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創業
以下政府機構及資源願意為您提供創業幫助。

華盛頓州商業牌照及僱主身份識別
號碼 (EIN)
dor.wa.gov 1-360-705-6741
access.wa.gov/ 1-360-704-5221

市級商業牌照
貝爾優市稅務辦公室 (Taxation Office)
BellevueWA.gov/business-taxes
425-452-6851

Startup425 創業倡議計劃

您的貝爾優市

圖書館
金縣圖書館系統 (King County Library System) 在貝
爾優市中心設有多間圖書館，位於 Newport Way 及
Lake Hills，以及 Crossroads Library Connection 圖
書館。 免費辦理借書證。kcls.org

微型市政廳（於 Crossroads
購物中心內）
微型市政廳 (Mini City Hall) 是附屬於市政廳的小型服
務中心，專門負責貝爾優多元化群體的外展工作。 我
們提供多種語言的快速資訊查詢以及轉介服務。 也提
供語言熱線電話（逾 240 種語言）。
BellevueWA.gov/mini-city-hall
425-452-2800

本計劃源於東區的 5 個社區提出的倡議，旨在支持大
家發揮創意、創新及企業家精神。 Startup425.org

SCORE 組織
在大西雅圖地區提供一對一商業指導，此服務免費
且保密。

聯絡資料

seattle.score.org/eastside | 1-206-553-7320

15600 NE 8th St #H9

您的鄰裏街區

Bellevue, WA 98008
minich@bellevuewa.gov

貝爾優衝突調解中心 (Bellevue
Conflict Resolution Center)

425-452-2800
如需要其他格式、口譯員或合理的特殊照顧要求，請
至少提前 48 小時致電 425-452-5852（語音）或傳送
電子郵件至 minich@bellevuewa.gov。 有關適應性特殊照
顧的投訴，請與貝爾優市《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第六卷 (Title VI) 管理員聯
絡，致電 425-452-6168（語音），或傳送電子郵件至
ADATitleVI@bellevuewa.gov。 若您是聾人或有聽力障礙
的人士，請撥打 711。 所有會議均有輪椅無障礙設施。

設有爭議調解計劃，提供免費且保密服務。 各種情
形可能涉及鄰居、父母與青少年、租金談判
等。BellevueWA.gov/conflict-resolution

社區中心
貝爾優設有五間社區中心以及其他設施，提供豐富的
活動及課程。
BellevueWA.gov/community-centers

有趣活動
游泳、戲劇、藝術課、高爾夫球、青少年及成年人體
育、採摘漿果、剪羊毛、文化節、滑板等更多活動。
BellevueWA.gov/things-to-do
CDD-21-5852TradChinese

掃描瞭解微型市政廳

鄰裏街區服務
貝爾優重視並支援本市的各個街區。 瞭解貝爾優獲評
為美國最宜居城市之一的理由。
所提供的外展項目： 貝爾優概況、貝爾優參與活動、
藝術與文化、街角派對、衝突調解、文化對話、街區
聯絡人、街區改善、領導會議。
BellevueWA.gov/neighborhoods
425-452-6836

貝爾優市社區電話呼叫指南
貝爾優市社區電話呼叫指南 (Bellevue by the
Numbers) 已翻譯為多種語言，提供有關本市各項服
務、資源以及其他組織的聯絡資料。
BellevueWA.gov/bellevue-by-the-numbers

掃描瞭解貝爾優市社區電話呼叫指南

警察與消防
保護您免受犯罪及火災侵害，並幫助您應對醫療緊急
情況。 如有緊急情況，請撥打 911。 如有其他問題，
請致電 425-577-5656
BellevueWA.gov/police 或 BellevueWA.gov/fire

公共交通工具
本地區享有廣泛的交通運輸網絡，十分容易做到免私
家車出行。
chooseyourwaybellevue.org/transit

交通及諮詢

市政府
市政執行官負責日常運作；由選舉產生的市議會提供
政策方向，並由居民委員會及專項委員會提供建議。
由 13 個部門提供基本服務。
BellevueWA.gov/city-government

