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 月 2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開展工作打擊孕產婦抑鬱症並預防孕產婦死亡率   

  

紐約州金融服務廳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DFS) 將規定所有醫療保險

政策提供孕產婦抑鬱症篩查保險範圍   

  

紐約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和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OMH) 設立戰略意識宣傳活動用於消除對孕產婦抑鬱症的成見   

  

新成立孕產婦死亡率審查委員會  (Maternal Mortality Review (MMR) Board) 用於審

查所有孕產婦死亡事件，以確保全面審查紐約州境內造成孕產婦死亡事件的因素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開展新工作打擊紐約州境內的孕產婦抑鬱症並預防孕

產婦死亡率。州長將指示金融服務廳規定所有醫療保險政策提供孕產婦抑鬱症篩查

保險，並將成立新的孕產婦死亡率審查委員會。  這些公告之所以發佈，是因為紐

約州的孕產婦死亡率在美國居第  30 位，並從屬於葛謨州長提出的紐約州  2018 年

婦女工作日程：平等權利、平等機會  (2018 Women's Agenda for New York: Equal 

Rights, Equal Opportunity)，以及 2019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  

  

「紐約州致力於確保婦女在其生命的每個階段獲得優質的醫療服務，我們利用這些

新的全面工作再次採取行動打破醫療服務面臨的障礙，並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技

術嫻熟的悉心護理，」州長葛謨表示。「這些計畫將設法糾正健康狀況方面令人

無法接受的種族差距、為新手家長和未來家長提供重要支持，並幫助確保為全體民

眾把紐約州建設得更加健康強大。」   

  

紐約州婦女選舉權委員會  (New York Women's Suffrage Commission) 主席兼副州

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美國相比於其他發達國家，母親的健康狀

況是最差的。葛謨州長的提案將確保紐約州的母親們在懷孕期、分娩期以及產後期

享受到理應獲得的醫療護理服務，包括精神健康護理。篩查是改善母親及其子女生

活的第一步。」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StatusNYWomenGirls2018Outlook.pdf#_blank


州長秘書兼紐約州婦女與女童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 主席梅麗莎·德羅薩  (Melissa DeRosa) 表示，「2017 年將載入史冊，這一年

婦女表達心聲和底線，2018 年，社會將予以響應。葛謨州長利用這份合乎情理的

法案再次支持婦女推進平等權利、機會和安全。我們利用這些行動進一步改善婦女

的醫療護理服務，並為全體民眾把紐約州建設得更加安全。」   

  

開展多機構工作用於抗擊孕產婦抑鬱症   

  

葛謨州長支持紐約州的兒童和家庭，了解技能嫻熟、及時的慈心護理能夠為患有孕

產婦抑鬱症的婦女帶來重要的不同，這種疾病影響著全國七分之一的母親。篩查能

夠加強孕產婦抑鬱症的檢出、診斷及預防，這種疾病如果及時發現是能夠治療的。  

  

但是太多前線醫療服務人員缺乏充分的培訓用於治療產後抑鬱症，太多婦女缺乏與

可用服務相關的資訊，成見是阻擋在家庭與她們需要的精神健康服務之間的障礙。  

  

為了鞏固並支持紐約州醫療機構為患有孕產婦抑鬱症的母親提供護理服務，葛謨州

長將推進積極的策略，用於確保所有新手母親獲得篩查和治療。  

  

首先，州長將指示金融服務廳規定紐約州境內發佈的所有醫療保險政策提供保險，

供成人與兒科基礎護理服務機構開展孕產婦抑鬱症篩查，並快速轉診給治療專家。

保險政策如果只涵蓋兒童但不涵蓋家長，則必須提供孕產婦抑鬱症篩查保險，以此

作為兒童健康的重要預防性護理干預措施。該指令將鞏固其他措施用於加快轉診和

治療，包括擴大促進兒童健康培訓與教育項目  (Training and Educ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hildren's Health, TEACH) 的範圍，用於為基礎醫療服務機構聯絡

精神健康專家、在婦女、嬰兒及兒童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 WIC) 診所加強

篩查和轉診服務，並為鄉村社區內的患者增加提供遠程精神病治療。  

  

第二，州長將指示紐約州衛生廳和精神健康辦公室開展戰略意識宣傳活動，用於提

供與症狀及治療方案相關的重要資訊，並在更大範圍內清除與孕產婦抑鬱症相關的

成見。  

  

第三，州長將指示精神健康辦公室推行前沿專業計畫，用於治療孕產婦抑鬱症，  

包括母嬰住院病房和以孕產婦抑鬱症為核心的門診計畫。  

  

這些工作將共同鞏固醫療機構的能力，用於解決其妊娠患者及產後患者的精神健康

問題，以便處於風險中的婦女和承受孕產婦抑鬱症的婦女將獲得更好的健康狀態和

醫療服務。  

  

 設立孕產婦死亡率審查委員會用於挽救生命   

  



紐約州衛生廳在  2010 年設立孕產婦死亡率審查預防計畫  (Maternal Mortality Review 

and Prevention Initiative)，用於審查所有孕產婦死亡事件，目標是確保全面審查造

成紐約州境內孕產婦死亡事件的因素。孕產婦死亡率審查委員會由臨床醫生及來自

專業機構及醫院的其他重要相關人員組成，負責審查綜合數據、就醫療護理的預防

及改善提供建議，並識別與教育及質量改善相關的重要方面。  

  

