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況快報#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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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薩裡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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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媒體：EOC_PIO@sanjoseca.gov
居民：311@sanjoseca.gov
公司：covid19sjbusiness@sanjoseca.gov
非營利組織：covid19sjcbo@sanjoseca.gov

報告日期/日期: 2020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0:00

市政府經理向議會提交更新：市政府經理 Dave Sykes 週二向市議會提供了有關市政府對
COVID-19 的響應措施及其運營計劃的連續性的全面更新。 市政府經理和市緊急行動中心的官員

為居民、企業和非營利組織機構提供了有關食品分發、緊急住房和市虛擬本地援助中心的最新信
息。 在市政府的 YouTube 頻道上觀看完整演示文稿。

有關聖荷西市城市服務和/或營運的更新
•

虛擬娛樂中心：隨著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化，請花時間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世界。 公
園娛樂和鄰里服務部 (PRNS) 的新虛擬娛樂中心 bit.ly/sjvirtualrec 有推薦活動可供參考，
這些活動可能會灌輸並激發一種驚奇感，諸如 PRNS 的每週 360 度視頻、地球日活動、
學習新語言的資源以及更多的活動。請使用#StayHomeSV 標籤分享您在家學習的內容。

•

矽谷自強基金會（Silicon Valley Strong）志願者：在這段前所未有的的時間，矽谷自強
基金（Silicon Valley Strong）網站一直活躍於幫助那些想參加志願服務的人和扶助地區
弱勢人群。 在“全國志願者周”期間，我們感謝那些在許多當地非營利組織機構和社區組織
中註冊並自願參加自願者工作的人。 市政府與矽谷非營利組織理事會（Silicon Valley
Council of Nonprofits）以及矽谷人才合作夥伴組織（Silicon Valley Talent
Partnership）合作，將志願者安置在最需要的地方。 通過合作，志願者可以提供額外的
支持以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擴大支持的規模。 要捐贈或參加志願者，請訪問
www.siliconvalleystrong.org。

•

在線觀看本地藝術表演：多家常駐聖克拉拉縣的藝術組織機構正在向當地居民提供免費和
低費用的音樂會和表演。在這個困難時期，所有參演者都接受捐款。
o

城市之光劇院公司（City Lights Theatre Company）展示了由 Kirsten Brandt 編
劇並執導的有關女性遊戲設計師的“ Coded”全球首映預告片。觀看是免費的，但
該公司希望公眾贈與可負擔金額的捐款。

o

漢默劇院（Hammer Theatre）與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re At Home）合
作，免費提供特別挑選和適合家庭觀看的電影。當期劇目僅提供一個星期的時間。
精選放映片還會有映後網絡研討會 由聖荷西州立大學教員將在周日下午 4:00 主
持。

o

魔法橋基金（Magical Bridge Foundation）會每天中午在其 Facebook 頁面上舉
辦一系列直播的適合家庭型的音樂和娛樂表演。表演將被存檔，供所有人稍後在頁
面上訪問。

o

歌劇聖荷西（Opera San Jose）正在播放莫扎特（Mozart）的《伊多梅尼歐
（Idomeneo）》的表演，這是一個特洛伊公主愛上希臘王子的故事。線上觀看在
5 月 18 日之前免費。

o

聖荷西爵士樂（San Jose Jazz）主辦 “居家現場演出（Live From Home）” 在線
系列演出，藝術家於週一和週四晚上 7 點通過聖荷西爵士樂（Jose Jazz）的
Facebook 頁面現場直播 30 分鐘的音樂會。每個直播都會建立一個捐贈鏈接，所
有收益都將歸於藝術家。

o

Teatro Visión 將播放 Cristal González Avila 在一月份表演的的“Luz: A Shadow
Play Inspired by Senior Stories ”中的一系列視頻。在 YouTube 頁面上可免費觀
看。

o

TheatreWorks Silicon Valley 正在播放熱門音樂劇《傲慢與偏見》。該節目可在
www.streamingmusicals.com 上以$ 4.99 的價格租看或以$ 19.99 的價格購買。

o

《舊金山紀事報》（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在其 Datebook 中記錄了灣
區藝術團體的演出清單以及在線活動。

聖克拉拉縣情況更新：

•

聖克拉拉縣的家庭法訊息：為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向律師、司法合夥人、訴訟人和
公眾介紹家庭法的運作，聖克拉拉縣高等法院在其網站上創建了一個常見問題解答頁面。
該網站包含指向法院命令，部門公告，新聞稿的鏈接，以及在線法院服務的鏈接。 鼓勵公
眾訪問該網站以獲取法院的最新信息。 在此處查看家庭法部門特定的操作更改。 司法委
員會已於 4 月為先前發布的臨時命令提供了更新和補充指導。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
間，首席大法官和理事會批准了數項臨時緊急行動，包括通過了 13 條臨時法院規則。 請
點擊此處閱讀法院的完整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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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anjoseca.gov.

