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8 月 5 日 州長安德魯．M．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推出「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 (EXCELSIOR PASS PLUS)，促進旅遊

和商務差旅實現安全、可靠的復甦 

  
紐約州這一成功的全國首創平臺現將提供一個新的通行證選擇，已獲得其他州、國家和

世界各地企業的認可 

  
建立在「精益求精」通行證的成功基礎上——迄今已取得超過 300 萬張通行證 

  
透過史無前例的合作，VeriFLY 將接受上傳「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以乘坐美國航空 

(American Airlines) 的航班 

  
百老匯劇院 (Broadway Theater)、公共劇院 (Public Theater) 的莎士比亞免費戶外戲
劇節 (Free Shakespeare in the Park) 和位於林肯中心 (Lincoln Center) 的大都會歌劇
院 (Metropolitan Opera) 均可利用「精益求精」通行證進行活動入場；萬豪酒店集團 

(Marriott) 將向在其位於紐約州的 200 多家酒店舉辦活動的會議策劃者提供「精益求
精」通行證解決方案 

  
安德魯．M．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推出「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透過實現紐約州「精

益求精」通行證平臺與 SMART 健康卡框架 (SMART Health Cards Framework) 之間的

相容，擴大紐約民眾的旅行和商業機會。「精益求精」通行證平臺已經產生了 300 萬張

通行證，並提供疫苗接種或陰性檢測結果的數位證明；SMART 健康卡框架具有較高的

安全度和國際認可度，其是由一個名為 VCI 的國際聯盟所開發的。這包括全國首次與 

Daon 公司的 VeriFLY 進行合作，透過這項合作，「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用戶可以

安全地將他們經過驗證的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書上傳到 VeriFLY，

並可乘坐美國航空的航班前往希臘、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和巴哈馬，以及乘坐間接航

班前往薩爾瓦多、德國、瓜地馬拉、洪都拉斯和波多黎各。隨著繼續建立更多夥伴關係

以促進入境更多國家，這一名單還將會繼續增加。 

  
紐約民眾將能夠在數百個要求提供疫苗接種證明的企業和地點，以及在前往接受 

SMART 健康卡的實體時，展示他們的「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精益求精」通行

證升級版是紐約州與 VCI 之間進行戰略合作的成果，它將為紐約民眾提供一個安全的途

徑來利用 SMART 健康卡框架檢索其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紀錄的安全數位副本，

從而使民眾的州際和國際旅行和商業體驗更加安全、無接觸、無縫銜接。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85630b5a-daf83241-8561f26f-0cc47a6d17e0-30473292dc880133&q=1&e=941388ba-194b-42fa-b970-d4dc46f0267f&u=https%3A%2F%2Fvci.org%2Fabout%23smart-health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eeab3494-b1300d8f-eea9cda1-0cc47a6d17e0-12e91eed7f22727d&q=1&e=941388ba-194b-42fa-b970-d4dc46f0267f&u=https%3A%2F%2Fvci.org%2F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19e9c6c5-4672ffde-19eb3ff0-0cc47a6d17e0-15a61bfd55d83897&q=1&e=941388ba-194b-42fa-b970-d4dc46f0267f&u=https%3A%2F%2Fvci.org%2Fabout%23smart-health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19e9c6c5-4672ffde-19eb3ff0-0cc47a6d17e0-15a61bfd55d83897&q=1&e=941388ba-194b-42fa-b970-d4dc46f0267f&u=https%3A%2F%2Fvci.org%2Fabout%23smart-health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e8755dc7-b7ee64dc-e877a4f2-0cc47a6d17e0-2c6851f217391563&q=1&e=941388ba-194b-42fa-b970-d4dc46f0267f&u=https%3A%2F%2Fvci.org%2Fabout%23smart-health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e8755dc7-b7ee64dc-e877a4f2-0cc47a6d17e0-2c6851f217391563&q=1&e=941388ba-194b-42fa-b970-d4dc46f0267f&u=https%3A%2F%2Fvci.org%2Fabout%23smart-health


 

 

  

「『精益求精』通行證使紐約民眾能夠重新回到自己所愛之人身邊，重新做自己所愛之

事，與此同時還將幫助推動我們的經濟復甦。」葛謨州長表示，「『精益求精』通行證

升級版將進一步推動這一進程，同時也有助於兌現我們的廣泛承諾，即安全地將我們的

疫苗接種驗證工作提高到新水準。疫情伊始，我們就曾說過，『是公共衛生還是經濟』

的問題是一個錯誤的選擇，不論是當前還是未來的任何時候，這兩者都必須兼顧。在我

們繼續遵循科學以保持走在疫情前面的同時，我們將繼續創新我們的工具，以確保紐約

民眾和紐約企業的蓬勃發展。」 

  

