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3 月 2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下週將會增加 14 個社區臨時接種站點，為 4,200 多名紐約民眾接種疫苗  

  
加入紐約州承諾行列，幫助確保公平平等的疫苗分配流程  

  
位於社區的「臨時」疫苗接種點已經為超過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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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僅接受預約接種；不接受無預約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 14 個社區臨時接種站點將於下週啟用，這些站點位於禮拜

堂、社區中心和當地企業。這些站點預計將在一周內為 4,200 多人接種疫苗。自 1 月 15 

日以來，160 個社區臨時站點接種了超過 6.25 萬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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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

僅接受預約接種，不接受無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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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努力讓疫苗儘快普及到盡可能多的紐約民眾的同時，居民們必須知道疫苗是安全

有效的，這種信任從社區層面開始，」葛謨州長表示。「我們位於禮拜堂和其他值得信

賴的社區中心的臨時站點發揮了重要作用，為紐約民眾創造了一個環境，使他們能够放心

地接種疫苗，並向朋友和家人推薦疫苗，同時我們還基於自身的工作，直接在全州歷史上

未獲得充分服務的社區內直接建立這些站點來優先考慮疫苗分發的公平性，這些社區受到

的冠狀病毒帶來的打擊最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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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將設立的 14 個站點地址如下：  

  
紐約市  



 

 

國王廣場購物中心 (Kings Plaza Mall)  

國王廣場 5100 號 (5100 Kings Plaza)  

紐約州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開放時間：3 月 26 日週五；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新約聖殿 (New Testament Temple)  

西摩大道 (Seymour Avenue) 3350-56 號  

紐約州布朗克斯區 (Bronx)  

開放時間：3 月 27 日週六；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挑戰特許中學 (Challenge Charter Middle School)  

中央大道 (Central Ave) 1526 號  

紐約州法洛克威街區 (Far Rockaway)  

開放時間：3 月 27 日週六；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中華慈善總會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莫特街 (Mott St) 62 號  

紐約州紐約  

開放時間：3 月 26 日週五；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亞利恩托·德·維達教堂 (Aliento de Vida Church)  

羅斯福大道 (Roosevelt Ave) 103-12 號  

紐約州柯洛納街區 (Corona)  

開放時間：3 月 26 日週五；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B.A.P.S 斯瓦米納拉揚印度教寺廟 (B.A.P.S Swaminarayan Hindu Temple)  

德鬆車道 (Deshon Drive) 2 號  

紐約州梅爾維爾 (Melville)  

開放時間：3 月 26 日週五；下午 2 點至 6 點  

  
奧爾登臺學校 (Alden Terrace School)  

中央大道 (Central Ave) 1835 號  

紐約州河谷溪社區 (Valley Stream)  

開放時間：3 月 27 日週六；上午 10 點至下午 2 點 **此站點預約人數已滿  

  
哈德遜谷地區 (HUDSON VALLEY)  

聖公會慈恩堂 (Grace Episcopal Church)  

第 1 街 (1st Street) 130 號  

紐約州奈亞克嚮 (Nyack)  

開放時間：3 月 27 日週六；上午 9 點至下午 4 點 **此站點預約人數已滿  

  



 

 

希望社區服務公司 (Hope Community Services)/新羅謝爾市 (City of New Rochelle)  

華府大街 (Washington Ave.) 50 號  

紐約州新羅謝爾市  

開放時間：3 月 27 日週六；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此站點預約人數已滿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坦納斯維爾沃思拉別墅 (Villa Vosilla Tannersville)  

主街 (Main St) 6302 號  

紐約州坦納斯維爾  

開放時間：3 月 25 日，週五，上午 9 點至下午 3 點 **此站點預約人數已滿  

  
橄欖山傳教士浸信會教堂 (Mt. Olivet Missionary Baptist Church)  

南公園大道 (South Park Ave.) 1068 號  

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開放時間：3 月 27 日週六；上午 10 點至下午 5 點 **此站點預約人數已滿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大三角穀青年基督教協會 (YMCA of the Greater Tri-Valley)  

布盧姆菲爾德西街 (W Bloomfield St) 301 號  

紐約州羅馬市 (Rome)  

開放時間：3 月 29 日，週一；上午 9 點至下午 3:30 **此站點預約人數已滿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羅切斯特會議中心 (Rochester Convention Center)  

東主街 (E Main St) 123 號  

紐約州羅切斯特市  

開放時間：3 月 27 日週六；上午 10 點至下午 4 點 **此站點預約人數已滿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特勒姆紀念外展中心 (Durham Memorial Outreach Center)  

東鷹街 (E Eagle St) 200 號  

紐約州水牛城  

開放時間：3 月 27 日，週六；上午 9 點至下午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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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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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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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