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 月 2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變革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醫療體系   

  

撥款  7 億美元用於提供基於社區的服務和基礎醫療服務   

  

建設由  32 個地點組成的門診醫療網絡，關注預防護理和保健服務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給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  (One Brooklyn Health) 發放

將近  7 億美元資金，這是個採用統一標準的新醫療體系，用於支持紐約州持續開

展工作變革醫療體系並在整個布魯克林中區  (Central Brooklyn) 增加提供優質護理

服務。 

這筆專項投資將鞏固地方醫療機構的實力，用於彌合當前的差距並增加服務；建設

由  32 個地點組成的門診醫療網絡，包括與現有的社區醫療服務機構合作；並增加

提供優質服務和預防護理服務來變革醫療體系。這份公告鞏固了州長設立的具有變

革意義的『重要布魯克林  (Vital Brooklyn)』計畫，用於完善布魯克林區的醫療服務

體系。 

「太久以來，長期存在的醫療差距造成布魯克林中區發生體制性的貧困，『重要布

魯克林』計畫為全國樹立了榜樣，帶頭解決這些難題並處理各個方面的社區健康問

題，」州長葛謨表示。「這筆全方位的投資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統一醫療體系，  

用於為歷史上服務不足的社區增強實力、支持醫療保健服務，並確保為布魯克林區

的民眾創造更加光明的未來。」   

發言人卡爾·希斯提爾  (Carl Heastie) 表示，「太長時間以來，布魯克林中區掙扎著

克服貧困惡性循環，這種循環源於數年的忽視和缺乏投資。今天，我們承諾增強這

個社區的實力，並為後世民眾改變這些有差距的後果。紐約州利用這項計畫做出全

面戰略投資，源於增加提供優質醫療、改善預防護理服務，並在該地區增加提供各

類服務。眾議會多數黨期待與葛謨州長以及政府內的夥伴合作，以確保每個紐約民

眾獲得需要的工具從而過上健康充實的生活。」   



 

 

布魯克林中區是紐約州境內最弱勢的地區之一，肥胖症、糖尿病、高血壓人群的比

例明顯高於其他地區，獲得健康食品或體育活動的機會有限，暴力和犯罪行為的比

率較高，失業人群和貧困人群的經濟差距較大，難以充分獲得優質醫療護理和精神

健康服務。   

與美國猶太保健集團  (Northwell Health) 提供的《布魯克林區研究：重塑醫療未來  

(The Brooklyn Study:Reshaping the Future of Healthcare)》提供的建議一致，布魯克

戴爾大學醫院中心  (Brookdale University Hospital Medical Center)、發現互信醫療中

心  (Interfaith Medical Center)、金斯布魯克猶太教醫療中心  (Kingsbrook Jewish 

Medical Center) 合作創建了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該體系將充當布魯克林中區的

綜合核心醫療服務體系。  

這些資金將支持建設全面的綜合門診護理網路、在三個醫院機構更新重要的基礎設

施，包括按地區安排臨床計畫、重新構建住院服務、創建企業醫療資訊技術平台用

於透過高效優質的地區醫療服務體系改善協作並提供護理服務。  

具體來說，提供給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的  6.64 億美元撥款將支持：  

•  2.1 億美元用於建設由  32 個地點組成的門診護理網絡：  這個全面的網絡將

包括與現有的社區醫療機構合作，用於在布魯克林中區的高需求地區增加提

供基礎醫療服務和預防醫療服務。  這些新機構預計每年將增加大約  50 萬次

新門診醫療服務，次數比該地區目前的服務次數多一倍以上。  此外，新門

診護理網絡將：  

o  包括與布魯克林區的四家聯邦認證醫療中心  (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s, FQHCs) 合作，分別是貝德斯圖家庭醫療中心  (Bed Stuy 

