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佈：2021 年 2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州-聯邦應急管理局全州疫苗接種點的開放日期和時間表

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接種點將於 2 月 24 日開放 - 符合條件的紐約民眾可以在 2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 8 點開始預約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聯邦應急管理局的接種點
水牛城、羅切斯特市、奧爾巴尼市和揚克斯市的接種點將於 3 月 3 日開放——符合條件
的紐約民眾可以在 2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8 點開始預約水牛城、羅切斯特市、奧爾巴
尼市和揚克斯市的州-聯邦應急管理局接種點
預約安排最初為接種率較低地區的紐約民眾保留一周；然後預約將對每個地點的主辦行
政區或郡的全體居民開放
全部六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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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與聯邦應急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合作建立的六個社區疫苗接種點的開放日期和時間安排資訊。具體來說，位於
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和皇后區 (Queens) 的站點將於 2 月 24 日星期三開始接種疫苗，
水牛城 (Buffalo)、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奧爾巴尼市 (Albany) 和揚克斯市 (Yonkers)
的站點將於 3 月 3 日開始接種疫苗。皇后區和布魯克林區的站點在每天早上 8 點到晚上
8 點之間運營。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站點每天分別能夠注射 3,000 劑疫苗，而水牛
城、羅切斯特市、奧爾巴尼市和揚克斯市的站點每天分別能夠注射 1,000 劑疫苗。
符合條件的紐約民眾可以在 2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 8 點開始預約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
的疫苗接種點，方法是使用紐約州 「我是否符合資格 (Am I Eligible)」網站，或撥打紐
約州的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苗接種熱線 1-833-NYS-4-VAX
(1-833-697-4829)。水牛城、羅切斯特市、揚克斯市和奧爾巴尼市的預約安排將於 2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8 點開放。在計畫的第一周，這六個站點在全州範圍內的預約最初是
專門為現時有資格接種疫苗的紐約民眾保留的，這些人居住在郡和行政區接種率較低的
地區。一周後，每個站點的預約將提供給該站點所在郡、行政區或指定目標地區的全體
居民。

「冠狀病毒病創造了美國的低潮，所有隱藏在表面之下的醜陋、結構性種族主義、不公
正和不平等都暴露了出來，」葛謨州長表示。「我們知道有色人種受害最深，從第一天
起，我們就把公平公正地分配疫苗作為優先事項。隨著這些站點的開放，我們將對一些
受影響最嚴重的社區產生巨大影響，以進一步加強我們在實地進行的疫苗注射工作。我
感謝拜登 (Biden) 政府的合作，使這些地點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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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六個站點的地點資料和辦公時間：
布魯克林區：梅德加·艾佛斯學院 (Medgar Evers College)
貝德福德大道 (Bedford Avenue) 1650 號
紐約州布魯克林區，郵編：11225
開放時間：2 月 24 日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符合條件的郵區：11206、11221、11216、11238、11225、11213、11233、11207、
11208、11236、11212、11203、11226、11210
皇后區：約克學院 (York College)
蓋伊布魯爾大道 (Guy R Brewer Boulevard) 94-20 號
紐約州牙買加 (Jamaica)，郵編：1451
開放時間：2 月 24 日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
符合條件的郵區：11418、11419、11420、11430、11435、11436、11439、11432、
11433、11434、11423、11412、11413、11427、11428、11429、11411、11422、
11691、11692、11693
水牛城: 迪拉萬格瑞德社區中心 (Delavan Grinder Community Center)
東德拉萬大道 (East Delavan Avenue) 877 號
紐約州水牛城
符合條件的郵區：14209、14201、14208、14213、14211、14215、14214、14204、
14222、14212
羅切斯特市：前柯達鷹眼停車場 (Former Kodak Hawkeye Parking Lot)
聖保羅街 (St. Paul Street) 1345 號
紐約州羅切斯特市
符合條件的郵區：14605、14613、14611、14608、14621、14619、14606、14615、
14614、14609、14604、14603

揚克斯市和弗農山市 (Mount Vernon)：紐約州國家警衛隊兵工廠 (New York National
Guard Amory)
昆西廣場 (Quincy Place) 2 號
紐約州揚克斯市
符合條件的郵區：10705、10701、10550、10553、10704、10703、10552
奧爾巴尼市、斯克內克塔迪市 (Schenectady)、特洛伊市 (Troy)：華盛頓大道軍械庫
(Washington Avenue Armory)
華盛頓大道 (Washington Avenue) 195 號
紐約州奧爾巴尼市
符合條件的郵區：12202、12206、12210、12209、12207、12222、12180、12307、
12308、12305、1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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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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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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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以來，這些站點支持大約 4.25 萬名紐約民眾在這些社區臨時站點接種了 2019 冠狀病
毒病的首針疫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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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