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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抚养费，监护权，探视权以
及亲子关系鉴定相关的法律服务
当今家庭法律咨询:

并且注明儿童抚养账号号码。
更多相关资料请查看:
www1.nyc.gov/site/hra/help/childsupport-services.page

212-343-1122

市政律师司法中心:

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下午
一点，下午两点到五点

212-626-7383
www.citybarjusticecenter.org

www.LIFTonline.org

833-503-0447
www.NYCourts.gov

女性权益中心:
移民，家庭及婚姻法。每周四
受理家庭和婚姻相关案件，早
上十点至下午一点。

纽约州儿童抚养保障咨询电话:

718-562-8181
www.herjustice.org

纽约市家事法院咨询电话:

888-208-4485

或直接电子邮件至
dcse.cseweb@dfa.state.ny.us
www.liftonline.org Legal Information for Familie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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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法律援助中心:
888-663-688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十点至下
午三点
www.legalaidnyc.org

儿童孽待或忽视的法律协
助:
布朗克斯法律辩护热线:

纽约法律服务中心:

347-778-1266
www.bronxdefenders.org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十点至下
午四点

布鲁克林法律辩护热线：
ACS相关案件请拨打:

917-661-4500

www.legalservicesnyc.org

纽约法律协助

346-592-2500
www.bds.org

犹太协会为老年人服务 （布鲁
克林和皇后区）:
212-273-5272
www.jasa.org

街坊老年人自助计划（布朗克
斯）:
(718) 542-0006
email info@nshopp.org
www.nshopp.org

(文字电话 866-604-5350)
www.nyc.gov/nychope

冲突调解：

929-356-9582
www.nylag.org/gethelp

212-691-0950
www.cfrny.org

儿童教育资源:

哈林街坊辩护中心（曼哈顿）:

718-523-6868
website www.mediatenyc.org

纽约市新冠病毒法律资源热线:

516-874-480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至五
点

212-876-5500
www.neighborhooddefender.org

www.door.org

举报老人孽待:
举报儿童孽待或忽视:
纽约州儿童保护中央登记册:
1-800-342-3720

如果任何儿童有紧急危险，请
直接拨打 911
儿童服务管理局:

212-341-0900
www1.nyc.gov/site/acs/about/contactac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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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保护服务:

212-630-1853
www.ocfs.ny.gov/main/psa/

卡特伯登老人服务网 （曼哈
顿）:

社区调解服务中心（皇后区）:
冲突调解协会（布朗克斯）:

718-585-1190
www.imcr.org

纽约人际发展中心 （史坦頓
島）:

(718) 815-4557
www.nycid.org

纽约和平协会:
曼哈顿中心: 212-577-1740,
布鲁克林中心: 718-834-6671
www.nypeace.org

www.nyc.gov/nychope.



布朗克斯家事司法中心

老年人社区办事处（史坦頓
島）:

纽约市健康

布鲁克林家事司法中心
718-250-5111



曼哈顿家事司法中心
212-602-2800



心理健康支援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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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家事司法中心 现将通过
电话提供一切相关服务，包括
案例管理，咨询，和各种语言
的司法筛选。服务时间是周一到
周五，早上九点至下午五点。
以下是各个中心的电话号码，
任何日常业务信息更新请查看
纽约市希望(NYC HOPE)网站：

718-508-1220

917-409-1261
www.carterburdennetwork.org

718-981-6226
www.cascsiny.org

如果你有任何紧急危险，请随
时拨打911 二十四小时帮助。其
他帮助请拨打311或纽约市二十
四小时家庭暴力热线: 800-6214673

曼哈顿和皇后区家事法律代表
中心:

212-613-5000 or

家庭暴力，性暴力，性别
暴力相关服务

皇后区家事司法中心
718-575-4545



史坦頓島家事司法中心
718-697-4300

1-888-NYC-WELL (1-888-692-9355)
or text “WELL” to 65173
https://nycwell.cityofnewyork.us
www.liftonline.org Legal Information for Familie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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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帮助申请家事法院 性别暴力幸存者法律服务 (
家庭法, 婚姻法,移民法, 以
保护令，请联系以下机构:
安全地平线家事法院项目
及其他相关法律)
www.safehorizon.org






布鲁克林 718-834-7440
布朗克斯 718-590-2371
曼哈顿 212-577-1270
皇后区 718-262-0202
史坦頓島 718-447-3820