市政工作機會

地圖、交通攝像頭及諮詢。
BellevueWA.gov/traffic-conditions

其他重要網站


governmentjobs.com/careers/bellevuewa


多元化優勢倡議
貝爾優市以推廣多元化為特色，為全市未來的多元化
工作注入新動力，推動成為文化能力出色的組織，並
擴大居民參與度。 所有城市設施均提供語言熱線電話
（逾 240 種語言）。



BellevueWA.gov/diversity-advantage-initiative


公園與娛樂消遣
貝爾優擁有的公園面積佔地 2,700 英畝（約
1,093 公頃），包括植物園、市區公園 (Downtown
Park)、Kelsey Creek Farm 農場等。
BellevueWA.gov/parks-and-trails

義工機會
Bellevuewa.gov/volunteering

掃描觀看視頻


MyBellevue 移動應用程式
提出服務申請，並瀏覽本市新聞、事件及工作機會。
免費下載到您的智能手機。





BellevueWA.gov/mybellevue

殘疾人停車證 (Disability Parking Permit)
1-425-747-0444
社會與衛生服務部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Health Services, DSHS)–Eastside CSO 分部
1-877-501-2233
國土安全部 (Homeland Security)、美國公民及
移民服務局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USCIS)（移民事務）1-800-375-5283
國稅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聯邦稅項 1-800-919-9835
寵物許可證 1-206-296-7387
社會安全管理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SA) 1-800-772-1213
美國國務院 (State Department)（護照）
1-877-487-2778



選民登記 1-206-296-0100



華盛頓州駕駛執照或州身份證 1-425-747-0444



華盛頓州機動車牌照 1-425-747-0444

歡迎來
到 Be
llevue
（貝爾
優）
新手指
南

您的新居民指南

“

您的新家
房屋

我們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多元化乃是我們的力量所在。

華盛頓州貝爾優市 (Bellevue) 是東區 (Eastside) 充滿
活力的高科技及零售聚集地，市中心有眾多燈光璀璨
的高樓大廈，多元化人口大約 150,000 人並日益增
長，本市的學校躋身全美國最佳學校之列。 貝爾優擁
有龐大的公園及步道網絡，獲譽為「公園之城」。 我
們的各個街區保留了各自特色、自然風光、安全的環
境、便利設施，並令所有人有機會享受優質生活。
該指南提供關鍵服務的網站連結、資訊及資源，助您
快速在此安頓。 對於搬遷到貝爾優不久的新居民，無
論是來自其他國家、另一個州或鄰近地區，我們均表
示熱烈歡迎。 我們期待您積極投入到我們的友好社
區，並期待您為這座包容多元化的城市貢獻自己的
力量。
進一步瞭解我們的全球化城市，請瀏覽
BellevueWA.gov。

聯邦法律禁止因種族、膚色、宗教、性傾向、性別
認同、家庭狀況、殘疾狀況或祖籍國而歧視尋求房屋
的人。
租住房屋：此處列出的組織將助您找到您有能力承擔
租金的房屋。 可能按每月或按每份租約而簽訂租賃協
議，需以達成的書面協議為準。


區域住房聯盟
(A Regional Coalition for Housing, ARCH)
archhousing.org | 425-861-3676



金縣住房管理局
(King County Housing Authority, KCHA)
kcha.org | 1-206-574-1140，東區辦公室



租戶/房東應承擔的責任：

電話
按您的需求而選擇一家服務供應商。 本地、長途或國
際電話的通話費用有所不同。 其他選項包括公用電話
或預付電話卡。 撥打 411 查詢電話號碼，將收取少量
服務費用。

互聯網、有線網絡

郵寄服務
您在一間公寓或房屋安頓好後，就有資格接收由美國
郵局 (United States Post Office, USPS) 郵寄至該地址
的郵件。 請向 USPS 登記您的姓名及地址。



