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2 月 1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新增四處聯邦應急管理局和與州政府有合作關係的疫苗接種點，旨

在新增公平的疫苗接種機會  

  
位於紐約市以外的站點將以服務不足的社區為目標，這是葛謨和拜登政府公平有效地分

發疫苗的工作的一部分  

  
水牛城、羅切斯特、奧爾巴尼和揚克斯將建立站點，每個站點將從三月第一週開始每天

為 1,000 名紐約民眾接種疫苗  

  
隨後宣佈布魯克林麥德佳艾佛斯學院和皇后區約克學院將設立類似站點，從下週起每個

站點每天將為約 3,000 名紐約民眾接種  

  
這些站點給全國樹立了疫苗公平分配的榜樣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將在州長的請求下，在水牛城 (Buffalo)、羅切斯特 (Rochester)、奧爾巴

尼 (Albany) 和揚克斯 (Yonkers) 再建四個社區疫苗站點。紐約市外的這四個主要疫苗站

點將從三月第一週開始每天為約 1,000 名紐約民眾接種疫苗，最初預約將預留給站點所

在地的社區成員。葛謨州長於 2 月 10 日星期三與白宮 (White House)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響應協調員傑弗里·齊安茲 (Jeffrey Zients) 和白宮 2019 冠狀病毒病公平衛生

工作組 (COVID-19 Health Equity Task Force) 主席馬賽拉·努涅斯-史密斯 (Marcella 

Nunez-Smith) 博士一起宣佈將在布魯克林 (Brooklyn) 麥德佳艾佛斯學院 (Medgar Evers 

College) 和皇后區 (Queens) 約克學院 (York College) 建立類似站點，在此公告後，以上

站點得以建立。  

  
這些站點地址是在與聯邦應急管理局和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的合作下被選中的，旨在擴大社會弱勢社區獲得疫苗的範

圍。這些站點的目標群體是歷史上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影響過大的傳統醫療體系服務不足

的社區和人群。在對疫苗猶豫不決和接種率低於州其他地區的社區，通過新增疫苗接種機

會，這些地點將以紐約州和拜登 (Biden) 政府的重點工作為基礎，通過與社區領袖和組織

建立夥伴關係，在人們信任的環境中創建疫苗接種場所，盡可能公平地為更多人接種疫

苗。州長還向地方政府表示本州將與他們合作，在各郡新增大規模疫苗站點，從而解決疫

苗管理上的差異性問題。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biden-administration-announce-mass-vaccination-sites-open-new-york-state


 

 

「為幫助受冠狀病毒病影響最嚴重的社區，紐約從第一天起就大力開展工作，優先實現公

平享受疫苗的目標，」葛謨州長表示。「我們在紐約市外的社會弱勢社區中設立新的疫

苗站點，這些地方有較高的陽性率和較低的疫苗接種率。這些站點將延長開放時長，每個

站點每天將接種 1,000 劑疫苗。這將是有迫切需求的社區快速公平完成接種的最有效方

式，其將使我們距離戰勝冠狀病毒病又近了一步，這點毫無疑問。」  

  
設立中的四個站點地址如下：  

  
伊利郡 (Erie County) 水牛城  

迪拉萬格瑞德社區中心 (Delavan Grider Community Center)  

877 E. Delavan Ave.  
Buffalo, NY 14215  
  
門羅郡 (Monroe County) 羅切斯特市  

位於 E 大街的前柯達鷹眼 (Kodak Hawkeye) 停車場  

1345 St Paul Street  
Rochester New York ,14621  
  
奧爾巴尼郡奧爾巴尼市  

華盛頓大街兵工廠 (Washington Ave. Armory)  

195 Washington Ave.  
Albany, NY 12210  
  
威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揚克斯  

紐約州國家警衛隊兵工廠 (New York National Guard Armory)  

2 Quincy Place  
Yonkers, NY 10701  
  
這些站點目前正在建設中。聯邦應急管理局和紐約州合作站點的預約起初將預留給站點所

在地的社區成員。還將開展社區融入工作，旨在幫助和鼓勵社區成員進行預約。關於計畫

資訊、開放日期和營業時間的更多訊息將在未來幾天提供。  

  
雖然 2019 冠狀病毒病對整個本國造成了破壞性的影響，但貧困社區和有色人種社區尤其

受到這種病毒的破壞，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的死亡率高於白人。自疫苗分發過程開始以來，

