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4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州長秘書梅麗莎·德羅薩向葛謨州長提交了一份報告，概述了新型冠狀病毒婦幼保

健工作組的初步建議   

  

州長全面接受工作組的建議   

  

建議包括採取措施使分娩地點的選擇實現多樣化並支持患者的選擇；延長健康的

支持人員陪伴分娩後母親的時間；強制檢測所有懷孕的紐約民眾；確保生育選擇

權的公平性；發起教育運動；並審查新型冠狀病毒對懷孕和新生兒的影響，特別

強調減少產婦死亡率方面的種族差異   

  

根據工作組的建議，州長發佈行政命令，允許即時設立更多的生育高峰點   

  

工作組提供的完整報告請見此處   

  

  

州長秘書梅麗莎·德羅薩  (Melissa DeRosa) 今天向葛謨州長提交了一份報告，概述

了新型冠狀病毒婦幼保健工作組  (COVID-19 Maternity Task Force) 的初步建議。葛

謨州長全面接受工作組提供的這些建議。這些建議包括採取措施使分娩地點的選

擇實現多樣化並支持患者的選擇；延長健康的支持人員陪伴分娩後母親的時間；

強制檢測所有懷孕的紐約民眾；確保生育選擇權的公平性；發起教育運動；並審

查新型冠狀病毒對懷孕和新生兒的影響，特別強調減少產婦死亡率方面的種族差

異。工作組提供的完整報告請見此處。  

  

「在這次大流行期間，許多婦女正在與額外的壓力和焦慮作鬥爭，這些壓力和焦

慮是由這種病毒的不確定性及其可能影響她們的懷孕或分娩計畫而引起的，」葛

謨州長表示。「我感謝工作組迅速開展工作，我接受他們提出的所有建議，這些

建議將有助於解決許多婦女面臨的問題，並確保全體女性的懷孕更安全、更健

康。」  

  

「新型冠狀病毒給婦女和期盼孩子的父母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她們正準備在全球

大流行的情況下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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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羅薩表示。「我感

到自豪的是，在這些不確定的時期，紐約州在確保勞動母親得到適當的支持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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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照顧方面處於領先地位。今天提出的政策將立即得到執行，以解決許多婦女

目前面臨的非常合理的恐懼和關切，並解決影響懷孕和嬰兒的問題。」   

  

建議一：使分娩地點選擇實現多樣化，以支持患者的選擇   

工作組成員建議葛謨州長發佈一項行政命令，批准立即建立由現有的有執照的分

娩醫院和中心運營的更多的分娩高峰點。   

  

工作組還建議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NYS DOH) 制定

一套精簡的流程，以接受來自獲得許可的醫療機構的申請，如社區衛生中心和具

有聯邦資格的醫療中心，以便在緊急情況下將其設施中未使用的空間轉換為專用

的勞動力和分娩空間。工作組還建議，本州應將緊急分娩中心限制在有許可的範

圍內。  

  

此外，為了增加接生服務的可及性，工作組建議紐約州衛生廳在未來  45 天內加快

完成在紐約州建立接生中心的許可程式，以確保在緊急情況下有足夠的接生設施

來滿足社區的需求。   

  

建議二：延長健康的支持人員陪伴分娩後母親的時間   

工作組建議葛謨州長更新第  202.13 號行政命令，根據醫學上的適當情況，授權至

少一名支持人員陪同孕婦在任何醫院、分娩設施或產後病房逗留期間。該命令必

須明確「逗留期間」包括分娩和產後期間，包括恢復期。該命令還應闡明，助產

士被認為是支持護理團隊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獲准在分娩期間作為額外的支持人

員陪同孕婦，這在醫學上是適當的。只在有限的情況下，並基於臨床指導，如個

人防護裝備的可用性，才能例外。   

  

建議三：強制檢測所有懷孕的紐約民眾  

工作組建議，一旦檢測可用，則對所有孕婦和在分娩設施陪伴孕婦的所有支持人

員進行新型冠狀病毒通用檢測。   

  

工作組還建議，紐約州衛生廳發佈新型冠狀病毒檢測指南，將懷孕個體定義為優

先檢測人群，並聲明懷孕個體如果在分娩前一週沒有進行第二次檢測，則在懷孕

期間和預產期前一週或在入院時進行檢測。   

  

工作組還建議紐約州衛生廳監測檢測用品的供應情況，以支援所有分娩環境中所

有孕婦公平獲得檢測包和實驗室分析。   

  

建議四：確保生育選擇的公平性   

工作組建議負責制訂與生育方案有關的標準、政策和 /或規章的工作組讓社區成員

參與進來。   

  



 

 

工作組還建議紐約州衛生廳確定社區成員和來自為社區組織提供服務的婦幼保健

機構的代表，並邀請他們加入紐約州新型冠狀病毒婦幼保健工作組，負責面向受

種族/民族、經濟或其他不同結果影響最大的人群開展宣傳和教育活動。   

  

建議五：教育活動   

工作組建議紐約州衛生廳聘請主題問題專家、社區成員和為婦幼保健人口服務的

社區組織的代表，以新型冠狀病毒婦幼保健工作組的名義開展一項教育運動。這

項運動的目的是：   

•  強調所有經認證的分娩設施的安全性並重建人們對產科護理的信心；   

•  解釋每種分娩設施的感染控制措施；和   

•  增加患者對不同程度的產科護理和分娩設施的瞭解，以及如何與你的

供應商合作，選擇合適的以患者為中心的分娩方式。   

  

建議六：審查新型冠狀病毒對懷孕和新生兒的影響，特別強調減少產婦死亡率方

面的種族差異   

工作組建議紐約州衛生廳與奧爾巴尼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婦幼保健計畫  (University at 

