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2 月 2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在皇后區約克學院和布魯克林區梅德加埃弗斯學院開設州聯邦應急管理局

大規模疫苗接種點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將於 3 月 1 日啟動試點項目，以加强從紐約市住房管理局和社區中心

到約克學院和梅德加埃弗斯學院的巴士服務  

  
這些站點每天將為 3,000 名紐約民眾接種疫苗；在疫苗公平分配方面為全國樹立榜樣  

  
符合條件的紐約民眾可以通過紐約州的「我是否符合資格」網站、撥打 1-833-NYS-4-

VAX (1-833-697-4829) 或訪問該網站預約梅德加埃弗斯學院和紐約學院州聯邦應急管理
局疫苗接種點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紐約州聯邦應急管理局 (FEMA) 在皇后區 (Queens) 約克學

院 (York College) 和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梅德加埃弗斯學院 (Medgar Evers College) 

開設大規模疫苗接種點。這些站點每天將為 3,000 個紐約民眾接種疫苗。在預約的第一

周，疫苗為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內符合條件的郵區的居民保留，於 2 月 27 日對整個行政

區開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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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梅德加埃弗斯學院和皇后區約克學院建立站點，在

此公告後，以上站點得以建立。  

  
從 3 月 1 日開始，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將開

展一項試點，從皇后區約克學院和布魯克林區粉色房屋 (Pink Houses) 到疫苗接種點的巴

士服務時間從早上 6:30 到晚上 9:00，並在約克學院疫苗接種點附近增設新的巴士站。  

  

「紐約州有一個龐大的疫苗供應商網絡，以確保每一個符合條件的紐約群眾都能獲得疫

苗。隨著梅德加埃弗斯學院和約克學院等位於社區的大規模疫苗接種點的開放，我們愈發

接近於實現這一目標，」葛謨州長表示。「這些站點不僅直接位於傳統上服務不足的有

色人種社區，這些社區受到了疫情的嚴重打擊，而且由於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巴士服務的加

强，我們使這種拯救生命的疫苗變得更加容易獲得。在我們前進的過程中，我們將繼續優

先考慮社會公平和公正，並盡一切努力確保每個紐約民眾，不論種族、背景或居住地，都

能接種疫苗。」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604b360b-3fd00f1a-6049cf3e-000babd9fe9f-22c7bac56a9bc642&q=1&e=f9f050fb-451c-4712-8b10-2cddb98f0740&u=https%3A%2F%2F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F%3Furl%3Dhttps%253A%252F%252Fwww.governor.ny.gov%252Fnews%252Fgovernor-cuomo-biden-administration-announce-mass-vaccination-sites-open-new-york-state%26data%3D04%257C01%257Cacollins%2540mtahq.org%257C9da1990308d84f56e70f08d8d8bc064a%257C79c07380cc9841bd806b0ae925588f66%257C0%257C0%257C637497649387451421%257CUnknown%25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253D%257C1000%26sdata%3D0UMVOKv4cCjaK3GKYHR943sPpEktgGLCO%252BO1AzKOWhg%253D%26reserved%3D0


 

 

  
皇后區：約克學院 

160-2 Liberty Avenue  
Jamaica, NY 1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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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5、11436、11439、11432、11433、

11434、11423、11412、11413、11427、11428、11429、11411、11422、11691、

11692、11693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巴士班車每 30 分鐘一班，從埃奇米爾之屋 (Edgemere Houses) 發到

約克學院，停靠以下站點：  

  
北行 Q98V 巴士站  

• 海灘 41 街海灘通道車道 (Beach Channel Dr)  

• 海灘 54 街海灘通道車道  

• 洛凱韋高速公路 (Rockaway Fwy) 海灘 59 街  

• 海灘 73 街洛凱韋海灘林蔭大道 (Rockaway Beach Bl)  

• 海灘 84 街洛凱韋海灘林蔭大道  

• 122 街洛凱韋林蔭大道 (Rockaway Bl)  

• 工會大廳 (Union Hall) 自由大道 (Liberty Av)（約克學院）  

  
 南行 Q98V 巴士站  

• 工會大廳 (Union Hall) 自由大道 (Liberty Av)（約克學院）  

• 122 街洛凱韋林蔭大道  

• 海灘 84 街洛凱韋海灘林蔭大道  

• 海灘 75 街洛凱韋海灘林蔭大道  

• 洛凱韋高速公路 (Rockaway Fwy) 海灘 59 街  

• 海灘 54 街海灘通道車道  

• 海灘 41 街海灘通道車道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還將在現有的皇后區東南部線路上部署新的公共汽車站，以便更好地為

約克學院疫苗接種中心服務。 

  
梅德加埃弗斯學院 - 卡羅爾塔樓 (Carroll Building)  

紐約州布魯克林區皇冠街 (Crown Street) 231 號，郵編：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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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巴士班車每 30 分鐘一班，從粉色房屋發到梅德加埃弗斯學院，停靠以

下站點：  

  



 

 

西行 B98V 巴士站  

• 斯坦利大道 (Stanley Av)/謝裏丹大道 (Sheridan Av)  

• 埃爾德特車道 (Eldert La)/洛林大道 (Loring Av)  

• 林登林蔭大道 (Linden Bl)/謝裏丹大道  

• 林登林蔭大道/歐幾裡德大道 (Euclid Av)  

• 範西克倫大道 (Van Siclen Av)/沃特曼大道 (Wortman Av)  

• 平原大道 (Flatlands Av)/路易斯安那大道 (Louisiana Av)  

• 威廉姆斯大道 (Williams Av)/平原大道  

• 洛凱韋大道 (Rockaway Av)/杜蒙大道 (Dumont Av)  

• 洛凱韋大道/薩特大道 (Sutter Av)  

• 洛凱韋大道/東紐約大道 (E New York Av)  

• 東林蔭道 (Eastern Pkwy)/薩拉托加大道 (Saratoga Av)  

• 諾斯特蘭大道 (Nostrand Av)/卡羅爾街 (Carroll St)  

  
東行 B98V 巴士站  

• 諾斯特蘭大道 (Nostrand Av)/卡羅爾街 (Carroll St)  

• 東林蔭道 (Eastern Pkwy)/薩拉托加大道 (Saratoga Av)  

• 洛凱韋大道/前景 Pl (Prospect Pl)  

• 洛凱韋大道/薩特大道 (Sutter Av)  

• 洛凱韋大道 (Rockaway Av)/杜蒙大道 (Dumont Av)  

• 威廉姆斯大道/葛籣伍德路 (Glenwood Rd)  

• 平原大道 (Flatlands Av)/路易斯安那大道 (Louisiana Av)  

• 範西克倫大道 (Van Siclen Av)/沃特曼大道 (Wortman Av)  

• 林登林蔭大道/歐幾裡德大道 (Euclid Av)  

• 林登林蔭大道/秋季大道 (Autumn Av)  

• 林登林蔭大道/埃爾德特車道  

• 斯坦利大道/埃爾德特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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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主席兼執行長派特裡克 J.福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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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紐約州的接種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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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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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後重新建立站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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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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