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2 月 2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進一步加強工作，擴大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州與聯邦應急管理局合作疫

苗接種站點的覆蓋面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將會推出試點計畫，提升從紐約市住房管理局及相關街區社區中心前

往州與聯邦應急管理局合作疫苗接種站點的巴士服務  

  
紐約州將與布魯克林及皇后區的宗教領袖合作，推出疫苗接種倡議活動，旨在鼓勵更多

社區成員登記疫苗預約  

  
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接種點將於 2 月 24 日開放 - 符合資格的紐約民眾可以透過紐約的
「我是否符合資格」網站、撥打 1-833-NYS-4-VAX (1-833-697-4829) 或前往站點，登記

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州與聯邦應急管理局接種點的接種預約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進一步加強工作，與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合作，在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的梅德加·艾佛斯學院 

(Medgar Evers College) 及皇后區 (Queens) 的約克學院 (York College) 建立社區疫苗接

種點，以此擴大接種站點的覆蓋面。為了配合此項工作，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 將會推出試點計畫，增加布魯克林區和皇

后區的巴士服務，方便相關街區的紐約民眾前往上述兩個接種站點。紐約將亦會與布魯克

林區和皇后區的宗教領袖合作，推出疫苗接種倡議活動，旨在鼓勵宗教領袖所在社區的更

多成員能夠透過電話銀行的方式登記上述站點的接種預約。紐約州一直持續不懈地消除民

眾對於疫苗的猶疑心態，並將疫苗分配至傳統健康保健機構服務不足的地區，這些新的舉

措亦是工作內容之一。  

  
位於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社區接種站點將於 2 月 24 日週三開始接種疫苗，工作時間為

每天的早上 8 點至晚上 8 點，每個站點每天能夠接種 3,000 劑疫苗。符合條件的紐約民

眾目前可以開始預約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疫苗接種點，方法是使用紐約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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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待站點於週三開放時前往現場預約登

記。在計畫的第一週，這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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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後，站點所在街區

所有符合資格的居民都可登記預約。  

  



 

 

「冠狀病毒將美國的短板暴露了出來——數十年來種種令人咋舌、到處蔓延的懸殊及不公

平現象一覽無遺——紐約州正在竭盡全力，希望在疫苗接種流程中扭轉這種趨勢。」葛

謨州長表示。「得益於拜登 (Biden) 政府，紐約州得以在深受打擊的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

社區中直接設立大規模疫苗接種站點，確保這些地區能夠直接接收疫苗。現在，我們將這

項工作又向前推進了一步。我們不僅與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合作推出試點計畫，增加前往站

點的直通巴士班次，同時也與本地的宗教領袖攜手，幫助紐約民眾登記預約，並消除關於

疫苗的謠言及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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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決疫苗疑惑與接種問題，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將會增加巴士班次，方便民眾從紐約市

住房管理局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NYCHA) 及相關街區社區中心前往州與聯

邦應急管理局合作疫苗接種站點。紐約大都會運輸署預約會在社區中心至布魯克林區和皇

后區的沿途增設站點及增加專項服務，因此增加班次的詳細資訊將會在未來幾天公佈。例

如，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將在皇后區加開從哈默爾屋 (Hammel Houses) 前往約克學院的穿

梭巴士。而在布魯克林區，已向梅德加·艾佛斯學院提供服務的現有 B49 路巴士將會增加

班次。  

  
紐約民眾可以使用 tripplanner.mta.info 上的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行程規劃功能規劃接種疫

苗的路程。加開路線將於 3 月 1 日週一起在應用程式上線。 

  
另外，由相關社區宗教領袖領導的電話銀行工作也在繼續進行，以鼓勵更多社區成員登記

預約上述站點的疫苗接種。 

  
以下宗教領袖將會開展疫苗接種的倡議活動：  

• 耶穌基督五旬節教會有限公司 (Pentecostal Church of Jesus Christ, Inc.) 主教伊

斯梅爾·克勞迪奧 (Ismael Claudio) 博士  

• 伯大尼浸信會教堂 (Bethany Baptist Church)，尊敬的阿道弗斯·C. 萊西 (Adolphus 

C. Lacey) 博士  

• 全球豐盛生命基督事工 (Abundant Life Christian Ministries, Worldwide) 費斯圖斯·

阿德耶耶 (Festus Adeyeye) 牧師  

• 基石浸信會教堂 (Cornerstone Baptist Church) 勞倫斯·阿克爾 (Lawrence Aker) 三

世牧師  

• 美國牧師網路 (Pastors Network of America) 理事長及創辦人史蒂芬·貝爾格雷夫 

(Steve Belgrove) 牧師  

• 基督教文化中心 (Christian Cultural Center)，尊敬的 A.R. 伯納德 (A.R. 

Bernard)，創辦人與高級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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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保羅社區浸信會教堂 (St. Paul's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尊敬的大衛·K. 布

勞利 (David K. Brawley)，教士主管  

• 伯利恆浸信會教堂 (Bethlehem Baptist Church)，尊敬的拉里·肯普 (Larry Camp) 

牧師  

• 阿勒山教堂 (Mount Ararat Church) 斯蒂芬·卡特 (Steve Carter) 牧師，高級牧師  

• 上帝祈禱營教堂 (God's Battalion of Prayer Church)，尊敬的阿爾佛雷德·考克弗爾

德二世 (Alfred Cockfield II) 牧師  

• 萊諾克斯路浸信會教堂 (Lenox Road Baptist Church)，尊敬的柯克帕特里克·考豪

爾 (Kirkpatrick Cohall) 博士，高級牧師  

• 新生命盟約團體 (New Life Covenant Fellowship) 創辦人及現任高級教士小埃里克·

R. 菲格羅亞 (Eric R. Figueroa, Sr.) 牧師  

• 新希望基督教團體 (New Hope Christian Fellowship) 奧蘭朵·范德萊特 (Orlando 

Findlayter) 主教，牧師  

• 克拉倫登路教堂 (Clarendon Road Church)，尊敬的查爾斯·O. 加爾布雷斯 

(Charles O. Galbreath) 博士，高級牧師  

• 基督複臨安息日信徒東北聯盟 ( Northeastern Conference of Seventh-Day 

Adventist) 艾倫·C. 馬丁 (Allen C. Martin) 博士，教士  

• 改變生命基督教中心 (Changing Lives Christian Center) 保羅·B. 米切爾 (Paul B. 