Alban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Maternal & Child Health Program) 合作，對新型冠狀

病毒對妊娠造成的影響進行審查，並與工作組和區域圍產期中心  (Regional 

Perinatal Centers) 討論其調查結果的摘要。   

  

紐約州衛生廳將根據需要主辦每週全州範圍的互動式網路研討會，討論在大流行

期間的產科護理管理問題，這是與紐約州圍產期品質協作機構  (New York State 

Perinatal Quality Collaborative) 與美國第二婦產科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istrict II) 合作的一部分。紐約州衛生廳還將在新型冠狀

病毒的背景下舉辦關於產科護理和隱性偏見的網路研討會。紐約州衛生廳還將與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針對新

型冠狀病毒妊娠模組展開合作，該模組將獲取妊娠期新型冠狀病毒的補充資料。   

  

本模組將有助於描述在分娩前有實驗室證據證明存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孕婦及

其新生兒發生嚴重疾病或不良後果的風險，以告知公共衛生指導和風險溝通資

訊。  

紐約州衛生廳和美國第二婦產科學院將在新型冠狀病毒期間發佈最佳實踐指導，

包括產前護理，特別強調減少種族差異。   

  

 紐約州新型冠狀病毒婦幼保健工作組簡介   

2018 年 4 月，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宣佈了一項多方面的舉措，以應對紐約州的孕

產婦死亡率和種族差異。紐約州繼續致力於改善孕產婦和兒童的狀況，認識到新

型冠狀病毒對醫院基礎設施造成的巨大壓力，以及紐約州各地許多孕婦的擔憂，

葛謨州長指示紐約州婦女與女童委員會在紐約州衛生廳的支持下，召集專家工作



 

 

組，以解決新型冠狀病毒對孕產婦造成的影響。該工作組由州長秘書梅麗莎·德羅

薩擔任主席，負責審查最佳方法，以便在適當情況下為母親們提供安全的替代方

案，以應對正在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中已經不堪重負的醫院。   

  

該工作組由來自紐約州各地的多學科母嬰健康專業人員組成，他們遠端開會討論

這些問題並提出建議。鑒於新型冠狀病毒的緊急情況及其對孕婦造成的影響，工

作隊在一周內舉行了會議，以便提出一套初步的建議。建議由紐約州衛生廳的工

作人員編制和分析，並與工作隊成員分享，工作隊成員審查了提交的建議，並作

出集體決定，推進下文概述的建議。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危機的繼續發展，工作組將繼續工作，並考慮其他方法來解決

影響妊娠和嬰兒的問題，首先回顧由紐約州衛生廳和奧爾巴尼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婦幼保健計畫提供的相關文獻。   

  

工作組成立前，紐約州採取了若干步驟，在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擴大孕產婦

保健的可及性，包括：   

•  擴大遠端醫療和電話看診的機會；   

•  擴大助產士的使用，確保有足夠的人員提供產科護理；   

•  要求在整個分娩過程和恢復過程中有支持人員在場；   

•  授權其他州的州外婦產科醫生和助產士在紐約州執業，以迅速提高容

納力；和  

•  確認性衛生服務和生殖衛生服務是必需的服務。   

  

新型冠狀病毒產婦工作組的成員包括：   

•  關愛每位母親非營利組織  (Every Mother Counts) 創始人克麗絲迪·特

林頓·伯恩斯  (Christy Turlington Burns)  

•  克麗斯塔·克裡斯塔基斯  (Christa Christakis)，公共政策碩士  - 美國第

二婦產科學院執行主任   

•  薩沙·詹姆斯-考特瑞利 (Sascha James-Conterelli)，執業護理博士  

(Doctor of Nursing Practice, DNP)、註冊護士  (Registered Nurse, RN)、

專業助產師  (Certified nurse midwife, CNM)、美國助產士護士學院研究

員 (Fellowship in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Nurse-Midwives, FACNM) - 紐

約州認證助產士協會  (NYS Association of Licensed Midwives) 會長  

•  洛蕾塔·威利斯  (Loretta Willis)，紐約州衛生保健協會  (Healthcare 

Association of NYS) 品質與研究副會長   

•  羅琳·瑞恩  (Lorraine Ryan)，大紐約醫院協會  (Greater NY Hospital 

Association) 法律法規與專業事務高級副總裁   



 

 

•  羅斯·杜函  (Rose Duhan)，紐約州社區衛生保健協會  (Community 

Health Care Association of NYS) 總裁兼執行長   

•  恩戈齊·摩西  (Ngozi Moses)，布魯克林圍產期網路  (Brooklyn Perinatal 

Network) 執行董事  

•  南·施特勞斯  (Nan Strauss) - 關愛每位母親非營利組織   

•  黛博拉 E. 坎貝爾  (Deborah E. Campbell) 博士，醫學博士  - 蒙蒂菲奧

裡醫療中心  (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  

•  惠特尼·豪爾  (Whitney Hall)，CCE、LM、CLC - 紐約州生育中心協會  

(NYS Association of Birth Centers) 會長  

•  娜塔莎·納斯-克拉克 (Natasha Nurse-Clarke) 博士，註冊護士  - 邁蒙尼

德 (Maimonides) 區域圍產期中心協調員   

•  德娜·戈夫曼  (Dena Goffman)，醫學博士 - 紐約長老會 /哥倫比亞大學

醫學中心 (NYP/Columbia)  

•  黛安·霍爾特  (Diann Holt) 牧師 - 達勒姆小咖啡館  (Durham's Baby Café) 

創始人/執行理事   

•  辛西婭·鐘斯  (Cynthia Jones)，醫學博士，公共衛生學碩士  - 馬賽克

健康中心 (Mosaic Health Cen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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