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7 月 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活力布魯克林區  (VITAL BROOKLYN)』計畫斥資  2.1 億美元分

佈在  32 個地點的門診醫療網絡擴展服務和合作夥伴關係  

 

撥款逾  1.4 億美元給旗艦位置的  12 個地點，提供全方位的初級護理服務和專業

服務 

 

利用與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的六家聯邦優質醫療保健合作夥伴的合作夥伴關係

投資超過  3,000 萬美元，以開放或擴展  11 個社區醫療中心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為欠缺醫療服務的地區內的其他地點預留高達  4,000 萬美元資金  

 

其中一些門診護理場所將與經濟適用房共同開發，作為『活力布魯克林區』  

計畫承諾的內容，建造  3,000 套經濟適用房，五個場地的《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 RFP)》將於  7 月  13 日到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作為『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的內容創建新醫療

系統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  (One Brooklyn Health)、確定旗艦式門診護理站點，  

並與布魯克林區的六家聯邦合格醫療中心  (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 FQHC)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以形成其斥資  2.1 億美元建設的、有  32 個站點的門診護理網

絡。這些旗艦項目將投入超過  1.4 億美元資金，這將擴大布魯克林中心區域  

(Central Brooklyn) 的全方位初級護理服務和其他醫療服務。將在布魯克林區的六

家聯邦合格醫療中心投資  3,000 多萬美元，用於開放或擴建  11 個社區健康中心，

從而顯著擴大布魯克林區這些現有醫療保健機構的能力。另外還有  4,000 萬美元

用於布魯克林區中心區域的其他門診護理站點，這些站點已被認定為特別缺乏服

務。  

 

「『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的一個優先內容是為居民提供更多優質醫療保健服

務，通過建立這種門診護理網絡，我們正在實現這一目標，」州長葛謨表示。



 

 

「隨著聯邦政府繼續攻擊我們獲得平價醫療保健服務的基本權利，紐約州將努力

確保每個人，無論身處哪個地區，都將獲得過上健康生活所需的護理和服務。」  

 

「醫療保健是一項基本人權。作為國會議員，我努力保護《平價醫療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因為我知道有很多紐約民眾需要獲得更多的關鍵服

務，」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的『活力布魯克林區』計

畫利用創新的合作夥伴關係和州投資解決布魯克林中部區域存在的巨大醫療差異

問題。今天公佈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取得的進展，這是個令人興奮的進步，將

改變布魯克林區的醫療保健格局。通過提高可用性和交付性，我們可以拯救生

命，並為布魯克林區中心地區的居民提供更光明的未來。」  

 

與紐約州其他地區相比，布魯克林中心區缺少基層醫療醫生和其他重要的心理健

康服務。近期統計數據顯示，布魯克林中心區每 10 萬人當中有  55 人是基層醫療

醫生，全州平均水平比該數字高兩倍。此外，布魯克林中心區每  1,000 人有 497 

人有急診經歷，這也超過了全州平均水平。  

 

這個斥資 2.1 億美元的門診醫療網絡解決這些長期醫療保健差異，作為州長  

『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的基石。這個新門診護理網絡將在布魯克林區中心地區

每年支持 742,000 次新醫療保健服務，大約是這些醫療服務機構目前提供的門診

護理服務人數的兩倍。與布魯克林區聯邦合格醫療中心的合作將極大地擴展這些

社區醫療中心的能力、鞏固其當地關係，並加深了解社區需求。所有這些夥伴關

係都致力於實施綜合醫療保健服務模式提出的策略，該模式關注布魯克林區中部

區域居民的身體健康、行為健康以及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給旗艦地點的  12 個站點撥款超過  1.4 億美元  

在本州『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的資助下，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將在布魯克林

區中心區域的旗艦地點開發  12 個站點。這些旗艦地點包括：  

 

金斯布魯克猶太醫療中心  (Kingsbrook Jewish Medical Center, KJMC) 醫療

村：  醫療村位於皇冠高地街區  (Crown Heights) 的金斯布魯克猶太醫療中心園區

內，將重建成綜合醫療村，提供多樣化的門診臨床服務和患者支持服務，以滿足

各種社區需求。幾個高度專業化的卓越門診中心  (Ambulatory Centers of 

Excellence) 將與金斯布魯克園區位於相同的地點，以實現真正的綜合護理，這些

新站點將包括：  

•  門診手術中心  (Ambulatory Surgery Center, ASC) 擁有五個手術室，  

配備最新技術幾乎可以實施所有類型的門診手術，包括眼、上肢、  

膝蓋、髖、踝和許多癌症相關病例，包括乳房手術。  

•  成像中心 (Imaging Center) 擁有全面的最新數字診斷成像、電子圖像

存檔技術和非侵入性介入治療。成像中心將配備最先進的設備，如核

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能夠執行稱為正電



 

