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件人： 布魯克萊恩住房管理局 (BHA) 全體住戶 

發件人： 布魯克萊恩住房管理局

主題： BHA 住戶資訊和資源 – 第 3 號更新 

日期： 2020 年 4 月 17 日 

請仔細閱讀本備忘錄和附件。

BHA 感謝您在冠狀病毒爆發期間為保持我們社區的安全和健康所做的努力。您採取的安

全預防措施至關重要。BHA 也越來越注重對建築物進行清潔和消毒並推廣保持社交距離。

我們需要您持續不斷的幫助。讓我們齊心協力，取得成功。

對您有益的各種資源和服務

住戶服務。住戶將繼續獲得各種支援服務。請查看隨附的資源列表，包括經濟刺激計劃

紓困金、低費網際網路、家庭暴力熱線等。您可以在我們的網站

https://www.brooklinehousing.org/community-resources 上找到這些內容及其它資訊。 

美國人口普查。目前正在進行 2020 年美國人口普查。因此，您有機會透過為社區提供醫

療護理、失業人員支援和食品援助等資源來維護社區的安全和健康。從4月8日（星期三）

開始，您的郵箱將收到紙質人口普查表。您也可以在https://2020census.gov/上在線完成人

口普查，或致電 844-391-2020（普通話）或 844-398-2020（廣東話）。 你的回答會得到

保密。包括與您一起居住的每一個人。請今天就花幾分鐘時間填表計入人口普查。

BHA 員工和服務的聯絡資訊 

為了降低風險，BHA 辦公室員工盡可能不在辦公室工作。如您所知，我們的辦公室已經

向公衆關閉，開放時間另行通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我們可以透過電話和電子郵件提供

服務。您可以透過電話 (617) 277-2022 或電子郵件 brhainfo@brooklinehousing.org 
與 BHA 中心辦公室聯絡。您可以查詢我們的網站 www.brooklinehousing.org 以獲得

更新和員工聯絡訊息。如果您希望透過電子郵件或短信接收更新，請在我們的網上填寫

聯絡訊息表或透過電子郵件將您的聯絡訊息發送至 brhainfo@brooklinehousing.org。 

您可以透過 BHA 手機聯絡 BHA 物業經理。物業經理的聯絡訊息列在本信函的結尾處。 

在工作時間透過 (617) 277-1884 與維修部門聯絡，或在非工作時間透過 (617) 277-2022 
或 BHA 網站與維修部門聯絡。 

https://www.brooklinehousing.org/community-resources
mailto:brhainfo@brooklinehousing.org
http://www.brooklinehousing.org/
mailto:brhainfo@brooklinehousing.org


因收入損失調整房租 

• 如果您由於健康緊急情況而失去收入，我們敦促您立即與 BHA 物業經理聯絡。 
• 如果您有工作時間損失，可以隨時向下調整每月房租。房租調整是 BHA 員工的首

要工作 – 我們將與您一起儘快完成房租變更。 
• 如果您因收入損失而被減少房租，您則必須在得到新收入（例如失業救濟金或重返

工作）後立即通知我們。 

房租支付 

• 請繼續支付您的每月房租。雖然我們的中心辦公室不對公衆開放，但是住戶可以將

房租投放在位於 90 Longwood Avenue 的BHA中心辦公室投遞箱中。 

BHA 員工正在採取哪些措施以保持建築物的安全 

• 我們已經為 BHA 員工制定了在 BHA 建築物和地面上工作時的安全疏散、衛生和

防護指南。 
• 我們將繼續嚴格限制人與人的接觸。我們仍然可以透過電話和電子郵件為租戶和申

請人提供服務。 
• 已經指示工作人員如果感覺不適，應待在家中。 
• 只有在需要解決緊急健康和安全問題時，工作人員才可以進入有人居住的公寓。

工作人員在進入之前，須向住戶詢問健康檢查問題。有人居住的公寓的常規工作單

將推遲到緊急情況之後處理。 
• 在 BHA 建築物中工作時，請始終戴口罩和手套。 
• 工作人員將每周 7 天對 BHA 建築物中經常接觸的表面進行消毒，包括門把手、扶

手、電梯面板、郵箱、公共衛生間、洗衣設備等。 
• 在有電梯的建築物大廳中提供自動洗手液。 

 