女性权益中心:
移民，家庭及婚姻法。每周四
受理家庭和婚姻相关案件，早
上十点至下午一点。

第一天 （服务限制于24岁及以
下人士）:
800-214-4150 (热线);
646-535-3291 (短信);
电子邮箱 info@dayoneny.org
或访问
www.dayoneny.org 更多信息
女性权益中心:
移民，家庭及婚姻法。每周四
受理家庭和婚姻相关案件，早
上十点至下午一点。

纽约市的家庭帮助:

纽约法律协助:
212-613-5000

每周二，早上九点至下午三点
www.nylag.org/gethelp

安全地平线法律计划:
718-834-7430 ext. 110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半至下
午五点半，或直接发
christine.perumal@safehorizon.org
www.safehorizon.org

家庭避难所:
法律热线 212-349-6009 x246,
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至下午
五点，或发短信于

646-692-0300
www.sanctuaryforfamilies.org

718-562-8181
www.herjustice.org

718-562-8181
www.herjustice.org

纽约法律服务中心:

纽约法律服务中心:

城市权益促进中心，家庭暴力
计划 :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十点至下
午四点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至下
午六点，或直接发

917-661-450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十点至下
午四点
www.legalservicesnyc.org

纽约市家事法院热线:
833-503-0447
www.NYCourts.gov

家庭避难所:
法律热线 212-349-6009 x246 周
一到周五，早上九点至下午五
点，或发短信于 646-692-0300
www.sanctuaryforfamilies.org

917-661-4500

www.legalservicesnyc.org

dvp@urbanjustice.org

或请前往

北曼哈顿改善公司:

www.urbanjustice.org/get-help/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至下
午五点

紧急避难所

212-822-8300

www.nmic.org

纽约市反性侵犯联盟:
212-514-7233 电子邮箱

survivorsupport@svfreenyc.org

如需在线沟通请前往

www.svfreenyc.org/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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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家庭收容所
曼哈顿: 29th St. and 1st Ave（二十
九街和一大道）. 二十四小时七
天营业。只收容成人家庭，无
21岁以下孩子。
预防协助和临时住房中心:
151 East 151st St. (151号东151街布朗克斯). 二十四小时七天营
业。只收容带有21岁以下孩子
的无家可归家庭或单身女性及
孕妇。

纽约市的单身女性:
弗朗克林收容所:

1122 Franklin Ave (Bronx). (1122佛
朗克林大道-布朗克斯). 乘二号
地铁到149街，然后做55路公交
车到166街和3大道交界口。
HELP女性收容所:
116 Williams Ave. (116威廉姆大道布鲁克林). 地铁：坐C车到Liberty

大道。

纽约市的单身男性:
第三十街男性收容所:

家庭暴力避难所:
纽约市二十四小时家庭暴力热
线:
800-621-4673 (TDD 866-604-5350)
www.safehorizon.org

400-430 East 30th Street (400-430号
东30街和第一大道，曼哈顿). 坐
地铁六号车到28街站，步行到30

街和第一大道。

www.liftonline.org Legal Information for Familie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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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收容所:
盟约中心:
1-800-388-3888
info@covenanthouse.org

收容所地址，时间和联系方式
请访问:
www.covenanthouse.org/homelessshelters

离家出走和无家可归青少年
服务：

第一天 （服务限制于24岁及以
下人士）: 800-214-4150 (热线);
646-535-3291 (短信);
电子邮箱 info@dayoneny.org
或访问 www.dayoneny.org 更多信息
包含纽约市:
英文 212-677-4660,
西班牙文 212-677-4668,
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至下午
三点

儿童教育资源:
212-941-9090 转. 3377

www.includenyc.org

www.door.org

888-663-6880,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收容所和其
相关服务的问题，包括被拒绝
收容，请致电紧急危机介入热
线：212-776-2177
www.coalitionforthehomeless.org

儿童资源 / 教育保障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十点至下
午三点
www.legalaidnyc.org