Family Health Center)、ODA 皇冠高地醫療中心  (ODA Crown Heights)、

亮點醫療中心  (Brightpoint Health)、布朗斯維爾多重服務中心  

(Brownsville Multi-Service Center)，用於增加社區機構的基礎醫療服務

能力。 

▪  與紐約州立大學南部醫學中心  (SUNY Downstate) 合作構建過渡

計畫，並支持大學醫院  (University Hospital) 的學術使命和構

想。 

▪  與新的經濟適用房建設項目整合，這些項目將以三家統

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醫院為核心實施建設，提供一站式

保健便利服務，例如緊急護理服務、基礎護理、專業實

踐活動。 

▪  為布魯克林中區創造  255 份新工作並幫助招聘  300 

個基礎護理醫生，該地區的醫生人均基礎護理服務

率是紐約州最低的。  

  

https://www.northwell.edu/about/our-organization/northwell-ventures/brooklyn-study


 

 

•  撥款  3.84 億美元用於改善重要的門診基礎設施和機構基礎設施：  

o  布魯克戴爾大學醫院中心將大規模完善設施用於維護其在社區內的地

區創傷中心地位，包括建造新急診室  (Emergency Department)、擴建

社區醫療中心用於仍歐昂納有  30 個床位的新特護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 ICU)、增建患者監護室，這預計為布魯克戴爾大學醫院中心增加  

100 個床位。   

▪  發現互信醫療中心將翻修其急診室並擴建，並建造綜合精神科

急診計畫 (Comprehensive Psychiatric Emergency Program, 

CPEP) 病房，用於支持整合基礎醫療服務和行為醫療服務。  

▪  金斯布魯克猶太教醫療中心將建設成醫療村  (Medical 

Village)，提供新的和擴大規模的門診初級護理服務和特

別護理服務、急診服務、急症後護理服務。金斯布魯克

猶太教醫療中心將利用這次變革重新規劃部分園區，  

用於解決社會決定因素，包括提供新的經濟適用房和社

區空間。 

▪  3.84 億美元撥款將保留  1.42 億美元，供統一布魯

克林醫療體系靈活優先安排在申請書中提交的其他

門診和機構基礎設施改進項目。   

  

•  撥款  7,000 萬美元建設企業醫療資訊技術平台：  對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

的資金支持的重要內容是撥款建設社區醫療資訊技術體系，該體系將實現在

三個醫院技術平台和醫療機構護理網絡整合建造統一的電子健康檔案系統、

使醫療體制做好準備，在新的支付變革與人口健康領域中蓬勃發展。具體來

說，新醫療資訊技術平台將：  

o  有效支持臨床決策、改善醫護治療和患者護理效果，  

▪  培養有效的護理管理能力，並創造運營效率，   

▪  實現統一評估醫療決定因素和社會決定因素，並報告一

系列標準的療效評估指標，用於有效評估醫療系統及其

社區夥伴採取的干預措施取得的成效，這處理了醫療服

務的社會決定因素及其對社區醫療狀況產生的影響。  

  

撥發的這些基礎建設資金補充了當前預算案撥發的  3.2 億美元年度運營支持資金，

擬議的行政預算案還撥款  3.2 億美元給四家布魯克林中區醫院和東布魯克林區醫

院，包括布魯克戴爾大學醫院中心、金斯布魯克猶太教醫療中心、發現互信醫療中

心、維科弗高地醫療中心  (Wyckoff Heights Medical Center)。 剩餘的 3,600 萬美元

資金將保留供該計畫今後撥發款項。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葛謨州長在其  

《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和今天的公告中介紹了對布魯克林區提出的積極醫



 

 

療構想，我們又邁進了一步用於創建能夠充當可及性和可持續性模範的醫療服務體

系。」  

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首席執行官拉瑞 ·布朗  (LaRay Brown) 表示，「今天發佈的