住戶應採取哪些措施以保持安全 

• 在公寓戶外時，請始終戴口罩。 
• 如果感覺不適（喉嚨痛、咳嗽、發燒、疼痛、發冷或呼吸道症狀），請待在家中。 
• 如果您由於冠狀病毒而正在隔離，請告知物業經理。 
• 用消毒劑擦拭或噴灑您的公寓中經常接觸的表面（把手、門把、門、電話機等）。 
• 避免與患病的人有密切接觸，並與所有人保持至少 6 呎的距離。 
• 不要社交聚會。 
• 儘量減少室外的不必要出行。 
• 養成基本的衛生習慣 – 經常洗手，咳嗽時用臂肘遮住鼻子和嘴。 
• 用紙巾遮住鼻子和嘴；使用後立即扔掉紙巾。 



• 強烈建議考慮注射流感疫苗，還不算太晚。它可能無法預防流感，但可以最大程度

地減輕症狀。 
• 避免用未經清洗的手去觸摸自己的眼睛、鼻子或嘴巴。 
• 隨時瞭解 BHA 以及州和國家有關部門的資訊。 

保持社交距離規則 

為了減少冠狀病毒的傳播，在發出進一步通知之前： 

• 我們要求住戶禁止所有訪客進入他們的公寓樓，除非是醫療護理專業人員、經 
BHA 批准的供應商或服務提供商，或是沒有 COVID-19 症狀的直系親屬。 

• BHA 的所有遊樂場均已關閉。為了防止此病毒的傳播，請勿讓孩子玩耍設備。 
• BHA 建築物內不允許室外燒烤。 
• BHA 的所有社區活動室均已關閉。 
• 除直系親屬外，每次最多允許兩個人乘坐電梯。 
• 在 BHA 建築物內必須始終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 可以繼續使用洗衣設施。在高溫下清洗和烘乾衣物可殺死病毒。擦拭觸摸過的區域，

然後洗手，這樣可以幫助保持洗衣機清潔。 
• 先前計劃安排在 BHA 場地舉行的所有住戶會議、活動和聚會都已取消，包括 BHA 

家庭學習中心和 ESOL 課程以及 Springwell 和猶太家庭和兒童服務活動。 
 

請注意，與 Brookline Food Pantry 和 Springwell 相關的所有餐飲服務計劃將繼續，但會
做出變更以便保持社交距離。 

 

聯絡方式和其他資訊 

物業經理聯絡方式： 
- Nereida Otero-Torres notero@brooklinehousing.org (移動電話： 857-225-8082) 
胡桃街公寓 (617-734-6348)/高街老兵公寓 (617-232-2283) 
- Kelley Chambliss kchambliss@brooklinehousing.org (移動電話：857-225-7434) 
Morse 公寓 (617-277-2022 轉 321 分機)/Egmont 街老兵公寓 (617-713-0486) 
- Carol Porcari cporcari@brooklinehousing.org (移動電話： 617-694-7504) 
Sussman 住宅樓 (617-734-6349)/O’Shea 住宅樓(617-566-4666) 
- Ana De La Puente adelapuente@brooklinehousing.org (移動電話： 617-735-7218) 
Kickham 和 Col. Floyd 公寓 (617-277-1382)/Trustman 公寓 (617-232-2265) 
 
附社區資源 

• Mutual Aid Brookline（在雜貨、藥物等方面提供本地幫助） 
• RCN 和 Comcast 網際網路（免費及低收費 Wifi） 

mailto:notero@brooklinehousing.org
mailto:kchambliss@brooklinehousing.org
mailto:cporcari@brooklinehousing.org
mailto:adelapuente@brooklinehousing.org


• 美國人口普查 
• 報稅協助和經濟刺激計劃紓困金 
• 家庭暴力資源 
• Brookline Food Pantry 資源 



Comcast的Internet Essentials提供經濟實惠的高速網路。我們希望低
收入家庭能夠方便上網，更容易在家裡工作、獲取教育資源，並和親朋
好友保持聯繫。您可能有資格獲得兩個月的免費Internet Essentials
服務。只限新的Internet Essentials客戶。2020年4月30日前申請。  

優惠至2020年4月30日截止。有限制。只限於Comcast的Internet Essentials (IE) 服務提供給符合某些資格標準的新住宅客戶。優惠限於兩個月的免費Internet Essentials服務。有額外的稅費。促銷期過後將轉為常規
費率。Comcast目前費用為每月$9.95（可能會變更）。廣告價格適用於單一插座。實際速度可能有異，而且並無擔保。有關影響速度的因素請見www.xfinity.com/networkmanagement。如果客戶被認定不再符合IE計
畫的資格，所選的網路服務將適用正常價格。受制於Internet Essentials計畫條款與細則。不得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請來電1-855-846-8376洽詢限制和完整詳情，或瀏覽InternetEssentials.com。© 2020 Comcast。
保留所有權利。FLY-ILL-CHT-2MO-0320

