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3 月 1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收到紐約州產婦死亡率與種族療效差異工作組  (NEW YORK STATE 

TASKFORCE ON MATERNAL MORTALITY AND DISPARATE RACIAL OUTCOMES) 

提交的報告   

  

報告提出建議，旨在改善產婦醫療結果、解決種族差異和經濟差異，並減少產婦

死亡率和發病率   

  

行政預算案投資  800 萬美元開始落實這些建議   

  

這些建議已經制定，並將與受影響的社區密切合作落實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收到紐約州產婦死亡率與種族療效差異工作組提交的報

告。這份報告提出的建議納入到州長設立的婦女工作日程  (Women's Agenda) 內，

基於州長在去年四月公佈的多渠道計畫，該計畫旨在解決產婦死亡率問題。該工作

組提供建議，用於改善產婦醫療結果、解決種族差異和經濟差異，並減少紐約州產

婦死亡率和發病率的發生頻率。社區成員的直接參與對產婦死亡率工作組的建議至

關重要，作為該過程的環節，州長將繼續聽取受影響最大的社區的意見。   

  

「每個婦女在分娩前中后期都應當獲得優質的醫護服務，」葛謨州長表示。  

「我們正在採取積極措施打破障礙，以便婦女獲得需要的產前護理和資訊，這份報

告提供的結論和建議促進了我們的工作，旨在減輕種族差異並抗擊產婦死亡率。」   

  

紐約州在過去八年已經大幅降低了產婦死亡率，但是，紐約州黑人婦女的分娩死亡

率仍比白人婦女高二至三倍。該工作組對這一問題開展了為期六個月的審查，並提

出下列 10 點建議：  

  

1. 在法規中設立全州產婦死亡率審查委員會  (Statewide Maternal Mortality 

Review Board)  

 

2. 針對隱形種族歧視問題面向醫院制定全面培訓與教育計畫並實施這些計畫   

 

3. 針對圍產期結局設立綜合數據庫用來改善醫療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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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給助產士提供公平的報酬   

 

5. 在紐約州擴大並完善社區醫療工作者服務   

 

6. 面向助產士設立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獎學金計

畫以滿足所需的多樣化   

 

7. 面向醫療服務機構以及醫學院和護理學院設立能力本位課程   

 

8. 面向在醫療領域遭受忽視的醫療機構以及打算落實婦女醫療護理服務的醫療

機構設立教育貸款減免計畫  (Educational Loan Forgiveness Program)  

 

9. 設立全州專家工作組，優化紐約州的產後護理服務   

 

10. 倡導通用分娩準備活動與產後連續護理服務  

  

這份報告的主要發現：   

  

•  2016 年，紐約州的產婦死亡率在全國排在第  30 位，明顯存在種族差

異。  

•  隨著時間推移，紐約州報告的產婦死亡率數字從  2001-2003 年每 10 

萬例活產死亡  15.4 例，增加至 2014-2016 年每 10 萬例活產死亡  19.6 

例。美國在此期間的產婦死亡率翻了一倍。   

•  2012-2014 年，紐約州的產前相關死亡病例有  66% 涉及剖腹產術，  

這與所有其他手術一樣，增加了併發症的可能性。   

•  審核 2012-2014 年紐約州產婦死亡病例期間發現，排名前五的妊娠死

亡原因是栓塞  (24%)、大出血 (16%)、感染 (16%)、心肌症 (12%)、高

血壓病 (7%)。妊娠相關死亡病例有  65% 發生在妊娠結束後一週內。   

•  2012-2014 年產婦死亡率評估隊列中，与妊娠相关但沒有關聯的五大

死亡原因是药物滥用  (30%)、機動車輛事故  (22%)、自殺 (17%)、兇殺 

(15%)、癌症 (14%)。  

  

葛謨州長設立產婦死亡率與種族療效差異工作組，該工作組成立於  2018 年 4 月，

是多渠道工作的一項內容，旨在減少產婦死亡率和種族差異。該工作組的組建人員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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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檢察長兼隨後的紐約市公共辯護律師勒蒂夏·詹姆士  (Letitia James)；成員包括紐約

州參眾兩會任命的人員，以及產科醫生、醫院代表、助產士以及其他利益相關方和

社區成員。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NYSDOH) 廳長霍

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薩沙·詹姆斯-考特瑞利  (Sascha James-



 

 

Conterelli)，執業護理博士  (DNP)、認證助產士  (CNM)、執業助產士  (LM)、紐約州

認證助產士協會  (New York Association of Licensed Midwives, NYSALM) 會長；丹尼

爾·拉拉奎-阿瑞那 (Danielle Laraque-Arena)，醫學博士 (MD)、美國兒科學會會員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FAAP)、紐約州立大學上州醫學院  

