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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崙 FF 提案僱傭法：僱主工具與資源 

技術支援 

屋崙企業援助中心 (Oakland Business Assistance Center，縮寫爲 BAC) 提供有關執照、許可證、

區域劃分及貸款方面的資訊，針對有需要技術支援的僱主，亦提供相關服務提供商的轉介服務。

請造訪www.oaklandbusinesscenter.com 或撥打 (510) 238-7952 查詢。 

阿拉米達縣小企業發展中心 (Alameda County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縮寫爲 AC 

SBDC) 位於屋崙，提供免費的專家諮詢與專題討論會，亦提供企業資源提供者和融資服務的轉

介服務。請造訪 www.acsbdc.org 或撥打 (510) 208-0410 查詢。 

SCORE 東灣 - 退休管理人服務團隊 (SCORE East Bay - Service Corps of Retired Executives) 由已

退休的業内專家提供免費的企業指導服務，同時提供單獨的企業諮詢與專題研討會，並酌收象徵

性費用。請造訪 www.eastbayscore.org 或撥打 (510) 273- 6611 查詢。 

中樞社區合作夥伴 (Centro Community Partners) 爲亟須讓企業發展壯大、提供工作崗位卻尚未獲

得充分服務的企業主提供企業顧問服務與領導力發展項目，以促進社區的社會經濟。請造訪 

www.centrocommunity.org 或撥打 (510) 556-4249 查詢。 

希望行動 (Operation HOPE) 的小企業彰權益能項目 (Small Business Empowerment Program) 與位

於服務不足的社區内的小企業合作，提供爲期 12 週的企業發展培訓、融資轉介和會計與企業規

劃支援服務。請造訪 www.operationhope.org 或撥打 (510) 535-6700 查詢。 

社區發展聯盟 (Alliance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致力於爲屬於女性、有色人群、退役軍人、

被識別爲 LGBTQ 者、殘障人士、低收入者、青年及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的企業家拓寬獲取

資本的管道。該聯盟爲需要支持的灣區企業家提供 24 小時熱線文字訊息電話服務。

www.alliancecd.org 或 (510) 319-9702 

法律資源 

阿拉米達縣律師協會律師轉介服務 (Alameda County Bar Association Lawyer Referral Service) 可以

爲您尋得一位經過預先篩選且有資格幫您解答各類法律問題的律師，並從中收取 $35 轉介費。請

造訪 www.acbanet.org/For%20the%20Public/NeedaLawyer.aspx 或撥打 (510) 302-2222 轉 4 查詢。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Start Small Think Big) 爲灣區内符合資格的中低收入企業家及企業主提供免費

的企業法務支持和企業技術支援。請造訪 www.startsmallthinkbig.org 或撥打 (415) 966-2187 轉 

119 查詢。 

企業家法律服務 (The Legal Services for Entrepreneurs) 爲民權律師協會 (Lawyers' Committee for 

Civil Rights) 旗下項目，向灣區内的低收入企業家提供免費的企業法律服務，並在屋崙企業援助

中心 (Oakland Business Assistance Center) 提供一月一次的免費法律診所課程。請造訪 

www.lccr.com、LSE@Iccr.com 或撥打 (415) 543-9444 轉 217 查詢。 

公益網 (Probono.net) 向灣區内的公益法律服務律師、法律專業人士、在校法學生或具備相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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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其他專業人士提供相關資源，協助您爲低收入客戶或弱勢客戶代言。請造訪 

www.probono.net/sf/ 查詢。 

無罪申訴 (Nolo) 系列是非律師人士的法務自助書籍，其中有一本名爲《加州小企業創業一本

通》 (The Small Business Start-Up Kit) 的加州創業指南。請造訪 www.nolo.com 查詢。 

 

融資資源 

主街啟動 (Main Street Launch) 爲屋崙企業家提供全方位的技術支援與融資服務。融資方案具有

針對性，專門向東屋崙地區的企業及由退役軍人所有的企業提供服務。請造訪 

www.mainstreetlaunch.org、Adrian@mainstreetlaunch.org 或撥打 (510) 830- 3275 查詢。 

機會基金 (Opportunity Fund) 提供各類企業支持服務及企業貸款產品。請造訪 

www.opportunityfund.org/loans/products/ 或撥打 (866) 299-8173 查詢。 

有效解決方案 (Working Solutions) 爲加州灣區的企業家提供創業及讓企業發展壯大所需的資本與

資源管道。請發電郵至 diana@workingsolutions.org 或撥打 (415) 590-0155 查詢。 

太平洋社區創投 (Pacific Community Ventures) 爲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提供小企業顧問與融資服

務。請造訪 www.pacificcommunityventures.org 或撥打 (415) 442-4300 查詢。 

 

商會與產業協會 

屋崙成長 (Oakland Grown) 藉由建立人脈、提供培訓與行銷手段，推廣由本地居民所有的企

業。請造訪 https://www.oaklandgrown.org/ 或撥打 (510) 640-4465 查詢。 

屋崙大都市商會 (Oakland Metropolitan Chamber of Commerce) 推廣工商業，以提高屋崙市内

的經濟增長水平和生活品質。請造訪 www.oaklandchamber.com 或撥打 (510) 874-4800 查詢。 

屋崙華埠商會 (Oakland Chinatown Chamber of Commerce) 推廣並提倡屋崙亞裔社區内的企業

與貿易。請造訪 www.oaklandchinatownchamber.org 或撥打 (510) 893- 8979 查詢。 

屋崙非裔美國人商會 (Oakland African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推廣並支持非裔美國

企業家，以及由他們所有的企業的發展與擴展。請造訪 www.oaacc.org 或撥打 (510) 268-1600 查

詢。 

屋崙拉美商會 (Oakland Latino Chamber of Commerce) 推動和提倡為東灣地區的拉美裔商業和

創業者提供支援和建立策略聯盟。OaklandLatinoChamber@gmail.com 

屋崙越南裔商會 (Oakland Vietnamese Chamber of Commerce) 推廣並支持屋崙市内由越南裔所

有的企業、教育及社區合作夥伴。請發電郵至 tranphucoakland@yahoo.com 或撥打 (510) 499-6278 

查詢。 

加州商會 (California Chamber of Commerce) 的人力資源網站旨在幫助加州企業繁榮發展，同時

遵守勞工與僱傭領域複雜的法律法規。請造訪 www.hrcalifornia.com 查詢。 

 

有關一般資訊及轉介服務：請造訪 www.oaklandbusinesscenter.com、撥打 (510) 238-7952 或發電

郵至 oaklandbac@oaklandca.gov 聯絡屋崙企業援助中心 (Oakland Business Assistance Center)。如

需其他資訊，請造訪 www.oaklandca.gov/minimumwage 或撥打 (510) 238-6258 查詢。 

http://www.probono.net/sf/
http://www.nolo.com/
http://www.mainstreetlaunch.org/
mailto:Adrian@mainstreetlaunch.org
http://www.opportunityfund.org/loans/products/
mailto:%20diana@workingsolutions.org
http://www.pacificcommunityventures.org/
https://www.oaklandgrown.org/
http://www.oaklandchamber.com/
http://www.oaklandchinatownchamber.org/
http://www.oaacc.org/
mailto:OaklandLatinoChamber@gmail.com
mailto:%20tranphucoakland@yahoo.com
http://www.hrcalifornia.com/
http://www.oaklandca.gov/minimumw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