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1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宣佈更多紐約民眾，即 75 歲及以上人士可從其提供方處預約接種新冠肺炎

疫苗  

  
目前符合接種新冠肺炎疫苗的 1B 階段首批群組包括 75 歲及以上人士、急救人員、懲教
官、教師和其他學校員工；需本人親自到場的高校指導員、兒童保育員工、面向公眾的

食雜店員工、公共交通員工，以及在流浪人士收容所居住和工作的人士  

  
本週起將在數百個新址處注射疫苗，這是紐約新增的疫苗分發網  

  
因聯邦對疫苗供應的分配量有限，鼓勵全體紐約民眾在耐心預約  

  
由於聯邦分配量有限，預約需等待長達 14 週  

  
點擊此處確認是否符合要求，並與可注射的提供方進行預約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 1b 優先群組範圍內的紐約民眾從現在起可與私人提供方預

約接種新冠肺炎 (COVID-19) 疫苗，提供方包括藥房、地方衛生部門和醫院。現在滿足接

種疫苗條件的人員包括 75 歲及以上人士、急救人員、公共安全官員、教師和其他學校員

工；需本人親自到場的高校指導員、兒童保育員工、面向公眾的食雜店員工、公共交通員

工，需本人親自到場的高校指導員以及在流浪人士收容所居住和工作的人士確定是否符合

要求，查找附近提供方並預約均可在新的「Am I Eligible?」（我是否符合資格？）應用

程式上完成。紐約民眾可從 1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4 點起撥打紐約州疫苗熱線 (New 

York State Vaccination Hotline)：1-833-NYS-4VAX (1-833-697-4829)。  

  
由於聯邦的供應量嚴重限制了疫苗分發，鼓勵紐約民眾耐心等待，建議其在無預約的情況

不要前往疫苗點。紐約龐大的分發網和優先群組中 400 多萬符合要求的眾多人數使聯邦

政府的疫苗供應量顯得微不足道，即每週約 30 萬支的疫苗。正因如此，符合要求的紐約

民眾應做好預約日期將在未來 14 週的準備。  

  
「在經過十個月後，為更多紐約民眾擴大符合要求的範圍，使其能夠制定新冠肺炎疫苗計

畫，這是隧道盡頭的曙光，」葛謨州長表示。「疫苗是能夠終結這場戰爭的武器。因醫

院容載力的需求，我們要繼續優先考慮醫療工作人員，所以紐約很驕傲能實現這一里程

碑。我們強烈鼓勵最近滿足條件的所有人盡快安排免費疫苗預約。」  

  

https://am-i-eligible.covid19vaccine.health.ny.gov/
https://am-i-eligible.covid19vaccine.health.ny.gov/
https://am-i-eligible.covid19vaccine.health.ny.gov/


 

 

在紐約符合要求人士的範圍得以擴大的基礎上，目前以下人員符合預約新冠肺炎疫苗的條

件：  

  

• 75 歲及以上人士  

  

• 急救人員和急救機構的輔助人員  

火警服務  

州消防服務，包括消防員和調查人員（專業人員和志願者）  

地方消防服務部門，包括消防員和調查人員（專業人員和志願者）  

警察和調查員  

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包括警員  

州立公園 (State Park) 警察，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警察，護林員  

紐約州立大學 (SUNY) 警察  

警長辦公室 (Sheriffs' Offices)  

郡警察部門和警區  

市、鎮、嚮警察部門  

其他公共權威警察局的交通部門  

州實地調查員，包括機動車管理局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州懲教委員

會 (Commission of Correction)、司法中心 (Justice Center)、金融服務廳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DFS)、檢察長、財政稅務廳 (Department of 

Tax and Finance)、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以及州酒類管理局 (State Liquor Authority, SLA)  

  

• 公共安全通信  

緊急通訊和公共安全應答點 (Public Safety Answering Point) 人員，包括調度員和

技術人員  

  

• 宣誓就職的其他人員和文職人員  

法院官員  

其他警察或治安官  

為上述任何服務、機構或設施的文職支持人員  

  

