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您来波特兰！
这是一份为移民及难民提供的资源指南

波特兰市欢迎您！
波特兰市相信移民及难民群体让波特兰和这个国家在文化上充
满活力、有创新力，让我们繁荣昌盛并且更有趣。
社区与公民生活办公室（简称公民生活办公室）努力工作，确
保让移民及难民群体感到受欢迎，并且拥有能帮助他们适应在
波特兰生活的信息。这份手册就是这个工作的一方面。我们希
望这份手册能提供有用的资源，让您能快速适应您的新家。

波特兰市的价值观

在 2020 年 6 月 17 日，波特兰市的所有市政委员一致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制定了
一个针对工作场所的种族主义、歧视、偏见严格的零容忍政策，鼓励市府的所有雇
员和服务在工作中坚持反对种族主义、保持公正、协作、沟通、财政责任和透明度
的态度。通过这项决议让本市有责任公平对待所有人，无论其种族、宗教、肤色、
性别、婚姻状况、家庭状况、祖籍何国、年龄、精神或身体残疾、性取向、性别认
同或收入如何。

波特兰市政府

波特兰的政府系统是一种委员会制的政府。在市议会上有五名民选官员，他们担任
立法官员以及不同政府机构（称为“局”）的管理者。每一名委员负责监督多个
局。市长被看作是第五名委员，并拥有两项特别的权利：(1)指定每一名委员要负
责监督哪几个局，并且随时可以重新指定他们负责不同的局；以及（2）提议年度
预算。
另外一名民选官员是审计员。市审计员针对市府所有项目和政策进行独立和中立的
审议。这些审议帮助让政府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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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生活办公室为所有波特兰人提供支持

公民生活办公室是波特兰市府 26 个办公室（通常称为“局”）之一。本局帮助所
有人在和市政府打交道时感到自己受欢迎、安全，而且意见获得倾听。公民生活办
公室的各项计划努力培养未来的领袖、提供兼容并蓄无歧视的机会让人们参与公共
政策，并且为最弱势的群体维权发声。我们每天努力解决当地的各种问题，让在这
座我们共有的城市生活更美好。

波特兰的移民和难民都是哪些人？

波特兰的移民和难民人口是全俄勒冈州最多的之一。根据 New American
Economy（新美国经济公司）的调查显示，本市有 13.5% 的人口是移民。相比之
下，全俄勒冈州的这个比例是 10%.
这项 New American Economy（新美国经济公司）的调查揭示了我们在直觉上已
经知道的事情，也就是说，移民和难民对我们的经济、文化和社区有重要的贡献。
移民和难民在创造工作机会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住宿业、波特兰的餐厅、酒
吧和旅馆行业，有 32.9% 的业主是移民和难民。他们还在必要行业工作，占波特
兰所有餐厅和饮食服务员工的 21.1%，所有交通运输和仓库员工的 20.1%.

公民生活办公室的移民及难民计划

移民和难民在文化和经济上对波特兰贡献良多，但是他们在使用本市的服务时仍然
不断面临各种阻碍及不公平的对待。这个移民及难民计划建立与移民和难民群体之
间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因为我们相信所有波特兰人在这个城市都有一席之地，并且
应该能有公平的机会使用本市的服务。
这个移民和难民计划的工作包括：
建立桥梁关系：这个新波特兰人政策委员会获得公民生活办公室的支持，确保本市
的各项政策及项目兼容并蓄不歧视，而且能反映波特兰市移民和难民群体的需要。

没有什么人是非法
的。因此，我们用无
证美国人这个说法来
描述没有美国国籍的
移民和难民。

公民生活和移民及难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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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公平的政策：我们的项目和各社区、民选官员、各局进行协作，鼓励和推广伸
张移民和难民权利、促进他们融入各项市府、州府和联邦政策及资源。
充当资源 : 我们项目的工作人员和市议会、波特兰市各局、以及各社区合作伙伴一
起打造对移民和难民群体有效果的项目、政策和服务。

新波特兰人政策委员会

在 2016 年时，公民生活办公室成立了新波特兰人政策委员会（New Portlanders
Policy Commission，英文简称 NPPC），以期在本市政策决策流程中纳入移民和
难民的心声。这个新波特兰人政策委员会包括 25 名来自多个少数族裔群体的新波
特兰人。这些委员的背景代表了各种不同的种族、族裔、信仰、年代、性别、性别
认同、性取向、能力和残疾以及经济状况。每一名委员为安置和融入新环境、社区
组织和维权、公民参与、教育、公共安全和卫生这些方面提供了他们的见解。本市
将继续倚重新波特兰人政策委员会的专精见解和想法来改进本市对移民和难民提供
的支持。如果您有兴趣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他们的网站： portland.gov/civic/
immigrants/npcc

