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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商業常見問題 

 

更新日期：2020 年 3 月 24 日 

 

我想了解有關屋崙 (奧克蘭) 市小型商業和非營利組織可用的援助資源，到哪裡找到最新
資訊？ 

市政府已建立了商業和勞工資源網頁，網址是 www.OaklandBusinessCenter.com。從登陸

頁面中，用戶可以填寫 COVID-19 Business Impact Data Survey」(新冠病毒商業影響調

查)，並且可以按一下「COVID-19 Business and Worker Resources」(新冠病毒商業和勞工

資源) 連結。該網頁會持續更新內容，發布由市政府和地方、州和全美合作夥伴提供的最

新消息。  

 

目前有哪些補助經費能為小型商業和非營利組織提供援助？ 

就目前而言，市政府知道有兩項補助計劃，可為為非營利組織提供援助：三藩市基金會 

(San Francisco Foundation) 的非營利組織補助計劃，以及東灣社區基金會 (East Bay 

Community Foundation) 的「新冠病毒 – 公正東灣緊急應變基金」(COVID-19 – A Just East 

Bay Response Fund)。這兩項計劃都列在商業和勞工資源網頁上。在該網頁上，您還可以

找到有關「Facebook 小型商業補助款」(Facebook Small Business Grants)  計劃的資訊。關

於近期將為非常低收入小商業提供的緊急補助款，請參閱下方詳細說明。請隨時瀏覽網頁

的最新資訊，我們會經常更新內容。   

 

市政府會設立小型商業的補助計劃嗎？ 

透過由慈善機構和私人捐贈者資助的「屋崙 (奧克蘭) 市新冠病毒紓困基金」(Oakland 

COVID-19 Relief Fund)，我們將為非常低收入的商業業主提供有限名額的小額緊急補助

款；這些業主可能很難從其他管道取得資金。該紓困基金初步將發放 250,000 美元的快速

緊急應變補助款；募款工作將持續進行，希望能募得更多補助經費。 

該計劃將由 Working Solutions 負責管理；這是經地方政府認證的社區發展財務機構。我

們正在確定資格要求和申請程序的最後具體細節。從 3 月 30 日開始的一週內，補助細節

和申請連結將發布在市政府的商業和勞工資源網頁上。  

 

我們鼓勵商業業主同時申請最高 200 萬美元的 SBA 低利率災難援助貸款 (Disaster 

Assistance Loans)，以及最高 15,000 美元的零利率 KIVA 貸款，並且多加利用商業和勞工

資源網頁上所列的其他資源。SBA 災難貸款由美國國庫券資助，固定利率為 3.75% (非營

利組織為 2.75%)，沒有手續費、點數或提前還款罰金。還款期限最長 30 年，且貸款金額

可在申請受理後視需要調整。此貸款一般從放款五個月後開始還款，但也可以延期。申請

作業通常需時 21 到 35 天。 

  

http://www.oaklandbusinesscenter.com/
https://oaklandca.formstack.com/forms/covid19_business_impact_data_survey
https://oaklandca.formstack.com/forms/covid19_business_impact_data_survey
https://www.oaklandca.gov/resources/coronavirus-2019-covid-19-business-and-worker-resources
https://www.oaklandca.gov/resources/coronavirus-2019-covid-19-business-and-worker-resources
https://sff.org/for-nonprofits-apply-for-a-grant-from-the-sff-covid-19-emergency-response-fund/
https://sff.org/for-nonprofits-apply-for-a-grant-from-the-sff-covid-19-emergency-response-fund/
https://www.ebcf.org/covid-19-fund/
https://www.ebcf.org/covid-19-fund/
https://www.ebcf.org/covid-19-fund/
https://www.oaklandca.gov/resources/coronavirus-2019-covid-19-business-and-worker-resources
https://www.facebook.com/business/boost/grants?ref=alias
https://www.oaklandca.gov/resources/coronavirus-2019-covid-19-business-and-worker-resources
https://www.oaklandca.gov/resources/coronavirus-2019-covid-19-business-and-worker-resources
https://www.oaklandfund.org/
https://www.oaklandfund.org/
https://www.oaklandca.gov/resources/coronavirus-2019-covid-19-business-and-worker-resources
https://disasterloan.sba.gov/ela/Documents/Three_Step_Process_SBA_Disaster_Loans.pdf
https://pages.kiva.org/blog/faqs-kivas-response-to-covid-19
https://www.oaklandca.gov/resources/coronavirus-2019-covid-19-business-and-worker-resources
https://www.oaklandca.gov/resources/coronavirus-2019-covid-19-business-and-worker-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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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失業的自雇者、藝術家或獨立承包商。我該怎麼辦？ 

