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況快報#32 – COVID-19 應急響應措施

以下是關於聖荷西市如何減緩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傳播並減少感染人群數量的資
訊

資料來源:
聖荷西市
緊急運作中心

聯絡信息:
羅薩里奧·尼維斯(Rosario Neaves), 通訊部主任 / EPIO; 210-823-3908
聖荷西市媒體熱線：408-535-7777
聖荷西市客戶聯絡中心：3-1-1（408-535-3500）

電子郵件:
rosario.neaves@sanjoseca.gov

報告日期/時間: 2020 年 3 月 26 日, 上午 10:00

VTA 輕軌服務：聖塔克拉拉運輸管理局（Santa Clara Valley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將暫停
輕軌服務，直至另行通知。昨日 3 月 25 日晚 11:30 開始暫停服務，在得知一名輕軌操作員對
COVID-19 測試呈陽性後做出的決定。更多詳細信息請查看 VTA Headways 博客 。

有關聖荷西市城市服務和/或營運的更新

•

今天的 Webinar 網絡研討會——了解有關暫停住宅驅逐的詳情：聖荷西市住房部門將在今天
下午 2:00 舉行 Webinar 網絡研討會解釋暫停驅逐。租戶和房東可以通過 Zoom 會議或電話參
加網絡研討會。鏈接為 https://zoom.us/j/172584067。電話號碼是 669-900-9128（會議 ID
17258484067）。

•

COVID-19 回應——保護無家可歸的居民：聖何西市住房署正與多方合作支持本地的緊急行
動，以保護無家可歸的人免受 COVID-19 的侵害並減少病毒的傳播，合作機構包括聖塔克拉拉
縣支持住房辦公室（County of Santa Clara Office of Supportive Housing），目的地：家庭
(Destination: Home)，山谷無家可歸者醫療保健計劃（Valley Homeless Healthcare Program），
聖塔克拉拉縣公共衛生局（County of Santa Clara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和疾病控制與預防
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該團隊制定了一項優先工作計劃，以
擴大庇護能力幫助更多的人，保持社交距離並保護最弱勢群體；為受感染者建立隔斷區（針
對感染者）和隔離區（針對可能接觸者）；並且為營地中的無家可歸者制定轉介程序。
通過這一緊急行動，迄今為止，已經確定了近 800 個新的床位，庇護計劃有不同地點，包括
汽車旅館，bridge housing（即微型房屋），Parkside Hall 和 South Hall 的臨時床位等。加
州提供了 104 部拖車（位於 Story 和 Remillard 的 Kelley Park 建築群的東邊停車場）。本週
我們將評估數百個額外床位的地點。目標是盡快建立起數千個臨時庇護所，因為許多公共衛
生專家認為，此數目是遏制無家可歸社區中 COVID-19 快度傳播的必要條件。
移動廁所和洗手站已被安置在大型無家可歸者營地，以改善衛生條件，增加可利用這些衛生
設備的人數。沒有住房的人可以撥打 HomeFirst 的無家可歸幫助熱線（408-510-7600）尋求
幫助。安全停車場地將全天候運行。

請訂閱聖荷西市 新聞發布電子通知清單來接收要況快報，並且在 sanjoseca.gov 和 Facebook、
Twitter、Instagram 與 Nextdoor 上關注我們 @CityofSanJose

Esta información está disponible en español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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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anjoseca.gov.

Việt trên trang:

www.sanjoseca.gov.

這信息將以中文提供在

www.sanjoseca.gov.

個人罹患 COVID-19 的風險與人種,族群或文化無關。 市政僱員們必須遵守歧視與騷擾的相關政
策,禮貌並尊敬地對待同事和民衆。 任何形式的歧視和/或騷擾均視爲違反政策,絕不寬容此等行
爲

###

要况快报#32– COVID-19 应急响应措施

以下是有关圣何塞市为减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传播并减少感染人数的应对措施的
信息。

资料来源:
圣何塞市
紧急行动中心

联系人:
罗萨里奥·内夫斯 (Rosario Neaves), 通讯部主任/ EPIO;210-823-3908
圣何塞市媒体热线: 408-535-7777

圣何塞市客户联络中心：3-1-1（408-535-3500）

电子邮件:
rosario.neaves@sanjoseca.gov

报告日期/时间:

2020 年 3 月 26 日, 上午 10:00

VTA 轻轨服务：圣克拉拉山谷运输管理局（Santa Clara Valley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将
暂停轻轨服务，直至另行通知。 在确认一名轻轨操实习作员对 COVID-19 呈阳性测试后，昨天（3
月 25 日）晚 11:30 开始暂停。更多详细信息请查看 the VTA Headways blog。

有关圣何塞城市服务和/或运营的最新信息
•

今日 webinar 网络研讨会——了解更多有关临时暂停住宅驱逐的信息：圣何塞市住房署将
在下午 2:00 主办一个 webinar 网络研讨会以解释临时暂停住宅驱逐的规定。租户和房东
可以通过 Zoom 会议或电话参会。Zoom 会议链接为 https://zoom.us/j/172584067。电话
号码是 669-900-9128（会议 ID 17258484067）

•

COVID-19 回应–保护无家可归的居民：圣何塞市住房署正与多方合作支持本地的紧急行
动，以保护无家可归的人免受 COVID-19 的侵害并减少病毒的传播， 合作机构包括和圣克
拉拉县房屋支持办公室（County of Santa Clara Office of Supportive Housing）的合
作，目的地：家庭（Destination: Home），山谷无家可归者医疗保健计划（Valley
Homeless Healthcare Program），圣克拉拉县公共卫生局（County of Santa Clara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等。该团队制定了优先级别的工作计划：扩大住房容纳量以帮助更多的
人，帮助他们保持社交距离并保护最弱势群体；为受感染者建立隔断区（针对感染者）和
隔离区（针对可能接触者）；并且为营地中的无家可归者制定推荐诊疗程序。
通过这一紧急行动，迄今为止，已经确定了新设了近 800 个床位，居住计划包含各种不同
的场所，包括汽车旅馆，bridge housing（如微型房屋），Parkside Hall 和 South Hall
的临时床位，由加利福尼亚州提供的 104 个拖车（位于 Story 和 Remillard 的 Kelley
Park 建筑群的东停车场）。本周将评估数百个额外床位的位置。我们的目标是尽快建立数
千个临时床位，因为许多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是遏制无家可归社区中 COVID-19 传播速
度的必要条件。
临时厕所和洗手站已被安置在大型无家可归者营地，以改善和提高卫生条件。没有住房的
人可以拨打无家可归帮助热线（HomeFirst's Homeless Helpline）（408-510-7600）寻
求帮助。安全停车场全天候运行。

请订阅圣何塞市新闻发布电子通知列表要况快报，并在 sanjoseca.gov 和在 Facebook，
Twitter，Instagram 和 Nextdoor 等媒体上关注 @CityofSanJ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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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信息將以中文提供在 www.sanjoseca.gov.

个人罹患 COVID-19 的风险与其人种、民族或文化无关。市政府员工必须遵守《歧视和骚扰政

策》,礼待尊重同事和公众。 任何形式的歧视和/或骚扰都将被视为违反政策, 绝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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