新波特兰人政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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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权利

根据美国宪法，无证移民有某些权利.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警察不得拘留任何未被至
少涉嫌犯罪的人。如果一名警察遇到一个人在路上走，而这个人原来是无证移民，警
察不得逮捕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并没有犯罪（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可以）。同样的，
如果警察逮捕了一名无证移民（比如说，一名犯罪嫌疑人）但这位人士随后被发现并
没有犯罪，则警察必须释放此人。
只是为了让移民局能来逮捕一位移民而在此人理应被释放后继续监禁他或她，这种做
法是有违宪法的。无证移民可以告警察非法拘禁。在一个庇护城市，如果无证移民未
犯重罪，一旦此人被发现并未犯罪、获得保释或已完成服刑，警察必须释放此人。
如果一名无证移民犯了严重罪行，警察可以通过提出起诉来把此人关在监狱里。或者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可以向警察出示逮捕令或法官签发的其他命令，这会使此人
被拘留到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能过来为止。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英文简称 ACLU）建立了各
种资源，以及您作为移民拥有的权利的信息。移民法律资源中心（Immigrant Legal
Resource Center）制作了红卡，帮助人们在多种情形下伸张权利和保护自己，例如当
移民局探员到人家里去时。
在美国的所有人，无论其移民身份如
何，根据宪法都有某些特定的权利。移
民法律资源中心（Immigrant Legal
Resource Center）的红卡帮助人们在多
种情形下伸张权利和保护自己，例如当
移民局探员到人家里去时。请把卡打印
出来并随时携带，以确保您随时都可以
拿到。
如果您要报告移民局、警察或边境巡
逻队突袭或虐待事件，请联系 United
We Dream（我们共同的梦）的热线
电话：1-844-363-1423，或发短信到
877877.
如果您想了解如何保护您的家庭免受移民局的影响，请访问移民法律资源中心
（Immigrant Legal Resource Center）。
您可以在移民的自由（Freedom for Immigrants）那里寻找移民法律资源，如律师、
或被移民局拘禁后要怎么办。

人人都可以申请驾驶执照

在 2019 年，俄勒冈州通过了《平等上路法》（Equal Access to Roads Act）。该法
律允许无证移民获得非商业类驾驶执照或身份证。
要求包括：
• 支付费用、
• 证明您住在俄勒冈州，并且
• 通过必须的路考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俄勒冈州交通运输局（Oregon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或
获得该信息和说明（有 8 个不同语言的版本）。
了解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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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城市
在 2017 年，波特兰市再
次确认了这是一个“庇护
城市”，禁止用本市的资
金、人员或设备来执行联
邦移民法。市府员工，包
括波特兰警察局的警员，
希望减轻无证移民担心被
遣返的恐惧感。保护无证
波特兰人让所有人都能积
极参与促进本市成功、欣
欣向荣并为之做出贡献。

庇护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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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有许多组织提供包括如安家协助、精神健康和工作安排在内的重要服务。我们希望
您会觉得接下来的这几页对您适应您的新家有帮助。

安置服务

工作培训和安置

天主教慈善机构（Catholic Charities）为
最弱势的俄勒冈人提供基本和拯救生命的服
务，包括可负担得起的住房、经济援助、精
神健康和咨询辅导、怀孕和育儿支持、法律
服务和案例管理。
2740 SE Powell Blvd, Portland, OR 97202
503-231-4866, catholiccharitiesoregon.org

移民和难民社区组织（Immigrant and
Refugee Community Organization，简
称 IRCO）提供聘用和培训计划，包括就业
辅导、技能开发和工作安置、职业培训、证
书课程和保留工作服务。IRCO 的青少年工
作培训计划还为学生提供工作经验，帮助他
们踏入大学校园和做到更多。

路德教会社区服务（Lutheran Community
Services）为难民和移民提供技能、资源和
支持，包括用不同语种提供的精神健康咨询
辅导、英文教育、安排工作、住房协助和入
籍协助。他们多文化和多语种的工作人员也
是难民和移民。

503-234-1541, irco.org

10301 NE Glisan Street, Portland, OR 97220

Voz是一个由工人主导的组织，通过培养领
导力、组织、教育和经济机会来帮助各行各
业的临时工和移民改善工作环境、保护民
权。

605 SE Cesar E. Chavez Blvd., Portland,
OR 97214
503-231-7480, lcsnw.org

240 NE MLK Jr Blvd., Portland, OR 97232
503-234-2043, portlandvoz.org

法律服务

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简称
SNAP） 帮助您购买食品杂货。govstatus.
egov.com/or-dhs-benefits或致电 211