(SUNY Upstate) 前任院長；溫蒂·威爾科特斯  (Wendy Wilcox)，醫學博士、公共衛生

學碩士 (MPH)、金斯郡 (Kings County) 紐約市醫療與醫院系統  (New York City 

Health and Hospitals) 婦產科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科長。   

  

紐約州產婦死亡率與種族療效差異工作組（工作組）在  2018 年 6 至 12 月共召開

三次會議。在這些會議期間，工作組聽取本州和全國的專家以及社區利益相關人員

的意見，討論了美國產婦死亡率與紐約州產婦死亡率的比較結果，以及種族主義對

黑人婦女的產婦醫療結果造成的影響。工作組的成員針對減少種族差異的方法以及

產婦死亡率及發病率的預防方法向州長提出了建議。   

  

工作組會議、朱克  (Zucker) 廳長領導的全州社區聽證會和其他分組會議及其專業知

識都給建議提供了信息。這些會議提出了不計其數的建議，根據工作組成員的推

薦，工作組目前提出十項建議，旨在減少產婦死亡率和發病率，並減少紐約州的種

族差異。  

  

此外，葛謨州長在其《2019 年州情咨文 (2019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稿中承諾立

即落實工作組提出的主要建議，包括設立產婦死亡率審核委員會、面向醫院設立隱

形種族歧視培訓與教育計畫、投資於社區醫療工作者計畫，以及設立圍產期醫療結

果數據庫。州長還承諾在  2019-2020 年行政預算案中分兩年撥款  800 萬美元資助

這些重要的計畫。   

  

此外，州長目前指示紐約州衛生廳與美國婦產科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合作，成立產後護理專家工作組  (Expert Workgroup 

on Postpartum Care)，針對分娩後的重要時期提出建議。這些成員正在評估其他建

議的長期實施方案。   

  

所有這些建議將與地方社區成員協調，紐約州衛生廳將利用產婦醫療結果與不利分

娩結果社區長期論壇繼續開展這項合作。   

  

此外，州長將指示紐約州衛生廳探索其他多年期干預措施，用來解決產婦死亡率問

題，包括採用基於產婦關愛價值觀的付款協議、檢查醫療機構的保險報銷率、擴大

有效的社區服務、推動多元化勞動力發展計畫。   

  

「儘管我國在上個世紀實現了醫療進步 ,但仍有數量驚人的黑人婦女在分娩時死

亡，我們決心糾正這種不公平現象，拯救紐約州各地母親的生命，」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正在通過產婦死亡率工作組全面研究這一問



 

 

題，並提出銳進的建議來解決這一危機。通過執行這些建議，我們正在採取行動，

結束我們社會中經常導致悲劇的體制性種族差距。」   

  

州長秘書兼婦女與女童委員會主席梅麗莎·德羅薩表示。「生育健康是婦女平等的

基礎，它影響著我們的家庭、事業、健康和整個生活。我們應該竭盡全力為紐約州

的新媽媽和准媽媽提供優質的醫療保健和支援。今年，作為婦女正義議程  

(Women's Justice Agenda) 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必須採取這些新措施，以減少產

婦死亡率方面的種族差異，並幫助紐約州所有的母親。」   

  

「可悲的事實是，紐約州的黑人婦女在分娩時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婦女的四倍。  

雖然我們在抗擊產婦死亡率方面已取得重大進展，但令人深感不安的是，這種巨大

的種族差距在本州仍然存在，」檢察長勒蒂夏·詹姆士表示。「我們必須大膽開展

工作，確保婦女不論種族或社會經濟地位如何，都能獲得優質平價的醫護服務。」  

  

「發佈這份工作組報告在解決有色人種婦女，特別是非裔美國婦女醫療護理的種族

差異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種差異已經奪去了許多生命，」眾議員拉托亞·  

喬依娜  (Latoya Joyner)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設立的工作組提出建議、感謝該工

作組支持依法設立全州產婦死亡率審查委員會，並期待與政府內的諸位夥伴合作，

設法消除醫療方面的隱性種族歧視，這種歧視行為對紐約州有色婦女接受的醫護質

量產生了不利影響。」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朱克博士表示，「分娩應該是家庭的歡樂時刻，不應該

伴隨恐懼和隱性種族歧視。這些建議，加上我們已經採取的行動，將大大有助於營

造公平的環境，使全體婦女都得到平等對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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