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期间的当地社区资源支持
免费食物

●

服务所有阿克顿镇
●
Acton和盒子镇
Boxborough居民
●
●

●
●

阿克顿镇食物储藏室 Acton Food Pantry: 提供免费食物，领取可以不用下车，不询问任何问题，驱
 车直接窗口领取。如您有领
取困难，可联系安排送至府上。领取食物开放的时间是 星期三10 am– 7pm和星期四9：30-11:30am. 如有其他问题请联系
actonfoodpantry.org 978-635-9295 info@actoncommunitysupper.org
AB公立学校 提供即食的早餐和午餐 给所有居住在Acton和Boxborough的镇民，您不需有任何在学的孩子， 任何人都可领取。
领取地点是AB公立高中正门。周一至周五11:30 am -1pm。如您有实际领取困难，清电邮abqualifiedlunch@neighborbrigade.org
或致电 866-896-3599（语音邮件）
骷髅山教会社区晚餐 Mt. Calvary Community Supper： 周三下午5点至下午6点 可领取预先做好的饭菜。详情请登
www.mtcalvaryacton.org
健康食品社区中心Open Table： 提供免费食物，领取可以不用下车，驱车直接领取。 如您有领取困难，可联系安排送至府上。
领取食物开放的时间是星期二下午3点到6:30pm（年长者时间是 下午12:45-3pm）和星期四下午 3-6:30pm(第一次来领取的人请
在星期二和星期四下午5-6:30pm来领取）如有其他问题请联系 www.opentable.org 978-369-2275进入 i nfo@opentable.org
石头镇食物储藏室Stow Food Pantry：  可事先预约到食物储藏室领取，领取时可以不用下车直接驱车窗口领取。预约请联系
www.stowfoodpantry.com stowfoodp@gmail.com
面包计划 Project Bread： 提供食品援助计划的链接和信息 t inyurl.com/project-bread-help 800 645 8333（所有语言均有口译服
务）

麻州过度时期援助
部门(DTA)

●

麻州过度时期援助部门 MA Department of Transitional Assistance (DTA)）： 有提供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对有抚养子女的
家庭的过渡援助（TAFDC），对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的紧急援助（EAEDC） https://dtaconnect.eohhs.mass.gov。 请下载该应用程序
以在线申请： https://www.mass.gov/how-to/download-the-dta-connect-mobile-app

金融社会服务支持

●

仅适用于阿克顿镇
Acton和盒子镇
Boxborough 镇民

●

阿克顿镇 Acton 社会工作者： www.actonma.gov/communityresources
●
60岁以下：请联系 Laura Ducharme，978-929-6651， lducharme@acton-ma.gov
●
60岁以上：请l联系 Acton COA， actoncoa.com 978-929-6652 seniorcenteractonma.gov
盒子镇 Boxborough 社会工作者： tinyurl.com/boxboro-resources Lauren Abraham，978-264-1734，
labraham@boxborough-ma.gov
阿克顿镇Acton和盒子镇Boxborough退伍军人服务部：请发电邮给James MacRae vso@actonma.gov
A-B United Way 冠状病毒补助金 用于帮助支付租金，水电费等： abuw.org/covid-19-grants

●
●

AB 学校学习资源 （适用于学生及其家人）： tinyurl.com/ab-learning
AB 学校社区资源 （适用于所有社区成员）： tinyurl.com/ab-familyresources

AB 公立学校

●
●

医疗护理
健康保险

如您有任何紧急医疗情况，请拨打 911或前往急诊室
●
打电话给您的家庭主治医生
●
前往医院急诊室 埃莫森医院地址：Emerson 医院 133 Old Rd to Nine Acre Corner, Concord
●
医疗保险：请洽麻州健康保险网页 MA Health Connector：  https://mahealthconnector.optum.com/individual/

心理健康

如果发生精神心里健康紧急情况，请拨打911或前往急诊室。
●
国家自杀预防生命线： 1-800-273-8255
●
需要谈话？Call2Talk服务：请打电话至 1-508-532-2255， 或发简讯C2T到741741 或打电话到Samariteens：800-252-TEEN（8336）
●
灾难遇险求助热线SAMHSA ： samhsa.gov，1-800-985-5990 24/7多语言免费热线，可为遭受情绪困扰的人们提供即时危机咨询， 比
如说：冠状病毒大流行
●
北部心理健康疾病联盟 NAMI： 781-982-3318  www.namimass.org， www.namicentralmiddlesex.org
●
威廉詹姆斯心理健康推荐中心 William James Interface： 心理健康心理保健推荐热线888-244-6843  interface.williamjames.edu
●
艾略特社区心理健康中心Eliot Community Human Services:： 为所有年龄提供门诊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相关服务 www.eliotchs.org
978-369-1113或电邮 dgarfield@eliotchs.org
●
家长压力热线： parentshelpingparents.org/parental-stress-line 1-800-632-8188 一天24小时每周7天，包含所有语言

住房援助法

冠状病毒信息及
其他资源

●
●
●
●
●
●
●
●
●
●
●
●
●
●

阿克顿镇住房援助中心·A
 cton Housing Authority:  www.actonhousing.net，电子邮件： office@actonhousing.net
麻州住房援助中心MA State Aide Housing：  https://publichousingapplication.ocd.state.ma.us/
麻州住房援助候补名单MA Centralized Waitlist：  http://www.section8listmass.org/How_to_Apply.php
阿克顿镇Acton镇讯: https://www.actonma.gov/704/COVID-19 , 978-929-6619 盒子镇Boxborough 镇讯tinyurl.com/boxboro-covid19
公共服务公告电台：请调整 到 94.9 WAEM -阿克顿FM电台
麻州公共卫生处流行病学科 ：617-983-6800
麻州2-1-1热线： 拨打2-1- 1或访问 mass211.org 有关COVID-19和引荐的信息。
丹尼青少年中心Danny’s Place Youth Services：青年服务 dannys-place.org  info@dannys-place.org
家庭暴力服务网络（DVSN）：888-399-6111 www.dvsn.org 电子邮件 dvvap@concordma.gov， 任何人 需要控制伴侣或家人帮助的人。
新生儿家庭支持中心First Connections： 透过网络支持第一次当父母的，或产后抑郁症，并有尿布储藏库服务 firstconnections.org
lmatthews@jri.org
麻州中西部法律服务Metrowest Legal Services：民事法律案件中向低收入居民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 mwlegal.org
intake@mwlegal.org
老人服务中心Minuteman Senior Services：访问 www.minutemansenior.org 或致电888-222-6171
残疾人服务中心Minuteman Arc for Human Services： 成人和残疾儿童计划 www.minutemanarc.org
志愿者协调社区服务Neighbor Brigade：协调通过志愿者为个人或家庭提供的食品，药物 www.neighborbrigade.org，855-241-4357
actonboxboroughma@neighborbrigade.org

要翻译任何网站，请访问 translate.google.com，在上键入网站网址在左侧，在右侧选择您的语言，然后点击新的网址。
请访问 abuw.org/covid19 以获取最新更新。
Chinese, May 5,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