获得食物

您可能需要聘请律师来帮助您处理移民方面的
问题。有几个当地的机构可以提供法律服务。
如果您要查看参与服务的组织名单，请访问移
民维权者（Immigration Advocate）的法律
通讯录。

WIC 母婴和儿童营养计划的服务对象是有
健康或营养方面的风险，低收入的怀孕、产
后和哺乳妇女，还有婴儿以及不到 5 岁的儿
童。 oregon.gov/oha
费用减免的餐食为儿童在上学时间提供食
物，让他们能身体健康、好好学习。888997-4447, pps.net
俄勒冈食物银行（Oregon Food Bank）
向整个俄勒冈州的 21 所食物银行以及服务
整个俄勒冈州以及华盛顿州克拉克县的约
1,400 个食物援助点分发食物。他们有个
很棒的资源，让您可以用他们有 14 个不同
语言版本的网站寻找免费食物。503-2820555, foodfinder.oregonfoodbank.org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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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以及获得资源对移民和难
民来说像一块靠得住的敲门砖。
了解所有事情如何运作对更容易
地适应新文化和新生活来说真的
至关重要。”
- 新波特兰人政策会员会米亚·萨巴诺

维奇（Mia Sabanovic）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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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险

移民和公民身份

获得公民身份可以给人安定和安全感。
当您获得公民身份后，您就可以通过投
票甚至从政来参与美国的民主程序。请
在这里了解要如何申请入籍: uscis.gov/
citizenship/apply-for-citizenship

Multnomah 县立诊所为低收入居民以及
无法获得健康保险者服务。该诊所系统运
营初级保健中心和牙科诊所，而且这些大
部分都附带药局。诊所的员工会说几种语
言，包括西班牙文、俄文和越南文。所有
诊所都提供当面看诊和远程医疗。他们都
会提供免费的口译员服务而且遵守该县的
政策，不会有人会因为无力付费而被拒之
门外。

公民入籍班让您为入籍考试做好准备。
入籍考试是入籍的要求之一。这些课程
会教英文和您为了通过入籍考试所需要
的美国历史和公民知识。以下是各当地
公民入籍班的资源名单。

• 预约看医生：503-988-5558,
multco.us/health/primary-care
• 预约看牙医：503-988-6942,
multco.us/dental

• Multnomah 公共图书馆：
multcolib.org
• 路德教会社区服务（Lutheran
Community Services）:
lcsnw.org
• SOAR: emoregon.org

俄勒冈州健康计划 (Oregon Health
Plan，简称“OHP”)为儿童和青少年提
供免费医疗保险。服务包括体检、疫苗接
种、精神健康保健、补牙、配眼镜和处方
药。俄勒冈州健康计划（OHP）还为化
验、X 光检查和住院承保。该计划甚至支
付看诊的往返车费。所有 19 岁以下的儿
童和青少年都可以申请俄勒冈州健康计划
（OHP），无论其移民身份，只要他们符
合收入和其他标准。
800-699-9075, oregon.gov

绿卡或永久居民卡让移民和难民可以在
美国永久生活和工作。申请绿卡所需要
的步骤视您的个人情形而定。欲了解更
多信息，请访问 : uscis.gov

精神健康资源
Multnomah 县危机干预 一周七天、一
天 24 小时都有人值班。这个精神健康专
业人员团队随时准备用任何一种语言来帮
助任何遇到精神健康问题的人。800-7169769, 听障者请拨：711
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跨文化精神病
学计划（Intercultural Psychiatric
Program at Oregon Health & Sciences
University）提供考虑到文化禁忌的精神
健康服务，包括个人及团体治疗、精神评
估、药物管理和案例管理。工作人员是移
民或从前是难民，而且会说多种语言。俄
勒冈州折磨治疗中心（Torture Treatment
Center of Oregon）是这个跨文化精神病
学计划旗下的一个计划，能针对曾经历过
折磨的幸存者的独特需求。
2214 Lloyd Center, Portland, OR 97232
503-494-4222, ohsu.edu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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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公共教育

学校的英文课

在俄勒冈州，所有 4-18 岁的小孩都可以免
费上学。小孩根据其居住地点而去相应的学
校；每个称为学区的区域有几个学校。在每
个学区里，学生必须去上他们附近的学校。
您必须去您的学区注册入学。

波特兰的学校有帮助学生学英文的课程。每个
学区有不同的课程。请用下面的链接或联系方
式来查看您所在学区的详情。
波特兰公立学校
• 一般信息： pps.net/Page/16212

