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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米达县社区健康责任计划（ARCH） 

常见问题 – 2021 年 2 月 23 日更新 

 

1. 该计划援助哪些人？ 

该计划援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 

• 年满 18 岁 

• 在阿拉米达县已居住至少 6 个月 

• 自 2021 年 2 月 23 日起， COVID-19 检测首次

呈阳性；90 天内无二次检测。 

• 由病例调查/接触者追踪（CI / CT）部门转介：

指定的社区合作伙伴、伯克利市（City of 

Berkeley）或阿拉米达县公共卫生部（Alameda 

County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2. 是否有联系电话或网站来申请补助？ 

对于符合计划所有资格要求且 COVID-19 检测呈阳

性的成年人，ARCH 申请和转介过程由我们指定的

社区合作伙伴、伯克利市和阿拉米达县公共卫生

部的 CI / CT 部门进行管理。现在没有面向公众或

其他服务提供者的在线申请或转介电话号码。 

 

3. 人们如何申请？ 

ARCH 计划不提供“公共”申请流程。如果某人截至

2021 年 2 月 23 日的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阳性，

那么将对他们进行 ARCH 补助金筛查，以确定其是

否符合 ARCH 计划的资格要求。筛查工作由阿拉米

达县公共卫生部、伯克利市或签约社区合作伙伴

的 CI / CT 部门进行。如果确定某人符合 ARCH 计划

的所有要求，则会代表该人完成申请，并转介至

社会服务局（Social Services Agency）申请 ARCH 补

助。 

 

4. 计划何时启动？ 

ARCH 计划自 2020 年 8 月 24 日开始。2021 年 2

月 23 日，阿拉米达县监事会（Board of 

Supervisors，BOS）授权为 ARCH 提供 50 万美元的

临时资金。 这笔资金用完后，不能保证 ARCH 还

能继续下去。 

 

  

5. 是否有指定的卫生诊所进行检测以接受转介，获得

ARCH 补助？ 

易感居民可在任何地点进行检测，检测地点和 ARCH

筛查是分开的。阿拉米达县公共卫生部、伯克利市

和社区合作伙伴的 CI / CT 部门将把 COVID-19 检测呈

阳性且符合 ARCH 计划所有资格要求的人转介至该计

划。 

 

6. 如果我正在接受失业金或其他来源的收入，是否有资

格参加该计划？ 

否。如果您在强制医学隔离期间接受着雇主支付的带

薪病假、失业保险金（Unemployment Insurance 

Benefits）、退休金、社会安全收入（Social Security 

Income，SSI）或社会安全残障保险（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SSDI）等同等福利，您就没有资

格参加 ARCH 计划。 
 

7. 如果我正享受雇主提供的带薪病假，是否有资格参加

该计划？ 

否。如果您有资格享受并正在接受雇主提供的任何形

式的带薪病假，则您不具备 ARCH 计划资格。 
 

8. 移民身份会影响参与计划的资格吗？ 

否。计划资格不取决于移民身份。 
 

9. 如果我已下岗或停职，但 COVID-19 测试未呈现阳

性，是否有资格参加该计划？ 

否。除上述申领条件外，ARCH 计划还要求 COVID-19

测试结果呈阳性。 

 

10. 该补助是否可追溯？ 

否。该补助不可追溯。该计划的重启生效日期是

2021 年 2 月 23 日。 
 

11. 我可以得到多长时间的补助？ 

符合申领条件且 COVID-19 测试呈阳性者可获得一次

性补助。本轮 ARCH 补助将发放到 50 万美元资金用

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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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将如何获得补助？ 

补助将以支票的形式发放。 
 
 

13. 如果两周后我仍在生病，能获得第二笔补助吗？ 

否。补助计划仅持续两周，不予考虑延期。 
 

14. 我正在等待测试结果。他们告诉我，在得到测试结

果之前，我不应该上班。我有资格获得补助吗？ 

否。收到 COVID-19 测试呈阳性的结果，并且由

CI/CT 部门工作人员联系之后，才可以领取补助。

就本轮重启的时间而言，自 2021 年 2 月 23 日开始

的阳性检测结果才符合资格。 
 
 

15. 补助属于应缴税收入吗？ 

否。补助不属于应缴税收入。 

 

16. 我的信息会与其他政府机构共享吗？ 

否。为确定 ARCH 计划资格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是

机密信息，不会与目前已确定参与计划的县府机构

和社区合作伙伴以外的任何外部实体共享。 
 
 

17. 我必须在职才能领取补助吗？ 

否。在职不属于计划申领要求；但所有符合要求的

成年住户成员必须 COVID-19 测试呈阳性，并符合

所有的计划申领条件。 
 

18. 我无家可归且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阳性。我如何

获得补助？ 

符合要求的无家可归 ARCH 申请者必须在阿拉米达

县运营的 Operation Comfort 酒店中至少自我隔离

10 天，才有资格领取补助。 
 

  

19. 如果我无家可归，并在阿拉米达县运营的 Operation 

Comfort 酒店以外的酒店里自我隔离，我是否有资格

领取补助？ 

否。自我隔离地点目前仅限于阿拉米达县运营的

Operation Comfort COVID 隔离酒店。 
 

20. 病例调查/接触者追踪（CI / CT）部门的提供者是否会

为住户的每个成年人完成申请？ 

是。来自社区合作伙伴、伯克利市或阿拉米达县公共

卫生部 CI/CT 部门的资源导航员（Resource 

Navigators）将为住户的每位（经实验室测试确认）

COVID-19 测试呈阳性的成年人完成 ARCH 申请，以确

定其计划资格。 

 

21. 如果不止一个家庭同住在一所房屋，他们是否只能领

取一份补助？ 

否。如果同住一所房屋的多个成年人 COVID-19 检测

呈阳性，则需要为每个 COVID 检测呈阳性的成年人都

提交单独的 ARCH 计划转介。ARCH 计划资格取决于

具体情况。 

 

22. 婚姻状况是否影响申领资格？ 

否。 

 

23. 我与其他COVID-19测试呈阳性的成年人同住。是否应

将其纳入我的ARCH申请？ 

否。这将违反《健康保险隐私及责任法案》

（HIPPA）。 
 

24. 我通过我的初级保健医生（primary care physician）

接受了COVID-19检测，结果呈阳性。 我是否需要在

指定的医疗合作伙伴处再做一次COVID检测，才有资

格获得ARCH补助？ 

否。易感居民可以在任何地点接受检测，因为检测地

点和ARCH筛查是分开的。凡是COVID-19检测呈阳性并

符合ARCH计划所有资格要求的人，都将被阿拉米达

县公共卫生部、伯克利市和社区合作伙伴的CI/CT部门

转介到该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