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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州每个县仍然可以签发人身保护令  

俄勒冈州法院对人身保护令案件进行优先排序，俄

勒冈州各地的每家法院仍可以签发人身保护令。如

果您目前有人身保护令，您仍然可以申请续签人身

保护令。请记住，您仍然必须在当前人身保护令到

期之前提交续签文件。此截止日期未被延长。 

许多法院都限制面向无预约客户的办公时间，更改

通常获得人身保护令的方式。您应咨询当地法院，

以确定何时及如何获得人身保护令服务。您可以在

此处找到有关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法院关闭和延期

的信息。1  

俄勒冈州的人身保护令类型  

俄勒冈州有四种主要的防止虐待命令： 

·《防止家庭虐待法》(FAPA) 人身保护令保护家暴

幸存者免遭家庭或家庭成员虐待 

· 性虐待保护令 (SAPO) 保护性虐待幸存者 

·《防止虐待老年人和残疾人法》(EPPDAPA) 人身保

护令保护受虐待的老年幸存者和残疾幸存者 

· 跟踪保护令 (SPO) 保护被跟踪骚扰的幸存者 

俄勒冈州还有另外两项人身保护令，但更常被执法

机关使用。紧急保护令 (EPO) 是可以由执法人员针

对家庭暴力事件申请的命令。紧急保护令持续七

天。极端风险保护令 (ERPO) 是一项要求被发现有 

迫在眉睫的自杀或伤害他人风险的人交出枪支和弹

药的命令。  

浏览此处，了解有关俄勒冈州防止虐待命令的更多

信息。2您还可以在此处找到有关俄勒冈州最常见人

身保护令的简短视频。3  

讼辩律师服务仍然适用  

整个俄勒冈州都有家庭暴力和性暴力讼辩律师，以

协助制定安全计划以及申请人身保护令和其他资

源。某些讼辩计划提供免费手机，帮助您在这段时

间内保持联系，及／或为幸存者提供庇护所或其他

住房选择。他们也可以协助您申请财务补助，例如

家庭暴力幸存者临时援助或其他安全网资源。4  

·想找到您当地的家庭暴力计划，请点击此处。5  

·想找到您当地的性侵害计划或提供者，请点击此

处。6 

·有关这些计划如何因新冠肺炎疫情更改服务的更

新信息，请点击此处。7  

 
讼辩律师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安全计划提

供帮助  

安全计划是您为减少在不安全情形下受到伤害的风

险，而可以采取的一系列步骤。提前制定安全计划

很有帮助，因为在紧急情况或压力大的情形下很难

思考和快速作出反应。如果您联系不到讼辩律师以

协助您制定安全计划，您可以在线查阅许多资源。

以下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针对安全计划的资源： 

• 有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一般安全计划信息， 

    请点击此处或此处。8 

• 有关特定情况下的安全计划，例如有小孩或宠物

时的安全计划以及怀孕期间的安全计划，请点击

此处。 

• 有关互动式安全计划，请点击此处。10  

 

 

 

 

针对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家庭暴力和性侵害幸存者的资源  

https://oregonlawhelp.org/classroom/public-health-and-coronavirus-covid-19/courts
https://oregonlawhelp.org/issues/protection-from-abuse/protective-and-restraining-orders
https://www.youtube.com/embed/WNn9NhC88ho
https://sharedsystems.dhsoha.state.or.us/DHSForms/Served/de2384.pdf
https://sharedsystems.dhsoha.state.or.us/DHSForms/Served/de2384.pdf
https://oregonlawhelp.org/files/CCDACC15-944D-570E-7F1F-7BBF3DEC0018/attachments/9297BB04-C572-46B8-B537-B93B65F0E9AB/safety-net-resources-english.pdf
https://www.ocadsv.org/find-help
https://oregonsatf.org/help-for-survivors/
https://oregonsatf.org/help-for-survivors/
https://www.ocadsv.org/updates-impact-service-delivery-due-covid-19
https://sanctuaryforfamilies.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Safety-Planning-EN.pdf
https://www.thehotline.org/2020/03/13/staying-safe-during-covid-19/
https://www.thehotline.org/help/path-to-safety/
https://www.thehotline.org/help/path-to-safety/
https://www.loveisrespect.org/for-yourself/safety-planning/interactive-safety-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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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法医检查仍然适用  

