergency Protection Order, EPO) 是由執法官員在應對家暴事件時可
能會使用的一種命令。EPO 的效力可持續七天。極
端風險保護令 (Extreme Risk Protection Order, ERPO)
是在認定當事人有 迫切自殺或傷害他人風險時所

安全計劃是您為了使您在不安全的情況下受到傷害
的風險減少而制定的一系列措施。由於人在緊急或
高壓情況下很難思考並迅速作出反應，因此事先擬
定安全計劃將會有所幫助。如果您無法與權益維護
者取得聯繫以協助您擬定安全計劃，有許多線上資
源可供您使用。以下是與 COVID-19 期間之安全計劃
具體相關的資源：

•

如需 COVID-19 期間的一般安全計劃資訊，請點
選此處或此處。8

•

如需特殊情況的安全計劃，例如身邊有兒童或寵
物的安全計劃以及懷孕期間的安全計劃，請點選
此處。9

•

如需互動式安全計劃，請點選此處。10

發出的一種命令，以促使當事人交出槍枝和彈
藥。
• 請點選此處以進一步瞭解與俄勒岡州虐待

2

您仍可接受性侵司法鑑定檢查
性侵護理檢驗師 (Sexual Assault Nurse Examiners,
SANE) 仍可為性侵倖存者提供支援及性侵司法鑑定
檢查 (Sexual Assault Forensic Examinations, SAFEs)。
SANE 是指受過性侵倖存者之司法鑑定檢查（為了蒐
集證據以進行刑事起訴的檢查）專業訓練且具備臨
床經驗的註冊護士。俄勒岡州的所有 SAFE/SANE 計
劃都仍有在提供服務，但有些計劃可能更改了檢查
的地點或者修改了與 SANE 計劃聯絡的流程。
•

如欲進一步瞭解有關 SAFE 的資訊，請點選此
處。11

•

如需 COVID-19 期間服務提供狀態的資訊，請點
選此處。12

•

如欲查找您當地的性侵權益維護中心，請點選
此處。13

COVID-19 期間使用科技產品（服務）
的安全考量
在緊急狀態期間，許多計劃均透過遠端方式來提供
服務，且可能會使用手機（而非辦公室電話）、遠
端視訊會議服務、電子郵件及其他工具來提供這些
服務。您應安心詢問服務提供者其在 COVID-19 期間

律師仍可為您提供服務
全州各地的俄勒岡州法律援助服務 (Legal Aid Services of Oregon, LASO) 及俄勒岡州法律中心 (Oregon
Law Center, OLC) 辦事處仍有開放營業並有提供法律
諮詢和律師委任服務。LASO 和 OLC 辦事處可代表倖
存者處理民事方面的法律事宜，包括禁制令、家庭
法、住房和工作問題、公共福利以及其他許多方
面。許多辦事處目前不為沒有預約的客戶提供服
務，但您可點選此處以查詢與各辦事處聯絡的最佳
方式。14
此外，大多數私人律師在 COVID-19 期間仍繼續工
作。如果您想雇用律師來代表您，但您不知道該到
何處尋找律師，您可以使用俄勒岡州律師協會律師
轉介服務，以查詢可能可以協助您處理案件的律師
姓名。如欲瞭解詳請，請點選此處。15

是透過哪些方式來對您的資訊保密，且若有任何事
情讓您感到不安，您可以詢問服務提供者是否有替
代方案。
就像您平常使用科技產品（服務）一樣，您應考慮
是否有人正在監控您的電腦、平板電腦或行動裝
置。
·如需有關提升安全措施及擬定科技產品（服務）安
全計劃的進一步資訊，請點選此處。18
• ·如需有關科技產品（服務）和安全考量的一般

資訊，請點選此處。19

您仍可獲得財務資源
家暴倖存者臨時援助 (TA-DVS) 是一項用於為因家暴
而有安全風險的家庭提供支援的財務補助金 。TADVS 可提供最多 $1,200 的補助，以用於支付安全相
關費用，例如保證金、搬家費用、新鎖或安全攝影
監視器。如欲瞭解詳情，請點選此處。16

