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任命專家組探索在斯塔頓島學院  (COLLEGE OF STATEN ISLAND) 中納

入發育性殘疾基礎研究學院  (INSTITUTE FOR BASIC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的可行性   

  

專家組將於  2017 年秋季召開會議；將於  2018 年發佈建議和研究結果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天宣佈任命一個由利益攸關方組成的藍絲帶專家組  (Blue-

Ribbon Panel)，用以加強發育性殘疾基礎研究學院  (Institute for Basic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和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CUNY)  

斯塔頓島學院  (College of Staten Island，CSI) 之間的合作，審視將基礎研究學院  

(Institute for Basic Research，IBR) 的行政監管權從紐約州發育性殘疾人事務辦公室  

(State Office f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OPWDD) 轉至紐約市立大

學 (CUNY) 和斯塔頓島學院  (CSI) 的可行性。本專家組將審視各類解決方案，確保

全國首家、紐約州唯一一家專門研究發育性殘疾成因的研究機構能夠持續取得成

功，實現卓越發展。近  50 年來，基礎研究學院  (IBR) 一直以來都在幫助改善發育

性殘疾的診斷、預防和治療。  

  

「本專家組將探索一種潛在合作夥伴關係，將紐約境內的學術界人士和主題專家

們聯合起來，研究發育性殘疾領域內的一些突破性理念，」州長葛謨表示。  

「透過將斯塔頓島上這兩處重要資源結合起來，我們有機會找到科學創新的契

機，為所有民眾構建一個更強大、更健康的紐約州。」  

  

該基礎研究學院進行的多種影響深遠的研究中包擴在自閉症研究領域取得的多項

進展。IBR 採取整合方案推進自閉症的研究，結合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透過找

到對干預有效的遺傳和新陳代謝方式， IBR 已對自閉症的預防和治療領域做出了

巨大貢獻。此外， IBR 還為個人及其家庭提供特殊服務，並針對發育性殘疾提供

公共和專業教育。  

  



 

 

除了這些創紀錄的重要發現和突破以外， IBR，與許多研究機構一樣，面臨著聯邦

資助和其他補助來源不斷縮減的問題。其他紐約州的研究機構，例如：成癮問題

研究學院 (Research Institute on Addictions) 和內森 S. 克萊恩研究所  (Nathan S. 

Kline Institute) 和紐約精神病學研究所  (New York Psychiatric Institutes)，均與學院

和大學有著積極有效的附屬聯繫。CUNY 的斯塔頓島學院鄰近  IBR，除了其他課

程以外，還針對自閉症譜系障礙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神經科學和發育性

殘疾 (Neuroscience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和臨床心理健康咨詢  (Clinical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等學科提供研究生水平的教學。  

  

紐約州發育性殘疾人事務辦公室  (OPWDD) 代理專員凱瑞  A. 德蘭尼  (Kerry A. 

Delaney) 表示，「探索 IBR 和斯塔頓島學院的聯合從多個層面上來說都是具有意

義的——它們位置鄰近，擁有共同關注和研究領域，並可以為合作研究奠定基

礎。IBR 在智力和發育性殘疾人社群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I/DD Community) 中頗具聲望——不僅在紐約，還包擴全國乃至其他地區——該機

構引領著促進理解發育性殘疾及其成因、治療和預防這一領域的研究。葛謨州長

現已組建了一個擁有豐富相關經驗的專家組；我期待著與他們合作，設計一套合

作方案，為這些聲名遠揚的研究機構在未來的高效率、可持續發展盡一份力。」  

  

