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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霍楚爾任命瑪麗 T. 巴塞特博士擔任衛生廳廳  

  
州長凱西·霍楚爾今天宣佈公共衛生碩士和醫學博士瑪麗 T. 巴塞特 (Mary T. Bassett, 

MD) 被任命為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廳長。巴塞特博士在 30 多年的職業生涯中

致力於推動美國和國外實現衛生平等和社會公正，她的生涯涉及學術界、政府和非營利

等方面的工作。任命將於 12 月 1 日起生效。  

  
「從這場疫情中恢復過來要有能在全州範圍內改善衛生平等和享有權，且能經受得住考

驗的領導力和經驗。巴塞特博士所具備的才能正是在這個關鍵時期領導紐約州衛生廳所

需要的，」州長霍楚爾表示。「在我宣誓成為州長時，我承諾會組建一支匯集技能、知

識和專業知識的人才團隊，旨在阻止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的傳播，回歸生活常

態和推動本州向前發展。巴塞特博士既是一名德高望重的公共衛生專家，又是公務員的

榜樣。我期待能和她一起保障紐約民眾的安全和健康。」  

  
「能在這個關鍵時期回到我的故鄉紐約州領導衛生廳，我感到受寵若驚，也是我的榮

幸，」即將上任的衛生廳廳長瑪麗 T. 巴塞特表示。「疫情強調了公共衛生的重要性，也

揭示出結構性種族主義促成的不公平現象。隨著疫情即將結束，我們有了可以為全體紐

約民眾建造一個更公平州的獨一無二機會。我期待能與州長霍楚爾和衛生廳的團隊一起

向著這個目標努力。」  

  
巴塞特博士目前在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弗朗索瓦-澤維爾·巴奴德 (François-

Xavier Bagnoud, FXB) 衛生與人權中心 (Center for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主任，以

及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擔任衛生與人權實

踐課 (Practice of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教授。  

  
她在 2014 年至 2018 年年檢擔任紐約市衛生與精神健康局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局長，她在任時優先解決種族公正問題，並從根本上解決該市紐約白人

和有色社區之間長期存在的鴻溝而造成的結構性種族主義問題。巴塞特博士還帶領該局

應對埃博拉 (Ebola)，軍團病 (Legionnaires) 和其他疾病的爆發。  

  
巴塞特博士於 2002 年被升任為紐約市衛生與精神健康局副局長。她在這個崗位上領導

該部門負責紐約市開創開展煙草管控干預工作和實施食品政策，其中包括全國首個卡路

里發佈要求和反式脂肪的限制規定。她開展的標誌性項目是在多個長期遭受種族/民族和

經濟衛生不平等問題的社區建立地區公共衛生辦公室 (District Public Health Offices)。現



在這些辦公室為降低疾病造成的過多壓力而領導實施涉及多行業，由多部門開展的專項

戰略。巴塞特博士在 2009 年到 2014 年年間擔任多蕾絲·杜克慈善基金會 (Doris Duke 

Charitable Foundation)《非洲衛生倡議 (African Health Initiative)》和《兒童健康預防項

目 (Child Well-Being Prevention Program)》的項目主任。  

  
她在工作早期曾在津巴布韋大學 (University of Zimbabwe) 醫學院任職 17 年，她在此期

間制定了一套艾滋病預防干預手段。她在這一經歷的基礎上又在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南非辦公室 (Southern Africa Office) 擔任衛生公平副主任，負

責對非洲的艾滋病情況進行監管。她回到美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 (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擔任過臨床傳染病副教授一職。  

  
巴塞特教授獲得的多個獎勵和榮譽有享有聲望的弗蘭克 A. 考爾德輪公共衛生獎 (Frank 

A. Calderone Prize in Public Health)，哥倫比亞大學肯尼斯 A. 福德終身成就獎 

(Kenneth A. Ford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維多利亞 J. 馬斯特羅博諾女性衛生

獎 (Victoria J. Mastrobuono Award for Women's Health)，國家女性組織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的公共衛生鬥士獎 (Champion of Public Health Award)。她還

被推選成為國家醫學學會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成員。多年來，她一直擔任

美國公共衛生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的聯合編輯。她近期在柳葉刀期

刊 (The Lancet) 和新英格蘭醫學期刊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發表多篇文

章，旨在解決美國結構性種族主義和衛生不平等問題。  

  
巴塞特博士在紐約市長大。她獲得哈佛大學歷史和科學文學學士學位，從哥倫比亞大學

內科和外科醫生學院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獲得醫學學位（從而在哈雷

姆醫院 (Harlem Hospital) 擔任住院醫生），並從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獲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  