在「聯邦災難聲明」(Federal Disaster Declaration) 之下，有更多個人可能有資格獲得失業

保險。根據加州政府目前的建議，所有因新冠病毒 COVID1-19 失去工資的個人，包括自

雇者、物業業主、藝術家和獨立承包商，都可以申請「加州失業保險理賠」(Stat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Claim)。 

 

另外，屋崙 (奧克蘭) 市的「加州美國就業中心」(American Jobs Centers of California) 也許

能協助您在目前徵人的公司找到臨時工作。  

 

市政府目前採取哪些行動來協助付不出租金的小型商業和非營利組織？ 

在 2020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五) 的會議中，屋崙 (奧克蘭) 市議會表示在考慮立法，對住宅

和商業迫遷實施暫緩令，以協助受到新冠病毒 COVID-19 影響的居民和商業。請參閱議

程，並且從議程報告中了解有關暫緩令的細節。這項初步地方立法將在新冠病毒 COVID-

19 大流行期間，確保居民和商業不會流離失所。該立法草案並不會解除商業的付租義

務，但租戶不會在暫緩期間因欠費而迫遷。    

 

對於不會讀英文的物業業主，哪裡有關於援助資源的資訊？ 

在「COVID-19 商業和勞工」網頁上的「翻譯文件」(Translated Documents) 部份，有中

文、西班牙文和越南文版本的文件，能為小型商業提供許多有關支援資源的詳細資訊。  

 

在《阿拉米達縣居家防疫令》之下，哪些商業屬於可繼續營業的「必要商業」？ 

《阿拉米達縣居家防疫令》(Alameda County Shelter in Place Order) 第 10 節詳細描述了哪

些商業獲准繼續營業。縣政府也在常見問題中提供回答。如果您需要進一步釐清相關規

定，請電郵至 ncov@acgov.org，或致電 (510) 268-2101。 

 

如果我看到有商業違反《阿拉米達縣就地避難命令》而繼續營業，該怎麼辦？ 

我們按照阿拉米達縣公共衛生官員的命令實施居家防疫。在此期間，屋崙 (奧克蘭) 市警

察局希望本市的商業和居民都能自動自發地遵守規定。警察局將繼續配合市政府進行防疫

工作，透過社交距離、教育和危機意識保護社區安全。如要提出違規投訴，請電郵至 

Covid19compliance@acgov.org。  

 

我的商業仍在營業中，提供外帶或外送服務。我有什麼行銷資源可以利用？  

您可以將您的餐廳或零售店的名稱、電話、地址、區域和網站電郵至屋崙 (奧克蘭) 市商

會，加入他們的「屋崙 (奧克蘭) 市營業中的商業名單」(Oakland’s Open Business 

Roster)。如果您需要協助提升網路曝光度，屋崙 (奧克蘭) 市獨立商業聯盟 (Oakland Indie 

Alliance) 有一群技藝高強的義工，可以為您提供協助。另外有兩個網路行銷資源：

LocalMotiv 和 IamLocal；他們可協助屋崙 (奧克蘭) 市商業進行行銷。   

 

為了在新冠病毒 COVID-19 期間，讓您的商業更方便提供外帶或外送服務，您現在可聯絡

市政府，要求在您的商業前面劃設臨時白線區。請聯絡 Oak 311，要求劃設臨時白線區。  

 