斯塔頓島學院院長威廉  J. 弗里茨  (William J. Fritz) 博士表示，「斯塔頓島學院致

力於參與本行政區的管理，很高興能有機會與葛謨州長組建的藍絲帶專家組合作

共事，探索將基礎研究學院的管理從發育性殘疾人事務辦公室轉至紐約市立大學

下屬的斯塔頓島學院。 IBR 的科學家和工作人員與  CSI 的教職員工之間在神經科

學領域（生物、化學、物理學、心理咨詢、心理學）擁有著長期合作關係，曾經

聯合發表文章、爭取聯邦補助金、展開合作性研究、並監督管理碩士和博士研究

生。作為維羅布魯克  (Willowbrook) 財產的監管人，我們要吸取以往的教訓，抓住

這個絕佳機會，拓展理解發育性殘疾的前沿研究的範圍。CSI 期待與代理專員德

蘭尼和整個專家組展開合作，促成這一方案的落實。」  

  

參議員安德魯·蘭扎  (Andrew Lanza) 表示，「我很榮幸地接受葛謨州長的任命加

入藍絲帶專家組，並期待著探索基礎研究學院和斯塔頓島學院之間開展合作的可

行性。IBR 是一家獨具特色的研究機構，專門研究和評估發育性殘疾（包擴：自

閉症和唐氏綜合症）的成因。 IBR 所供服務對於斯塔頓島來說極其重要，其研究

成果惠及了整個國家。我堅信斯塔頓島上的這兩家機構的聯合將帶來更佳成效，

並幫助患有殘疾的兒童和成人及其家庭成員提高生活品質。我衷心感謝葛謨州長

響應了我們的呼籲，不顧反對之聲堅持促成  IBR 和 CSI 的聯合。這一聯合將使得  

IBR 能夠在接下來幾十年間站穩腳跟，作為世界一流的研究學院履行其使命。  

我特別期待與葛謨州長、州眾議員邁克爾 ·庫西克 (Mike Cusick)、CSI 院長威廉·弗

里茨 (William Fritz) 博士就這一使命展開合作。」  

  



 

 

眾議員邁克爾·庫西克  (Michael Cusick) 表示，「這種潛在合併需要基於維羅布魯

克的歷史爾進行審慎考察。展望未來，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要將這所全球著名

的、具有歷史意義的研究機構的使命和完整性放在首要地位。為了  IBR 能夠持續

獲得成功，該機構需要得到適當資金和傑出人才的支持。我很榮幸能夠加入藍絲

帶專家組，並期待著考察各種方案，看看這兩家出色的機構如何實現互惠互

利。」  

  

這一由 23 名成員構成的專家組主要囊擴了以下領域的領袖人物：智力和發育性

殘疾領域；研究；勞動力關係；學術界人士，包擴  CUNY 和斯塔頓島學院的成

員；州政府機構，包擴州議會的當地成員。成員名單如下：  

  

•  凱瑞 A. 德蘭尼 (Kerry A. Delaney)，紐約州發育性殘疾人事務辦公室

代理專員，專家組聯合主席   

•  威廉 J. 弗里茨  (William J. Fritz)，博士，斯塔頓島學院院長，專家組

聯合主席  

•  邁克爾 J. 庫西克 (Michael J. Cusick) 閣下，州眾議員，眾議院第  63 

區  

•  安德魯 J. 蘭扎 (Andrew J. Lanza) 閣下，參議員，參議院第  24 區  

•  肯·艾瓦瑪  (Ken Iwama) 先生，斯塔頓島學院經濟發展、繼續教育和

政府關係副院長   

•  丹·麥考克洛斯基  (Dan McCloskey)，博士，斯塔頓島學院心理學副教

授  

•  瑪利亞·米歇爾  (Maria Mitchell)，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生命科學高級副總裁   

•  約瑟夫 J. 馬圖裡 (Joseph J. Maturi)，發育性殘疾基礎研究學院代理主

任  

•  克裡斯汀 D. 西亞 (Christine D. Cea)，斯塔頓島發育性殘疾理事會  

(Staten Isl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Council) 副會長；紐約州教育

董事會 (NYS Board of Regents) 會員；IBR 研究員  

•  凱倫 B. 安博 (Karen B. Amble)，IBR 註冊碩士社會工作者  (Licensed 

Master Social Worker，LMSW) 兼喬治 A. 傑維斯門診  (George A. 

