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1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向紐約市、長島地區和威徹斯特郡的教堂和文化中心部署八個社區疫苗包  

  
1 月 17 日，星期日，阿比西尼亞浸信會曼哈頓教堂開放；所有其他地點都在 1 月 18 

日，星期一開放  

  
州長指示在傳統衛生保健機構未提供充分服務的社區分發疫苗  

   
阿比西尼亞浸信會教堂的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已經向紐約市 (New York City)、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和威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的教堂和文化機構部署了八個社區疫苗包。這些地點支持紐

約州在傳統醫療機構服務不足的有色人種社區和低收入社區公平分配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苗的工作。阿比西尼亞浸信會教堂 (Abyssinian Baptist Church) 的曼哈頓

區 (Manhattan) 地點昨天開放，其餘地點在今天，1 月 18 日開放。阿比西尼亞浸禮會教

堂的喀爾文 O. 巴茨三世 (Calvin O. Butts, III) 牧師博士是第一個在該地點接種疫苗的人。

這些地點對所有符合條件的紐約民眾開放。本州正計劃在紐約州北部地區社區設立類似的

臨時疫苗接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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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龐大的分配網路和大量符合條件的人數遠遠超過了聯邦政府提供

的疫苗供應量。本周，紐約州只從聯邦政府獲得了 25 萬劑疫苗，而符合條件的人口超過 

700 萬。  

  
「儘管聯邦政府的疫苗供應不足，但本州正迅速在全州開設疫苗接種點，以便儘快、公平

地將針紮進符合條件的紐約民眾的手臂中，」葛謨州長表示。「從疫苗接種工作的第一

天起，我們就說過，在冠狀病毒病 (COVID) 疫苗接種工作方面，我們不會讓醫療沙漠中

的有色人種社區和低收入社區被拋在後面。教堂和文化機構是這項工作的關鍵合作夥伴，

這八個地點將幫助更有資格接種疫苗的紐約民眾更快地獲得疫苗，即使我們正在與聯邦政

府的供應短缺作鬥爭。」  

  
這八個地點的建立是通過與 SOMOS 和諾斯威爾健康公司 (Northwell Health) 的合作而實

現的。這八個地點的地址如下：  

  
1 月 17 日開放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albums/72157717929557638


 

 

• 曼哈頓區: 阿比西尼亞浸信會教堂，紐約州紐約 (New York) 西 138 街 132 號，郵

編：10030  

  
1 月 18 日開放  

• 布魯克林區 (Brooklyn)：基督教文化中心 (Christian Cultural Center)，布魯克林

區弗拉特蘭茲大道 (Flatlands Ave.) 12020 號，郵編：11207  

• 布朗克斯區 (Bronx)：布朗克斯區社區新教教堂 (Community Protestant 

Church)，紐約州布朗克斯區東槍山路 (E Gun Hill Rd) 1659 號，郵編：10469  

• 皇后區 (Queens)：皇后區浸信會教堂 (Queens Baptist Church)，紐約州皇后嚮 

(Queens Village) 217 街 93-23 號，郵編：1142  

• 拿騷郡 (Nassau County)：格雷斯國際大教堂 (Grace Cathedral International)，

紐約州耶路撒冷大道 (Jerusalem Ave.) 886 號，郵編：11554。  

•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祈禱神龕 COGIC (Prayer Tabernacle COGIC)，紐

約州阿米蒂維爾鄉 (Amityville) 大頸路 (Great Neck Rd.) 3550 號，郵編：11701  

• 斯塔頓島 (Staten Island): 西奈山社區活動中心 (Mt. Sinai Center for Community 

Enrichment)，紐約州斯塔頓島澤西街 (Jersey St.) 382 號，郵編：10301  

• 威徹斯特郡：受難地浸信會教堂 (Calvary Baptist Church)，紐約州白原市 (White 

Plains) 奧拉瓦普姆街 (Orawaupum St.) 188 號，郵編：10606  

  
SOMOS 社區主席羅門·塔拉吉 (Ramon Tallaj) 博士表示，「在第一波疫情期間，通過我

們多年來治療低收入有色人種社區的工作（這些社區歷來被忽視），我的網路代表美國最

缺乏服務的社區創建了高品質、預防保健的全國模式，這個模式基於文化勝任力、增加獲

得機會、公平和社區醫療的能力，成功地解決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現在，在以不信任、

短缺和緊迫性為標誌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推廣工作中，這個國家模式對於保護我們的

人民——無論是在紐約州還是在全國類似社區——從未如此重要。在像葛謨州長這樣的城

市領導和州領導、巴茨牧師這樣的宗教領袖和露絲·哈塞爾·湯普森 (Ruth Hassell 

Thompson) 這樣的社區偶像的支持下，加上穩定分配的疫苗劑量，僅我的網路就能在一

個月內幫助超過 100 萬個需要疫苗的高危紐約民眾。這些紐約民眾絕不會去醫院接種疫

苗。但他們會去看家庭醫生。這成就了我們今天的地位。但我們需要持續不斷的劑量來實

現這一承諾。有一點我再強調也不過分：我們手中的劑量意味著注射到紐約民眾的手臂上

的劑量。我們感謝與葛謨州長的持續合作，他認識到這一緊迫性，並認識到我們的網路有

能力做我們最擅長的事情：為服務不足的人服務、為我們自己的社區提供服務，並為受災

最嚴重社區的成員接種疫苗。」  

  
「諾斯維爾衛生系統今天在尤寧代爾村 (Uniondale) 格蕾絲國際大教堂 (Grace Cathedral 

International) 和阿米蒂維爾鄉祈禱神龕教堂注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這是我們向受冠

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最嚴重的有色人種社區伸出援助之手的重要一步，」諾斯威爾健康公

司總裁兼執行長麥可·道靈 (Michael Dowling) 表示。「作為葛謨州長在全州範圍內建立

的健康公平工作組 (Health Equity Task Forces) 的成員，諾斯威爾健康公司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發揮領導作用，與不同社區的領導人合作，就如何最好地告知和教育居民

疫苗的可用性、有效性和安全性進行討論。」  

  
本州持續建設社區疫苗接種包，並與公共住房官員、教堂和社區中心合作，支持這些工

作，並把疫苗接種包部署到適當的地點。每個接種包都包含關於建立站點的方式的分步說

明，以及關鍵的供應品和設備，例如：  

  

• 辦公用品  

• 工作站設備  

• 通信設備  

• 清潔用品  

• 照明設備  

• 個人防護裝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 人群/交通控制裝備  

• 藥水瓶  

• 注射器  

• 房間隔斷  

• 隱私窗簾  

這些地點的開放進一步實現了葛謨州長確保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公平、平等分配的目

標。2020 年年底，葛謨州長宣佈啟動由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總檢

察長勒蒂夏·詹姆斯 (Letitia James)、全美城市聯盟主席兼執行長馬克·莫瑞爾 (Marc 

Morial) 和第一保健公司 (Healthfirst) 總裁兼執行長帕特·王 (Pat Wang) 主持的紐約疫苗公

平工作組。工作組打破疫苗接種的障礙，確保在全州範圍內公平分配疫苗，努力確保脆弱

和服務不足的社區不會落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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