• 懲教  

州懲教和社區監察局 (State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ervision) 人員，包括懲教官和假釋官  

當地懲教設施，包括懲教官  

當地假釋部門，包括假釋官  

州青少年拘留和康復設施  

當地青少年拘留和康復設施  



 

 

  

• P-12 學校  

P-12 學校或學區教職工（包括所有教師、代課教師、實習教師、學校管理人員、

輔助專業人員以及包括巴士司機在內的輔助人員）  

在 P-12 學校或學區工作的承辦商（包括合約巴士司機）  

需本人親自到場的高校指導員  

在有執照、已註冊、核准或合法豁免的兒童保育環境中工作的員工或輔助人員  

有執照、已註冊、核准或合法豁免的兒童保育機構  

需本人親自到場的高校指導員  

  

• 面向公眾的食雜店員工  

  

• 公共交通部門  

航空公司和機場的員工  

客運鐵路員工  

地鐵和公共交通員工（即，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長島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 Road, LIRR)、大都會北方鐵路

公司 (Metro North)、紐約市捷運局 (NYC Transit)、紐約州北部地區交通局 

(Upstate transit)）  

輪渡員工  

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員工  

公共巴士員工  

  

• 住在流浪人士收容所內的人員，在那裡，睡覺、洗澡或吃飯的安排必須由不

是你同一家庭組成部分的個人或家庭共用，  

在流浪人士收容所工作（有報酬或無報酬）的人員，在那裡，睡覺、洗澡或吃飯的

安排必須由不是同一家庭組成部分的個人或家庭共用，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與收

容所的住戶發生互動  

  

截止目前，1A 優先群組的 210 萬紐約民眾符合接種疫苗的條件。其中包括面對患者的醫

護人員和其他重要醫院員工、在養老院和輔助生活設施中居住的長者，以及居住在聚集場

所中的殘障人士。接種站點直接設立在醫院、取得聯邦資格的健康中心 (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s) 和緊急護理診所中，以便所有符合條件的民眾能夠直接到訪。

為了進一步提高優先醫護人員的接種速度，並開始 1B 組必需的工作人員和 75 歲以上民

眾的接種工作，紐約州已經設立接種站點網絡，能夠輔助醫院實施目前的工作，避免任何

一間醫院出現不堪重負的問題。  

  
這一新的網絡將會利用醫生辦公室、有聯邦資格的衛生中心、郡衛生部門、門診中心和藥

房為符合條件的紐約民眾進行疫苗手臂注射。已有 1,200 多家藥房承諾加入這一網絡，

將近 500 家藥房已經計畫從本週開始連網。州內各個提供商將從 1 月 11 日星期一起開

始接受接種預約，屆時州內的中心網站將會上線，網站上會列出可就近預約的提供方。藥



 

 

房將獲得為 75 歲及以上紐約民眾注射的疫苗，醫院將繼續為 1a 組的醫療工作人員注射

疫苗，地方衛生部門和工會組織的力量將為 1b 組的必需工作人員注射疫苗。  

  
此外，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將於未來數週內在全州設立 20 個大型分發站點，

用於支持各個類別符合條件的人員。星期三開放：  

• 雅各布 K. 賈維茨會展中心 (Jacob K. Javits Convention Center)（紐約市）  

• 威徹斯特郡會展中心 (Westchester County Convention Center)（威徹斯特郡與郡

衛生所和威徹斯特醫療中心 (Westchester Medical Center) 合作）  

• 州露天市場 (State Fairgrounds)（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與郡衛生所合

作）  

其他站點將在數天內設立。  

在此項疫苗擴展網絡中，醫院則會繼續優先安排 1A 組中的未接種醫護人員。另外，大型

工會群體，包括但不限於警察、消防員和教育工作員，也受要求與地方衛生部門展開協調

和合作，從而盡可能組織安排其會員的接種工作。這樣可以確保網絡中的其他提供商能夠

集中為 75 歲以上的紐約民眾提供服務，這一群體佔據了 1B 組中的最大比例，人數約為 

14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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