出現了另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對疫苗猶豫不決，尤其是在黑人社區。由於大量的必需

工作人員來自有色人種社區，這些紐約民眾僅僅因為工作性質就面臨著感染病毒的風險增

加的局面。囙此，更重要的是，不僅要繼續努力增强人們對疫苗的信心，而且要打破獲取

疫苗的障礙，確保在這些社區內直接獲得疫苗。  

  
在聯邦應急管理局、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美國國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 和其他聯邦機构的支持下，這些網站將

動員聯邦臨床和非臨床工作人員和承包商，他們將與國民警衛隊 (National Guard)、紐約



 

 

州、地方領導人和社區組織合作建立和運營這些站點。每個站點都將根據其服務的特定社

區的需要進行調整。  

  
聯邦應急管理局第 2 區代理行政官大衛·摩爾斯塔德 (David Maurstad) 表示，「為解決

和阻止 2019 冠狀病毒病造成的健康不公平問題，並保障疫情期間能夠進行公平響應，聯

邦、州和地方政府開展了相關工作。由聯邦資助的這四個新增社區疫苗站點正是這項工作

的內容。我們承諾會確保想要接種疫苗的每個人都能獲得疫苗，而弱勢人群和服務匱乏人

群能享受到疫苗是這一承諾的內容。」  

  
國會議員保羅·唐科 (Paul Tonko) 表示，「這是我們地區的好消息。更多疫苗站點意味著

我們社區中有更多成員能夠獲得最重要的資源，從而戰勝這場疫情，重建社區和經濟。我

將和國會繼續合作，從而確保我們都能獲得為快速、有效和安全地開展工作而需要的資

源、防護裝備和疫苗。」  

  
眾議員喬·莫雷勒 (Joe Morelle) 表示，「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是我們戰勝這場疫情的途

徑。我們為美國民眾接種的速度越快，社區就能更快開始得到恢復、重建和復興。這一大

規模疫苗站點將使我們距離是目標的實現又近了一步，同時還能確保在此次衛生危機中受

嚴重影響的服務匱乏街區能夠獲得公平對待。我對拜登總統和葛謨州長在這些艱難時期表

現出的領導力表示感激。我期待能繼續一同加速疫苗接種進程，並確保美國民眾能得到其

應得的救濟和支持。」  

  
國會議員賈馬爾·鮑曼 (Jamaal Bowman) 表示，「我們的團隊能和州長一起為我們地區

設立大規模疫苗站點，對此我們感到自豪。我們將迅速開展工作，以確保疫苗能公平地分

配到所有的選民手中。我們地區是 2019 冠狀病毒病在本州最先爆發的中心，我們至今還

在遭受病毒帶來的破壞性影響，這對老年人、黑人和拉美社區的影響最為嚴重。在威徹斯

特郡，10 萬個黑人居民中就有 171 人死亡，而在全州來說，每 10 萬人種有 89 人死亡。

布朗克斯 (Bronx) 老年人死亡人數最多，達 3,726 人。今天的公告是戰勝病毒的重要舉措

之一。」  

  
門羅郡郡長亞當·貝羅 (Adam Bello) 表示，「這一 2019 冠狀病毒病大規模社區疫苗站點

位於聖保羅大道 (St. Paul Boulevard) 上的前伊士曼 (Eastman) 柯達鷹眼車間處，感謝葛

謨州長和拜登總統在設立這一站點期間所展開的合作。很明顯，2019 冠狀病毒病危機對

黑人和拉美社區造成了嚴重影響。為受影響最嚴重和難以獲得服務的人群和街區開展疫苗

工作尤其重要。我期待能繼續與州和聯邦合作夥伴合作，從而在疫苗供應量增加的時候為

人民公平平等地獲得盡可能多的救命疫苗。」  

  
威徹斯特郡郡長喬治·拉蒂默 (George Latimer) 表示，「揚克斯這一大規模疫苗站點計劃

為服務匱乏社區的居民提供服務，而這些人正是這一致命病毒在全國、州和各郡肆虐時遭

受打擊的人群。在威徹斯特郡成為全國冠狀病毒的第一個中心時，也正是同一社區受到重

創。我們政府會隨時對拜登新政府提供幫助。接種疫苗過程中產生的差異問題不能被接

受。感到拜登總統和葛謨州長為設立這一站點所提供的協助。這些大規模疫苗站點就是隧

道盡頭的曙光。」  



 

 