Jervis Clinic) 臨床服務主管   

•  米倫 T. 維裡諾夫 (Milen T. Velinov)，醫學博士，博士，IBR 喬治 A. 

傑維斯門診主任；人類基因學部門  (Department of Human Genetics) 

分子細胞遺傳學實驗室  (Molecular Cytogenetics Laboratory) 主任； 

專業臨床實驗室  (Specialty Clinical Laboratories) 主任  

•  傑弗瑞·古德曼  (Jeffrey Goodman)，博士，IBR 發育神經生物學部門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Neurobiology) 電生理實驗室  

(Electrophysiology Laboratory) 主任  



 

 

•  安妮·戈登 (Anne Gordon)，理學碩士，IBR 嬰兒發育部門  (Department 

of Infant Development) 早期干預評估中心  (Early Intervention Evaluation 

Center) 主任  

•  邁克爾·沃夫特  (Michael Volforte)，州長僱員關係辦公室  (Governor’s 

Office of Employee Relations，GOER) 主任  

•  路易斯·拉法雷  (Louis Raffaele)，紐約州預算部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Budget) 首席預算核查人   

•  查爾斯·羅蘭 (Charles Roland)，南海灘精神病學中心  (South Beach 

Psychiatric Center) 精神病學社會工作者，公共僱員聯合會  (Public 

Employees Federation) 代表  

•  凱瑟琳·諾瓦克  (Kathleen Nowak)，家長  

•  海爾·肯尼迪 (Hal Kennedy)，心理衛生研究基金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Mental Hygiene) 家長和成員  

•  愛德華·努恩斯  (Edward Nunes)，醫學博士，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  

(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精神病學教授；紐約州精神病學

研究所 (NYS Psychiatric Institute)  

•  唐納德·高夫 (Donald Goff)，醫學博士，內森·克萊恩研究所  (Nathan 

Kline Institute) 主任；哥倫比亞大學內外科醫學院  (Co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cians & Surgeons) 精神病學主席  

•  傑弗瑞·利伯曼  (Jeffrey Lieberman)，醫學博士，紐約州精神病學研究

所  

•  維塔 C. 拉賓諾維茨  (Vita C. Rabinowitz)，紐約市立大學執行副校長   

•  吉爾·奧多那-托梅 (Jill O’Donnell-Tormey)，博士，紐約市立大學校董

會成員；癌症研究院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科學事務首席執行官

兼主管  

  

該專家組將識別並審查該研究學院與  CUNY 斯塔頓島學院聯合之後可能產生的協

同效應和互惠利益，並針對任何障礙提出解決方案。該專家組將於  2017 年秋季

召開會議，其聯合主席為：OPWDD 代理專員凱瑞 A. 德蘭尼和斯塔頓島學院院長

威廉 J. 弗里茨博士。該專家組預計將在  2018 年發佈其建議和研究結果。  

  

基礎研究學院  (IBR) 簡介   

發育性殘疾基礎研究學院於  1968 年由紐約州議會  (New York State Legislature)  

設立，屬於紐約州發育性殘疾人事務辦公室下屬的研究機構。 IBR 的 36 個實驗室

研究團隊致力於對發育性殘疾的成因、治療和預防進行基礎和臨床研究，主要涉

及：自閉症、脆性  X 綜合症和唐氏綜合症。該學院實驗室的研究發現拯救了許多

條生命，並提高了發育性殘疾人（從早產兒直至老年人）的生活品質。  

  



 

 

自 1980 年以來，IBR 旗下的喬治  A. 傑維斯門診一直為患有發育性殘疾的兒童、

青少年和成人提供專業診斷和咨詢服務。該門診配備有多個學科的醫生、心理咨

詢師、護士和社會工作者團隊，能夠針對主治醫生無法診斷或治療的病症加以診

斷並確立治療方案。這裡的工作人員還進行臨床研究，並提供教育培訓，從爾改

善發育性殘疾的診斷和治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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