  
「瑪麗將為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這個新崗位帶來強有力的領導力，並對平等和對公共衛生

政策的深刻理解許下堅定承諾，對此我們感到激動」哈佛陳醫學院院長米歇爾 A. 威廉姆

斯 (Michelle A. Williams) 表示。「我們在想念她的同時，也為她而感到驕傲，她將擔

任的職務會推動以證據為基礎，嚴格遵照科學的政策制定過程，從而保護和改善紐約居

民的健康狀況。我們知道她會成為全州所有人的領袖。」  

  
「州長霍楚爾任命瑪麗·巴塞特博士擔任紐約州衛生廳廳長一職，對此我表示祝賀。現在

我想不到其他更有資格或更適合擔任我們州公共衛生領導的人了，」紐約市衛生與人權

服務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前副市長莉莉婭姆·巴里奧斯·鮑利 (Lilliam 

Barrios Paoli) 表示。「巴塞特博士是一名出色的危機管理者。我和她一起應對埃博拉

和軍團病危機時，學會了如何在巨大的壓力下進行有效和優雅的管理。我能明確地說，

她的領導力讓紐約市能成功應對這些困境。她對消除健康差異的承諾毋庸置疑，她也相

信良好的公共衛生要與社會、種族和性別平等共同A站。我堅信州長霍楚爾的此次任命

能讓紐約州的公共衛生狀況得到最好的保護。」  

  



「州長霍楚爾任命瑪麗·巴塞特博士擔任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這是非常明智的決定，」

1199SEIU 基金主席喬治·格蘭山姆 (George Gresham) 表示。「巴塞特博士作為紐約市

衛生局的局長，她在埃博拉等空前挑戰中領導了健康照護英雄的工作。在我們面臨另一

次空前挑戰之時，巴塞特博士在公共衛生方面的專業知識，在健康照護系統方面的只是

和對健康平等的承諾都將成為本州的巨大財富。我們期待能再次與她共事。」  

  
「巴塞特博士將以非凡的能力保護紐約。她為促進人類健康和推動公平平等而構建更好

的體系，她因此而被國際認可為是先驅者，」美國醫學協會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高級副主席兼首席衛生平等官員，醫學碩士和醫學博士阿萊夏·梅班克 

(Aletha Maybank) 表示。「在她的領導下為紐約市衛生局建立了衛生平等中心 (Center 

for Health Equity)，這為政府如何在高校及其他方面的文化、實踐和政策方面融入平等

和種族公平設立了全國高標準。這些工作都得到了國際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和疾病控制和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的認可。她的存在和平等戰略的核心是集中邊緣群體的聲音和觀點，從而提高全體紐約

民眾的狀況。我從巴塞特博士身上學到最寶貴的才能就是支持 - 要昭然地支持民眾，支

持正確的、健康地和平等的選擇。她將在這個重要時期重新做回公務員，我因此為紐約

和國家感到激動。」  

  
「選擇巴塞特博士是傑出的選擇。羅切斯特 (Rochester) 需要一名能處理健康照護不平

等問題的領導者，尤其是因疫情而遭受這一問題的人，」婦產科醫學教授，羅切斯特大

學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發展與多元化學院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Diversity) 前院長醫學博士薇薇安·李維斯 (Vivian Lewis) 表示。「她和我最近都加入了

一個關於健康照護差異的小組。我對她在種族、社會經濟地位、健康照護服務的享有權

和住房等衛生的社會決定因素方面的口才印象深刻，這些都是我們在全國、全州、社區

和個人層面解決當前危機所要考慮的問題。巴塞特博士在紐約市的從業記錄強有力地支

持了街區資源發展，這些是在理解和解決長期問題和危機過程中用來建立信任的資源。

她在公共衛生學者方面的榜樣將激勵學生和實習生成為重視社區、國家和全球影響的健

康照護領導者。我們對她的領導表示歡迎。」  

  
「瑪麗·巴塞特博士在擔任紐約市衛生局局長期間是充滿遠見的改革性領導。我們歡迎她

來擔任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這一重要的新職務，」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公共衛生與衛生政策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 

Health Policy) 院長，醫學外科學士，醫學碩士和醫學博士艾曼·艾爾-莫寒德斯 (Ayman 

El-Mohandes) 表示。「她對各地區，不同經濟條件和文化背景下全體紐約民眾的承諾

踐行在每天的實踐裡。多年來我和巴塞特博士在多個領域有所合作。我可以堅定地說在

紐約史上的這個艱難時期，紐約州的人民將從她的正直、技能、同情心和智慧中受益匪

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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