該計畫自 2010 年起減少了孕產婦死亡率，但紐約州在最低孕產婦死亡率排名方面

仍居於全國第  30 位。此外，仍存在驚人的種族歧視，非裔美國婦女在分娩時的死

亡率比白人婦女高四倍。  

  

為了保護家庭並預防今後的孕產婦死亡事件，紐約州衛生廳將設立孕產婦死亡率審

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將對紐約州境內發生的每起孕產婦死亡事件開展強化的多學科

分析，並提出可行的建議用於改善孕產婦療效和臨床護理服務。孕產婦死亡率審查

委員會還將負責針對各項戰略向衛生廳廳長提供建議，用於處理嚴重產科併發症  

(Severe Maternal Morbidity) 和種族歧視。  

  

紐約州衛生廳與美國婦產科醫生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ACOG) 及其他精神醫療夥伴合作，包括紐約州醫療協會  (Healthcar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State)、大紐約州醫院協會  (Greater New York Hospital 

Association)、紐約州醫學協會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指導設立孕產婦死

亡率審查委員會，該委員會的成員將包括領先的臨床專家。  

  

金融服務廳廳長瑪麗亞 ·弗洛  (Maria Vullo) 表示，「紐約州金融服務廳致力於確保

掙扎於孕產婦抑鬱症的母親們獲得其本人及其家庭需要的篩查服務和治療服務。  

臨床發現一再表明產婦抑鬱症的與較高水準的嬰幼兒、少年、青年和成年子女的情

感和功能問題之間有明顯的聯繫。紐約州金融服務廳通過保障應得的醫療保險對家

庭提供支援。」   

  

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主任安妮 ·薩利文  (Ann Sullivan) 博士表示，「孕產婦抑鬱

症影響著多達  1/7 的新手母親，並影響著兒童、整個家庭以及母親。好消息是孕產

婦抑鬱症如果及時發現是可以治愈的。葛謨州長設立的新計畫將鼓勵篩查孕產婦抑

鬱症、協助醫療機構更好地檢出這種疾病並加以治療，並幫助新手母親康復。」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 ·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太多婦女在懷孕期

間因可避免的併發症失去生命，這些死亡事件在非裔美國人社區內的概高到難以接

受的程度。按照葛謨州長的指示，紐約州設法確保全體婦女在懷孕期間獲得重要的

醫療服務，並全面審查導致孕產婦死亡率的臨床因素和系統因素。無論是誰，或身

處何地，紐約州婦女應當了解其在懷孕期間和產後並不是孤單的。」   

  

關愛每位母親非營利組織  (Every Mother Counts) 首席執行官兼創始人克麗絲迪 · 

特林頓·伯恩斯  (Christy Turlington Burns) 表示，「我在第一個孩子出生後患上了



與分娩相關的併發症，我知道自己想竭盡所能幫助其他母親在妊娠和分娩期間做好

準備並予以支持。我成立了關愛每位母親非營利組織，用於提高與可預防的孕產婦

死亡率及殘疾相關的認知，並懷揣使命，為每個地方的每位母親提供安全且滿懷敬

意的產科護理服務。我造訪世界各地，了解與支持安全孕產期相關的困難和解決辦

法。這種全球性的悲劇在美國也是個問題，孕產婦死亡率在美國和我的家鄉紐約市  

(New York City) 持續上升。因此，我期待與葛謨州長合作實施這項重要的計畫。」   

 

美國婦產科醫生學院二區主席伊法瑟·阿巴西·霍斯金斯  (Iffath Abbasi Hoskins)  

博士表示，「美國婦產科醫生學院二區很高興與紐約州衛生廳合作實施這項重要

計畫，用於解決本州的孕產婦死亡率問題。就促進及時分析數據以制定可行的預防

策略而言，設立審查委員會是至關重要的。我們期待與紐約州婦產科醫生網絡分享

最新資訊，用於改善提供的醫護服務的質量，從而降低紐約州的孕產婦死亡率。」   

  

斯凱勒分析與支持中心  (Schuyler Center for Analysis and Advocacy) 總裁兼首席

執行官凱特·布瑞斯林  (Kate Breslin) 表示，「產後抑鬱症是與分娩相關的最常見的

併發症；這對母親們而言是個問題，如果不加治療，將對其子女產生永久影響。  

預防、檢測、治療孕產婦抑鬱症無疑符合紐約州全體民眾的最佳利益。」   

  

紐約醫學院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副教授兼院長卡米拉  A. 克萊爾  (Camille 

A. Clare) 醫學博士  (MD)、公共衛生學碩士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MPH)、  

CPE、美國婦產科醫生學院成員  (Fellow of the American Congress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FACOG) 表示，「紐約州的孕產婦死亡率存在明

顯的種族差異，黑人婦女的死亡率比白人婦女高  3.5 倍。感謝葛謨州長把解決孕產

婦死亡率問題和發病率確立為優先工作，這對紐約州的婦女、家庭及社區有著廣泛

的影響。所有婦女在接受護理時都理應獲得平等公正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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