https://edd.ca.gov/Unemployment/Filing_a_Claim.htm
https://edd.ca.gov/Unemployment/Filing_a_Claim.htm
https://www.oaklandca.gov/resources/worker-resources-offered-at-oakland-american-jobs-centers-of-california-ajcc
https://oakland.legistar.com/View.ashx?M=A&ID=772750&GUID=960CE31F-D9DE-4A86-8270-A5070FCDEE04
https://oakland.legistar.com/View.ashx?M=A&ID=772750&GUID=960CE31F-D9DE-4A86-8270-A5070FCDEE04
http://oakland.legistar.com/gateway.aspx?M=F&ID=1476aaa0-ce12-4695-b0fa-51cb9a40ee27.pdf
https://www.oaklandca.gov/resources/coronavirus-2019-covid-19-business-and-worker-resources
https://www.oaklandca.gov/resources/coronavirus-2019-covid-19-business-and-worker-resources#translated-documents-309834
http://acphd.org/media/559658/health-officer-order-shelter-in-place-20200316.pdf
http://www.acphd.org/media/561969/faqs-order-shelter-in-place-20200324.pdf
mailto:ncov@acgov.org
mailto:Covid19compliance@acgov.org
mailto:officemanager@oaklandchamber.com?subject=Please%20add%20me%20to%20Oakland%27s%20Open!
http://www.oaklandchamber.com/
http://www.oaklandchamber.com/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e/2PACX-1vTWZBaGZqpt0odt26RdYGtucAVLkOxQMBm3YntCwAeiJAwT_QibubZvEBqKCw65Nprm4HzZsOQ0Zv1x/pubhtml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e/2PACX-1vTWZBaGZqpt0odt26RdYGtucAVLkOxQMBm3YntCwAeiJAwT_QibubZvEBqKCw65Nprm4HzZsOQ0Zv1x/pubhtml
http://www.oaklandindiealliance.com/
http://www.oaklandindiealliance.com/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6AAqhb3TFe0KYkrLhoVQTVIewAFGRKAW-lCGavZx0Ac/edit#gid=0
https://localmotiv.social/shopping-guides/
https://oaklandca.sharepoint.com/sites/BusinessDevelopmentTeam/Shared%20Documents/General/drafts/iamlocal.io
https://www.oaklandca.gov/services/oak311
https://www.oaklandca.gov/services/oak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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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目前持有酒類執照的餐廳，加州的酒精飲料管制局 (Alcoholic Beverage Control) 放寬

了餐廳外送酒類的限制，但必須與食物一起訂購。  

 

請務必維持六英呎的社交距離安全範圍，以防止新冠病毒 COVID-19 的傳播。 

 

許多食物外送服務都不會向新餐廳收取註冊費用，以方便小餐廳多加利用這些服務。請直

接聯絡最符合您需求的外送服務，詢問相關事宜。  

 

本市的《病假法》有什麼要求？  

市政府現在提醒屋崙 (奧克蘭) 市的雇主和勞工，屋崙 (奧克蘭) 市選民已投票通過了有關

病假福利的法律。在新冠病毒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勞工必須能在生病時請帶薪病假，

這點非常重要。「FF 議案」(Measure FF) 規定，任何在屋崙 (奧克蘭) 市受僱的個人都能

累積帶薪病假。最低的累積比率是：每工作 30 小時，累積一小時帶薪病假。若是員工人

數少於 10 人的雇主，必須允許員工一次累積最多 40 小時的帶薪病假；若是員工人數達到 

10 人以上的較大型雇主，至少必須允許員工累積 72 小時的帶薪病假。如果員工覺得自己

的帶薪病假累積數字不正確，應聯絡 minwageinfo@oaklandca.gov。  

 

市行政長官於 2020 年 3 月 24 日發布緊急命令，對屋崙 (奧克蘭) 市的《病假法》(Sick 

Leave Law) 做了臨時修訂。若員工要使用累積的帶薪病假，但雇主要求出示醫生證明或

其他文件，這將被視為不合理的要求。當員工個人收到專業醫療人員或公共衛生官員的隔

離建議時，可使用累積的帶薪病假進行自我隔離。  

 

我需要繳州政府的工資稅，但我付不出來。  

如果雇主因為新冠病毒 COVID-19 疫情而發生財務困難，可向加州就業發展部 

(Employment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DD) 提出申請，將申報州政府工資稅表和/或存入

州政府工資稅的期限延長 60 天，避免被罰繳利息。書面延期申請必須在原本的付款或報

稅截止日起 60 天內提出。如有任何問題，雇主可致電 EDD 納稅人協助中心 (Taxpayer 

Assistance Center)：美國或加拿大免費電話：1-888-745-3886；聽力及語言障礙專線 

(TTY)：1-800-547-9565。  

 

