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0 月 1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JFK AIRPORT) 設立咨詢臺， 

用於接待從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和美屬維爾京群島   

(U.S. VIRGIN ISLANDS) 抵達的乘客   

  

咨詢臺為抵達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達美航空公司  (Delta)  

航站樓和捷藍航空公司航站樓  (JetBlue) 的乘客提供資源   

  

為針對紐約州提供的服務尋求資訊或援助的民眾開通熱線電話  1-888-364-4901  

  

推進了州長面向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  (U.S. Virgin Islands)  

設立的帝國州賑災與災後重建工作  (Empire State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 設立新咨詢臺，用於提供與州資源相關的資訊，並接待從波

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抵達的乘客。咨詢臺位於達美航空公司航站樓和捷藍航

空公司航站樓，這兩家航空公司在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為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

京群島提供服務。紐約州雙語員工擔任該咨詢臺的工作人員，負責向抵達的乘客

提醒其在紐約州擁有的權利，以及提供給他們的支持服務和資源。  

  

「這些新咨詢臺將為近期颶風造成破壞後抵達帝國州  (Empire State) 的波多黎各居

民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居民提供基本資訊。」州長葛謨表示。「我們利用這個現場

資源中心向抵達紐約州的這些人及其家庭明確表示，我們張開雙臂歡迎美國同

胞，並將竭盡所能確保這些同胞充分了解其在本州境內享有的權利，以及提供給

他們的資源。」   

  

咨詢臺的工作時間為下午  2 點至  10 點，與從該島抵達的首趟航班和末趟航班同

步。  提供給這些人的資源取決於資格條件，包括：  

  

•  獲得醫療保險；   

•  經濟適用房；   

•  補充食品配發計畫  (Commodity Supplemental Food Program)；  



 

 

•  接種疫苗；   

•  紐約州職業中心；   

•  《麦基尼-文托援助法案  (McKinney-Vento Act Assistance)》紐約州無家可歸

學生技術與教育援助中心  (New York State Technical and Education 

Assistance Center for Homeless Students, NYS-TEACHS)；   

•  婦女、嬰兒與兒童營養服務  (Nutrition Services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   

•  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  輔助營養援助計畫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  臨時援助 (Temporary Assistance)。 

  

從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前來尋求教育援助、就業、醫療、住房、財務援助

的民眾，建議你們致電紐約州波多黎各與美屬維爾京群島熱線電話   

1-888-364-4901。  熱線電話目前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運作，有雙語話務員隨

時提供協助。  

  

教育   

根據《麦基尼-文托援助法案》，兒童和青少年有權立即登記入學而無需提供檔

案，包括學校檔案、醫療檔案、免疫檔案、居住證明。目前參加個人教育計畫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 的兒童也有權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兒童和青少年有

權獲得免費的校餐而無需提交申請。  

  

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設法確保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的難民學生獲

得住房和繳納州內學費的資格。 

  

就業   

紐約州職業中心 為尋求就業的人提供各種課程、講習班和招聘會。配備職業顧

問，為來自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的應聘者提供建議和推薦，用於協助這些

人搜索職位。  

  

醫療   

打算搬到紐約州的民眾及其家庭可從紐約州醫療保險市場『健康紐約州 (NY State 

of Health)』獲得醫療保險。申請援助以多種語言提供，包括西班牙語。此外，19 

歲以下的孩子沒有醫療保險、其醫療保險不包括免疫、或者其登記參加了醫療補

助計畫  (Medicaid) 或紐約州兒童加健保險計畫  (New York State Child Health Plus 

Insurance Program)，則其有資格利用紐約州兒童免疫計畫  (New York State 

Vaccines for Children Program) 接受建議的定期免疫。  

  

符合收入條件的母親可獲得婦女、嬰兒與兒童營養服務，這項服務為妊娠期的、

哺乳期的或產後的婦女，以及不超過五歲的嬰兒和兒童提供營養餐食、母乳餵養

https://www.suny.edu/suny-news/press-releases/10-2017/10-6-17/puerto-rico-usvi-tuition.html
https://labor.ny.gov/career-center-locator/
https://nystateofhealth.ny.gov/
https://nystateofhealth.ny.gov/
https://www.health.ny.gov/prevention/immunization/vaccines_for_children/
https://www.fns.usda.gov/wic/women-infants-and-children-wic