 

子發射斷層掃描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功能』成像

的電腦斷層  (Computed Tomography, CT) 掃描儀、診斷  X 射線、超聲

波、核醫學、3-D 乳房 X 光檢查、骨密度測定、心臟和外周血管超

聲檢查。  

•  一個綜合中心  (Comprehensive Center)，將提供廣泛的輸液服務和成

像服務、亞專業服務、患者引導員和患者 /家庭支持團體、康復、  

姑息治療、提供現場成像和實驗室，所有這些都集中在同一地點以確

保 多學科的護理模式  

 

展望高地 (Prospect Heights) 的沃克主教醫療保健中心  (Bishop Walker Health 

Care Center) 將全面翻新並重新配置，以擴大其容量並增加檢查室，特別關注女

性和兒童的健康。該項目將投資新設備，包括數字乳房  X 射線攝影設備和更換兩

個報廢的 X 射線套件。此外，沃克主教醫療保健中心將建設綜合婦幼健康中心  

(Integrated Women's and Teen Health Center)，該中心將提供全面的服務，包括內

科、營養、婦科、乳房護理中心、計劃生育和青少年妊娠預防服務、青少年醫

學、性與生殖健康，這將與作為『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開發的新經濟適用房共

存。  

 

布魯克林區發展中心醫療村  (Brooklyn Developmental Center, BDC) 位於紐約州

東部地區 (East New York)，將包括先進全面的新門診手術和成像中心，將與位於

布魯克林區發展中心的新經濟住房一起開發。該綜合中心的初步設計包括兩間手

術室、兩個內窺鏡套件、以及由最先進的核磁共振成像、電腦成像掃描儀提供的

成像能力，以及滿足日常需求的成像能力，包括兩套  X 射線裝置、一套超聲波裝

置、一套乳房  X 射線攝影系統和骨密度掃描儀。  

 

皮埃爾·杜桑醫療中心  (Pierre Toussaint Health Center)，位於皇冠高地街區，  

將翻新 2,500 平方英呎未充分利用的空間，以提高初級保健能力、改善患者流動

和患者體驗，並增加對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  (One Brooklyn Health System, 

OBHS) 完整連續的初級、專科和住院治療的需求。該中心將幫助減少不必要的急

診就診人數、方便社區獲得需要的服務，並將人們與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的綜

合系統聯繫起來，以改善他們和社區的健康成果。  

 

老布瑞思多爾婦幼醫療機構  (Old Bristol Women & Child Health)，位於紐約州東

部地區，將全面翻新並重新開放，以提供廣泛的婦幼醫療服務，重要的是發展兒

科醫療服務。服務將遷離布魯克戴爾醫院  (Brookdale hospital)，並擴展到提供廣泛

的綜合服務。  

 

利用與布魯克林區的六家聯邦優質醫療保健合作夥伴的合作夥伴關係投資超過  

3,000 萬美元 

撥款 2.1 億美元給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其中  3,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建立新門

診網絡，將利用聯邦合格醫療中心的六個合作夥伴關係投資，以在  11 個新的或



 

 

擴展的社區健康中心場所增強初級護理服務和綜合門診服務。這些合作夥伴及其

中一些最重要的地點如下：  

 

布朗斯維爾綜合服務中心  (Brownsville Multi-Service Center, BMS) 

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將為布朗斯維爾綜合服務中心提供  1,030 萬美元，用於建

造新的 50,000 平方英呎的現代化健康診所，該診所將取代現有的  27,000 平方英

呎的醫療診所。  新擴建的中心位於洛克威大道  (Rockaway Avenue) 592 號， 

包括：  

•  22 個新考場，使現有部門總數達到  49 個； 

•  提供空間用於患者教育、團體探訪、與醫療服務提供者會面、身體健

康以及分發免費衣服和食物；  

•  現場足病、肺病、腎髒病、胃腸病、心髒病服務房間；  

•  擴大社會和行為健康服務，為精神健康和藥物濫用案件提供支持；  

•  為員工和患者提供更多的地下停車位，供患者更方便地進入醫療中

心。  

 

