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10 月 2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為一線員工啟動新冠肺炎自願篩查計畫  

  
在輪換現場地點、醫療評估和職業健康服務中心提供免費冠狀病毒檢測，初始階段每週
對 2,000 名一線紐約市捷運局、長島鐵路、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和橋樑和隧道管理局的

員工進行篩查  

  
新計畫補充了紐約大都市地區諾斯維爾醫療機構 - GoHealth 急救中心提供的免費檢測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將為一線員工啟動自願新冠肺炎 (COVID-19) 篩查計畫。根據這項新倡

議，在輪換現場地點、醫療評估和職業健康服務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s, OHS) 

中心，將向紐約市捷運局 (NYC Transit)、長島鐵路公司 (LIRR)、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 

(Metro-North) 和橋樑和隧道管理局 (Bridge and Tunnels) 的一線員工提供免費冠狀病毒 

(COVID) 檢測。在該計畫的初始階段，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每週將有多達 2,000 名一線員

工接受篩查——這是全國第一項運輸工人篩查計畫。  

  
「在這場疫情期間，我們勇敢的前線運輸工人每天冒著生命危險為紐約民眾提供必要的服

務，我們必須像他們支持我們一樣支持他們，」葛謨州長表示。「這項新的自願篩查計

畫利用紐約州在全國領先的冠狀病毒檢測計畫，在這場前所未有的疫情期間幫助保障我們

一線工人的安全。」  

  
新的檢測計畫從初始階段開始，面向一線員工，從三個方面著手：  

1. 現場地點：現場檢測將按輪班時間表在現場地點開展，包括公車站、地鐵和鐵路車

場，由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職業健康服務中心根據紐約州指定的熱點和集群地區確

定。  

2. 醫療評估中心 (Medical Assessment Centers, MAC) 和職業健康服務機構：所有計

劃前往醫療評估中心和職業健康服務機構的員工也將接受自願檢測。  

3. 與諾斯維爾醫療機構的現有合作：此外，在整個紐約大都會地區，紐約大都會運輸

署的工作人員仍可在諾斯維爾醫療機構 - GoHealth 急救中心 (GoHealth urgent 

care center) 進行免費診斷檢測。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在工人安全方面繼續引領全國，新的新冠肺炎篩查計畫是在這一前所

未有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中對員工安全所做的堅定承諾的最新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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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病毒來襲，我們的工作人

員就是紐約州的脊樑。在我們所有的機構中促進安全的工作環境是首要任務。」  

  
「我強烈敦促所有員工充分利用這項關鍵的新計畫，因為它將幫助我們識別病毒並阻止其

傳播，」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安全長派翠克·沃倫 (Patrick Warren) 表示。「我們知道這種

病毒的無症狀傳播是非常現實的問題，我們都需要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來保證工作中彼此的

安全。我想感謝辛勤工作的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員工，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他們讓這座城

市繼續前行。」  

  
「這正是我們一直要求的篩查計畫，就保護運輸工人聯合會本地第 100 號 (Transport 

Workers' Union (TWU) Local 100) 成員免受可能的第二波浪潮帶來的影響而言，這是一

個巨大的進步，」運輸工人聯合會本地第 100 號主席托尼·烏塔諾 (Tony Utano) 表示。

「我們將密切監測其執行情況，但我們感謝我們要求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檢測和篩查的要求

得到了回應。」  

  
鈑金，航空，鐵路和運輸工人組織 (Sheet Metal, Air, Rail and Transportation 

Workers, SMART) 常務主席安東尼·西蒙 (Anthony Simon) 表示，「在我們努力檢測病

毒、阻止病毒傳播和保護我們在疫情期間英勇服務該地區的辛勤工作的兄弟姐妹方面，該

檢測計畫是必要的下一步。鈑金，航空，鐵路和運輸工人組織期待著與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就這一關鍵舉措展開合作。」  

  
ATU 本地第 726 號 (ATU Local 726) 主席丹尼·卡塞拉 (Danny Cassella) 表示，「我感

謝州長和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組織了這項計畫。任何檢測，無論是冠狀病毒篩查還是體溫檢

測，對我們的成員和公眾都是有利的。」  

  
國際卡車司機工會 (Internation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IBT) 秘書長 F. 克裡斯多

夫·西爾韋拉 (F. Christophe Silvera) 表示。「國際卡車司機工會全力支持紐約大都會運

輸署為所有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員工提供免費和自願的新冠肺炎檢測。據我們瞭解，美國疾

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紐約州和紐約

市的衛生官員以及公共衛生專家建議，頻繁的檢測對員工的健康和福利以及他們的家庭最

有益。我們很高興與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及其供應商生物多樣性實驗室 (BioReference 