找到您的学区：pps.net 请在地图上白色检
索框内输入您的地址。右边列出的第一个结
果就是您的学区名称，接下来是该学区的学
校。

• 小学：503-730-0384,
vmagallanes@pps.net
• 初中和高中：971-401-2665,
jeanderson@pps.net

如果要帮您的小孩登记上学，您需要去您学
区的网站：

Centennial 学区
• 一般信息： csd28j.org/Page/151

• 波特兰公立学区（Portland Public）
，503-916-2000, pps.net
• Centennial 学区, 503-760-7990,
csd28j.org
• David Douglas 学区, 503-252-2900,
ddouglas.k12
• Parkrose 学区, 503-408-2100,
parkrose.k12.or.us
家长需要建立一个新账户并且遵照用多个语
种书写的说明来登记。如果您希望用纸质登
记表，有用您的语言的版本可供使用。

• 计划主管：503-762-3719
David Douglas 学区
• 一般信息： ddouglas.k12.or.us
• 英文：503-261-8249，分机号：8249
• 西班牙文：503-261-8244，分机号：8244

• 俄文：503-261-8397，分机号：8397
• 索马里语：503-261-8277，分机号：8277

Parkrose 学区
• 503-408-2143,
knolejul@parkrose.k12.or.us

疫苗接种

浸润式语言学习计划用英文和另一种语言同时
教学生，来帮助学生成为双语人士。不同学校
提供不同语种的浸润式语言学习计划。波特兰
公立学校提供西班牙文、中文、越南文、俄文
及日文的浸润式语言学习计划。请在这里了解
更多信息： pps.net/Page/863

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免得某些疾
病，在美国上学的学生必须进行疫苗接种。
请前往 multnomahesd.org 网站来了解需
要接种哪些疫苗，以及如何接种疫苗。如果
您的小孩因医疗、文化或宗教原因而不能接
受疫苗接种，网站上有如何申请例外处理的
说明。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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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

成人英文课

通识教育发展 (GED)是一个让您获得与美
国高中文凭同等学历的考试。这个证书可
能对您就业或修读大学课程有帮助。下面
是一些提供该课程和辅导的地方。

下列这些地方提供英文课：
Multnomah 县图书馆
• multcolib.org/learn-english
• 一对一辅导：503-577-9984,
mcl.adult.literacy@multco.us

Mt. Hood 社区大学
• mhcc.edu/AboutABE_GED
• 英文：971-533-8813
• 西班牙文：971-249-2129

波特兰扫盲理事会（Portland Literacy
Council）
• portlandliteracy.org
• 503-217-4041
• info@portlandliteracy.org

• 电子邮件：Stephanie.Haas@mhcc.edu

波特兰社区大学
• pcc.edu/ged
• 971-722-6255

Mt. Hood 社区大学
• 英文：503-491-7333
• 西班牙文：503-491-7675
波特兰社区大学
• pcc.edu/esol
• 971-722-8550,

Multnomah 县图书馆
• multcolib.org/ged
• 503-577-9984
社区大学提供可负担得起的的大学课程和
工作培训。

证书评估

波特兰社区大学
• pcc.edu
• 971-722-6111 或 1-866-922-1010

如果您有国外的学位并且想申请工作或上
学，您需要让人对您获得的学分进行评
估。《证书评估》是一份说明您的学位在
美国教育系统中相当于什么的文件。这个
评估会让雇主/招生人员了解您的教育程度
和培训。
ece.org/ECE/Individuals

Mt. Hood 社区大学
• mhcc.edu
• 503-491-6422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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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愿意帮助您！
我们知道这份手册还有很多遗漏的方面。我们强烈建议您利用波特兰市的 311 计
划。该计划努力通过提供单点联系（面对面、在网上或电话上）来改善人们获得信
息和服务的情形。
工作人员会说流利的英文和西班牙文，还可以用其他更多语种来帮助社区民众。这
个 311 计划的使命是简化社区民众使用当地政府的计划和服务的流程。如要联系
311 计划:
• 发电子邮件到 CityInfo@portlandoregon.gov
• 在 Multnomah 县境内拨打 “3-1-1”，在该县境外拨打 503-823-4000 .
• 亲自到位于 1120 Southwest Fifth Avenue 的波特兰大楼客户服务台（目前
因新冠疫情而不开放）。
• 面对面和电话服务时间是周一至五早上 8 点到下午 5 点，联邦节假日除外。

鸣谢图片来源

第 2、4-5、8-9、11-12 页，Phoenix Lotus Productions
第 7 页，Graham King，半岛公园的玫瑰园（Penninsula Park's Rose Garden）。这个免费的公立公园
位于北波特兰
第 13 页，Robert Tuck，森林公园（Forest Park）。波特兰的这个免费的公立公园是美国境内最大的都
市森林之一。
311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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