通過改進設計和增加檢查室，該社區健康中心將極大地擴展布朗斯維爾綜合服務

中心 (Brownsville Multi-Service Center, BMS) 能力，以提供現場全面的初級、  

預防、支持和賦能服務。擴建的場所一旦竣工，將創建大約  32 個新的臨床工作

人員職位並配備  31 個臨床人員和非臨床支持人員，不包括在整個擴建項目中創

造的建築工作。  

 

貝德-斯塔家庭健康中心  (Bed-Stuy Family Health Center) 

•  該組織將在醫療服務不足的布魯克林區街區開設新的  5,000 平方英呎

的初級保健衛星站點，並根據需要為社區增加家庭醫療、兒科、產科

/婦科 (obstetrics, OB/gynecology, GYN)、慢性病護理管理和輪換專業

護理。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提供的撥款資金約為  225 萬美元， 

將用於支持該項目的開發和竣工。  

•  此外，該組織還將確定第二個站點，該站點將提供初級保健、精神病

學、足病學、外科諮詢、視光學 /眼科學、營養諮詢，以便進一步擴

展初級保健、護理管理和其他環繞式服務。  

 

亮點醫療  (Brightpoint Health) 

•  該組織將改造至少  10,000 平方英呎的阿爾法學校設施  (Alpha School 

Facility)，以更好地解決慢性健康問題，並改善患者體驗，包括增加

電梯和現場藥房服務。擴建項目還將增加  10 個新的初級保健室和  10 

個行為健康保健室。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提供的  400 萬美元撥款

將用於支持建設綜合護理中心。  



 

 

•  另外 100 萬美元撥款將用於翻新  2,500 平方英呎未充分利用的空

間，為社區創建一個緊急護理中心。  

 

ODA 皇冠高地醫療中心  (ODA Crown Heights) 

該組織將在皇冠高地建立一個  15-20,000 平方英呎的初級護理與專業護理中心。

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撥款大約  600 萬美元提供支持，新機構將提供專業服務，

包括足病學、內分泌學、皮膚病學、心髒病學、神經病學、產科 /婦科。還將提供

抑鬱症護理等行為健康服務。  

 

社區醫療網絡  (Community Health Network, CHN) 

社區醫療網絡將確定一個場所，用於擴大該組織的初級保健能力，包括綜合門診

服務，從而滿足布什維克街區  (Bushwick) 患者的身體健康需求和行為健康需求。  

 

布魯克林廣場醫療中心  (Brooklyn Plaza Medical Center) 

•  布魯克林廣場醫療中心將獲得資金，在醫療服務不足的布魯克林街區

開設兩個新的門診護理站點。一個站點將創建一個規模有待確定的新

初級保健站點，重點關注為社區提供兒科、青少年健康、成人和老年

人健康診療服務。  

•  此外，該組織還將在東法烈布什區  (East Flatbush) 開設另一個面積達  

12,000 平方英呎的初級保健中心，來為社區增加機會提供婦女保健

服務、成人和兒科服務以及其他專業服務。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提

供的撥款資金約為  600 萬美元，將用於支持布魯克林廣場聯邦合格

醫療中心這兩個項目的開發和竣工。  

 

為欠缺醫療服務的地區內的其他地點預留高達  4,000 萬美元資金  

門診護理網絡還將在整個布魯克林區中心區域內增加九個被確認為服務不足的社

區，這些社區尤其需要初級護理服務和專業護理服務。這些站點將提供全面的服

務，包括兒科、內科和家庭醫學實踐；足病學、內分泌學、皮膚病學、心髒病

學、神經學，產科 /婦科和在同一地點的行為健康服務，包括現場抑鬱症護理管理

員、跨職能的初級醫療保健團隊和行為醫療保健團隊。  

 

其中一些門診護理場所將與經濟適用房共同開發，作為『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

承諾的內容，建造  3,000 套經濟適用房  

今年四月，州長公佈了五份《招標書》，用於在歸紐約州控制的地塊上，或歸發

現互信醫療中心  (Interfaith Medical Center)、布魯克戴爾大學醫院  (Brookdale 

University Hospital) 或州屬布魯克林建設中心  (Brooklyn Developmental Center) 所有

的地塊上建造  2,000 多套經濟適用房。提案的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7 月 13 日。  

 

這些征集行動將推進『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價值  5.63 億美元的承諾，用於在布魯