Laboratories) 和奎斯特診斷公司 (Quest Diagnostics) 合作，為我們的員工進行新冠肺炎

篩查檢測。這是一項真正的團隊工作，我們將建議辛勤工作的鐵路員工參與其中。」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正在與生物傳輸實驗室和奎斯特診斷公司合作開展檢測。該計畫的初始

階段將包括每週檢測 2,000 名員工的目標，重點是檢測 15% 的一線員工。新冠肺炎篩查

計畫將在選定的現場地點、醫療評估中心和職業健康服務機構開始，將在未來幾週擴大到

其他地點並擴大規模。 如果員工尚未安排訪問，則必須登記以進入醫療評估中心或職業

健康服務場所。  

  



 

 

「確保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員工的安全和健康至關重要，」生物傳輸實驗室執行主席喬恩 

R. 科恩 (Jon R. Cohen) 醫學博士表示。「一支抵禦新冠肺炎的健康工作隊伍，將幫助我

們繼續阻止病毒傳播，並確保數百萬紐約民眾安全向前邁進。」  

  
「高品質的新冠肺炎檢測對於幫助我國一線工作人員盡可能安全地開展工作至關重要，」

奎斯特診斷公司人口健康計畫執行董事文迪 S. 馬德爾 (Wendi S. Mader) 表示。「紐約

州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的工作人員每天都冒著生命危險，確保我們其他人能夠在疫情期間抵

達我們需要去的地方。作為紮根於紐約三州地區的組織，奎斯特診斷公司在這個關鍵時刻

向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的英雄們提供了新冠肺炎檢測的經驗，我為他們提供支持感到無比自

豪。」  

  
檢測將採用逆轉錄聚合酶鏈反應 (RT-PCR)，使用鼻腔拭子大約需要五分鐘時間。該計畫

是自願的，但強烈建議參與。在正常情況下，結果的周轉時間將在 48 小時內，員工將在

此時間內收到檢測結果。  

  
該計畫將從現在開始持續到十一月份，在以下地點開始：  

• 東紐約公車站 (East New York Bus Depot)  

• 弗拉特布街區公車站 (Flatbush Bus Depot)  

• 傑基·格裡森公車站 (Jackie Gleason Bus Depot)  

• 烏爾默公園公車站 (Ulmer Park Bus Depot)  

• 巴斯利公園公車站 (Baisley Park Bus Depot)  

• 凱西·斯坦格爾站 (Casey Stengel Depot)  

• 學院點站 (College Point Depot)  

• 法洛克威站 (Far Rockaway Depot)  

• 牙買加站 (Jamaica Depot)  

• JFK 站 (JFK Depot)  

• 拉瓜迪亞站 (LaGuardia Depot)  

• 皇后嚮站 (Queens Village Depot)  

• 春溪公車站 (Spring Creek Bus Depot)  

• 福瑞什池塘 (Fresh Pond)  

• 格蘭德大道 (Grand Avenue)  

• 東徹斯特站 (Eastchester Depot)  

• 槍山站 (Gun Hill Depot)  

• 金斯布裡奇站 (Kingsbridge Depot)  

• 西農場站 (West Farms Depot)  

• 楊克斯站 (Yonkers Depot)  

• 克拉拉·黑爾修女站 (Mother Clara Hale Depot)  

• 曼哈頓維爾站 (Manhattanville Depot)  

• 邁克爾 J. 奎爾 (Michael J. Quill)  

• 塔斯基吉空軍 (Tuskegee Airmen)（第 100 街 (100th St)）  



 

 

• 卡斯爾頓站 (Castleton Depot)  

• 查爾斯頓站 (Charleston Depot)  

• 馬里帝茲站 (Meredith Depot)  

• 育空站 (Yukon Depot)  

• 醫療評估中心 1  

• 醫療評估中心 3  

• 醫療評估中心 5、科尼島船廠 (Coney Island Yard)  

• 職業健康服務中心格瑞巴機構 (Greybar Facility)（北方鐵路公司 (Metro-North 

Railroad, MNR)）  

• 職業健康服務中心米尼奧拉機構 (Mineola Facility)（長島鐵路公司）  

• 第 207 街停車場 (207th Street Yard)  

• 山坡停車場 (Hillside Yard)（長島鐵路公司）  

• 克羅頓-哈蒙 (Croton-Harmon)（北方鐵路公司）  

出現新冠肺炎症狀的員工應立即就醫或在當地檢測點接受檢測。  

 
檢測資訊也可在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查詢，或致電紐約

州新冠肺炎熱線 1-888-364-3065 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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