購房者教育課程
(Homebuyer Education Classes)
wshfc.org | 1-800-767-4663（內線 775）

緊急報警系統登記
在家中及企業安裝的緊急報警系統須透過 Public
Safety Corporation 在本市進行登記。
bellevuewa@publicsafetycorporation.com
1-255-694-8280

幼稚園至高中階段： 確定您的孩子即將就讀的學
區和學校。 請與該學區聯絡，以瞭解學校午餐計
劃、英語學習、免疫接種要求、預期家長在孩子教
育當中的參與情況。
貝爾優學區 (Bellevue School District)
BellevueWA.gov/public-schools 425-456-4000



鄰近學區

華盛頓湖學區 (Lake Washington School
District) lwsd.org



用水、污水及雨水排放
貝爾優公用事業部 (Bellevue Utilities)（市政）
BellevueWA.gov/utilities-service
425-452-6973





垃圾與回收：Republic Services 公司
BellevueWA.gov/utilities-service
425-646-2492

倫頓學區 (Renton School District)
rentonschools.us

電力及天然氣：Puget Sound Energy 公司
BellevueWA.gov/utilities-service
425-455-5120
註：美國所使用的電插頭是 A 型或 B
型、120V、60Hz

archhousing.org | 425-861-3676




公用事業

購置房屋：一些組織及房地產公司會助您找到您有能
力承擔購買價格的房屋。

掃描前往本市網站



usps.com 1-800-275-8777

tenant-resources

區域住房聯盟
(A Regional Coalition for Housing, ARCH)

8-18 歲兒童須在華盛頓州的學校就讀。 向 5 歲至高中
階段的兒童免費提供公立教育。 您也可以選擇自費就
讀私立教育。

確定本地可提供的選項，以及合適的上網速度及交付
方式。 在作出選擇之前，您可能需要在多家供應商、
費用計劃及優惠之間作比較。|

atg.wa.gov/residential-landlord-



您的學校



伊瑟闊學區 (Issaquah School District)
issaquah.wednet.edu



英語學習(ESL)：英語是美國使用的主要語言。
有許多組織為不同英語能力水平的學生提供
免費課程。 社區學院、金縣圖書館系統 (King
County Library System, KCLS)、社會服務組織
（Hopelink、Jewish Family Services 等）均提供
免費課程。 TalkTime 小組亦提供多種情境下的英
語會話機會。

您的財務需求
銀行業務
您的存款受到銀行的保護。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 屬
於聯邦政府機構，為每間銀行的每位存款人提供高達
250,000 美元的保險，若該銀行倒閉則獲得賠付。注
意：有某些項目（如股票、債券及其他投資產品）即
使在銀行購買，也並非在 FDIC 保險範圍內。 您有責
任瞭解特定項目是否在 FDIC 保險範圍內。
本市有許多間銀行可供選擇。 選擇一間能夠進行您所
需交易並擁有您所需產品及服務的銀行。 （即支票、
信用卡及/或借記卡、自動提款機 (ATM)、網上銀行、
電匯等服務）

信用與評級
保持良好的財務記錄十分重要。 請準時支付帳單——
若您拖欠帳單，將向您收取逾期罰款或罰息。 信用評
級決定了您是否可獲得良好的貸款條件，或者銀行是
否會批准您的貸款或信用卡資格。

您的醫療保健
華盛頓州選擇了擴大「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 所
覆蓋的人群。 本州的 Healthplanfinder（搜尋健康計
劃）項目為所有符合條件的人提供《平價醫療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所規定的平價醫療保險。

公共衛生
提供平等的醫療保健機會，不受收入、種族、語言及
移民身份所局限。
kingcounty.gov/CHAP | 1-800-756-5437

國際社區衛生服務：
確定醫療保險的一般資格，包括 Medicaid
ichs.com/ichs-locations/bellevue/
1-206-788-3774

全州健康保險福利顧問 (Statewide
Health Insurance Benefits
Advisors, SHIBA)
提供有關 Medicare （年滿 65 歲人士）的諮詢協助，
並評估醫療保健的保險需求，此服務免費、公正且
保密。
Insurance.wa.gov/about-shiba-services 致電
425-452-2800 進行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