兩個月的免費 
Comcast高速網路

無需定期合約
無信用檢查
無安裝費
最高25/3 Mbps

每個月 + 稅金 
促銷價格結束後

立刻申請！

InternetEssentials.com
1-855-8-INTERNET
(1-855-846-8376)

符合以下條件即可能具備資格：

1

2

3

4

有資格獲得公共援助計畫，例
如全國學校午餐計畫、住房援
助、Medicaid、SNAP、SSI等等。 

住在提供Comcast網路服務的地區。

過去90天內未訂購Comcast
網路。

沒有欠繳Comcast一年以下
的債款。

$9.95



Chinese 

需要食物方面的帮助吗？ 
 
在 COVID-19危机期间，布鲁克林居民和布鲁克林公立学校中有孩子的家庭可以安全地获得食物和帮助。 

前往 Brookline Food Pantry 
• 免费获得预先装袋的新鲜和不易腐烂的食物 
• 等待时间短 
• 实行人与人保持距离 
• 无需任何文件 
 
时间及地点 
位于 15 St. Paul St,的 St. Paul’s Church （教堂） 
周三: 下午 3点 – 6点 
周四: 上午 11点 – 下午 2点 
 
55A Egmont St, Community Room 
周四: 下午 3点 – 7点 
周六: 上午 11点 – 下午 1点 
 
226 High St, Community Room 
周二: 下午 3 点– 7点 

Grab & Go 学校配餐 
有资格获得免费或减餐的学生可以免费获得“ Grab'n Go”准

备的餐点。 每个学生可以订购 2天的餐点，其中包括 2份
早餐和 2份午餐。 
 
提货日期: 周一，周三，周五 
提货时间: 中午 12 点– 下午 1:30 
提货地点 
• Baker 学校 – Breezeway 进入食堂 
• Coolidge Corner 学校 – Stedman St 入口 
• Pierce 学校 – 历史建筑物门口的圆形车道 
• Brookline 高中 – Schluntz Gym体育馆入口 
怎样预定 
在线或通过电话预定。 必须提供学生姓名，学生 PIN码，
接送地点，接送日期，早餐和午餐的数量。 
在线: www.publicschoolsofbrooklineschoolnutrition.com 点

击页面左侧“Out of School Ordering” 
电话 / 短信: 617-821-1290 

紧急送餐援助 
如果您无法亲自去食品储藏室，也可以使用临时紧急食品

运送服务。 
个人/家庭必须符合以下准则： 
• 符合低收入标准（布鲁克林住房管理局居民，接受

SNAP / SSI / Medicare / Medicaid或以前曾接受过送货

服务（轮椅餐等）） 
• 由于年龄，免疫系统受损或其他医疗状况而导致的残

疾或高风险 
• 住在布鲁克林区 
• 由当地社会服务机构推荐（可选） 
 
如需紧急送货到家，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BFPEmergencyFoodAssistance@gmail.com或 
致电 617-800-5339。 

其他信息及援助 
医疗问题–与 Brookline公共卫生部联系 
 
• 617-730-2300 
• COVIDmedical@brooklinema.gov 
 
非医学有关的问题和资源，请联系 Brookline COVID-19呼
叫中心 
• 617-879-5636 
• COVD19info@brooklinema.gov 
• https://brooklinecovid19.com 

 



William Francis Galvin
州務卿
馬塞諸塞州 2020年人口普查聯絡員

若需瞭解更多資訊，請瀏覽：
www.ma2020census.org
1-833-MA1-2020 (1-833-621-2020)
ma2020census@sec.state.ma.us

請掃描二維碼，深
入瞭解人口普查對

您社區的影響。

瞭解詳情：2020census.gov

人口普查數據將予以保密。
• 您的個人資訊受到聯邦法律保護，絕不會被披露給任何其他地方、州或聯
邦機構，包括執法機構、美國國土安全部 (DHS)、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
(ICE)等（《美國法典》第 13章）。

• 人口普查局絕不會要求您提供社會安全號碼、銀行帳號或任何形式的資金。

人口普查數據會影響您的社區。
• 人口普查數據用於確定聯邦和州為許多計劃提供的資金，例如補充營養援
助計劃 (SNAP)、第八節住房補貼 (Section 8 Housing)和第一章補助 (Title 
I Grants)。

回覆人口普查十分簡單。
• 您可線上和透過電話回覆美國人口普查（共有 13種語言可供選擇），也可
等待紙質表格寄達。

您知道嗎？

站出來！參與其中！

2 0 2 0 年美國人口普查


	Combined Memo - Chinese
	Resident Notice 4-17-20 final draft pd_CHT
	Combined April Resource Flyers - Chinese
	FLY-ILL-CHT-2MO-0320_HR
	Need Help with Food - flyer - Chinese


	Stand-Up-Poster-TCH_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