 

 

支持和建議。此外還提供輔助營養援助計畫，用於幫助低收入家庭購買食品，  

例如波多黎各輔助營養援助計畫。補充食品配發計畫給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和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不低於  60 歲的老年人提供免費的營養食品。  

 

住房與財務援助   

從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進入紐約州的民眾有資格獲得臨時援助，臨時援助

為有需求的個人及其家庭提供收入支持。更多與紐約州經濟適用房方案相關的資

訊，請點擊此處。 

  

「我們很高興支持葛謨州長設立的咨詢臺計畫，用於在颶風受害者抵達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時提供援助，」捷藍航空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羅賓 ·海耶斯  

(Robin Hayes) 表示。「我們感謝州長開展工作，在這些災難性的颶風過後採取行

動。我們作為紐約州的家鄉航空公司和波多黎各最大規模的航空公司，持續開展  

100x35JetBlue 計畫，用於對波多黎各的災後重建工作發揮積極的影響力。」   

  

達美航空公司東北區機場運營高級副總裁亨利 ·開肯德爾  (Henry Kuykendall)，

「達美航空公司利用我們的飛機運送物資和賑災人員前往波多黎各，並為抵達我

們紐約州航站樓的島民提供支持和服務，致力於配合葛謨州長開展工作，提供賑

災和災後重建工作所需的幫助。」   

  

國際服務業員工工會  (Service Employee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 地方  32BJ  

赫克托·菲格羅亞  (Hector Figueroa) 表示，「我很自豪與葛謨州長以及紐約州合

作，為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來到紐約州的民眾提供實時援助。設在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的咨詢臺將為這些進入美國的乘客提供一站式服務，為這些人提

供資訊，供其了解在紐約州境內擁有的權利和提供給他們的資源。」   

  

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執行理事瑞克·考頓  

(Rick Cotton) 表示，「颶風瑪利亞  (Hurricane Maria) 在加勒比海地區  (Caribbean) 

造成嚴重破壞，我們的美國同胞為此尋求庇護，這些人從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進入紐約州時，紐新航港局隨時準備提供協助。感謝葛謨州長發揮領導作用，  

我期待看到紐約民眾發揮專長來幫助這些處於困境中的人們。波多黎各和美屬維

爾京群島的民眾來到紐約州時，該咨詢臺將充當重要的資訊源。」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波多黎各和美屬維

爾京群島的居民面臨的困難已經夠多了，他們不該為醫療增添煩惱。無論是短期

停留或長期遷居，葛謨州長都確保我們的客人了解其可參加的醫療營養計畫，  

用於在這個困難時刻為這些人提供幫助。」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廳長

魯斯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帶領下，

紐約州承諾竭盡所能幫助從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抵達紐約州的家庭獲得所

https://www.fns.usda.gov/snap/supplemental-nutrition-assistance-program-snap
https://www.fns.usda.gov/csfp/commodity-supplemental-food-program-csfp
https://otda.ny.gov/programs/temporary-assistance/
http://nyhousingsearch.gov/


 

 

需的資源，用來開始重建其生活。我們將提供家庭所需的工具和支持，用於在紐

約州各地社區獲得便利廉價的住宅和公寓。」   

  

州勞工廳廳長羅伯塔·利爾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葛謨州長帶領紐約州開

展工作，幫助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受災難性的颶風影響的民眾。紐約州勞

工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準備竭盡所能支持這項工作，感謝我們

在工會內的夥伴加強工作，響應州長的號召，在這個危機時刻開展行動。」   

  

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主任

塞繆爾  D. 羅伯特  (Samuel D. Roberts) 表示，「葛謨州長長期支持我們最弱勢的

公民，無論他們的境況如何。  我們準備竭盡所能幫助這些承受了太多苦難的個人

和家庭，從而幫助他們重新恢復生活。」   

  

紐約州立大學校長克里斯蒂娜·約翰遜  (Kristina Johnson)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