您可透過下列連結和點選此處來查找其他財務資源
及「安全網」資源。17

Resources for families experiencing divorce, separation, or
domestic violence during COVID-19

COVID-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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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期間俄勒岡州離婚、監護權及其他家庭法案件的相
關資訊

法院是否有開放審理家庭法案件？
雖然法院仍有開放，但大多數法院都已重新安排離
婚及監護權審判和聽證會的時間，或者將這些審判
和聽證會無限延期。不過俄勒岡州巡迴上訴法院例
外，俄勒岡州巡迴上訴法院仍有審理與下列項目有
關的部分家庭法案件：

子探視計劃，因為這樣做將可確保探視的一致性和
穩定性，而這最符合孩童的利益。
請注意，並非所有法院都有採用上述準則。您應向
您當地的法院洽詢，以確認他們是否有遵循上述準
則。

• 禁制令與保護令；
• 因有迫切危險而提供的暫時監護令；以及
• 在有人違反監護令規定帶走孩童的情況下協助
取得孩童生活監護令的命令。
除了延遲大多數家庭法案件的聽證或審判之外，俄
勒岡州法院也暫停提供許多過去有提供的自助式資
源（例如：家庭法職員、協調員及表格協助）。現
在仍有提供的資源將隨所在郡縣而異。如欲查看您
當地法院的狀況，請從此處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您
的法院。1
針對虐待倖存者，Multnomah County 的 Gateway
Center、Clackamas County 的 A Safe Place Family
Justice Center 以及 Family Justice Center of Washington County 仍有繼續提供少數服務。2請查看他們的
網站以瞭解詳情。
如果您想開始進行監護權或離婚訴訟，您仍可以提
出訴訟。所有法院都有受理立案申請。同樣地，法
院也有繼續受理家庭法案件申請的回覆。請注意，
任何適用的回覆截止期限仍然有效。
如欲進一步瞭解法院在 COVID-19 期間的營運資訊，
請點選此處。3

COVID-19 期間的親子探視時間
如果您持有由法官所簽署的監護令，一般而言，您
應繼續遵守監護令上所規定的親子探視計劃。全州
性的工作小組已針對如何處理親子探視時間一事提
出了書面建議。
這些建議的目的是要鼓勵當事方盡可能嚴格遵守親

雖然學校目前關閉，但親子探視時間應照常繼續，
就如同孩童仍根據所在學區的學校行事曆上學一
樣。「春假」、「暑假」或其他公定假日是指孩童
目前就學之學區（或者若孩童剛滿就學年齡，其將
要就學之學區)正常行事曆上的休假、假期或假日。
因公共衛生因素而關閉學校將不屬於任何假期、假
日期間或週末的延長。

COVID-19 不得成為拒絕親子探視時間的理由。除非
法院另有命令，否則將視父母為適合照顧子女並 可
在照顧子女期間作日常生活的育兒決定。此日常生
活照顧包括遵守俄勒岡州衛生監管機關和縣政府公
共衛生機構的社交距離和消毒相關措施（例如常洗
手）指令。
4

州長 Brown 已禁止所有非必要的聚會，不論人數為
何。如果親子探視計劃規定親子探視時間將在公共
場所進行，則親子探視時間應在州政府健康與安全
準則所許可的地點（例如大型公園或自然健走步
道）繼續進行。公共場所應避免去有人們平常會經
常觸碰之表面的場所（例如公園和遊樂設施）。不
過，我們鼓勵從事父母和孩童均能保持社交距離且
可避免碰觸到上述表面的活動。如無法避免，則應
透過視訊或電話等遠距方式進行親子探視時間。

如果根據命令，親子探視時間需在監督下進行，而
監督者由於 COVID-19 相關問題或政府命令而無法提
供監督，則當事方應共同合作以確保親子探視時間
能夠在促進孩童安全與健康的情況下繼續進行，例
如尋找替代的監督者。如無法避免，則應透過視訊
或電話等遠距方式進行親子探視時間。