Thông tin này có sẵn bằng Tiế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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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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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媒体:

EOC_PIO@sanjoseca.gov

居民:

311@sanjoseca.gov

商业:

covid19sjbusiness@sanjoseca.gov

非盈利组织:

covid19sjcbo@sanjoseca.gov

报告日期/时间:

2020 年 4 月 22 日 上午 10:00

市经理向市议会提供最新动态：市经理 Dave Sykes 周二向市议会提供了有关市政府对
COVID-19 的响应措施及其运营计划的连续性的全面更新。 市政府经理和市紧急行动中心的
官员向居民、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提供了有关食品分发、紧急住房和市虚拟援助中心的最新信
息。 在我市的 YouTube 频道上查看完整汇报演示。

有关圣何塞城市服务和/或运营的最新信息

•

虚拟娱乐中心：随着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请花一些时间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
界。 请访问公园康乐和邻里服务署(PRNS)新建的虚拟娱乐中心
bit.ly/sjvirtualrec，其推荐的活动可灌输和激发好奇心，例如 PRNS 的每周 360 度
视频、地球日活动、学习新语言的资源以及 更多。 使用 #StayHomeSV 标签分享您的
家中所学。

•

硅谷自强基金会（Silicon Valley Strong）的志愿者：在这一历史时刻，硅谷自强
基金（Silicon Valley Strong）网站一直保持活跃以帮助想要提供志愿服务的志愿者
并扶助地区弱势群体。 在全国志愿者活动周期间，我们感谢那些在我们许多当地非营
利组织和社区组织中注册并自愿参加的人员。 我市与硅谷非营利组织理事会以及硅谷
人才合作伙伴组织合作，将志愿者安置在最需要的地方。 通过合作，志愿者可以提供
额外的支持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扩大支持的规模 。 要给予捐赠或加入志愿者，请访
问 www.siliconvalleystrong.org。

•

在线观看本地艺术表演：多个常驻圣塔克拉拉县的艺术组织向当地居民提供免费和低
收费的音乐会和表演。在这困难时期他们全都接受捐款。
o 城市之光剧院公司（City Lights Theatre Company）展示了由 Kirsten
Brandt 编写并执导的有关女性游戏设计师的“ Coded”全球首映预告片。观看
是免费的，但该公司希望公众赠与任意数额的捐款。
o 汉默剧院（Hammer Theatre）与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 At Home）合作
，免费提供特别挑选且适合家庭观看的电影。当期剧目仅提供一个星期的播放
时间。精选放映还将组织放映后讨论网络研讨会，于周日下午 4 点由圣何塞州
立大学教员主持的。
o 魔法桥基金会（Magical Bridge Foundation）每天中午在其 Facebook 页面举
办一系列直播的家庭友好型音乐和娱乐表演。表演将被存档供后期浏览访问。
o 歌剧圣何塞（Opera San Jose）正在播放莫扎特 Idomeneo，这是一个特洛伊公
主爱上希腊王子的故事。线上观看在 5 月 18 日之前免费。
o 圣何塞爵士乐（Jose Jazz）将举办系列“居家现场演出（Live From Home）
”的在线表演，于在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 7 点通过圣何塞爵士乐的 Facebook
页面，艺术家进行在线实时 30 分钟的音乐会。每次直播都会建立一个捐赠链
接，所有收益都将直接捐赠给艺术家。
o Teatro Visión 将播放 Cristal González Avila 在一月份演出的”“Luz: A
Shadow Play Inspired by Senior Stories“中的一系列视频。请在其
YouTube 页面免费观看

o TheatreWorks Silicon Valley 正在播放热门其音乐剧《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该节目可在 www.streamingmusicals.com 以$ 4.99 租赁
或以$ 19.99 购买。
o 《旧金山纪事报》（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在其 Datebook 网站中记
录了湾区艺术团体的演出清单以及在线活动。

圣克拉拉县情况更新：
•

圣克拉拉县的家庭法信息：为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向律师、司法合伙人、诉讼人和
公众告知家庭法的运作，圣克拉拉县高等法院在网站提供了常见问题解答。 该网站包
含指向法院命令、部门公告和新闻稿和在线法院服务的链接。 鼓励公众访问该站点以
访问法院的最新信息。在此处查看家庭法部门特定的操作更改。 司法委员会已于 4 月
为先前发布的临时命令提供了更新和补充指导。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首席大法
官和议会批准了数项临时紧急行动，包括通过了 13 条临时法规。请点击此处阅读法院
的完整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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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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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ông tin này có sẵn bằng Tiếng Việt trên trang: www.sanjose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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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