性侵害护士检查员 (SANE) 仍然可以为性侵害幸存

者提供支持和性侵害法医检查 (SAFE)。性侵害护士

检查员是接受专业培训并具有为性侵害幸存者提供

法医检查（旨在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检查）临床经

验的注册护士。俄勒冈州的每项性侵害法医检查／

性侵害护士检查员计划仍然正常运作，尽管有些计

划可能已经搬迁了检查地点或更改了联系性侵害护

士检查员计划的流程。 

• 想了解有关性侵害法医检查的更多信息，请点

击此处。11  

• 想了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服务供应情况的信

息，请点击此处。12
 

• 想找到您当地的性侵害讼辩中心，请点击此处。13  

律师服务仍然适用  

俄勒冈州各地的法律援助服务 (LASO) 和俄勒冈州

法律中心 (OLC) 的办公室仍然开放，并提供法律咨

询和代理服务。俄勒冈州法律援助服务和俄勒冈州

法律中心的办公室在民事法律事务（包括人身保护

令、家庭法事务、住房和就业问题、公共利益以及

许多其他方面）中为幸存者担任代理。许多办公室

目前不为无预约客户提供服务，但您可以点击此

处，找到每个办公室的最佳联系方式。14 

此外，大多数私人律师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仍继续

办公。如果您想聘请代理律师，但不知道在哪里找

律师，您可以使用俄勒冈州律师协会律师转介服

务，获得可以为您的案件提供帮助的律师姓名。有

关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15  

财务资源仍然适用  

家庭暴力幸存者临时援助 (TA-DVS) 是用于支持因家

庭暴力而面临安全风险的家庭的财务援助补助金。  

家庭暴力幸存者临时援助最多可以帮助您支付 

1,200 美元与安全相关的费用，例如保证金、搬迁费

用、新锁或安保摄像头。有关更多信息，请点击此

处。16 

其他财务和“安全网”资源可以在以下链接找到，

请点击此处。17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使用技术时的安全考虑

事项  

许多计划将在紧急情况下提供远程服务，可能使用

手机（而非办公室电话）、远程电话会议服务、电

子邮件及其他工具来提供相关服务。欢迎咨询服务

提供者，了解他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何对您的

信息保密，如果有些处理方式让您感到不适，请询

问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方法。 

与任何时候使用技术一样，您应该思考是否有人在

监视您的电脑、平板电脑或移动设备。 

• 有关提升安全性和创建技术安全计划的更多信

息，请点击此处。18 

• 有关技术和安全考虑事项的一般信息，请点击

此处。19  

 

注：本部分是“针对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经历离婚、分居或家

庭暴力的家庭的资源”的较大文件的一部分。该资源包括每个

引用网站的完整网站地址的附录。  

 

http://oregonsatf.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ENGLISH-SAFE-Exam-Overview-2019.pdf
http://oregonsatf.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ENGLISH-SAFE-Exam-Overview-2019.pdf
https://youtu.be/zvybxzRXwQE
https://oregonsatf.org/help-for-survivors/
https://oregonlawhelp.org/resource/oregon-legal-aid-offices
https://oregonlawhelp.org/resource/oregon-legal-aid-offices
https://www.osbar.org/public/ris/
https://sharedsystems.dhsoha.state.or.us/DHSForms/Served/de2384.pdf
https://sharedsystems.dhsoha.state.or.us/DHSForms/Served/de2384.pdf
https://oregonlawhelp.org/files/CCDACC15-944D-570E-7F1F-7BBF3DEC0018/attachments/9297BB04-C572-46B8-B537-B93B65F0E9AB/safety-net-resources-english.pdf
https://www.techsafety.org/resources-survivors/technology-safety-plan
https://nnedv.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Library_TechSafety_Seeking_Help_Online_Handout.pdf
https://nnedv.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Library_TechSafety_Seeking_Help_Online_Handou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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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俄勒冈州的 离婚、监护权和其他家