州長已發布限制旅遊的行政命令，除非是必要活
動；一般而言，必要活動包括照顧未成年人、受撫
養人和／或家人。因此，除非是由州長下達指令或
有其他行政命令，否則當事方應在該等命令有效期
間繼續遵守親子探視計劃的書面規定。

除非當事方受到溝通方面的限制，否則我們鼓勵父
母互相溝通彼此所採取的預防措施，以減緩 COVID19 的傳播。一方父母不得以另一方父母不願與其討
論其所採取的預防措施來作為理由而拒絕親子探視
時間，也不得因為認為另一方父母所採取的預防措
施不足而拒絕親子探視時間。

如果您因為 COVID-19 相關問題或政府命令而錯過親
子探視時間，我們鼓勵父母雙方共同合作以補安排
可以促進孩童安全和健康的親子探視時間。我們強
烈鼓勵地方法院在適當情況下發出補進行親子探視
時間的命令。
您可點選此處以查看建議文件。4
如果您遭到家暴、性侵或跟蹤且您想向律師洽詢，
請考慮與您當地的法律援助辦事處聯絡。請點選此
處以查找俄勒岡州按郡縣排列的法律援助計劃名
錄。5

Resources for families experiencing divorce, separation, or
domestic violence during COVID-19

COVID-19

在交換探視孩子的期間，所有當事方皆應該遵守疾
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減少病毒傳播的準則；換而言之，
您可能必須選擇人潮聚集較少且較不會碰觸到公共
物品的替代場所來交換探視孩子（例如從餐廳改到
食品雜貨店的停車場）。

。

我們必須保留第一線緊急應變人員的人力，讓他們
可以處理真正的緊急狀況並支援 COVID-19 疫情相關
事件。請只有在您有真正迫切的重大安全相關理由
時才致電給第一線緊急應變人員，而不要為了育兒
相關糾紛而致電給他們。
5

與正在經歷離婚或監護權爭議之家庭的 COVID-19 經濟振興補
助有關的常見問題集

什麼是「經濟振興補助」以及我是否需要償
還？
經濟振興補助又稱為經濟紓困補助，這是一項由聯
邦政府根據 CARES 法案所提供的一次性現金補助，
您不需要償還。符合經濟振興補助的人士家中若有
符合資格的孩童，其也會就符合資格的每位孩童收
到額外的經濟振興補助。
此經濟振興補助不屬於收入。換而言之，您不必向
公共福利機構通報此項補助。您不一定要在一年內
將該補助「花完」；在一年之後，任何沒有花完的
補助金將計為「資產」。您不需要在您的 2020 年報
稅表上申報此項補助金。
如需進一步資訊以瞭解獲得經濟振興補助的資格、
您將可獲得的金額、獲得補助的方式以及移民家庭
應考量的重要事項，請點選此處。1

我去年和我的配偶共同報稅，但我們現在分
居了。我將如何獲得我的經濟振興補助？

如果您和您的配偶都還沒收到經濟振興補助，您應
盡快申報您 2019 年的所得稅。這將可確保國稅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擁有您最新的銀行帳
戶資訊和地址，並可通知政府您的婚姻狀態已變
更。如果您有提供您的銀行資訊，您將會透過直接
轉帳獲得您的補助。如果您沒有提供您的銀行資
訊，您將會透過郵件獲得您的補助。
如果您的配偶已收到您的經濟振興補助，您可以透
過紙本方式申報所得稅，以確保您獲得您該部分的
經濟振興補助。如果您是有權申報任何受撫養子女
的父母，您也可在紙本所得稅申報表上申報這些子
女。雖然可能需要花一段時間，但您終究可以透過
IRS 直接收到經濟振興支票，而不需要和您的前配偶
溝通。
您可以試圖和您的前配偶協調，以取得您該部分的
經濟振興補助，但前提是這麼做是安全的。如果您
收到補助，您應將屬於您前配偶該部分的經濟振興
補助交給他。
如果你們無法就補助金的分配達成協議，或者您的
配偶拒絕將補助金交給您，您將需要取得法院命令
才能適當分配補助金。然而，由於沒有人可以保證
您的前配偶一定會遵守未來的法院命令，因此除了
透過紙本方式申報所得稅之外，您還必須取得分配
補助金的法院命令。