Mitchell) 牧師，高級牧師  

• 新生聖所 (New Life Tabernacle) 邁克爾·米切爾 (Michael Mitchell) 主教  

• 錫安山教堂 (Mt. Zion Church) 吉福德·T. 蒙羅斯 (Gilford T. Monrose) 牧師，主管

牧師；第 67 教區神職人員委員會主管及創辦主席  

• 皇冠高地第一浸信會教堂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Crown Heights)，尊敬的拉沙德·

雷蒙德·莫爾 (Rashad Raymond Moore)，第三牧師  

• 福音派十字軍得人如得魚 (Evangelical Crusaders Fisher of Men) 山姆·尼科爾森 

(Sam Nicols) 牧師  

• 貝塞斯達療愈中心 (Bethesda Healing Center) 詹姆斯·奧薩科菲 (James Osa-kofi) 

牧師  

• 貝德福德中央長者會教堂 (Bedford Central Presbyterian Church)，尊敬的克萊夫·

E. 尼爾 (Clive E. Neil) 牧師  

• 東弗拉特布什上帝教堂 (Church of God of East Flatbush) 主教 R.C. 休·尼爾森 

(R.C.Hugh Nelson) 博士高級牧師  

• 毗斯迦山浸信會教堂 (Mt. Pisgah Baptist Church) 主教約翰尼·雷·揚布拉德 

(Johnny Ray Youngblood)  
• 布魯克林深思教堂 (Reflection Church of Brooklyn) 路易斯·斯瑞克 (Louis Straker) 

牧師  

• 康科特基督浸信會教堂 (Concord Baptist Church of Christ)，尊敬的蓋理·V. 辛普森 

(Gary V. Simpson) 博士，主管牧師  

• 新耶路撒冷禮拜中心 (New Jerusalem Worship Center) 卡爾文·萊斯 (Calvin Rice) 

主教  



 

 

• 大斯普林菲爾德社區教堂 (Greater Springfield Community Church)，尊敬的菲爾·

克雷格 (Phil Craig) 博士，牧師  

• 大艾倫 A.M.E. 大教堂 (Greater Allen A.M.E. Cathedral)，弗洛伊德 (Floyd) 牧師及

尊敬的瑪格麗特·伊萊恩· M. 弗萊克 (Margaret Elaine M. Flake) 博士（聯合牧師）  

• 伯大尼浸信會教堂 (Bethany Baptist Church) 尊敬的小克雷格·斯格特·布郎恩 

(Craig Scott Brown Sr.)博士，牧師  

• 阿凡納馬其頓浸信會教堂 (Macedonia Baptist Church of Arverne)，尊敬的小伊凡·

D. 格雷 (Evan D. Gray, Sr.) 牧師  

• 達巴伯利恒大教堂 (Dabar Bethelem Cathedral) 主教 H. 柯蒂斯·道格拉斯 (H. 

Curtis Douglas)，高級牧師  

• 社區浸信會教堂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奧馬爾·伊凡斯 (Omar Evans) 牧師  

• 紐約東部浸信會協會 (Eastern Baptist Association of New York)，尊敬的小吉伯·

皮克特 (Gilbert Pickett Sr.) 牧師  

• 上升之星浸信會教堂 (Rising Star Baptist Church) 諾曼·斯格特 (Norman Scott) 牧

師  

• 法洛克威街區第一浸信會教堂 (First Baptist Church Far Rockaway) 杜安·邁克爾·

斯利特 (Duane Michael Sleet) 牧師  

• 南邁阿密庇護城 (City of Refuge South Miami, CORSMIA)，尊敬的卡爾·沃科普 

(Carl Wauchope)  
• 柯洛納基督教普救寺 (Christian Universal Temple of Corona) 使徒 DK·威廉姆斯 

(DK Williams)  
• 東艾姆赫斯特街區第一浸信會教堂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East Elmhurst) 尊敬的

派翠克·亨利·揚 (Patrick Henry Young)  

  
隨著紐約州與相關社區中更多的宗教領袖合作，這份名單還會繼續增加。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署長兼執行長派翠克 J. 佛伊 (Patrick J. Foye) 表示，「紐約大都會運

輸署正竭盡全力，提升交通服務，方便民眾從公共住房及社區中心前往梅德加·艾佛斯學

院及約克學院，確保疫苗接種工作得以公平實施。我們希望確保那些住在疫苗接種率最低

街區的民眾能夠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前往上述站點。」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紐約市捷運局 (New York City Transit) 臨時局長薩拉·費因伯格 

(Sarah Feinberg) 表示，「為了確保紐約民眾前往疫苗接種站點時能有更多的交通方式

可以選擇，我們自 3 月 1 日起會增加巴士路線，提供從主要街區前往上述接種站點的交

通服務。我們應該竭盡所能，配合紐約的接種工作。我們鼓勵紐約民眾瀏覽 mta.info，使

用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行程規劃功能，規劃接種疫苗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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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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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站點支持大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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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