庭法律案件的信息  

法院是否开放受理家庭法律案件？  

尽管法院仍然开放，但大多数法院已重新安排或无

限期推迟离婚和监护权审判和聆讯的时间。例外情

况是，俄勒冈州巡回法院仍在审理某些与以下方面

有关的家庭法事务： 

• 人身保护令和保护令 

• 基于紧急危险的临时监护令；及 

• 协助获得违反监护令被扣留子女的生活监护权

的命令。 

除延迟大多数有关家庭法律事务的聆讯或审判外，

俄勒冈州法院还暂时中止了许多以前可获得的自助

资源（例如家庭法律文员、协调员和表格协助）。

可用资源因县的不同而有差异。想查看您当地法院

的办公范围，请从此处的下拉菜单选择法院。1 

姆尔特诺默县Gateway Center、克拉克默斯县的A 

Safe Place Family Justice Center以及华盛顿县的Family 

Justice Center将继续向遭受虐待的幸存者提供有限

服务。2请查看网站，了解详情。 

如果您想提起监护权或离婚诉讼，您仍然可以这样

做。所有法院都接受提起诉讼的呈请。同样地，法

院继续接受对家庭法律呈请的回复。请注意，任何

适用的回复的截止日期仍然有效。 

有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法院运作的更多信息，请点

击此处。3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亲子陪伴时间  

如果您有法官签署的监护权令，您通常应继续遵循

书面的亲子陪伴计划。全州的专责小组已就如何处

理亲子陪伴时间提出书面建议。   

 

这些建议的目的是鼓励双方尽可能严格遵循亲子陪

伴计划，因为这样做将确保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稳

定性，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 

请注意，并非所有法院都采用这些指引。您应咨询

当地法院，以确定他们是否遵守这些指引。   

春假、暑假或假日的定义  

尽管学校目前关闭，但亲子陪伴时间须继续遵照相

关地区的学校日历，就好像子女仍在上学一样。

“春假”、“暑假”或其他指定假期指子女上学

（或如果达到入学年龄，他们将要上学）所在的学

区定期安排的短假、休假或假期。因公共卫生而关

闭学校将不被视为任何休假或假期或周末的延长。  

拒绝给予亲子陪伴时间  

新冠肺炎疫情并非拒绝给予亲子陪伴时间的理由。

除非法院另有命令，否则父母被视为适合照顾子

女， 并在照顾子女时就日常亲子陪伴事务做出决

定。日常照顾包括遵循俄勒冈州卫生局和您所在县

有关保持社交距离和卫生相关措施（例如经常洗

手）的公共卫生指示。 

https://www.courts.oregon.gov/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gatewaycenter/
https://www.asafeplacefjc.org/
https://www.asafeplacefjc.org/
https://www.fjcwc.org/
https://www.fjcwc.org/
https://oregonlawhelp.org/classroom/public-health-and-coronavirus-covid-19/courts
https://oregonlawhelp.org/classroom/public-health-and-coronavirus-covid-19/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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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场所的亲子陪伴时间  