我孩子的父親／母親和我現在已沒有在一起
了。誰可以申領發給我們孩子的額外經濟振
興補助？

如果您 2018 年的所得稅是和您的配偶共同報稅，而
您尚未申報 2019 年的所得稅，則經濟振興補助將會
直接存入您2018 年所得稅申報表上所列的銀行帳
戶，如果您的所得稅申報表上沒有列有銀行帳戶，
則補助將會郵寄至您 2018 年所得稅申報表上所列的

有權在聯邦所得稅申報表上申報其子女為受撫養人
的該方父母有權申領該等子女的額外經濟振興補
助。一般而言，只有在您的子女在一年當中有超過
一半以上的時間住在您家中的情況下，您才有權將
您的子女申報為受撫養人。如需進一步資訊以確認
您是否有權將您的子女申報為受撫養人，請點選此
處。2

地址。
6

我和我的配偶已經分居，且我們打算以「已
婚分開報稅」的身分申報 2019 年的所得
稅。如果我們分開報稅，誰可以申領發給我
們孩子的額外經濟振興補助？
答案同前一題。有權在聯邦所得稅申報表上將子女
申報為受撫養人的該方父母有權申領其子女的額外
經濟振興補助，即使您仍處於已婚狀態且和配偶分
開報稅也一樣。

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申報所得稅並獲得經濟
振興支票。此經濟振興補助將以紙本支票的方式發
放，並郵寄至您所得稅申報表上所列的地址。如果
您沒有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申報，您將不會
另外收到補助。取而代之的是，您將會在申報 2020
年的所得稅時，一起收到補助及退稅款項（假設您
和您的孩子在 2020 年稅務年度仍符合資格）。如果
您對此有疑問，請與專業稅務人員聯絡。

我沒有申報聯邦所得稅且我已和孩子的父
親／母親分居。讓我孩子的父親／母親在今
年申報 2019 年所得稅時申報孩子是否會有
任何不利影響？

雖然我的前伴侶沒有權將我們的孩子申報為
受撫養人，但我認為我的前伴侶已經在其
2019 年的所得稅申報表上申報我們的孩
子，我該怎麼辦？

那要視情況而定。如果您已收到您和您子女的經濟
振興補助，換而言之，您已將補助金拿到手，則讓
另一方父母在其 2019 年所得稅申報表上申報孩子可
能不會有不利影響。然而，在讓未享有監護權的父
母申報孩子之前，您應諮詢專業稅務人員，因為您
將需向另一方父母提供額外的稅表以附在其所得稅
申報表中。
此外，如果您在 2019 年期間有任何勞動所得，您應
向專業稅務人員諮詢。即使您的勞動所得金額非常
低且不需要申報所得稅，您可能也應考慮申報，因
為您可能有資格獲得低收入家庭福利優惠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如果您和另一方父母皆尚未收到經濟振興補助，而
您讓另一方父母在其 2019 年所得稅申報表上申報您
的孩子，則其將可獲得您孩子的經濟振興補助（假
設您的孩子符合資格）。

如果我不必申報所得稅，我該如何申領我孩
子的經濟振興補助？
如果您不必報稅且您沒有領取殘障福利（SSI 或
SSDI）或退休福利，則您應造訪 IRS 的非納稅者網站
以輸入您的資訊並為您自己和您的孩子申領經濟振
興補助。3

如果您因為有領取殘障福利（SSI 或 SSDI）或退休福
利而沒有報稅，您必須在四月底之前上網使用 IRS
的非納稅者工具來申報您的孩子。如果您錯過此截
止期限，您目前暫時無法使用此線上入口網站。不
過，您仍可以申報所得稅並獲得您孩子的經濟振興
補助。 如果您想預支您的經濟振興補助金，您可以