  
奧爾巴尼郡郡長丹尼爾 P. 麥科伊 (Daniel P. McCoy) 表示，「在為服務匱乏社區成員爭

取對抗病毒的疫苗的持續工作中，這是具有變革意義的舉措。感謝拜登總統和葛謨州長在

我們合作時聽到我們的需求，即要為黑人和拉美社區爭取更多疫苗，且我們需要更大的疫

苗供應量。我們的合作關係促使為弱勢社區帶來具有靈活性的疫苗，這一工作大獲成功。

我們將繼續開展向社區利益相關者主動提供幫助的工作。透過在奧爾巴尼中心區的核心地

帶設立一處社區大規模疫苗站點，我們將能實現公平，更快使更多人接種疫苗。」  

  
參議會多數黨領袖安德莉亞·史都華-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表示，「位於揚

克斯西南區兵工廠的這一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新站點受聯邦應急管理局支持並由紐約州

進行管理，這是我一直以來為社區堅定支持的工作中的重要舉措。透過僅為獲得驗證的揚

克斯和維農山 (Mt. Vernon) 居民以每天 1,000 劑疫苗的驚人速度接種，這將保障地方疫

苗接種實施更公平的戰略。感謝地方、州和聯邦合作夥伴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所做出

的努力。」  

  
參議員奈爾·佈雷斯林 (Neil Breslin) 表示，「葛謨州長和拜登政府在全州新增四個社區大

規模疫苗站點，對此我表示稱讚。奧爾巴尼兵工廠的疫苗站點將每天接種 1,000 劑疫

苗，從而使市中心能夠提供疫苗，讓我們距離結束疫情又近了一步。」  

  
參議員傑瑞米·庫尼 (Jeremy Cooney) 表示，「這一新增的疫苗站點和聯邦在 56 參議院

選區的劑量分配對我們社區來說是鼓舞人心的消息。感謝葛謨州長對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的支持，從而保障服務匱乏的社區有機會能獲得最新一批的疫苗供應。確保為羅切斯特人

民公平分配這支救命疫苗非常重要。」  

  
參議員蒂姆·肯尼迪 (Tim Kennedy) 表示，「2019 冠狀病毒病的殘酷影響對紐約眾多有

色人種社區來說尤其重大，這些社區數十年來都在對抗嚴重的衛生差異和缺乏醫療保健服

務。在疫苗分發的工作上，必須首先考慮受病毒嚴重影響的人群。看到紐約在正確的道路

上採取措施以保障這一過程中的公平性和普及性，對此我感到欣慰。」  

  
參議員雪莉·梅爾表示，「現在威徹斯特郡最大城市揚克斯中心區的國家警衛隊兵工廠有

疫苗，對此我感到欣慰。在對抗病毒和保障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能夠得到公平分發的問

題上，這一新站點鞏固了我們的工作。感謝安德魯·葛謨州長選擇揚克斯設立新站點，該

站點每天將接種 1,000 劑疫苗。我的辦公室每天都能聽到選民因查找預約無果而焦慮不

安的消息。新增的這一站點將使我們在滿足當地對疫苗的需求一事上又近了一步。」  

  
州眾議員哈利·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示,「今天宣佈在羅切斯特地區的基礎上新增柯

達鷹眼大規模疫苗站點，從而讓社區中受影響最嚴重的人群、拉美和黑人家庭獲得疫苗。

州長決定為這一街區接種疫苗的舉措與我們的承諾相符，即保障疫苗能夠得到公平分發。

設立鷹眼站點是向受影響最嚴重的家庭提供疫苗的又一舉措。」  

  
眾議員派翠西亞·費 (Patricia Fahy) 表示，隨著更多紐約民眾符合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

疫苗和進行預約的資格，開設更多方便公眾的疫苗站點是為盡可能多的人注射疫苗的關



 

 

