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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业救济： 

常见问题 
 
 

在强制性不带薪休假期间获得失业救济 

我有资格获得失业救济吗？ 

获得失业救济的资格可以在劳动发展部（Department of Workforce Development, DWD）的申请人

指南上找到。请访问 dwd.wisconsin.gov/covid19/public/ui.htm 了解更多有关失业救济和新冠肺炎

COVID-19 的其它信息。 访问 DWD 失业救济方面的资源获取其它有用的信息。 

进行强制性不带薪休假的威大员工可以申请失业救济吗？ 

可以。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失业救济。请访问 dwd.wisconsin.gov/ui/了解更多有关申请失业救济和申

请资格的信息。 访问 DWD 失业救济方面的资源获取其它有用的信息。 

如果我是兼职工作，我可以申请失业救济吗？ 

可以。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失业救济。请访问 dwd.wisconsin.gov/ui/了解更多有关申请失业救济和申

请资格的信息。 访问 DWD 失业救济方面的资源获取其它有用的信息。 

我保有我的职位，只是工作时间减少了，我可以申请失业救济吗？ 

由于工作时间减少而部分失业的人可以申请威斯康星州的失业救济。请访问 dwd.wisconsin.gov/ui/

了解更多有关申请失业救济和申请资格的信息。 访问 DWD 失业救济方面的资源获取其它有用的

信息。 

我参加了全校范围的间歇性强制不带薪休假（Campus-wide, Intermittent Furloughs），我有资格

获得失业救济吗？ 

没有。参加全校范围的间歇性强制不带薪休假的员工很可能没有资格获得失业救济。 

我参加了工作分享（Work-Share）项目或是特定职位的强制不带薪休假（Position-Specific 

Furlough），我可以申请失业救济吗？ 

参加了工作分享项目或是特定职位的强制不带薪休假的员工可以申请失业救济，以弥补损失的工

资。在联邦资金最近有所增加的情况下，收入降低的员工可以在 2020 年 7 月底之前通过获得辅

助性的失业救济金达到目前的工资水平。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威斯康星州失业救济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DWD 的网站 dwd.wisconsin.gov/ui/和申请人指南（dwd.wisconsin.gov/uiben/handbook/）了

解这方面信息。另外，访问 dwd.wisconsin.gov/covid19/public/ui.htm 获取有关失业救济和新冠肺

炎疫情的其它信息。  

 

 

中文 /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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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wd.wisconsin.gov/ui/
https://hr.wisc.edu/docs/covid19/dwd-unemployment-benefits-resources.pdf
https://dwd.wisconsin.gov/ui/
https://hr.wisc.edu/docs/covid19/dwd-unemployment-benefits-resources.pdf
https://dwd.wisconsin.gov/ui/
https://dwd.wisconsin.gov/ui/
https://hr.wisc.edu/docs/covid19/dwd-unemployment-benefits-resources.pdf
https://dwd.wisconsin.gov/ui/
https://dwd.wisconsin.gov/uiben/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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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申请失业救济？ 

请直接到 DWD 的网站 dwd.wisconsin.gov/ui/上申请。请参考如何申请失业救济这份指南。访问

DWD 失业救济方面的资源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并收看如何申请救济的视频.  

我申请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请参考如何申请失业救济这份指南。该指南列出了您申请所需的信息。在这里，您也可以看到如

何回答某些问题。例如，在问到您雇主（也就是威大–麦迪逊分校）的地址时，请填写 21 North 

Park St. #5101 / Madison, WI 53715-1218 ，而不是您工作地点的地址。 

我能得到多少失业救济金？ 

请访问 dwd.wisconsin.gov/uiben/handbook/english/contentspart5.htm 了解您每周可领取的救济金

额如何计算出来的。 

除了所算出的每周救济金额，大多数员工还可以依据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保障法案

（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 CARES Act）每周额外得到$600 的临时紧急补

助。这一额外的紧急补助将在 2020 年 7 月底失效。详情请访问 dwd.wisconsin.gov/uiben/fpuc/。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失业救济的金额是否增加了？ 

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是的。 由于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保障法案（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 CARES Act），大多数员工可能会得到额外的失业救济金。这一额外的补

助将在 2020 年 7 月底失效。请访问 dwd.wisconsin.gov/uiben/caresact/获取更多有关 CARES Act 对

失业救济的影响的信息。 

什么是联邦针对疫情的失业救济（Federal Pandemic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FPUC）？ 

FPUC 是临时性的每周额外$600 的紧急失业救济金。这一额外的补助将在 2020 年 7 月底失效。

FPUC 向大多数正在获得失业救济的人发放额外的补助。您无需另外申请就能得到这笔额外的补

助；它会自动发给有资格的人。详情请访问 dwd.wisconsin.gov/uiben/fpuc/。 

我获得的失业救济金和依据联邦 CARES Act 获得的补助需要付收入税吗？ 

是的。您获得的所有失业救济金都被视为是需要付联邦税和州税的收入。您可以申请从您的失业

救济中预扣州税和联邦税。详情请访问 dwd.wisconsin.gov/uiben/withholding.htm，并请联系您的

税务顾问。 

威大-麦迪逊分校在员工申请失业救济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失业保险/补助的申请由威斯康星的 DWD 审批的。威大-麦迪逊分校的任务是遵照 DWD 的要求及

