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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独立计划出租车的原因
 

• 您将保持独立
• 
• 在恶劣天气下您无法驾车
• 
• 
• 每周可以享受两次采购食品时的免费运输服

务
 

 
• 去医院检查身体、牙齿和视力时可以获

得乘车折扣
  

 
独立计划交通服务的部分资金由纽约大都会运输委员会

(NYMTC) 通过纽约州交通部和联邦交通运输局提供。

移动管理服务

  拨打  (516) 869-6311
• 选择镇内交通方式
• 获取便利交通服务
• 了解地铁 / 公交时刻表
• 参加驾驶课程
• 为您的社会群体推荐移动方式 
 

镇民对 PI 交通运输服务的
看法

 

感谢北亨普斯特德镇推
出了出租车服务项目。
这是个非常智能、人性
化的项目... 

 

– 格雷特内克的 JS

感谢出租车服务。
我非常喜欢，并且
愿意继续使用。

 
 

 

–新海德公园的 LL

北亨普斯特德镇

镇长 Jennifer DeSena、 
镇委员会和养老服务部发起：

目标人群
•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 21 岁以上的残障人士

交通运输项目  
 

药物可能会有副作用

夜间开车存在很多风险
您无需再费力去找停车场

独立计划出租车服务的运营方式符合适用的法律，并且

不会将种族、肤色、国籍、宗教、性别、性取向、婚姻

状况、年龄或残疾与否作为能否接受服务的依据。在接

受独立计划出租车服务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人认为自

己受到了非法歧视，都可以在 180 天内向养老服务部发

起书面投诉。地址：EEO and ADA Officer, 1601 

Marcus Avenue, New Hyde Park, New York 11040。



尊敬的居民朋友们：

 

 

谨致问候。

Jennifer DeSena
镇长

镇长

 
 
 

JENNIFER 
DESENA 致辞

医疗运输问答
 

什么时候可以提供服务？
• 工作日（重大节假日除外）
• 请至少在出行前一天下午 5 点前预约
•
 

建议出行时间为上午 10 点到下午 2 点（低峰期）
•

 

高峰期出行可能会有延迟（上午 
10 点前和下午 4 点后）  

 
服务范围包括哪些？

•
 

在北亨普斯特德镇内包括医疗目的地。
•

 

在镇外包括以下地点：LIJ 院区、NUMC、MSK 
癌症治疗中心、St. Francis De Matteis医院，
以及花园城内的目的地。

出租车可以带上我的轮椅或步行器吗?
• 可以，只要您可以自行坐进车里，

并且您的设备可以轻松折叠，放入汽车后备箱
• 司机不会提供协助

可以带上我的助手吗？可以，无需任何费用

如何预约出行？
•
 

请至少提前一天拨打 (516) 869-6311 
预约出行，工作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 
7:30 到下午 4:45。

•
 

呼叫中心在所有重大节假日均不提供服务。

乘车费用是多少？*
• 如果单程费用在 20 美元以下，则您需要支付 

5 美元；如果在 20 美元及以上，则您需要支付 
10 美元

• 我们建议并感谢您支付小费

回程怎么办？
•

 

您可以拨打出租车公司的电话，
要求提供回程接送服务。

•

 

在预约后，打电话叫出租车，并说您是独立计划的参与者，
回程车费同样享有折扣。

食品采购运送问答
 

什么时候可以提供服务？
• 免费食物采购运输服务每周提供两次，

服务时间为上午 10 点到下午 2 点。
• 您必须至少在出行前一天下午 5 点前进行预约。

出租车可以带上我的轮椅或步行器吗？
• 可以，只要您可以自行坐进车里，并且您的

轮椅或步行器可以轻松折叠，
放入汽车后备箱。

可以带上我的助手吗？可以，无需任何费用

如何预约出行？
•
 

请至少提前一天拨打 (516) 869-6311 预约出行，
工作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 7:30 到下午 4:45。

• 呼叫中心在所有重大节假日均不提供服务。

回程怎么办？
•
 

您可以在预约时提前预约回程接送服务。

• 或者在预约后打电话叫出租车，并说您是独立
计划的参与者，回程同样免费。

食品数量有限制吗？
• 每程不超过 3 个购物袋。
•
 

运输物品不包括您无法自行搬运的重物。

需要付小费吗？  
• 我们建议并感谢您支付小费。

• 建议出行时间为上午 10 点到下午 2 点（低峰期） 

• 
请至少提前一天预约

• 如果次日需要出行，请于前一天下午 5 点前预约 
• 如果无法联系到回程出租车，请拨打本镇呼叫中心

的电话 (516) 869-6311 获取帮助。
•
 

必须时刻佩戴好口罩*

*项目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化

北亨普斯特德镇很荣幸能与本地的正规出
租车公司合作，为你们在采购食品时提供
免费运输服务，以及在看医生时提供乘车
折扣。这些服务面向符合条件的 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和 21 岁以上的残障人士。

对于我们的居民来说，这是一项很不错的
福利！除了免费乘坐出租车采购食品外，
你们还可以乘出租车去看医生、牙医或前
往治疗中心。如果车费在 20 美元以下，你
们只需要付 5 美元，而如果车费在 20 美元
及以上，你们则只需要付 10 美元。本镇政
府将支付剩余的金额，不包括小费（我们
建议并感谢大家支付小费！）

本手册旨在解答有关本镇交通运输服务的
任何问题。如果你们需要了解其他信息，
或计划出行，请拨打(516) 869-6311 获取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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