鍵。」鑒於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和紐約州所有地區的高需求，華盛頓大街兵工廠將

成為大規模疫苗站的消息令人非常高興。葛謨州長、聯邦應急管理局和拜登政府為開設這

一新站點展開合作，他們特別保障了有色人種社區不會在紐約的疫苗分發過程中落後，我

對此表示稱讚。」  

  
眾議員約翰 T. 麥克唐納三世 (John T. McDonald III) 表示，「為紐約民眾接種疫苗一事

對於保護公眾和阻止 2019 冠狀病毒病傳播來說非常重要。紐約州和葛謨州長確保社會和

經濟不公正現象不會阻礙這些工作的開展，對此我深受鼓舞。黑人、拉美、亞洲和貧困社

區感染率更高，他們也失去了更多至親。這些新站點為受重創的社區提供冠狀病毒病疫

苗，從而為所有人帶來希望和更加光明的未來。」  

  
眾議員 J. 蓋裡·普利特羅 (J. Gary Pretlow) 表示，「本州的目標是盡快以公平的方式為

每個紐約民眾接種疫苗，大規模疫苗站點幫助本州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取得重大進

展。全州的新站點將推進一進程的發展，尤其會幫助受冠狀病毒病病毒重創的弱勢人群。

從此次危機開始到為全州所有地區大規模分發疫苗，感謝州長在此期間展現出的傑出領導

力。」  

  
眾議員納德·薩依格 (Nader Sayegh) 表示，「揚克斯居民在此次疫情中飽受挫折，在社

會弱勢街區中生活和工作的人群更是如此。宣佈揚克斯的國家警衛隊兵工廠大樓將每天接

種 1,000 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這是我們一直以來希望和祈禱的新聞。 我敦促所有

的揚克斯同胞都接種疫苗。感謝州長和喬伊·拜登 (Joe Biden) 總統對我們市的幫助。」  

  
奧爾巴尼市市長凱西·希恩 (Kathy Sheehan) 表示，「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為一直以來服務

匱乏的居民接種疫苗。在謝裡丹霍洛 (Sheridan Hollow)、奧爾巴尼中心區和西山 (West 

Hill) 街區首先開展的這項工作能更好的的滿足他們的需求。感謝拜登總統和葛謨州長為我

們的居民公平分發數千劑疫苗。」  

  
揚克斯市市長麥可·斯帕諾 (Mike Spano) 表示，「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直接送到易感

染病毒的弱勢人群手中變得越來越迫切，感謝葛謨州長和拜登政府意識到這一需求。長久

以來，揚克斯都需要有一個疫苗中心，從而向受 2019 冠狀病毒病重創的社區人群更好地

服務。在阻止病毒和打造更強大、復原能力更強的揚克斯工作上，公平獲得疫苗和充分的

醫療保健服務必不可少。」  

  
羅切斯特市市長洛夫利·瓦倫 (Lovely Warren) 表示，「在羅切斯特東北地區設立大規模

疫苗站點是好消息，也是令人愉悅的進展。拜登總統和葛謨州長在實現公平的過程中做出

這一重大舉措，對此我表示感謝。現在我們團結一致就能，也必須要確保服務匱乏社區的

人群能夠公平獲得冠狀病毒病疫苗。我期待能與州長及其團隊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展開合

作。」  

  
葛謨州長從這一過程的開端就把公平公正地分配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作為首要任務。

2020 年末，州長還宣佈設立紐約州疫苗平等工作組 (Vaccine Equity Task Force)，工作

組的主持人員包括：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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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設立起，該工作組持續開展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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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謨州長和拜登政府最近宣佈將在布魯克林麥德佳艾佛斯學院和皇后區約克學院新建兩個

社區大規模疫苗站點，從下週起每個站點每天將為約 3,000 名紐約民眾接種。最近，紐

約州與紐約市、紐約州揚基隊 (New York Yankees)、索莫斯社區護理組織 (SOMOS 

Community Care) 和紐約州國民警衛隊合作，在揚基體育場 (Yankee Stadium) 也為布朗

克斯區居民建設大規模疫苗接種點，布朗克斯區不僅繼續保持紐約市最高的 2019 冠狀病

毒病陽性率，並且也有許多社區被認為是「醫療沙漠」。  

  
此外，紐約州還建立了 90 多個位於社區的臨時疫苗接種點，這些站點位於教堂、社區中

心和公共住房綜合體，直接位於全州傳統上醫療保健系統服務不足的社區內。自 1 月 15 

日以來，這些站點已經為大約 4.3 萬名紐約民眾接種了其第一針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

注射首針疫苗後，三週後重新建立站點，注射第二針疫苗。  

  
紐約州將繼續建立這些臨時站點，直到它們安置在紐約市住房管理局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NYCHA)  
所有 33 個老年人住房開發區內，其中有 7,600 多名老年人。臨時站點也將繼續設立在全

州範圍內的其他公共住房綜合體，以及 300 多所教堂和文化中心，這些教堂和文化中心

通過葛謨州長的疫苗平等工作組自願提供這些場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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