布朗州长禁止所有非必要聚集，无论人数多少。如

果亲子陪伴计划规定将在公共场所度过亲子陪伴时

间，则应在俄勒冈州的健康与安全指引允许的地方

度过亲子陪伴时间，例如大型公园或大自然远足。

应避免前往人们经常触摸公共接触表面的公共场所

（例如公园和游乐设备）。但是，鼓励父母和子女

参加可以保持社交距离且避免相关接触的活动。如

果这不可能，则应通过视频会议或电话度过亲子陪

伴时间。  

受监督的亲子陪伴时间  

如果下令对亲子陪伴时间进行监督，而监督员因新

冠肺炎疫情相关问题或政府命令而缺席，则双方应

共同努力，以确保继续以提高子女的安全感和幸福

感的方式（例如寻找替代监督员）度过亲子陪伴时

间。如果这不可能，则应通过视频会议或电话度过

亲子陪伴时间。  

州长就出行签发的行政命令 

州长已签发行政命令，限制除必需活动（通常包括

照顾未成年人、受抚养人及／或家庭成员）以外的

出行。因此，除非州长或其他行政命令另有指示，

否则双方应继续遵循该命令生效期间的书面亲子陪

伴计划。  

亲子陪伴时间交换 

在交换子女的过程中，各方应遵循美国疾病控制与

预防中心指引，以限制病毒的传播，这可能意味着

就交换子女选择一个聚集人数较少、接触较少公共

物品的其他地点（例如，将餐馆改到便利店停车

场）。  

 

 

 

 

 

 

 

安全相关问题 

我们的现场应急人员必须随时准备应对真正的紧急

情况以及提供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有关的支持。若

为与亲子陪伴有关的纠纷，而非切实、迫在眉睫和

重大的与安全相关的理由，请勿致电他们。  

透明 

除非双方被禁止沟通，否则鼓励父母就防止新冠肺

炎疫情传播而采取的预防措施进行沟通。父（母）

亲不得因另一方不愿意讨论其所采取的预防措施，

或认为另一方的预防措施不足而拒绝育儿时间。  

追补亲子陪伴时间 

如果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问题或政府命令而错过

了亲子陪伴时间，鼓励父母共同努力安排追补亲子

陪伴时间，以提高子女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强烈建

议地方法院在适当的时候下令追补亲子陪伴时间。 

点击此处，可找到建议文件。4 

如果您正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被跟踪骚扰，想

要咨询律师，请考虑联系当地的法律援助办公室。

有关俄勒冈州的各县法律援助计划目录，请点击此

处。5  

注：本部分是“针对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经历离婚、分居或家

庭暴力的家庭的资源”的较大文件的一部分。该资源包括每个

引用网站的完整网站地址的附录。  

https://www.courts.oregon.gov/programs/family/sflac/SFLAC%20Documents/SFLACGuidelineForParentsDuringCOVID19Pandemic.pdf
https://oregonlawhelp.org/resource/oregon-legal-aid-offices
https://oregonlawhelp.org/resource/oregon-legal-aid-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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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经历离婚或监护权纠纷的家庭获得新冠肺炎疫情纾困补

助金的常见问题  

什么是“纾困补助金”？我需要偿还吗？ 

纾困补助金（亦称为经济影响补助金）是联邦政府

根据 CARES 法案派发的一次性现金付款，无需偿

还。有资格获得纾困补助金的个人还将就其每名符

合资格的子女领取额外纾困补助金。 

纾困补助金不被视为收入。这意味着不需要因这笔

公共福利资金而报税。您不必在一年之内“花完”

这笔钱；一年后，任何未花完的资金都将被视为

“资源”。您不必就这笔资金在 2020 年报税表上

报税。 

有关纾困补助金的资格、您将领取多少补助金、如

何领取补助金以及针对移民家庭如何领取补助金以

及针对移民家庭的重要考虑因素的更多信息，请点

击此处。1
  

 