在紐約州成功的「精益求精」通行證解決方案的基礎上，「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擴大

了其使用範圍，支援本州的主要經濟驅動力——旅遊和商務旅行的安全可靠復甦，並提供

了一種擁有與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 疫苗接種卡相同水準的資訊和有效性的通行證選

擇，它比實體卡更安全，因為實體卡可能遺失或遭竊，並且它經過紐約州的驗證。 

  

「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是與 VCI 合作開發的，VCI 是一個由 570 個公共和私人組織

組成的自願聯盟，其中包括梅奧診所 (The Mayo Clinic)、MITRE 公司、波士頓兒童醫院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微軟公司 (Microsoft) 以及共同專案 (The Commons 

Project) 基金會，這些組織領導開發並實施了開源的 SMART 健康卡框架和規格，這些

規格已經在加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夏威夷等州使用。「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使用雙

因素認證安全保障，擴大了本州的承諾，也就是使民眾能夠獲取本人疫苗接種紀錄的免

費、可信、保護隱私、可驗證的紙質或數位形式的副本，並支援在全球範圍內發放可驗

證健康證書（即與個人身份綁定的經簽名臨床資料）所需的標準協調。目前，全球有 50 

多個國家允許持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證明的美國旅客入境。 

  
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執行理事瑞克．考頓 (Rick 

Cotton) 表示，「葛謨州長宣佈的紐約州與 VeriFLY 之間首創性的合作，將允許旅客使

用『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乘坐海外航班，這是重建我們地區經濟的兩大支柱——旅

遊業和商務差旅的一個關鍵步驟。『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的推出，以及與 VeriFLY 

進行的合作，加強了紐新航港局在整個疫情期間為使旅客對航空旅行的安全和保障有信

心而做出的大量努力。」 

  
共同專案 (The Commons Project) 基金會聯合創始人、康奈爾科技學院 (Cornell 

Tech) 高級研究員、VCI 聯合領導人 JP．波拉克 (JP Pollak) 表示，「『精益求精』通

行證升級版對 SMART 健康卡和開放標準的採用，是在為所有民眾提供可信賴的健康資

訊方面所邁出的巨大一步。」共同專案基金會聯合創始人、康奈爾科技學院高級研究

員、VCI 聯合領導人 JP．波拉克 (JP Pollak) 表示，「作為一名紐約民眾，我很感激能

夠在不犧牲隱私的情況下隨時隨地可靠地展示我的健康狀況。這是朝著本州的安全重新

開放和復甦所邁出的又一個關鍵步驟。」 

  
 
 

https://www.mayoclinic.org/
https://www.mitre.org/
https://www.mitre.org/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12ffb3b3-4d648af4-12fd4a86-000babd9fa3f-143cadb6aa9a96bd&q=1&e=212febe9-2217-4699-8be2-6d0a9f43ea37&u=https%3A%2F%2Fwww.childrenshospital.org%2F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12ffb3b3-4d648af4-12fd4a86-000babd9fa3f-143cadb6aa9a96bd&q=1&e=212febe9-2217-4699-8be2-6d0a9f43ea37&u=https%3A%2F%2Fwww.childrenshospital.org%2F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12ffb3b3-4d648af4-12fd4a86-000babd9fa3f-143cadb6aa9a96bd&q=1&e=212febe9-2217-4699-8be2-6d0a9f43ea37&u=https%3A%2F%2Fwww.childrenshospital.org%2F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d5ed27b6-8a761ef1-d5efde83-000babd9fa3f-a94668310e7b620b&q=1&e=212febe9-2217-4699-8be2-6d0a9f43ea37&u=https%3A%2F%2Fthecommonsproject.org%2F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d5ed27b6-8a761ef1-d5efde83-000babd9fa3f-a94668310e7b620b&q=1&e=212febe9-2217-4699-8be2-6d0a9f43ea37&u=https%3A%2F%2Fthecommonsproject.org%2F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d5ed27b6-8a761ef1-d5efde83-000babd9fa3f-a94668310e7b620b&q=1&e=212febe9-2217-4699-8be2-6d0a9f43ea37&u=https%3A%2F%2Fthecommonsproject.org%2F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953cd161-caa7e9a6-953e2854-000babd9f75c-1ee67bc6d5973c45&q=1&e=823cde0b-3fef-4f42-987d-1f415bb36f4d&u=https%3A%2F%2Fvci.org%2Fabout%23smart-health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953cd161-caa7e9a6-953e2854-000babd9f75c-1ee67bc6d5973c45&q=1&e=823cde0b-3fef-4f42-987d-1f415bb36f4d&u=https%3A%2F%2Fvci.org%2Fabout%23smart-health