如果您認為自己有權在聯邦所得稅申報表上將您的
孩子申報為受撫養人，但您的前 伴侶已經申報您的
孩子，則您可針對 2019 年另外申報所得稅並申報您
的孩子。若要這麼做，您將需透過紙本方式申報所
得稅。當雙方父母都在其所得稅申報表上申報相同
子女時，IRS 將會審查您的所得稅申報表。IRS 將會
判定哪一方父母有權申報該等子女。

我認為我的前伴侶／配偶可能已領取我的經
濟振興補助，我該怎麼辦？
如果您的配偶已收到您的經濟振興補助，您可以透
過紙本方式申報所得稅，以確保您獲得您該部分的
經濟振興補助。如果您是有權申報任何受撫養子女
的父母，您也可在紙本所得稅申報表上申報這些子
女。雖然可能需要花一段時間，但您終究可以透過
IRS 直接收到經濟振興支票，而不需要和您的前配偶
溝通。

7

如果安全的話，請與您的前伴侶聯絡並請他們將您
那部分的經濟振興補助交給您。
如果與您的前伴侶聯絡不安全，或者您的前伴侶將
不會同意將您的經濟振興補助交給您，則您將需取
得法院命令以要求他們遵守命令。您應與律師聯絡
以尋求協助。不過，沒有人可以保證您的前伴侶一

處以查詢您的報稅身分。7
•

• 與經濟振興補助和稅務問題有關的免費法律援

助。如果您還沒收到您的經濟振興補助或者您
擔心是否能收到您的經濟振興補助，請與俄勒
岡州法律援助服務的低收入納稅者服務處聯
絡，電話 1-888-610-8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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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會遵守未來的法院命令。因此，除了透過紙本方
式申報所得稅之外，您還必須取得要求前伴侶將經
濟振興補助交給您的法院命令。

我已經等很久了，但都沒有收到我的經濟振
興補助金。我該怎麼辦？
請注意，經濟振興補助金的處理時間因人而異。不
過，如果您有收到政府組織的信函表示您的經濟振
興補助金因為遭到扣押，因此您將不會收到經濟振
興補助金，請立即與律師聯絡。
您可在 IRS 的網站確認經濟振興補助金的發放狀
態。4

其他資源
• 低費用銀行服務。如果您沒有自己的銀行帳戶，

您可以點選此處以查找您可能可以使用的低費
用或免費銀行服務選項。5
• 保護經濟振興補助免於被信用調查機構沒收。您

可點選此處以查看有關保護您經濟振興補助免
於被信用調查機構沒收的資訊。6
• 報稅身分。若要確認您的報稅規定，您可點選此
8

供各家庭在 COVID-19 全國疫情流行期間參考用的其他資訊與
資源

COVID-19 期間的失業福利和勞工權益
由於 COVID-19 而無法工作或無法接受新工作機會或
者由於家暴情況而無法工作的大多數俄勒岡州勞工
可能都有資格獲得某些形式的失業福利。聯邦
CARES 法案為大多數勞工延長了失業福利，其中包
括自雇工作者、合約工作者、表演工作者或其他工
作者。如需聯邦 CARES 法案所提供的其他失業福利
相關資訊，請點選此處或點選此處。1 瞭解自己是否
符合資格的最佳方法就是透過下列其中一種方式申
請福利。

• 透過線上申請。最佳的申請方式就是透過俄勒岡

州就業部 (Oregon Employment Department) 網站
提出線上申請。2
• 透過電話申請。您也可以致電 1-877-FILE-4-UI （請