我去年与配偶共同报税，但现在我们分开报

税。我将如何领取纾困补助金？  

如果您与配偶提交了 2018 年报税表，但尚未提交 

2019 年报税表，纾困补助金将被直接存入 2018 年

报税表所列的银行账户， 或者如未列出银行账户，

则被邮寄到 2018 年报税表所列的地址。 

如果您和您的配偶都未收到纾困补助金，则应尽快

提交 2019 年报税表。这可以确保美国国税局拥有

您最新的银行账户信息和地址，并通知政府您的婚

姻状况已变更。如果您提供银行信息，您将通过直

接存款收到补助金。如果您未提供银行信息，您将

通过邮件收到补助金。 

如果您的配偶已代您领取纾困补助金，您可以邮寄

报税表，以确保您领取您应享有部分的纾困补助

金。如果您是有权为任何受抚养子女申请额外补助

金的父（母）亲，也可以在纸质报税表上就这些子

女提出申请。这可能会花费一些时间，但您最终将

直接从美国国税局收到纾困支票，而无需与您的前

配偶沟通。 

如果这样做是安全的，您可以设法与您的前配偶进

行协调，以获得部分纾困补助金。如果您收到补助

金，您应当给予您的前配偶所应享有部分的纾困补

助金。 

如果您无法就如何分配这笔款项达成一致意见，或

者您的配偶拒绝向您提供这笔钱，您将需要法院下

令来适当分配这笔资金。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您的

前配偶会遵守日后的法院命令，因此，另请提交一

份纸质报税表。  

我子女的父亲／母亲和我不再住一起了。谁

能为我们的子女申请额外纾困补助金？ 

有权为其子女领取额外纾困补助金的父（母）亲是

指有权在其联邦报税表上将子女列为受抚养人的父

（母）亲。 通常，您只有在子女于一年中在您家中

居住的时间超过半年的情况下，才有权将子女列为

受抚养人。有关确定您是否有权将子女列为受抚养

人的更多信息，请单击此处。2
  

https://oregonlawhelp.org/issues/covid-19-resources/covid-19-stimulus-money
https://oregonlawhelp.org/issues/covid-19-resources/covid-19-stimulus-money
https://www.irs.gov/faqs/filing-requirements-status-dependents/dependents/dependent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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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配偶和我已分居，并计划以“已婚，分

开报税”的方式提交 2019 年报税表。如果

我们分开纳税，谁会为我们的子女领取额外

纾困补助金？  

与上一个问题相同的回答。即使您仍维持婚姻关系

并分开提交报税表，有权为子女领取额外纾困补助

金的父（母）亲是有权在其联邦报税表上将子女列

为受抚养人的父（母）亲。  

我未提交联邦报税表，且与我的子女的父

（母）亲分居。让我的子女的父（母）亲今

年在其 2019 年报税表上申请补助金是否有

任何坏处？  

这视情况而定。如果您已经领取您和您的子女的纾

困补助金，换言之，您已经将这笔钱拿到手，让另

一方在其 2019 年报税表上申请子女的补助金不会

有任何坏处。但是，在允许非监护父母代申请子女

的补助金之前，您应该咨询税务专业人士的意见，

因为另一方将需获提供其他纳税表格，以纳入报税

表中。 

此外，如果您在 2019 年有任何收入，您应咨询税

务专业人士。即使您的收入非常少，不需要提交报

税表，您仍然可以考虑提交报税表，因为您可能有

资格获得劳动所得税抵免。 

如果您和另一方都未领取纾困补助金，并且您让另

一方在其 2019 年报税表上申请子女的补助金，假

设子女符合资格，他们将代您的子女领取纾困补助

金。   

如果我不需要提交报税表，我该如何为我的

子女申请纾困补助金？  

如果您不需要提交报税表，亦未领取残疾福利（SSI 

或 SSDI）或退休福利，您应在线浏览美国国税局非

申报者网站，输入您的信息，为您和您的子女申请

纾困补助金。3  

如果您由于领取残疾福利（SSI 或 SSDI）或退休福

利而未提交报税表，您须在四月底之前在线使用美

国国税局非申报者工具，为您的子女申请纾困补助

金。如果您错过截止日期，则此时不能使用在线门

户网站。但是，您仍然可以提交报税表，为您的子

女领取纾困补助金。  

如果您希望提前领取纾困补助金，则必须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交报税表和领取纾困支票。这

笔纾困补助金将通过纸质支票作出，并被邮寄到您

在报税表上列明的地址。如果您没有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交报税表，您将不会领取单独的补

助金。假设您和您的子女在 2020 纳税年度仍然符

合资格，则您在提交 2020 报税表时，将领取补助

金以及退税。如果对此有疑问，请联系税务专业人

士。  

我认为我的前伴侣已在其 2019 年报税表上

申请子女的补助金，但其无权将子女列作受

抚养人，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认为自己有权在您的联邦报税表上将子女列

作受抚养人，但您的前任伴侣已申请子女的补助

金，您可以单独提交 2019 年报税表，并申请子女

的补助金。您将需要为此提交纸质报税表。当父母

双方在其报税表上申请同一名子女的补助金时，你

们的报税表将由美国国税局审核。美国国税局将确

定父母哪一方有权申请子女的补助金。   

 