 

 

葛謨州長於 3 月推出的「精益求精」通行證是美國國內的第一個同類產品，它提供了一

種免費、快速、安全的方式來出示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紀錄或陰性檢測結果的數

位證明，從而加快本州的重啟進程，包括那些受到重創的行業，比如食品服務、娛樂和

酒店業。許多主要旅遊目的地和活動場所，包括百老匯劇院、公共劇院的莎士比亞免費

戶外戲劇節以及位於林肯中心的大都會歌劇院，近期已宣佈使用「精益求精」通行證作

為入場證明，此前紐約州的許多大型體育場館，包括麥迪遜廣場花園 (Madison Square 

Garden)、巴克萊中心 (Barclays Center) 和洋基體育場 (Yankee Stadium) 都已成功採用

了這一做法。此外，萬豪國際 (Marriott International) 集團將向在其位於紐約州的 200 多

家酒店舉辦活動的會議策劃者提供「精益求精」通行證解決方案。 

  

「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是在州長於 7 月 28 日宣佈所有州政府工作人員（約 13 萬人）

將被要求接種疫苗或是每週進行檢測之後推出的。州營醫院中需要面對患者的所有醫護人

員都將被要求接種疫苗。「精益求精」通行證和通行證升級版都將作為可接受的證明形

式。超過 75.7% 的紐約州成年人已經接種了至少一劑疫苗，超過 68.8% 的成年人已經完

全接種疫苗（根據 CDC 資料），而「精益求精」通行證解決方案將支援重新開放共用空

間，如辦公室，同時為重返這些環境的民眾保障公共衛生。 

  
感興趣的紐約民眾可造訪 epass.ny.gov 瞭解關於「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的更多資

訊，包括如何透過紐約州「精益求精」錢包 (Excelsior Wallet) 應用程式獲取通行證。 

  
「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簡介 

  
·    「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是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紀錄的安全的數位副本，

用戶的資料是保密且安全的。 

·    「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使您能夠安全地獲取疫苗接種資訊，包括疫苗類型、接種

點和接種日期，就像您的紙質 CDC 疫苗接種卡一樣，讓您動動手指即可獲取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歷史的可核實紀錄。 

·    「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是使用 SMART 健康卡框架和開放、可交互操作的標準建

立的，紐約民眾可在接受 SMART 健康卡的地方安全、可靠地使用此通行證。 

·    「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可供以下人士獲取：已在紐約州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

苗的民眾，或是已向其紐約州醫療保健服務提供者提供疫苗接種資訊以輸入安全的紐

約州和紐約市免疫資料庫的紐約州居民。 

·    「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包含加密簽名，以向驗證者證明它是由紐約州發放的真實

憑證，未經任何篡改或修改。 

·    與「精益求精」通行證一樣，「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可以透過「精益求精」通行

證門戶網站 (Excelsior Pass Web Portal) 或免費的紐約州「精益求精」錢包 

(Excelsior Wallet) 應用程式進行訪問，但需提供有效的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進行雙因