公告滿足了布魯克林中區和東北區對醫療服務的迫切需求。  對統一布魯克林醫療

體系的這項重要投資彰顯了葛謨州長一貫堅定致力於改善紐約州全體民眾的生活。

健康人群是活力社區的基礎，我們感謝州長和州議員認可每個紐約民眾都有權利獲

得優質的醫療服務！」   

國會議員哈吉姆·傑佛利  (Hakeem Jeffries) 表示，「在州長領導下，我們在改善布

魯克林區醫療質量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筆最新投資將確保男女老少獲得需要

的服務。紐約州利用『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提供需要的資源，用於把社區提升到新

水平，並為全體居民改善生活質量。感謝葛謨州長體察到我們社區的潛力，並採取

措施幫助我們把布魯克林區建設得比以往更加美好。」   

州參議員凱文·派克  (Kevin Parker) 表示，「獲取優質醫療服務始終是個重要的不

平等問題，這個問題折磨著有色人口社區，例如我在布魯克林中區代表的選區。  

因此，我要感謝葛謨州長採取這項大膽的措施用於確保『重要布魯克林』計畫獲得

全面規劃，並在今天獲得認真實施。」   

參議員羅克珊  普爾索德  (Roxanne Persaud) 表示，「提供優質醫療服務的計畫是

紐約州價值觀的基石，並能夠滿足布魯克林區各個社區的具體需求。我期待繼續與

州長以及『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咨詢委員會  (Advisory Council on Vital Brooklyn)  

合作。」  

參議員傑西·漢密爾頓  (Jesse Hamilton)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和全體夥伴發揮領

導力，使『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取得今天的重要進展。為布魯克林區民眾的健康舒

適提供支持，這使得我們的街區能夠克服面臨的困難。『重要布魯克林』計畫透過

以社區為導向的全面規劃撥款  14 億美元，這意味著確保民眾廣泛參與構建街區的

未來。克服醫療差距及其他社會問題帶來的困難需要持續投資和社區合作。這些投

資推動了社區夥伴為解決這些問題而開展的工作，與之類似的創新者與我以及我的

同事在美國的一處公共住房地點成立了首個科技與健康中心，並在去年把『校區  

(Campus)』計畫拓展至布魯克林中區。我們最終將利用這些投資實現承諾，為全

體民眾建設更加繁榮的布魯克林區。」   

州眾議員  尼克·佩里  (Nick Perry)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是一項開創性的

計畫，服務於有需求的社區。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正在提供重要投資，這項

投資將顯著改善地區醫療服務，並確保為居民和兒童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今天發

佈的公告表明，我們不是在空談，而是切實在為布魯克林區完成這項工作。」   



 

 

女眾議員詹米婭·威廉姆斯  (Jamie Williams)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是一

項開創性的全面計畫，用於在我們一個服務最為匱乏的社區內全方位解決社區健康

問題。這些新投資將變革醫療服務，並幫助鞏固我們社區的實力。我期待與葛謨州

長合作，繼續投資於布魯克林區的未來。」  

眾議員特里梅因·賴特  (Tremaine Wright)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提出全面