我认为我的前伴侣／配偶可能已经领取我的

https://www.irs.gov/coronavirus/non-filers-enter-payment-info-here
https://www.irs.gov/coronavirus/non-filers-enter-payment-info-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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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困补助金，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的配偶已代您领取纾困补助金，您可以邮寄

报税表，以确保您领取您应享有部分的纾困补助

金。如果您是有权为任何受抚养子女申请额外补助

金的父（母）亲，也可以在纸质报税表上就这些子

女提出申请。这可能会花费一些时间，但您最终将

直接从美国国税局收到纾困支票，而无需与您的前

配偶沟通。 

如果安全的话，请联系您的前伴侣，请他们将您应

得的部分纾困补助金还给您。 

如果与您的前伴侣联系不安全或他们不同意向您归

还纾困补助金，您将需要获得法院命令要求他们这

样做。您应该联系律师，寻求帮助。但是，我们不

能保证您的前配偶会遵守日后的法院命令。因此，

另请提交一份纸质报税表。  

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我还没有收到纾困补助

金。我能做什么？ 

请注意，办理纾困补助金的时间各不相同。但是，

如果您收到政府组织的来信，表示您不会收到纾困

补助金，因为这笔资金被扣发，请立即联系律师。 

 

您可以浏览美国国税局网站，查看纾困补助金的状

态。4
  

附加资源  

• 低成本银行。如果您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您可

以在此处找到低成本或无成本的潜在银行选项

清单。5 

• 保护纾困补助金免遭债权人追讨。有关保护您的

纾困补助金不被债权人接管的信息可在此处找

到。6  

• 报税状态。想确定您的报税要求，您可以在此处

找到报税状态。7 

• • 就纾困补助金和税项问题寻求免费法律援助。

如果您未收到纾困补助金，或对收到纾困补助

金有疑问，请致电1-888-610-8764联系俄勒冈州

低收入纳税人服务处的法律援助服务。  

 

注：本部分是“针对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经历离婚、分居或家

庭暴力的家庭的资源”的较大文件的一部分。该资源包括每个

引用网站的完整网站地址的附录   

https://www.irs.gov/coronavirus/get-my-payment
http://bankonoregon.org/
https://library.nclc.org/protecting-against-creditor-seizure-stimulus-checks
https://www.irs.gov/help/ita/what-is-my-filing-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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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为家庭提供的补充信息和资源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失业福利和劳工权利 