我將在員工因新冠病毒 COVID-19 請假時照付工資。我能得到補償嗎？ 

美國財政部 (U.S. Treasury Department)、國稅局 (IRS) 和美國勞工部 (Labor) 宣布，中小型

雇主可以開始利用兩項新的可退還工資稅抵免額；此減稅設計是根據雇主為員工提供「新

冠病毒假」所造成的成本，以一元對一元立即且全額補償雇主。當雇主提供帶薪假、帶薪

病假和育兒假時，他們的工資稅可獲得一元對一元的抵銷優惠。請點此了解詳情。 

 

有任何資源可以幫助我避免裁員嗎？ 

除了聯邦政府為商業帶薪假提供的工資稅抵免計劃外，州政府也推出了「工作共享計劃」

(Work Sharing Program)，希望能作為裁員的替代方案。該計劃可幫助雇主盡可能降低或免

除裁員的必要性，留住訓練有素的員工，並且在商業環境變好時迅速恢復正常營運。該計

劃能幫助那些縮減營業時間和工資的雇主獲得失業保險 (Unemployment Insurance, UI) 福

利。   

https://www.abc.ca.gov/notice-of-regulatory-relief/
https://www.oaklandca.gov/topics/measure-ff-and-measure-z
mailto:minwageinfo@oaklandca.gov
https://www.oaklandca.gov/documents/emergency-order-of-the-city-of-oakland-3-23-2020
https://www.irs.gov/newsroom/treasury-irs-and-labor-announce-plan-to-implement-coronavirus-related-paid-leave-for-workers-and-tax-credits-for-small-and-midsize-businesses-to-swiftly-recover-the-cost-of-providing-coronavirus
https://edd.ca.gov/Unemployment/Work_Sharing_Program.htm
https://edd.ca.gov/Unemployment/Work_Sharing_Progra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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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沒申報聯邦或州政府所得稅。新的截止期限是什麼時候？ 

聯邦或州政府所得稅的報稅截止日已經延到 7 月 15 日。  

 

市政府現採取哪些行動來協助移民人群？  

市政府現正努力了解無證移民能獲得什麼援助；這些無證移民可能沒有資格申請聯邦或州

政府的援助計劃。只要一有消息，我們就會公佈在市政府的網站上。  

 

市政府現正採取哪些行動來協助 International Boulevard 沿線的商業？這些商業已受到快
捷公車 (BRT) 工程項目的衝擊。  

商業業主應上網站 www.OaklandBusinessCenter.com 填寫商業影響調查問卷，並且提供聯

絡資訊。市政府的商業發展科職員將打電話給所有尋求協助的商業，並且將以 BRT 走廊

沿線的商業為優先對象。   

 

市政府能為商業提供任何物業稅或商業稅減免嗎？  

物業稅由阿拉米達縣政府徵收，不是屋崙 (奧克蘭) 市政府。到目前為止，縣政府尚未宣

布其物業稅政策有任何改變。  

 

屋崙 (奧克蘭) 市商業稅的繳交期限原本是 3 月 1 日。為了因應這次危機，若小型商業因

新冠病毒 COVID-19 疫情而無法在 2020 年 3 月 1 日以前準時繳稅，市政府財政局將豁免

遲繳罰款。如果您因為新冠病毒 COVID-19 疫情而需要申請分期付款，或尋求罰款豁免，

請致電客服專線 (510) 238-3704 或電郵至 BTwebsupport@oaklandca.gov。 

 

屋崙 (奧克蘭) 市商業稅的下次繳交期限將是 2021 年 3 月 1 日。我們將根據新冠病毒 

COVID-19 疫情的衝擊範圍和持續時間，考慮在稍後日期討論有關 2021 年商業稅的紓困

方案。此外，減收任何稅金將會對市政府重大服務造成直接衝擊，例如公共安全、非法傾

倒清除…等等。市議會將必須權衡任何稅收減少所造成的服務衝擊，並通過必要的立法。  

 

我可以延遲支付保費嗎？  

加州保險局 Lara 局長已呼籲保險業提供 60天保費寬限期。請詢問您的保險業者，確認他

們是否提供此寬限期。  

 

我可以如何支持那些受到衝擊的人？ 

• 上網向您喜愛的屋崙 (奧克蘭) 市在地零售商購物，或向仍在營業的屋崙 (奧克蘭) 

