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1 月 2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來自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紮克醫生的聲明  

  
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AG) 的報告明確指出，此次百

年一遇疫情的死亡總人數不存在計數不足的情況。總檢察長辦公室確認醫院和療養院的

死亡總人數完整準確。不論患者居住地在哪，紐約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DOH) 一直都公開上報醫院的死亡人數。該廳也對療養院設施中的死亡人數單獨上報且

明確表明上報內容的性質。總檢察長辦公室承認第 71 頁的腳註指出，衛生廳一直都明

確指出其網站上的數據為設施內死亡人數，不包括設施之外的死亡人數。「計數不足」

一詞意指死亡總人數多於上報人數；這其實是錯誤的。事實上，總檢察長辦公室否定對

死亡總人數「計數不足」的暗示。  

  
總檢察長辦公室的報告僅指從療養院內轉至醫院而後死亡的人數。總檢察長辦公室表明

即使這些人在醫院死亡，但所有數據都要計為療養院死亡人數而非醫院死亡人數。無論

如何這都不能改變死亡總人數，這是將死亡人數歸於醫院還是療養院的問題。衛生廳一

直都明確指出，我們上報的數據以死亡地為基準。從療養院轉至醫院的人數是重要的數

據點，且應對療養院的這一數據進行審查，對此衛生廳不讚同。正如總檢察長辦公室報

告中的陳述所述，療養院的上報內容前後矛盾，內容不準確時有發生。  

  
總檢察長在特定療養院運營方處最初查出的不當行為應受到譴責，這正是我們要求總檢

察長最初開展調查的原因。衛生廳為達到這一目的繼續對運營方不當行為的所有指控進

行隨訪，本廳也將與總檢察長辦公室積極展開合作以執行相應法律。（第 17-21 頁）  

  
報告的調查結果指出療養院運營方未能遵守州政府的控制感染規定，這一結果與衛生廳

開展的調查結果一致。報告指出運營方未對冠狀病毒病 (COVID) 陽性住戶進行妥善隔

離；未對員工進行充分篩查或檢測；強迫生病員工繼續工作和照顧住戶；未對員工進行

控制感染培訓；未為護理人員獲取個人防護設施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讓他們正確穿戴這些設施和向他們提供相關培訓。這些失職直接違反了每個療養

院運營方都應知曉的《公共衛生法 (Public Health Law)》和衛生廳指示。違反這些規定

不可原諒，且將追究運營方的責任。事實上，衛生廳已因控制感染發出 140 張傳票，十

數張是構成直接危害的傳票。  

  
報告還指出直接違反行政命令的運營方要求療養院在設施內有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感染或死亡病例時及時與家屬溝通。（第 36 頁）  

  



 

 

此外，報告確認療養院運營方有向衛生廳和總檢察長辦公室報告不同訊息的先例。總檢

察長辦公室確認存在療養院運營方向州政府提交虛假訊息的情況。總檢察長辦公室應向

衛生廳告知這一差異訊息，以便我們能對違反《公共衛生法》的行為進行執法。（第 11 

頁）療養院運營方必須向衛生廳上報準確訊息，否則將面臨民事或刑事處罰。截至目

前，衛生廳已對違反這一責任的多個設施進行罰款。  

  
總檢察長的報告還確認了州政府強制要求對療養院患者和員工增加檢測的舉措大大提高

了檢測能力，讓衛生廳員工加強檢測，透過州政府的人力門戶填補了人員短缺，這些都

使設施內的傳播率直接有所下降。（第 35 頁）  

  
其還確認州衛生廳於 3 月 25 日發佈的公告備忘錄與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CMS) 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的指示相一致，該備忘錄對於病例最初激增

時醫院短缺床位的社區提供了幫助。此外，總檢察長辦公室的報告未發現有證據表明任

何療養院無力護理從醫院接收的患者情況。（第 37 頁；第 72 頁第 45 條腳註）  

  
總檢察長辦公室的報告還確認，衛生廳於 3 月 25 日發佈的備忘錄不是要求即使無法護

理患者療養院也要從醫院接收冠狀病毒病患者的指示：  

  
『雖然一些評論員表示衛生廳 3 月 25 日發佈的指示要求即使療養院無法提供

妥善護理也要接受 2019 冠狀病毒病患者，這樣的解讀會違反要求療養院護理

住戶的法令法規。例如，紐約的法律要求療養院「僅接收和留住能為其提供充

足護理的住戶。」請見《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 (New York Codes, Rules 