俄勒冈州大多数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无法工作或不能

接受新工作岗位的劳工，或由于家庭暴力而无法工

作的劳工，都可能有资格领取某种形式的失业福

利。联邦 CARES 法案将失业福利延伸适用于大多数

劳工，包括自雇人士、合同工、零工或其他劳工。

有关根据联邦 CARES 法案获得的其他失业福利的信

息，请点击此处或请点击此处。1了解您是否符合资

格的最佳方法是使用以下其中一种方法申请福利。  

申请失业福利 

•  网上申请。最好的申请方法是在线登录俄勒冈州

就业部网站。2  

•  拨打电话申请。您也可以通过致电1-877-FILE-4-

UI （按此选项与电话接线员通话）提出申请。 

• 通过 WorkSource 申请。您也可以通过联系您当

地的 WorkSource 办事处提出申请。3  

劳工权利 

• 劳工权利 有关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劳工权

利信息，请点击此处。4
  

• 幸存者的劳工权利。有关家庭暴力和性侵害幸

存者的就业权利和保护的信息，请点击此处或

此处观看解释您的权利的简短动画片。5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住房保护  

如果您想租房，您可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租

客获得额外保护。俄勒冈州州长凯特·布朗和俄勒

冈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发命令，暂时禁止日后

驱赶房客（大多数情况下，但不是所有情况）。请

注意，尽管对驱赶房客有限制，幸存者仍可能获得

人身保护令，将存在虐待行为的人从家中赶走。  

•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租客的保护。有关解释

您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俄勒冈州作为租客的

权利的详细信息和资源，请点击此处。6  

• 为幸存者提供租客保护。有关幸存者的住房权

利和住房保护的信息（并非针对新冠肺炎疫

情），请点击此处或点击此处观看简短视频。7 

• 按揭贷款救济。如果您是业主，但在偿还按揭

贷款方面遇到困难，您可能有资格获得按揭贷

款救济选择，例如暂时减少或暂停您的还款，

以及防止被银行收房。有关更多信息，请点击

此处。8  

免费法律帮助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俄勒冈州的法律援助组织仍

然向俄勒冈州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的民事（非刑

事）法律服务。如果您目前失业且经济困难，则可

能有资格获得免费法律援助。您可以从当地法律援

助办公室获得有关住房、离婚和监护权、就业以及

其他民事法律问题的法律建议或帮助。想找到您的

当地办公室，请点击此处。9
  

 

https://oregonlawhelp.org/files/CCDACC15-944D-570E-7F1F-7BBF3DEC0018/attachments/C4850F92-7809-4C8D-B927-2AA52BD115E2/pua-1-pager-unemployment-(english)-(2).pdf
https://govstatus.egov.com/ui-benefits/CARES
https://www.oregon.gov/employ/unemployment/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oregon.gov/employ/unemployment/pages/default.aspx
http://www.worksourceoregon.org/
http://www.worksourceoregon.org/
https://oregonlawhelp.org/files/CCDACC15-944D-570E-7F1F-7BBF3DEC0018/attachments/5EBAFAB8-1994-474A-B3C3-D112414F77B4/covid19-workers-rights-faq_english_april-2-2020.pdf
https://oregonlawhelp.org/resource/workplace-protections-for-victims-of-domestic?ref=2xKWj
https://www.youtube.com/embed/ZFvfK0W0n20
https://oregonlawhelp.org/issues/covid-19-resources/housing-protections
https://oregonlawhelp.org/resource/housing-rights-for-domestic-violence-sexual-a?ref=2xKWj
https://www.youtube.com/embed/3k2LHD3XIVQ?rel=0
https://www.consumerfinance.gov/about-us/blog/guide-coronavirus-mortgage-relief-options/
https://www.consumerfinance.gov/about-us/blog/guide-coronavirus-mortgage-relief-options/
https://oregonlawhelp.org/resource/oregon-legal-aid-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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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可用的其他资源  

•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法律信息。想获得俄勒冈

州律师撰写的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最新信息

和资源，请点击此处。10 

• 安全网支持和食品福利。有关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可用的安全网支持、健康福利、现金援助和

食品资源的信息，请点击此处。11 

• • 为食品／新冠疫情 EBT 计划提供财务支

持。有关新冠疫情 EBT 计划（该计划为有资

格获得免费和降价学校午餐的家庭提供食品方

面的额外财务支持）的信息，请点击此处。12  

•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儿童看护。有关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影响获许可的托儿所信息，请点击此

处。13
  

• 消费者权利。有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消费者

保护信息，请点击此处。14 

•    211 Info。有关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一般信

息和资源，请点击此处。15 

• •有关在新冠肺炎疫情帮助遭受家庭虐待的朋

友的提示，请点击此处。16   

 