儿童教育资源: 212-941-9090,
www.door.org/contact/

青少年代表 （25岁以下带有刑
事司法问题的青少年）:
646-756-8080,
www.youthrepresent.org

1-866-427-6033

www.advocatesforchidlren.org

儿童援助:
212-949-4800,
www.childrensaidny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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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克斯: 718-664-1800
布鲁克林: 646-584-5178
或 347-907-0464
或 646-276-4170
曼哈顿: 212-341-0012
皇后区: 646-599-3308
或 718-725-3244
史坦頓島: 718-720-0418
或 646-276-4170

www1.nyc.gov/site/acs/justice/familyassessment-program.page

预防性服务 (儿童服务管理
局-- ACS)
家庭评估计划:
如果家里有危机情况的年轻
人，请发email到：FAPinquiry@
acs.nyc.gov, 或致电:

Legal Information for Families Today. www.liftonline.org

纽约法律服务中心:

917-661-450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十点至下
午四点
www.legalservicesnyc.org

纽约公共利益律师协会:
212-244-4664
212-244-3692

(文字电话）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十点至下
午三点 www.nylpi.org

住房共给
房客权益热线:

纽约法律援助中心:

儿童辩护:
周一到周四，早上十点至下午
四点



其他相关资源及服务，包括
残疾人
士权利保障
无障碍生活（带有残疾的家庭
暴力受害者） (212) 400-6470
or email info@bflnyc.org
www.bflnyc.org

212-979-0611
周一 下午1:30点 – 下午8点,
周二 下午5:30点 – 下午8点,
周三 下午1:30点 – 8点,
周五 下午1:30点 – 5点
www.metcouncilonhousing.org

布朗克斯工作 （服务限于布朗
克斯居民）
718-731-3114
www.bronxworks.org

纽约残疾权益保障:
(518) 432-7861
(518) 512-3448 (TTY)
or (800) 993-8982 (toll free)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至下
午五点： mail@DRNY.org 或访问
www.drny.org 提交电子受理申请表
纽约法律援助中心:
888-663-688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十点至下
午三点 www.legalaidnyc.org

教堂大道商业银行协会:
718-287-2600
www.camba.org

帮助美国:

212-400-7000
115 E. 13th St, NY 10003
www.helpusa.org

新命运住房:

646-472-0262
www.newdestinyhousing.org

www.liftonline.org Legal Information for Familie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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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贫困人士服务:

212-633-6900
电子邮箱 services@sus.org, 或访

问

www.sus.org

移民
天主教慈善移民服务机构:
212-419-3707
www.catholiccharitiesny.org

移民辩护计划:

212-725-6422
www.immigrantdefenseproject.org

纽约法律援助中心:

888-663-688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十点至下
午三点

www.legalaidnyc.org

安全通道计划:

212-324-6558
email help@safepassageproject.org,
www.safepassageproject.org

儿童教育资源:

212-941-9090
www.door.org/contact

纽约市人权法严厉禁止任何
对被保护阶层的歧视。如需
投诉，请联系：
纽约市人权委员会:

311 或 212-416-0197,

或访问

www1.nyc.gov/site/cchr/index.page

纽约州人权委员会:
访问 www.dhr.ny.gov/complaint 或
拨打1-888-392-3644

路德教社区移民服务热线
212-870-1179
www.lssny.org

新美国人热线:

800-566-7636
Monday to Friday 9 AM – 8 PM,
www.newamericans.ny.gov

以上机构不保证任何法律辩护或代表，租房供应将是根据现有资源来决定。
我们希望本资源指南能给您提供帮助。
请注意：通过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将会不断地更新本指南的资源及信息。若果您
有更准确的资源，请直接发email到 outreach@liftonline.org，我们会迅速的在LIFT
网站 (www.liftonline.org) 上更新资料及打印新的书面指南。 LIFT 鼓励所有跟司法
和家事法庭有相关事务的人士寻求律师的专业建议。以上机构不保证任何法律辩
护或代表，租房供应将是根据现有资源来决定。谢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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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提供COVID-19期间关于不同方案，资源和服务的
信息。如果您已有律师代表，请联系您的律师寻求其专
业法律建议。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事法或家事法庭的问
题，请联系LIFT热线：212-343-1122。根据您的情况，我们
会帮您确认您最需要的资源。
本指南理所提供的服务皆是免费，而且除了中文外还有
其他语言版本。
Estos recursos son gratuitos y muchos tienen servicios disponibles
en idiomas distintos del inglés.
With thanks to Sullivan & Cromwell for their translation services of this
guide into French, Spanish, Mandarin and Russian.

www.liftonline.org
212-343-1122
© Legal Information for Families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