的方法用於改善我們居民的生活。葛謨州長提出的這種模式承諾解決該地區的需求

和困難。感謝州長發揮領導力，並期待繼續合作支持布魯克林中區的醫療服務。」   

女眾議員拉特里斯·沃克  (Latrice Walker) 表示，「葛謨州長把振興紐約州服務不足

的社區的醫療服務並加以變革和發展確立為他這屆州政府的重點工作。『重要布魯

克林』計畫的醫療變革內容  (Health Care Transformation Portion) 為我們社區提供大

量資源和服務，這確保我們獲得的醫療服務的質量不因地區而受到限制。我代表第  

55 眾議會選區  (Assembly District, A.D.) 的居民感謝州長提供投資並關注為全體居

民創造巨大的改變，從而為布魯克林區的男女老少創造健康的環境，吧期待繼續取

得進展。」   

女眾議員馬麗特薩·達維拉  (Maritza Davila) 表示，「從重建布魯克林中區的醫療體

系，到增加提供優質醫療服務，『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提出綜合方法用於改善我們

居民的生活質量。葛謨州長提出的這個全國模範計畫解決了該地區的需求和困難，

並為長期遭受忽視的社區提供服務。感謝州長發揮領導力，並期待繼續合作支持布

魯克林中區向上發展的趨勢。」   

紐約市公共倡議人勒蒂夏·詹姆士  (Letitia James) 表示，「特朗普  (Trump) 政府對

紐約州發動財政攻擊，但葛謨州長對布魯克林中區的醫療服務未來提供巨額投資。

州長承諾提供這些亟需的資源，這將實現從以住院患者為核心的模式過渡至社區服

務模式，並改善醫療效果。我們辦公室與社區支持機構、工會領袖、醫療服務領袖

以及布魯克林區的其他官員合作，確保這些資金及時部署。我期待與州長以及各類

地方協會合作，確保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和『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取得成功。」   

市議員羅伯特·考尼戈  (Robert Cornegy) 表示，「葛謨州長制定的『重要布魯克

林』計畫利用全面綜合方法幫助布魯克林中區獲得居民需要的重要計畫。這項投資

將增加提供本地區和居民蓬勃發展需要的優質醫療服務。感謝州長把保障我們家庭

的健康確定為優先工作，並監督實現這個變革性的項目。」   

1199SEIU 醫療工作者東部聯盟  (1199SEIU United Healthcare Workers East) 主席

喬治·格雷沙姆  (George Gresham) 表示，「全國削減醫療經費持續威脅紐約州各

地社區，這筆投資成為布魯克林區工薪家庭帶來了希望。這筆撥款兌現了葛謨州長

和立法領袖做出的承諾，即把布魯克林中區和東區的醫療機構變成基於社區的可持

續系統，該系統將設法解決造成醫療差距的根本原因。」   



 

 

紐約州護士協會  (New York State Nurses Association, NYSNA) 執行理事兼註冊 

護士  (Registered Nurse, RN) 吉爾·福瑞羅  (Jill Furillo)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和州

議會給安全網醫院分配這些亟需的資金，這些醫院是『統一布魯克林醫療』網絡的

成員。 紐約州開展的工作為布魯克林區的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務，相比之下，聯邦

政府共和黨人發佈的誤導性的不人道的政策將削減醫療經費並關閉這些弱勢社區內

的醫院。」   

紐約州社區醫療保健協會  (Community Health Car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State) 會長兼首席執行官  (CEO) 露絲·杜翰  (Rose Duhan) 表示，「『重要布魯克

林』計畫奠定了基礎，用於變革在布魯克林中區和東區提供醫療服務的方式，並為

這些社區的居民改善醫療效果。聯邦認證醫療中心發揮重要作用，在服務不足的社

區提供優質醫療服務，我們很自豪支持州長提出的計畫，這項計畫將提供重要的資

金用於在社區機構內增加提供基礎醫療服務。」   

撥款給金斯郡  (Kings County) 境內的醫療服務機構，包括綜合醫院、寄宿醫療機

構、診斷與治療中心、基礎醫療服務機構、家庭護理服務機構，用於支持各類項目

利用兼併、整合、收購或其他企業重組活動淘汰低效陳舊的醫療機構，這些活動旨

在構建具備財務可持續性的醫療體系。   

要獲得撥款，申請方須證明其提議的撥款用途透過哪些渠道與一項調查活動提出的

醫療機構投資建議保持一致，這項調查活動由紐約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委託實施，並由美國猶太保健集團開展準備工作，旨在調整醫療服務，包含符合全

面醫療願景的建議，透過把新醫療體系提供的服務與提供經濟適用房、生活輔助住

房、健康食品、安全支持性環境中的體育鍛煉活動和 /或旨在強化社區健康狀況的

其他計畫進行整合和協調，從而解決醫療服務的社會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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