时提供真实的信息。 

如果我有失业救济方面的问题，我应该问谁？ 

失业救济是由威斯康星的 DWD 负责的，官网是 dwd.wisconsin.gov/ui。您可以访问 DWD 失业救济

方面的资源 找到很多问题的答案。  

https://dwd.wisconsin.gov/ui/
https://hr.wisc.edu/docs/covid19/how-to-apply-for-unemployment-benefits-chinese.pdf
https://hr.wisc.edu/docs/covid19/dwd-unemployment-benefits-resources.pdf
https://hr.wisc.edu/docs/covid19/how-to-apply-for-unemployment-benefits-chinese.pdf
https://dwd.wisconsin.gov/uiben/handbook/english/contentspart5.htm
https://dwd.wisconsin.gov/uiben/fpuc/
https://dwd.wisconsin.gov/uiben/caresact/
https://dwd.wisconsin.gov/uiben/fpuc/
https://dwd.wisconsin.gov/uiben/withholding.htm
https://dwd.wisconsin.gov/ui/
https://hr.wisc.edu/docs/covid19/dwd-unemployment-benefits-resources.pdf
https://hr.wisc.edu/docs/covid19/dwd-unemployment-benefits-resourc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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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无法上网，您可以在工作时间（即周一至周五上午 7:35–下午 3:30）拨打 (414) 435-7069 或

免费电话 (844) 910-3661 联系 DWD。DWD 称他们的失业救济专线目前接到前所未有的大量电话咨

询，所以您可能要等较长时间才能接通电话。 

联系 DWD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网上填表 dwd.wisconsin.gov/dwdsendmail/mailtodwd.aspx。您可以在

这个 DWD 的表上填您的 wisc.edu 电子邮件地址 。 

威大–麦迪逊分校可以提供有关申请失业救济过程的指导。请拨打电话(608) 265-2257 或发邮件给

furlough@ohr.wisc.edu 联系人力资源办公室（Office of Human Resources）。  

如果您需要威大–麦迪逊分校提供笔译及口译服务，请联系文化语言服务中心（Cultural Linguistic 

Services）： 

ESPAÑOL / SPANISH: (608) 265-0838; HMOOB / HMONG: (608) 263-2217 

བོད་ཡིག / TIBETAN: (608) 890-2545; 中文 / CHINESE: (608) 890-2628; नेपाली / NEPALI: (608) 262-7521 

 

劳动发展部（DWD）提供手语翻译服务吗？ 

是的。如果您需要特殊的便利服务，请在申请失业救济时说明。手语翻译人员将免费使用您的母

语为您服务。 

我可以获得语言服务吗？ 

可以。劳动发展部（DWD）为英语不是母语的人免费提供口译服务。请访问

dwd.wisconsin.gov/covid19/public/ui-s.htm 查看西班牙语版本的有关失业救济和新冠肺炎的信息。

另外访问 dwd.wisconsin.gov/covid19/public/ui-h.htm 查看苗语版本的有关失业救济和新冠肺炎的信

息。访问 dwd.wisconsin.gov/uiben/applylb.htm 查看多个语种的提示信息。 

 

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更新 

https://dwd.wisconsin.gov/dwdsendmail/mailtodwd.aspx
mailto:furlough@ohr.wisc.edu
https://dwd.wisconsin.gov/covid19/public/ui-s.htm
https://dwd.wisconsin.gov/covid19/public/ui-h.htm
https://dwd.wisconsin.gov/uiben/applylb.htm


失业救济（Unemployment Benefits）： 

劳动发展部（Department of Workforce Development，DWD）提供的资源 

劳动发展部失业救济网站： dwd.wisconsin.gov/ui/ 

申请人指南： dwd.wisconsin.gov/uiben/handbook/ 

如何申请失业救济 

在线申请救济（如何申请） 
dwd.wisconsin.gov/uiben/apply/ 

如何申请救济（6 分钟的视频） 
media.wisconsin.gov/ui/ext/benefits/how_to_apply.htm 

在线申请登录账户方面的常见问题 
dwd.wisconsin.gov/uiben/faqs/logon.htm 

如何设置用户名和密码（2½分钟的视频） 
media.wisconsin.gov/ui/ext/benefits/username_creation.htm 

申请时需要的信息和材料 

dwd.wisconsin.gov/uiben/information-needed.htm 

新冠肺炎疫情与失业救济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失业救济 
dwd.wisconsin.gov/covid19/public/ui.htm 

威斯康星州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失业救济，哪种救济项目适合您？
dwd.wisconsin.gov/dwd/publications/ui/pua-18786-p.pdf 

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保障法案（CARES Act）与失业救济 
dwd.wisconsin.gov/uiben/caresact/ 

联邦针对疫情的失业救济（Federal Pandemic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FPUC） 

dwd.wisconsin.gov/uiben/fpuc/ 

每周可领取的救济金额是如何计算的 
dwd.wisconsin.gov/uiben/handbook/english/contentspart5.htm 

其它有用的建议和信息 

申请的 10 项须知 
dwd.wisconsin.gov/dwd/publications/ui/ucb-17144-p.pdf 

失业救济：如何申请及有关申请条件的常见问题 
dwd.wisconsin.gov/dwd/publications/ui/ucb_15533_p.pdf 

西班牙语版本 

失业救济：如何申请及有关申请条件的常见问题 
dwd.wisconsin.gov/dwd/publications/ui/ucb_15533_s_p.pdf 

苗语版本 

失业救济：如何申请及有关申请条件的常见问题 
dwd.wisconsin.gov/dwd/publications/ui/ucb_15533_h_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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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wd.wisconsin.gov/dwd/publications/ui/ucb_15533_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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