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勒岡州大規模流行病失業援助
什麼是大規模流行病失業援助 (PUA)？
PUA 是根據《2020 年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 (CARES) 法案》制定的一項聯邦計畫，旨在為沒
有資格獲得常規失業保險 (UI) 補償的工作者提供失業救濟金。。其中包括無法領取常規失業救濟金的自
營職業者、獨立承包商以及最近收入不足的人。
誰有資格獲得 PUA？
因 COVID-19 而失業且沒有資格享受任何其他失業保險救濟金的人將有資格獲得 PUA。符合條件的工作者
包括：
• 自營職業者、1099 合同工和演出工人
• 工資未申報失業保險的員工
• 沒有賺取足夠工資或沒有工作足夠的工作時間來領取常規失業保險金的員工，以及
• 打算開始工作卻無法工作的人員。
我的雇主仍未停業，因為其是生活必需企業。我沒有生病，我家沒人生病。我不為任何人提供初級護理。
我不屬於易感染人群，醫療人員也未建議我自行隔離。我害怕因來商店的顧客而感染冠狀病毒。我辭職了，
並申報了失業。我能夠獲得《CARES 法案》下規定的救濟金嗎？
不。根據《CARES 法案》，如果您符合該法案中列出的情況之一，則可能有資格獲得救濟金，但其中不包
括以上所描述的情況。
PUA 會持續多久？具有追溯性的嗎？
如果您符合資格，並且由於 COVID-19 大規模流行病而失業，PUA 救濟金可能會持續長達 39 周。可能的
符合條件周從 2020 年 2 月 2 日那一周開始，到 2020 年 12 月 26 日這一周結束。這並不意味著您將在 2
月至 12 月的每一周自動收到 PUA，您的資格仍有待確定。
我將獲得多少 PUA 救濟金，如何確定？
最低 PUA 救濟金為 $205。您可能有資格獲得更高額的救濟金，
每周在 $205 至 $648 之間。

您的每周救濟金金額是您基準年總收入的 1.25%。指的是自營職業者的淨收入，其他雇員的總收入。
您所得款項將至少是每周最低救濟金金額 ($205)，且不超過 PUA 下確定的每周救濟金金額上限
($648)。
•
•

•

如果您有資格獲得 PUA，您將至少獲得每周最低救濟金金額。
要獲得更多的每周救濟金，您必須：
o 在 2019 納稅年度內賺取了超過 $16,480，並且
o 提供 2019 年收入證明。
您可以使用表格 196PUA 估算您可能有資格獲得多少救濟金。

如果您符合 PUA 資格，則從 2020 年 3 月 29 日的那一周起至 7 月 25 日的一周，每個符合條件的一周，您
還將額外獲得 $600 的聯邦大流行性失業補償 (FPUC) 救濟金。這並不意味著您將在 3 月 29 日至 7 月的每
一周自動收到 FPUC，您的資格仍有待確定。

我需要什麼文件來證明我以前的收入？
在沒有收入證明的情況下，我們將最低給予您 $205 的援助金額。然而，您仍然應該收集和保留您的相
關文件，以防您的申索被審查。如果您希望我們評估您的收入以增加您的救濟金金額，您需要提交您最
近完整的納稅年度的收入證明，例如：
• 2019 年顯示您的淨收入的營業稅申報表
• 2019 年顯示您企業淨收入的損益表
• 2019 年工資單據
• 2019 年表 W-2
為了確定您的救濟金金額，將使用您透過受雇和自營賺取的任何收入計算您的工資。為了進行這些計算，
您需要提供您最近完整的納稅年度自營職業淨收入證明。

PUA 申索需接受審核，包括隨機審核。在這些審核期間，我們可能會要求提供受雇或自營職業的收入證明。
在此過程中，我們將接受各種形式的證明。我們也可能要求您提供符合資格的證明。
若未能提供準確的自我認證資料，將會導致現在和以後的 PUA 救濟金被否決。您將被要求償還已支付
的任何救濟金，並且您可能面臨聯邦刑事起訴。
我需要哪些文件來證明我已受雇或自營？
您將自行證明您提供的資訊是真實的。偽造有關自我認證的資訊將導致當前和以後的 PUA 救濟金被拒，
您將不得不償還已支付的任何救濟金，並且您可能會面臨聯邦刑事訴訟。
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收到款項？
我們預計將收到差不多同時提交的數以千萬計的申索。每一申索需要對每一周的資格進行審查，處理過程需
要時間。PUA 流程需要至少一周或至多一個月的時間，具體取決於申索的複雜性。我們將在資訊可用時發佈
更多有關付款時間安排的資訊。訂閱 COVID-19 頁面上的通知以接收自動更新資訊。

我在享受 PUA 期間是否也有資格享受每周額外 $600？
如果您有資格獲得 PUA，您也有資格享受《CARES 法案》中每周額外 $600。每周 $600 的聯邦大流行性
失業補償 (FPUC) 救濟金將自動以單獨的付款支付給您。如果您在特定一周內沒有資格獲得 PUA，您也不
會收到該周的 $600 FPUC 款項。可能在 2020 年 3 月 29 日到 2020 年 7 月 25 日期間提供 FPUC。
如果我有資格進行新申索，但每周救濟金金額較低，我是否可以選擇留在 PUA？
不。如果您有常規救濟金，無論金每周的救濟金金額是多少，則您不符合 PUA 的條件。