按與接線員通話的選項）以透過電話提出申請。
•

• 透過 WorkSource 申請。您也可與您當地的

WorkSource 辦事處聯絡以提出申請。3

• 勞工權益。如需有關 COVID-19 期間勞工權益

• 適用於倖存者的勞工權益。如需有關具體適用

於家暴和性侵倖存者的就業權利和保護措施資
訊，請點選此處或此處以觀賞一段說明您權利
的簡短動畫。5

COVID-19 期間的住房保護措施
如果您有租房子，則在 COVID-19 期間，您可能享有
其他的租客保護措施。俄勒岡州的州長 Kate Brown
及俄勒岡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已發布命令暫時禁
止從現在開始的大多數（並非所有）的驅逐令。請
注意，儘管有這項驅逐令的限制，倖存者仍可取得
禁制令，以將施暴者趕出家中。
• COVID-19 租客保護措施。如需進一步的資訊和

資源來說明您在 COVID-19 期間於俄勒岡州享
有哪些租客權利，請點選此處。6
• 適用於倖存者的租客保護措施。如需有關適用於倖
存者的住房權利和住房保護措施資訊（非 COVID-19
相關），請點選此處或點選此處以觀賞一段簡短的
影片。7
• 貸款紓困。如果您是屋主但您在償還貸款方面

有困難，您可能有資格使用貸款紓困方案，例
如暫時減少您需償還的款項金額或者暫停還款
並獲得保護免使房屋遭到法拍。如欲瞭解詳
情，請點選此處。8

的資訊，請點選此處。4

免費法律援助
俄勒岡州的法律援助組織在 COVID-19 期間仍有為低
收入的俄勒岡州居民提供免費的民事（非刑事）法
律服務。如果您目前失業且有經濟上的困難，您可
能有資格獲得免費法律援助。您可以透過您當地的
法律援助辦事處接受法律諮詢，或者獲得住房、離
婚和監護權、就業及其他民事法律問題的協助。如
欲查找您當地的辦事處，請點選此處。9

在 COVID-19 期間的其他可用資源
• • COVID-19 法律資訊。如需由俄勒岡州律師所

撰寫並與 COVID-19 有關的最新資訊與資源，
9

請點選此處。10
• 安全網支援及糧食福利。如需相關資訊以瞭解

您在 COVID-19 期間可以獲得哪些安全網支
援、健康福利、現金援助和糧食資源，請點選
此處。11

措施的相關資訊，請點選此處。14
•

211 Info。如需與 COVID-19 有關的一般資訊與
資源，請點選此處。15

• 如需相關建議以瞭解如何協助在 COVID-19 期

間經歷家暴的朋友，請點選此處。16

• 糧食／全國疫情流行期間電子福利轉帳 (EBT)

計劃財務補助 如需有關全國疫情流行期間電
子福利轉帳 (Electronic Benefit Transfer, EBT) 計
劃（為合格家庭提供費用減免的學校營養午餐
以及額外的糧食補助金）的資訊，請點選此
處。12
• COVID-19 期間的托兒服務。如需相關資訊以

Resources for families experiencing divorce, separati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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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 COVID-19 對持照托兒機構有哪些影響，
請點選此處。13
• 消費者權益。如需 COVID-19 期間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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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註腳及完整網址
COVID-19
1

https://oregonlawhelp.org/issues/covid-19-resources/covid-19stimulus-money

1

https://oregonlawhelp.org/classroom/public-health-andcoronavirus-covid-19/courts

2

https://www.irs.gov/faqs/filing-requirements-status-dependents/
dependents/dependents-3

2

https://oregonlawhelp.org/issues/protection-from-abuse/
protective-and-restraining-orders

3

https://www.irs.gov/coronavirus/non-filers-enter-payment-infohere

3

https://www.youtube.com/embed/WNn9NhC88ho

4

https://www.irs.gov/coronavirus/get-my-payment

4

https://sharedsystems.dhsoha.state.or.us/DHSForms/Served//
de2384.pdf or https://oregonlawhelp.org/files/CCDACC15-944D570E-7F1F-7BBF3DEC0018/attachments/9297BB04-C572-46B8B537-B93B65F0E9AB/safety-net-resources-english.pdf

