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7 月 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1,380 萬美元用於推進紐約州生命科學研究並改善醫療護理服

務  

 

這筆撥款支持癌症、糖尿病、癲癇症、慢性痛研究  

 

鞏固了  6.2 億美元的承諾，用於讓紐約州引領生命科學創新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撥款  1,380 萬美元給本州  26 個學術醫療機構用於根

據帝國臨床研究調查員計畫  (Empire Clinical Research Investigator Program，ECRIP) 

培訓醫師研究員。兩年期的撥款將支持多個領域的研究項目，例如癌症、糖尿病、

癲癇症、疼痛研究，這補充了州長為在紐約州加快發展生命科學集群而開展的長期

工作。 

 

「紐約州引領醫療和科學創新，透過幫助全州醫院吸引和留住頂級科學研究員，我

們將讓醫療中心有能力為紐約民眾提供最佳護理，」葛謨州長表示。「這些撥款

將支持醫師所需的重要培訓，用於幫助推進和改善本州男女老少和後世紐約民眾的

健康。」 

 

「(ECRIP) 撥款是紐約州保持其生物醫學研究與創新前沿地位的一個方法，」紐約

州衛生廳  (Health) 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這些撥款吸引

新一代醫師研究員在紐約州醫院內接受培訓，從而增強我們抵抗疾病以及保護紐約

民眾健康的能力。」  

 

透過帝國臨床研究調查員計畫完成的工作鞏固了州長關於建設生命科學研究集群的

承諾，他在《2017 年州情咨文  (2017 State of the State)》中提出該承諾。這項斥資  

6.2 億美元的計畫撥款  1 億美元擴大『精益求精工作計畫  (Excelsior Jobs 

Program)』，並撥款  1 億美元給新的生命科學研究和發展退稅額。該計畫還提供  

3.2 億美元的州建設補助金用於支持建設濕實驗室和創新空間、支持運營、提供投

資資金給早期生命科學公司，這些公司從私人部門合作夥伴那裡吸引到至少  1 億

美元的配套資金。  



 

帝國臨床研究調查員計畫資金發放給兩個類別：醫療中心和個人。這些撥款在今後

兩年將幫助培訓至少  62 個醫師研究員。  

 

醫療中心撥款出資教導醫院成立研究小組，這些小組關注特定的課題、疾病或健康

狀況，並增強這些醫院的能力用於從聯邦政府尋求更多撥款以推進其工作。18 家

機構在兩年期限內將獲得將近  70 萬美元的資金用於培訓至少由三個研究員組成的

小組。每家機構為其項目提供至少  20 萬美元的直接配套資金。  

 

8 家機構在兩年期限內將獲得高達  15 萬美元的個人撥款  (Individual Awards)。這些

撥款將用於教導醫院構建科研能力，並在多個不同領域培訓研究員。  

 

獲得撥款的醫療中心包括：  

 

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哈德遜谷醫院醫療聯盟  (HealthAlliance of the Hudson Valley Hospital)  

 威徹斯特醫療中心  (Westchester Medical Center)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長島猶太醫療中心  (Long Island Jewish Medical Center)  

  北岸大學醫院  (North Shore University Hospital) 

 南區醫院 (South Side Hospital)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紐約州立大學上州醫科大學  (SUNY Up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羅徹斯特大學醫療中心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edical Center)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勒諾克斯山醫院  (Lenox Hill Hospital)  

 林肯醫療與心理健康服務中心  (Lincoln Medical and Mental Health Center)  

  紀念斯隆-凱特癌症中心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大都會醫院中心  (Metropolitan Hospital Center)  

 蒙特菲利奧醫學中心  (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  

 西奈山醫院  (Mount Sinai Hospital)  



  紐約長老會  – 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  (New York Presbyterian – 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紐約長老會  – 威爾康奈爾醫學中心  (New York Presbyterian – Weill Cornell 

Medical Center)  

 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  (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  

 里奇蒙大學醫療中心  (Richmond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紐約州立大學下州醫療中心  (SUNY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 

獲得撥款的個人包括：  

 

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蒙特菲爾/新羅謝爾醫院  (Montefiore/New Rochelle Hospital)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格倫科夫醫院  (Glen Cove Hospital)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艾姆赫斯特醫療中心  (Elmhurst Hospital Center)  

 雅克比醫療中心  (Jacobi Medical Center)  

 瑪摩利醫療中心  (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  

 西奈山以色列醫院  (Mount Sinai Beth Israel)  

 紐約西奈山眼耳醫院  (New York Eye and Ear Infirmary of Mount Sinai)  

 斯塔頓島大學醫院  (Staten Island University Hospital) 

帝國臨床研究調查員計畫根據紐約州畢業後醫學教育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的建議設立於  2000 年，該委員會是由醫學

教育工作者組成的機構，宗旨是針對與醫學教育以及培訓相關的事務為州長以及衛

生廳廳長提供建議。因為今天公佈的撥款，帝國臨床研究調查員計畫自設立以來的

撥款總額達到了  1.16 億美元。  

 

更多關於帝國臨床研究調查員計畫的資訊，請訪問：  

www.health.ny.gov/professionals/doctors/graduate_medical_education/ec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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