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2 月 2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本週將會增加 12 個社區臨時接種站點，為 3,700 多名紐約民眾接種疫苗  

  
這些地點本周將為 3,700 多人接種疫苗，並加强州政府對確保疫苗分發過程公平公正的

承諾  

  
位於社區的「臨時」疫苗接種點已經為超過 4.6 萬名紐約民眾接種第一針疫苗  

  
接種地和合作夥伴在其社區內開展外聯活動，並與社區領導人和組織合作，以確定合格

的紐約民眾並安排接種預約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 12 個社區臨時接種站點將於本週啟用，這些站點位於社區

中心、公共住宅樓和文化中心。預計這些站點將在本週為 3,700 多位民眾接種疫苗，臨

時站點每週都會增加。自 1 月 15 日以來，100 多個社區臨時站點接種了超過 4.6 萬劑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苗。與以往的臨時站點一樣，這些地點將在三週後重新

啟用，用以接種第二針疫苗。  

  
隨著聯邦疫苗供應量的增加，紐約州將繼續在所有 33 個紐約市住房管理局老年住宅區 

(NYCHA Senior Housing Developments) 設立這些站點，這些住宅區居住著超過 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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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社區為基礎的疫苗接種點是紐約州努力確保所有符合條件的紐約民眾都有機會在他們

的社區中快速、公平地獲得疫苗的關鍵組成部分，」葛謨州長表示。「社會公平和公正

一直是我們應對的中心問題，但這不僅僅是一個獲得機會的問題。我們需要紐約民眾信任

疫苗，並實際接種疫苗。我們正在通過當地的合作夥伴關係和臨時站點正面應對懷疑和不

信任，並將疫苗直接帶到受這場疫情影響最嚴重的社區。」  

  
疫苗接種包的部署和與眾多公共及私人衛生保健提供者的合作使得這些接種站點得以設

立。接種地和合作夥伴在其社區內開展外聯活動，並與社區領導人和組織合作，以確定合

格的紐約民眾並安排接種預約。本週設立的 12 個站點地址如下：  

  
紐約市 

尼查米德爾頓廣場 (Middletown Plaza NYCHA) 

紐約州布朗克斯區 (Bronx) 米德爾頓路 (Middletown Road) 3033 號，郵編：10461  



 

 

開放時間：2021 年 2 月 25 日；上午 9:00-下午 5:00  

  
路旁浸信會 (Wayside Baptist Church)  

紐約州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百老匯 (Broadway) 1746 號，郵編：11207  

開放時間：2021 年 2 月 25 - 26 日；上午 9:00 - 下午 6:00  

  
修道院大道浸信會教堂 (Convent Avenue Baptist Church) 

紐約州紐約西 145 街 420 號，郵編：10031  

 開放時間：2021 年 2 月 26 日；上午 9:00 - 下午 5:00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自由港娛樂中心 (Freeport Recreation Center)  

紐約州自由港 (Freeport) 東梅裏克路 (East Merrick Road) 130 號，郵編：11520  

 開放時間：2021 年 2 月 25 日；上午 08:00-下午 12:00  

  
西班牙足球場 (La Espiguita Soccer)  

紐約州布倫特伍德 (Brentwood) 布倫特伍德路 (Brentwood Road) 1795 號，郵編：11717  

 開放時間：2021 年 2 月 26 日；上午 08:00 - 下午 12:00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東部男女生俱樂部 (Boys & Girls Club - East)  

紐約州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東法耶特街 (E Fayette Street) 2100 號，郵編：13224  

 開放時間：2021 年 2 月 26 日；上午 9:00 - 下午 5:00  

  
哈德遜谷地區 (HUDSON VALLEY)  

桑樹之家老年中心 (Mulberry House Senior Center)  

紐約州米德爾頓市 (Middletown) 西主街 (West Main Street) 62-70 號，郵編：10940  

 開放時間：2021 年 2 月 27 日；上午 09:00 - 下午 4:00  

**所有預約已滿** 

 
紐堡軍械庫聯合中心 (Newburgh Armory Unity Center)  

紐約州紐堡 (Newburgh) 南威廉街 (S William Street) 321 號，郵編：12550  

 開放時間：2021 年 2 月 26 日；上午 09:00 - 下午 3:00  

**所有預約已滿**  

  
基斯科山老年中心 (Mt. Kisco Senior Center) 

紐約州基斯科山 (Mt. Kisco) 卡彭特大道 (Carpenter Avenue) 198 號，郵編：10549  

開放時間：2021 年 2 月 27 日；上午 09:00 - 下午 5:00  

**所有預約已滿**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美國公民協會 (American Civic Association)  



 

 

紐約州賓厄姆頓市 (Binghamton) 前大街 (Front St) 131 號，郵編：13905  

 開放時間：2021 年 2 月 26 日；上午 09:00 - 下午 4:30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利文斯頓郡社會服務局 (Livingston County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紐約州莫里斯山 (Mt. Morris) 默里山校區 (Murray Hill Campus) 1 號，郵編：14510  

 開放時間：2021 年 2 月 27 日；上午 09:00 - 下午 12:00  

**所有預約已滿**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河畔中心 (Riverfront Center)  

紐約州阿姆斯特丹市 (Amsterdam) 河畔中心 1290 號，郵編：12010  

 開放時間：2021 年 2 月 27 日；上午 10:00 - 下午 2:00  

  
這種位於社區的臨時疫苗接種點的持續發展進一步促進了葛謨州長確保公平平等地分配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的任務。2020 年末，州長還宣佈設立紐約州疫苗平等工作組，工

作組的主持人員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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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Urban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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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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