克林中部地區建造  3,000 套經濟適用房。此外，州長還公佈了一系列撥款和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launches-phase-two-14-billion-vital-brooklyn-initiative-0


 

 

《招標書》，用於增加為民眾提供開放空間、休閒娛樂及健康食品；擴展教育計

畫及經濟賦權計畫；完善社區暴力預防工作；增強適應力。  

 

國會女議員伊薇特  D. 克拉克  (Yvette D. Clarke) 表示，「『活力布魯克林區』計

畫奠定了基礎，用於變革布魯克林區醫療服務的提供方式。作為紐約州國會代表

團 (New York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的領導人員，我們與奧巴馬  (Obama)  

政府密切合作，以確保向紐約州注入  80 億美元的醫療補助計畫豁免資金  

(Medicaid Waiver)，設法實施這一重要舉措。這項投資將為我們最脆弱的群體提供

更多的優質醫療服務，並改善其健康狀況。感謝葛謨州長提出願景，並在布魯克

林區中部地區提供更高質量的生活和更健康的環境。」  

 

國會議員哈吉姆·傑佛利  (Hakeem Jeffries) 表示，「由於葛謨州長不斷努力，  

布魯克林區的人民將更容易獲得急需的醫療保健服務。我們以前無法獲得高質量

醫療服務的社區成員現在不僅能夠獲得這些服務，還能就近獲得這些服務。伴隨

這次擴張，我們將繼續見證朝著更強大、更健康的社區邁出重要的一步。」  

 

參議員羅克珊  普爾索德  (Roxanne Persaud) 表示，「『活力布魯克林區』增加提

供布魯克林區居民發展和繁榮所需的重要醫療保健服務。我們在布魯克林區的社

區長期以來面臨健康差異問題，這些投資將提供重要的服務來改善他們的生活和

健康，從而為布魯克林區眾多居民的生活帶來巨大的變化。感謝葛謨州長帶頭在

布魯克林區支持醫療保健服務。」  

 

女眾議員拉特里斯·沃克  (Latrice Walker) 表示，「這個門診護理網絡將為最急需

的布魯克林區中部地區的居民提供重要的醫療保健服務。葛謨州長已證明他致力

於幫助那些生活在我們社區內的人。我們感謝州長和我在立法機構的合作夥伴採

取措施，確保紐約州的每個人無論收入如何，都能獲得高質量的醫療服務。」  

 

紐約市公共倡導人勒蒂夏 ·詹姆士  (Letitia James) 表示，「利用這個新醫療保健網

絡，布魯克林區的民眾將能夠就近獲得其居住地附近的重要服務，使居民更容易

進行預約，並獲得所需的預防性護理、治療或後續關注。我很高興看到這項投資

的結果，並建議州長改善我們社區的醫療服務。」  

 

紐約市議員艾麗卡·阿姆普瑞-薩繆爾  (Alicka Ampry-Samuel) 表示，「今天標誌著

朝著更健康、更強大的布魯克林區邁出了又一步。由於葛謨州長，現在需要更多

醫療保健選擇的居民可以獲得比以往更多的優質治療。『活力布魯克林區』  

計畫取得的進展有助於在我們的社區內促進真正切實的變化，今天的公告必將改

善整個布魯克林區有需要的民眾的健康成果。」  

 

紐約市議會  (New York City Council) 議員馬修·尤金  (Mathieu Eugene) 表示，

「通過增加醫療保健服務，葛謨州長再次表明他致力於改善布魯克林區民眾的生

活。這些設施將滿足我們社區的巨大需求，並幫助居民獲得所需的服務和資源，



 

 

從而過上更健康的生活。感謝州長採取強有力的果斷措施來解決這一需求，並支

持那些沒有發言權或能力來為自己辯護的人。」  

 

撥款  6.64 億美元給布魯克林區醫療機構改革項目  (Brooklyn Health Care Facility 

Transformation Project) 

2018 年 1 月，州長宣佈撥款 6.64 億美元給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用於支持紐

約州持續開展工作建設可持續的醫療體系，該體系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增加提供

醫護服務並加以變革。該計畫共保留  3,600 萬美元資金供後續撥發，因此，該計

畫完成時共計將發放  7 億美元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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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謨州長撥款  14 億美元的『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設法確定八個綜合區域並加

以投資來改造布魯克林中部地區，這將有助於建立國家範例，用來解決長期差

距，例如高需求社區內的係統暴力和根深蒂固的貧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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