領導下，紐約州立大學採取重要措施，確保來自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的美

國同胞獲得大量的機會用於進入紐約州並獲得優質教育。我們利用該咨詢臺站在

最前沿，確保從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進入紐約州的乘客了解紐約州提供給他們

的所有機會。」   

  

紐約市立大學理事會  (CUNY Board) 主席威廉·湯姆森  (William Thompson) 表示，

「我們在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的同胞公民正在努力重建其遭破壞的島嶼，

紐約州準備確保這些人仍舊負擔得起紐約州境內的優質教育。紐約市立大學繼續

與葛謨州長以及紐約州合作，因為我們竭盡所能幫助這些有需求的美國人，這個

咨詢臺將成為重要的節點，供這些人來到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時獲得所需的資

訊。」  

  

截至目前，紐約州已部署了：   

•  132 個國家警衛隊  (National Guard) 軍事警察   

•  國家警衛隊的  60 個士兵   

•  4 架黑鷹 (Black Hawk) 直升機  

•  78 個志願者醫生、醫生助手、護士、執業護士   

•  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的 70 多個工作人員   

•  州警隊的 50 多個警員   

•  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的  20 個專家   

•  五人後勤支持團隊，來自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的  2 

位無人機駕駛員   

  



 

 

紐約州為該島發出超過  44.6 萬瓶飲用水、1.9 萬份罐裝食品、8.46 萬包嬰兒濕

巾、21 萬包尿布、4.12 萬罐嬰兒食品、1.5 萬袋果汁、8,600 臺太陽能燈、6,300 

磅乾糧、10 臺發電機。  

  

葛謨州長昨天宣佈部署紐約州醫療團體的  78 個醫療人員，用於為波多黎各全島

提供亟需的醫療援助。志願者計畫得以實現，歸功於大紐約醫院協會  (Greater 

New York Hospital Association)、紐約州醫療協會  (Healthcar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State)、紐約州社區醫療協會  (Community Health Car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State)、紐約州護士協會  (New York State Nurses Association)、1199 國際服務業員

工工會 (1199 Service Employee International Union, 1199SEIU)。志願者團隊於昨日

抵達並將部署  14 天，將在馬納蒂市  (Manati) 聯邦醫療中心  (Federal Medical 

Center) 服務，或參加波多黎各災害醫療救援隊  (Disaster Medical Assistance Team) 

開展的重要救援任務來提供支持服務。  

  

除了工作人員團隊，紐約州還與與大紐約醫院協會、艾弗亞基金會  (Afya 

Foundation)、紐約猶太聯盟  (UJA-Federation of New York) 合作，繼續向波多黎各

運送應急物資。這次合作關係協調各方面工作，包括提供私人噴氣飛機並採購  

100 多萬美元的物資，現已給  16 家醫院和醫療機構以及  12 個社區組織提供  3  

萬多磅的藥物和醫療用品，用於幫助確保波多黎各居民獲得重要的醫療服務。  

運送的物資包括重要的醫療用品，包括  3,000 瓶胰島素、移植手術藥品、兒科腫

瘤藥品、抗生素和疫苗。  

  

葛謨州長還聯繫紐約市的主要商業組織紐約市夥伴  (Partnership for New York 

City) ，在公共基金紐約社區基金會  (New York Community Trust) 設立波多黎各救

災和重建基金  (Puerto Rico Relief & Rebuilding Fund)，該組織將負責向波多黎各當

地慈善機構發放善款，幫助當地民眾修復颶風瑪利亞造成的破壞並重建，並重點

關注最需要幫助的家庭和社區。商業社區目前正在征集各種資金和物資捐獻，  

最低捐獻額度為  10,000 美元。  

  

如需獲取與波多黎各當前救災和減災工作有關的資訊，瞭解您可以如何提供援

助，請造訪州長面向波多黎各以及美屬維爾京群島啟動的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

網頁。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deployment-health-care-personnel-aid-puerto-rico-relief-efforts
https://www.ny.gov/programs/empire-state-relief-and-recovery-effort-puerto-rico-and-us-virgin-islands#_blank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