5

http://bankonoregon.org/

6

https://library.nclc.org/protecting-against-creditor-seizurestimulus-checks

7

https://www.irs.gov/help/ita/what-is-my-filing-status

5

https://www.ocadsv.org/find-help

6

https://oregonsatf.org/help-for-survivors/

7

https://www.ocadsv.org/updates-impact-service-delivery-duecovid-19

8

https://sanctuaryforfamilies.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
Safety-Planning-EN.pdf or https://
www.thehotline.org/2020/03/13/staying-safe-during-covid-19/

9

COVID-19

1

https://oregonlawhelp.org/files/CCDACC15-944D-570E-7F1F7BBF3DEC0018/attachments/C4850F92-7809-4C8D-B9272AA52BD115E2/pua-1-pager-unemployment-(english)-(2).pdf or
https://govstatus.egov.com/ui-benefits/CARES

https://www.thehotline.org/help/path-to-safety/

10

11

https://www.loveisrespect.org/for-yourself/safety-planning/
interactive-safety-plan/

2

http://oregonsatf.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ENGLISHSAFE-Exam-Overview-2019.pdf

https://www.oregon.gov/employ/unemployment/pages/
default.aspx

3

http://www.worksourceoregon.org/

4

https://oregonlawhelp.org/files/CCDACC15-944D-570E-7F1F7BBF3DEC0018/attachments/5EBAFAB8-1994-474A-B3C3D112414F77B4/covid19-workers-rights-faq_english_april-22020.pdf

5

https://oregonlawhelp.org/resource/workplace-protections-forvictims-of-domestic?ref=2xKWj or https://www.youtube.com/
embed/ZFvfK0W0n20

12

https://youtu.be/zvybxzRXwQE

13

https://oregonsatf.org/help-for-survivors/

14

https://oregonlawhelp.org//resource/oregon-legal-aid-offices

15

https://www.osbar.org/public/ris/

16

https://sharedsystems.dhsoha.state.or.us/DHSForms/Served//
de2384.pdf

17

https://oregonlawhelp.org/files/CCDACC15-944D-570E-7F1F7BBF3DEC0018/attachments/9297BB04-C572-46B8-B537B93B65F0E9AB/safety-net-resources-english.pdf

18

https://www.techsafety.org/resources-survivors/technologysafety-plan

19

https://nnedv.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
Library_TechSafety_Seeking_Help_Online_Handout.pdf

6

https://oregonlawhelp.org/issues/covid-19-resources/housingprotections
7

https://oregonlawhelp.org/resource/housing-rights-for-domesticviolence-sexual-a?ref=2xKWj or https://www.youtube.com/
embed/3k2LHD3XIVQ?rel=0
8

https://www.consumerfinance.gov/about-us/blog/guidecoronavirus-mortgage-relief-options/

9

https://oregonlawhelp.org//resource/oregon-legal-aid-offices

10

https://oregonlawhelp.org/issues/covid-19-resources/covid-19stimulus-money

11

https://oregonlawhelp.org/files/CCDACC15-944D-570E-7F1F7BBF3DEC0018/attachments/9297BB04-C572-46B8-B537B93B65F0E9AB/safety-net-resources-english.pdf

COVID-19

1

https://www.courts.oregon.gov/Pages/default.aspx

2

https://www.courts.oregon.gov/Pages/default.aspx, https://
www.asafeplacefjc.org/, and https://www.fjcwc.org/

12

3

https://oregonhunger.org/wp-content/uploads/2020/05/PEBTMaterial2.pdf

https://oregonlawhelp.org/classroom/public-health-andcoronavirus-covid-19/courts

13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COVID-19-Resources

14

https://www.nclc.org/special-projects/covid-19-consumerprotections.html

15

https://covid19.211info.org/

16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
static/51dc541ce4b03ebab8c5c88c/
t/5e8e0ed3bcc74033b670a8d0/1586368212209/
NNEDV+COVID+Tips+FINAL.pdf

4

5

https://www.courts.oregon.gov/programs/family/sflac/SFLAC%
20Documents/
SFLACGuidelineForParentsDuringCOVID19Pandemic.pdf
https://oregonlawhelp.org//resource/oregon-legal-aid-offices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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