我正在獲得常規 UI 救濟金。我是否也有資格獲得 PUA 救濟金？
否。PUA 僅適用於那些沒有資格進行常規失業救濟金申索或已用盡其他形式的失業保險救濟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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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用盡了常規申索的 UI 救濟金。我有資格獲得 PUA 嗎？
如果您不符合資格，或者已用盡大規模流行病緊急失業補償 (PEUC)，您可能有資格獲得 PUA 救濟金。有關此
計畫的更多資訊，請訪問就業部的《CARES 法案》頁面。
如果我在另一個州有工資，我可以享有俄勒岡州的 PUA 嗎，而無需在另一個州提出申索嗎？
否。PUA 僅在您在任何州都沒有其他常規申索資格時才可用。

我是一名演出工人。我有資格獲得 PUA 嗎？
在俄勒岡州，許多演出工作人員都有資格享受常規 UI 救濟金。請申請常規 UI 救濟金，我們將評估您的申
索。如果您沒有資格使用常規 UI，我們將建議您如何完成 PUA 申請。如果您申請 PUA，但是貌似您可能
有資格獲得常規 UI，我們將通知您，您需要提交申請常規 UI 救濟金。
我是自營職業者，由於 COVID-19 大規模流行病，我不得不停業。我有資格獲得 PUA 嗎？
如果您因 COVID-19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而直接導致您無法工作，您可能有資格獲得 PUA，並且：
• 您沒有資格享受常規失業救濟金，或
• 您不符合或已用盡大規模流行病緊急失業補償 (PEUC)。

我是仍在營業的自營職業者，但由於 COVID-19，我的生意大減。我有資格獲得 PUA 嗎？
您可能有資格獲得 PUA。如果您正在收取針對您企業的保險賠款，或者您在其他周因所進行的工作而收到
業務付款，請在您的每周申索中進行報告。雖然您可能仍然有資格，但任何業務收入都會影響您根據 PUA
所獲得的救濟金金額。
我正在接受其他類型的經濟援助。我有資格獲得 PUA 嗎？
這是視情況而定。如果您的雇主正在向您支付工資，或您正在收取針對您企業的保險賠款，又或您在其他
周因所進行的工作而收到業務付款，請在您的每周申索中進行報告。雖然您可能仍然有資格，但這些類型
的收入或款項可能會影響您根據 PUA 所獲得的救濟金金額。。

我享有常規申索，但是我正在處於處罰周。我有資格獲得 PUA 嗎？
如果您由於取消資格而無法領取常規申索的救濟金，並且由於 COVID-19 相關原因之一而失業或無法工作，
您可能有資格獲得 PUA。您應該申請 PUA，您的申索將根據聯邦準則進行評估。

我有一個常規的 UI 申索，但是因為我之前的失業情況，拒絕向我提供救濟金。我有資格獲得 PUA 嗎？
如果您由於取消資格而無法領取常規申索的救濟金，並且由於 COVID-19 相關原因之一而失業或無法工作，
您可能有資格獲得 PUA。您應該申請 PUA，您的申索將根據聯邦準則進行評估。
我於 2020 年 1 月開始我的第一份工作，現在因為 COVID-19 而失業了。我有資格獲得 PUA 嗎？
如果您在 2020 年 1 月 30 日宣佈 COVID-19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工作，您可能有資格獲得 PUA。您必
須滿足聯邦準則中概述的所有資格標準。

我能夠遠端工作。我可以領取 PUA 下的救濟金嗎？
通常若個人有能力進行遠端辦公，且與之前未遠端辦公所賺取的工時薪資相同，則 PUA 通常不會給與該個人
救濟金。
我工作時間減少。我有資格獲得 PUA 嗎？
在以下情況，您可能有資格獲得 PUA：
• 您沒有資格享受常規失業救濟金，或
• 您不符合或已用盡大規模流行病緊急失業補償 (PEUC)，
• 以及您工作的時間少於 40 小時，收入低於每周救濟金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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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雇主未停業，但我正在帶薪休假。我有資格獲得 PUA 嗎？
針對正在接受帶薪病假或其他帶薪休假救濟金的個人，則 PUA 通常不會給與該個人救濟金。

我的雇主已停業且在我失業期間仍向我支付薪資。我有資格獲得 PUA 嗎？
針對正在接受帶薪病假或其他帶薪休假救濟金的個人，則 PUA 通常不會給與該個人救濟金。

因為 COVID-19 直接導致我不得不辭職。我有資格獲得 PUA 嗎？
如果您因 COVID-19 而失業且沒有資格享受任何其他失業保險救濟金，您可能符合資格。就業部的臨時
規則中概述了針對 COVID-19 的特有資格情況。
因為 COVID-19 直接導致我被解雇了。我有資格獲得 PUA 嗎？
如果您因 COVID-19 而失業且沒有資格享受任何其他失業保險救濟金，您可能符合資格。就業部的臨時
規則中概述了針對 COVID-19 的特有資格情況。

我以前從未工作過。我有資格獲得 PUA 嗎？
之前從未工作的個人一般沒有資格獲得 PUA。但是，如果您打算開始一份新的工作但由於 COVID-19 突發
公共衛生事件直接導致無法開始或無法繼續從事工作，您可能符合條件。

如果我在向就業部門報告資訊時出錯了，怎麼辦？
如果您發現您向我們錯誤地報告了資訊，請立即通知就業部門。我們要求您透過欺詐熱線表格報告錯誤
或差錯。如果您未能告知我們您的資訊中存在錯誤，則可能會認定您故意歪曲您的情況以獲得救濟金，
並且您可能面臨聯邦刑事起訴。此外，您需要償還已支付的任何救濟金，同時可能以後無法獲取 PUA 救
濟金。

SUPPORT BUSINESS • PROMOTE EMPLOYMENT

April 28, 2020 |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