市餐廳購買外帶食物。請瀏覽 Oakland’s Open、Oakland Indie Alliance 和 

LocalMotiv 網站，參考一些購物想法和地點。  

• 考慮捐款給「屋崙 (奧克蘭) 市新冠病毒紓困基金」(Oakland COVID-19 Relief Fund) 

• 如果您可以貢獻時間，請詢問您最喜愛的慈善機構是否需要幫忙，或填寫義工報名

表。  

• 透過「虛擬小費筒」(Virtual Tip Jar) 支持您最喜愛的服務生、調酒師或其他服務業

從業人員  

 

  

https://www.irs.gov/newsroom/tax-day-now-july-15-treasury-irs-extend-filing-deadline-and-federal-tax-payments-regardless-of-amount-owed
https://www.ftb.ca.gov/about-ftb/newsroom/news-releases/2020-3-state-postpones-tax-deadlines-until-july-15-due-to-the-covid-19-pandemic.html
http://www.oaklandbusinesscenter.com/
http://www.insurance.ca.gov/0400-news/0100-press-releases/2020/release030-2020.cfm
http://www.oaklandchamber.com/
http://www.oaklandindiealliance.com/
https://localmotiv.social/shopping-guides/
https://localmotiv.social/shopping-guides/
https://www.oaklandfund.org/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jSerIYsqkc0CINv9nN8w1SeETO9PAf9T9-mXp8CVrUHD6Y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jSerIYsqkc0CINv9nN8w1SeETO9PAf9T9-mXp8CVrUHD6YQ/viewform
https://unstoppablesoftware.com/bayareatip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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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病了，不能工作。我該怎麼辦？ 

如果您生病了，可申請「失能理賠」(Disability Claim)。  

 

我正在照顧生病的家人，不能工作。我該怎麼辦？  

如果您正在照顧生病的家人，可申請「帶薪家庭假」(Paid Family Leave)。  

 

我失去了醫療保險。我該怎麼辦？ 

「加州全民健保」(Covered California) 已將註冊期間特別延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如果

民眾遭遇符合條件的人生事故，可以透過「加州全民健保」新加入一個健康計劃。如果民

眾遭遇符合條件的人生事故，且已透過「加州全民健保」加入一個健康計劃，他們可以變

更承保範圍或選擇一個新的計劃。 

 

我可以如何跟他人分享 2020 年 3 月 23 日的 Zoom 視訊會議？ 

可至以下連結觀看會議：

https://zoom.us/rec/play/vZckdOqrq2k3EoeQtgSDCvQrW9S9Kq6sgCQf_qUIn0uwAnFWOwW

iYrcbY7OOJsWbNRE-uJCq4AtgUfSu  

 

我沒有錢給孩子吃東西。誰可以幫忙？ 

對於面臨缺糧危機的父母，屋崙 (奧克蘭) 市聯合學區正在 12 個領取點，為屋崙 (奧克蘭) 

市任何 18 歲以下孩子提供「拿了就走」(Grab and Go) 早餐和午餐袋。請瀏覽 Keep 

Oakland Housed 和 Catholic Charities East Bay 網站，了解有哪些資源能為個人提供有關租

金、水/電/煤氣、食物和其他重大需求的協助。您亦可撥打 211 查詢有關援助服務的資

訊。  

https://www.edd.ca.gov/Disability/How_to_File_a_DI_Claim_in_SDI_Online.htm
https://www.edd.ca.gov/Disability/PFL_Caregivers.htm
https://www.coveredca.com/individuals-and-families/getting-covered/special-enrollment/
https://zoom.us/rec/play/vZckdOqrq2k3EoeQtgSDCvQrW9S9Kq6sgCQf_qUIn0uwAnFWOwWiYrcbY7OOJsWbNRE-uJCq4AtgUfSu
https://zoom.us/rec/play/vZckdOqrq2k3EoeQtgSDCvQrW9S9Kq6sgCQf_qUIn0uwAnFWOwWiYrcbY7OOJsWbNRE-uJCq4AtgUfSu
https://www.ousd.org/covid-19studentmeals
https://www.keepoaklandhoused.org/
https://www.keepoaklandhoused.org/
https://www.cceb.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