素認證。 

·    「精益求精」通行證附帶有一個提供大量資源的幫助臺 (Help Desk)，並且能夠供那

些可能沒有智慧型手機的民眾進行列印。 

·    目前只有英文版本，其他語言版本將在 8 月中旬推出。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launch-excelsior-pass-help-fast-track-reopening-businesses-and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launch-excelsior-pass-help-fast-track-reopening-businesses-and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204b4626-7fd07ee1-2049bf13-000babd9f75c-948560a22f5c1bf4&q=1&e=823cde0b-3fef-4f42-987d-1f415bb36f4d&u=https%3A%2F%2Fwww.iloveny.com%2Fblog%2Fpost%2F8-things-to-do-for-a-covid-safe-night-out-in-new-york-state-this-summer-with-your-excelsior-pass%2F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patient-facing-healthcare-workers-state-run-hospitals-will-be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patient-facing-healthcare-workers-state-run-hospitals-will-be
https://covid19vaccine.health.ny.gov/covid-19-vaccine-tracker
https://covid19vaccine.health.ny.gov/covid-19-vaccine-tracker
https://epass.ny.gov/home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d7ecc0ab-8877f9b0-d7ee399e-0cc47a6d17e0-ba17cd22050b581a&q=1&e=941388ba-194b-42fa-b970-d4dc46f0267f&u=https%3A%2F%2Fvci.org%2Fabout%23smart-health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d7ecc0ab-8877f9b0-d7ee399e-0cc47a6d17e0-ba17cd22050b581a&q=1&e=941388ba-194b-42fa-b970-d4dc46f0267f&u=https%3A%2F%2Fvci.org%2Fabout%23smart-health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647b9f35-3be0a62e-64796600-0cc47a6d17e0-275ab444b953ad9d&q=1&e=941388ba-194b-42fa-b970-d4dc46f0267f&u=https%3A%2F%2Fvci.org%2Fabout%23smart-health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647b9f35-3be0a62e-64796600-0cc47a6d17e0-275ab444b953ad9d&q=1&e=941388ba-194b-42fa-b970-d4dc46f0267f&u=https%3A%2F%2Fvci.org%2Fabout%23smart-health
https://epass.ny.gov/
https://epass.ny.gov/
https://epass.ny.gov/


 

 

·    「精益求精」掃描儀 (Excelsior Scanner) 應用程式將於 8 月中旬更新，以接受所有

「精益求精」通行證類型，包括「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 

·    個人用戶可以獲取並持有多張其符合條件的通行證，包括「精益求精」疫苗接種證 

(Excelsior Vaccination Pass)、抗原通行證 (Antigen Pass)、PCR 通行證 (PCR Pass) 

和/或當前推出的「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並可以造訪 epass.ny.gov 以開始使用。 

·    與「精益求精」通行證一樣，您可以選擇何時出示、是否出示以及如何出示您的「精

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您可以把出示您的「精益求精」通行證升級版看作是分享您

的 CDC 疫苗接種卡。個人用戶始終可以選擇使用其他形式的證明，例如他們的紙質 

CDC 疫苗接種卡。 

  
Daon 公司執行長湯姆．格里森 (Tom Grissen) 表示，「我們 Daon 公司很榮幸能成為

這個紐約州團隊的一員，以幫助人們恢復備受喜愛的體驗——無論是趕飛機享受渴望已

久的家庭假期，還是參加演出或音樂會。全世界已經有超過一百萬人在他們的人生旅途

中信賴 VeriFLY，我們期待著為紐約民眾的人生旅途提供幫助。」  

  
MITRE 公司首席數位健康醫師、VCI 聯合領導人布萊恩．安德森 (Brian Anderson) 博

士表示，「紐約州認同 VCI 的願景，即讓民眾能夠方便、安全地透過行動方式訪問自己

的健康紀錄，從而支援紐約州各地的工作場所、企業、學校和旅遊業提高安全性。我們

很高興紐約州接受了 SMART 健康卡框架，這一框架將不斷進行創新，以支援居民和遊

客在當地和世界各地講述自己的健康故事。」  

  

梅奧診所平臺總裁、VCI 聯合領導人約翰．哈拉姆卡 (John Halamka) 博士表示，「在過

去的 40 年裡，我們已經瞭解到了標準的力量。我們非常高興能夠進行這次合作，它將幫助

創造一個使紐約民眾和企業能夠享受旅行並安全返回工作的環境。」 

  

微軟公司首席架構師、VCI 聯合領導人喬希．曼德爾 (Josh Mandel) 博士表示，「SMART 

健康卡框架彰顯了 VCI 對信任和透明度的承諾。該框架建立在自由和開放的標準之上，為

請求、保存和分享健康資訊提供了一種安全的方式。我們非常自豪能夠為紐約州保障居民福

祉、促進安全重啟的努力做出貢獻。」 

  

萬豪國際集團全球銷售組織高級副總裁塔米．勞斯 (Tammy Routh) 表示，「萬豪的

『與信心相連』(Connect with Confidence) 計畫為會議專業人士提供創新的會議解決方

案和可選的健康協議，作為該計畫的組成部分，我們很高興能將紐約州安全的「精益求

精」通行證解決方案提供給我們的會議策劃者客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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