注：本部分是“针对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经历离婚、分居或家

庭暴力的家庭的资源”的较大文件的一部分。该资源包括每个

引用网站的完整网站地址的附录  

https://oregonlawhelp.org/issues/covid-19-resources/covid-19-stimulus-money
https://oregonlawhelp.org/files/CCDACC15-944D-570E-7F1F-7BBF3DEC0018/attachments/9297BB04-C572-46B8-B537-B93B65F0E9AB/safety-net-resources-english.pdf
https://oregonhunger.org/wp-content/uploads/2020/05/P-EBTMaterial2.pdf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COVID-19-Resources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COVID-19-Resources
https://www.nclc.org/special-projects/covid-19-consumer-protections.html
https://covid19.211info.org/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1dc541ce4b03ebab8c5c88c/t/5e8e0ed3bcc74033b670a8d0/1586368212209/NNEDV+COVID+Tips+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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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家庭暴力和性侵害幸存者的资源   
1 https://oregonlawhelp.org/classroom/public-health-and-

coronavirus-covid-19/courts 
2 https://oregonlawhelp.org/issues/protection-from-abuse/

protective-and-restraining-orders 
3 https://www.youtube.com/embed/WNn9NhC88ho 

4 https://sharedsystems.dhsoha.state.or.us/DHSForms/Served//
de2384.pdf or https://oregonlawhelp.org/files/CCDACC15-944D-
570E-7F1F-7BBF3DEC0018/attachments/9297BB04-C572-46B8-
B537-B93B65F0E9AB/safety-net-resources-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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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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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https://www.ocadsv.org/updates-impact-service-delivery-due-
cov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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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hehotline.org/help/path-to-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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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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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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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1F-
7BBF3DEC0018/attachments/9297BB04-C572-46B8-B537-
B93B65F0E9AB/safety-net-resources-english.pdf 

18 https://www.techsafety.org/resources-survivors/technology-
safety-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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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俄勒冈州的离婚、监护权和其他家庭

法律案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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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https://oregonlawhelp.org/classroom/public-health-and-

coronavirus-covid-19/courts  
4 https://www.courts.oregon.gov/programs/family/sflac/SFLAC%

20Documents/
SFLACGuidelineForParentsDuringCOVID19Pandemi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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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经历离婚或监护权纠纷的家庭获得新冠肺炎疫情纾困补助

金的常见问题  
1 https://oregonlawhelp.org/issues/covid-19-resources/covid-19-

stimulus-money 
2 https://www.irs.gov/faqs/filing-requirements-status-dependents/

dependents/dependents-3 

3 https://www.irs.gov/coronavirus/non-filers-enter-payment-info-
here  

4 https://www.irs.gov/coronavirus/get-my-payment  
5 http://bankonoregon.org/ 

6 https://library.nclc.org/protecting-against-creditor-seizure-
stimulus-che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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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为家庭提供的补充信息和源  
1  https://oregonlawhelp.org/files/CCDACC15-944D-570E-7F1F-

7BBF3DEC0018/attachments/C4850F92-7809-4C8D-B927-
2AA52BD115E2/pua-1-pager-unemployment-(english)-(2).pdf or 
https://govstatus.egov.com/ui-benefits/C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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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http://www.worksourceoregon.org/ 

4 https://oregonlawhelp.org/files/CCDACC15-944D-570E-7F1F-
7BBF3DEC0018/attachments/5EBAFAB8-1994-474A-B3C3-
D112414F77B4/covid19-workers-rights-faq_english_april-2-
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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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https://oregonlawhelp.org/issues/covid-19-resources/housing-
protections 
7 https://oregonlawhelp.org/resource/housing-rights-for-domestic-
violence-sexual-a?ref=2xKWj or https://www.youtube.com/
embed/3k2LHD3XIVQ?rel=0 
8 https://www.consumerfinance.gov/about-us/blog/guide-

coronavirus-mortgage-relief-options/  
9 https://oregonlawhelp.org//resource/oregon-legal-aid-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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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https://oregonlawhelp.org/files/CCDACC15-944D-570E-7F1F-
7BBF3DEC0018/attachments/9297BB04-C572-46B8-B537-
B93B65F0E9AB/safety-net-resources-english.pdf  

12 https://oregonhunger.org/wp-content/uploads/2020/05/P-
EBTMaterial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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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https://www.nclc.org/special-projects/covid-19-consumer-
protections.html 

15 https://covid19.211info.org/  
16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

static/51dc541ce4b03ebab8c5c88c/
t/5e8e0ed3bcc74033b670a8d0/1586368212209/
NNEDV+COVID+Tips+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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