and Regulations, NYCRR)》第 10 章第 415.26 章 (i)(1)(ii) 條。初期的調查結

果顯示數個療養院在理解這一基本評估標準後實施了 3 月 25 日指示。』（第 

72 頁第 45 條腳註）  

  
總檢察長辦公室的報告還指出無證據表明衛生廳 3 月 25 日公告備忘錄導致療養院死亡

人數上升。事實上，衛生廳的一份報告被總檢察長辦公室開展的審查引用，該報告指出 

98% 的療養院在從醫院接收患者之前在其設施中就已經有冠狀病毒病病例。（衛生廳報

告第 34 頁）原文為：  

  
『先前由紐約州衛生廳在全州範圍內療養院開展的調查反映了 2020 年 3 月 

25 日-2020 年 5 月 8 日的接收數據，該調查表明總共有 310 個獨立療養院從

醫院接收了約 6,326 個 2019 冠狀病毒病患者。目前更新數據表明接收 6,326 

個患者的 310 個療養院中，有 304 個或 98% 的療養院在從醫院接收冠狀病毒

病陽性患者之前設施中已有冠狀病毒病病例。所有 304 個療養院中，都至少

有一個疑似或確診冠狀病毒病陽性住戶，確定或推測與冠狀病毒病有關的死亡

病例，或從醫院接收冠狀病毒病陽性患者之前就有一個感染員工。因此在這些

情形中，從醫院接收的這些患者並未將 2019 冠狀病毒病帶進療養院。』  

  

https://www.health.ny.gov/press/releases/2020/docs/nh_factors_report.pdf
https://www.health.ny.gov/press/releases/2020/docs/nh_factors_report.pdf


 

 

衛生廳在審查未經核實數據時多次發現不準確訊息，結果造成衛生廳從數月前就開始對

療養院上報的死亡人數進行審查，旨在確保公佈數據的準確性。此次審查發現有錄入的

數據顯示同时在醫院和療養院死亡的人，重複錄入，錄入人員無姓名或在設施內死亡日

期早於被該設施接收日期，以及表明錄入數據不準確的其他問題。衛生廳在上個月聯繫

多個機構解決這些差異問題。  

  
衛生廳表示審查完成後，數據將以多個途徑予以公佈。雖然審查還在進行當中，但衛生

廳目前的審查數據表明從 2020 年 3 月 1 日到 2021 年 1 月 19 日有 9,786 個確診死亡病

例與專業護理設施住戶有關，其中療養院死亡 5,957 人，醫院死亡 3,829 人。這佔紐約

確認死亡人數 34,742 的 28%，這一數據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從全國來看，凱撒家庭基

金會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公佈療養院死亡 146,888 人，這佔美國截至目前疾病

控制與預防中心上報的死亡總人數 423,519 的 35%。在包括療養院推測與冠狀病毒病有

關的 2,957 例死亡病例的情況下（這些死亡發生在檢測短缺和缺乏依據證明死者患有冠

狀病毒病之時），本州在療養院中死亡或轉至醫院後死亡的比例佔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公佈的紐約確定和推測死亡總人數的 29.8%。相比之下，死亡總人數較低的數州在療養

院有關的死亡人數方面有類似人數，其中包括：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的療養院

死亡 10,287 人（佔死亡總人數的 49%），佛羅里達州 (Florida) 的療養院死亡 9,273 人

（佔死亡總人數的 35%），馬塞諸塞州 (Massachusetts) 的療養院死亡 7,944 人（佔死

亡總人數的 56%），新澤西州 (New Jersey) 的療養院死亡 7,733 人（佔死亡總人數的 

36%）。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 13 州無療養院死亡人數的上報訊息，包括紐約在內僅有九個州上

報了療養院中『推測』是冠狀病毒病和未確診冠狀病毒病的死亡人數。儘管如此，紐約

州確認死亡人數仍為 34,742，紐約的冠狀病毒病公共控制面板將繼續明確註明「此數據

為療養院和成人護理設施中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和推測死亡人數。此數據未顯示設施

外的 2019 冠狀病毒病陽性病例確認或推測死亡人數。」  

  
最後，總檢察長辦公室的報告證明了療養院和設施運營方造成的反復出現問題是川普 

(Trump) 政府徹底放棄管理此次疫情的責任所致。在沒有統一的流程或上報機制情況

下，各州都以不同的方式上報數據。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衛生與公共事

業服務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SS)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在疫

情期間於不同時間要求數據也讓所有的上報數據含糊不清。表明數據不準確不能解決問

題；這一可怖疾病引起的每一例死亡都是悲劇。紐約比起其他州受到的創傷最重也最

早，這都是聯邦政府的疏忽所致。還在進行的危機將得到積極控制和調查，我們將在繼

續爭取資源和物資的同時對其他建議進行審核，從而從冠狀病毒病的肆虐中保護全體紐

約民眾。  

  
所有的調查都確認了多個療養院運營方所犯的嚴重錯誤，他們未能對此次疫情做好充分

準備。我們需要進行改革，這也是我們在今年的州預算案中提出激進改革措施，從而對

療養院設施進行監管的原因。我們將在今年竭盡所能實施改革。危機還在繼續進行，我

們還要繼續部署所有資源以保障每個紐約民眾的健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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