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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延續解決產婦死亡率問題和減少醫療結果涉及的種族差異相關工作

建立工作組以提供政策建議與社區外展工作並舉辦首次公開集會
會議將提供州政府因應措施的最新進度，以及在全州高風險社區舉辦公聽會後推
動其他建議事項
全州公聽會將為高風險社區的女性發聲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今年稍早公佈之解決產婦死亡率問題和減少醫療結果
涉及的種族差異的全面性計畫工作進度。州政府於星期二舉辦自 工作組於六月份成
立以來的首次公共會議。這是對州長所制定計畫的進度進行評估的重要步驟，會中
將討論在全州高風險社區舉行公聽會所得到的發現，以及推動其他建議事項。
「紐約致力於確保州內每位女性都能平等地取得高品質醫療保健，而本計畫將有助
於瓦解取得保健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不必要的障礙，」 州長葛謨表示。「這些公
聽會和工作組會議對於處理保健系統中我們難以接受的各種種族差異乃是關鍵的步
驟，並有助於為所有人打造一個更強大健康的紐約。」
「我在確保全體婦女獲得優質廉價醫療服務以預防產婦死亡率方面取得了進展，
但是仍存在巨大的種族差異，需要有創意的解決方案和大膽的行動，」 副州長凱
西‧霍楚爾表示。「紐約州黑人婦女的妊娠死亡率比白人婦女高四倍，而其他州的
差異更大，這是極其不公平的。身為產婦死亡率工作組的一份子，我們要確保所有
女性都有發聲的機會，以求解決此重大問題，拯救生命。我們致力於擴大取得產婦
照護的機會，以利紐約州的所有母親，無論種族為何，都能有同樣的機會享有長壽
健康的人生。」
如星期二的會議所討論，該工作組將持續提供專家政策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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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工作組的成員包括權威醫療保健專業人士、州長秘書兼紐約州婦女與女童

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 會長梅麗莎·德羅莎 (Melissa
DeRosa)、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紐約市公共議政員利蒂希婭·詹姆斯
(Letitia James)、參議會民主黨領袖安德里亞·斯圖爾特-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指定的代表人員、眾議會發言人卡爾·西斯提 (Carl Heastie)、參議會多數
黨領袖約翰·弗拉納根 (John Flanagan)、眾議會少數黨領袖布萊恩·考布 (Brian
Kolb)，以及其他利益相關方和社區成員。該工作組的領導人為：
•
•

•

•

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醫學與法學博士，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NYS DOH) 廳長
薩沙·詹姆斯-考特瑞利 (Sascha James-Conterelli)，執業護理博士 (Doctor of
Nursing Practice, DNP)、認證助產士 (Certified Nurse Midwife, CNM)、執業助
產士 (Licentiate in Midwife, LM)、紐約州認證助產士協會 (New York
Association of Licensed Midwives) 會長
丹尼爾·拉拉奎-阿瑞納 (Danielle Laraque-Arena)，醫學博士 (MD)、兒科學會
會員 (Fellow in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FAAP)、紐約州立大學上
州醫學院 (SUNY Upstate) 院長
溫迪·威爾科克斯 (Wendy Wilcox)，醫學博士、公共衛生碩士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MPH)、金斯郡 (Kings County) 紐約市醫療與醫院公司 (NYC
Health and Hospitals) 婦產科科長

紐約州自 2010 年起在減少產婦死亡率方面取得了進展，當時憑最低產婦死亡率在
美國排名第 46，但在美國仍排在第 30 名。此外，種族差異仍然存在，全國黑人
婦女的分娩死亡率比白人婦女高將近四倍，這一數字在紐約州為三倍以上。研究顯
示，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相比於低於高中學歷的白人婦女，受過高等教育的
黑人婦女面對的情況仍要糟糕許多。
在葛謨州長的指示下，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 ·朱克博士帶領工作組在全州各地
的高風險社區舉行了一系列的公聽會。 在布朗克斯區 (Bronx)、布魯克林區
(Brooklyn)、皇后區 (Queens)、哈林區 (Harlem)、奧爾巴尼市 (Albany)、錫拉丘茲
市 (Syracuse) 以及水牛城 (Buffalo) 等地舉行的公聽會提供了機會讓地方包括孕婦
在內的利益關係人發聲，探索女性取得例行照護保健所面臨的障礙，並討論如何更
妥善地發現妊娠毒血症的病徵與症狀以及其他造成產婦死亡率和發病率的原因。

星期二的會議中討論到的其他倡議包括：
建立產婦死亡率審查委員會：按照州長婦女與女童委員會的建議，紐約州衛生廳
設立了產婦死亡率審查委員會，該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全州各地各領域利益關係者中
的醫療專業人士，這些人服務/代表全州各類婦女與母親，並將與美國婦產科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ACOG) 以及紐約市合作，審核
紐約州境內的每起產婦死亡事件。 該委員會將於 2019 年初召開，並負責向紐約

州衛生廳提供政策建議，透過減少產婦死亡率和發病率來改善產婦療效，這些建議
將特別考慮種族差異和經濟差異。
與醫院及婦產科醫生召開最佳實踐方式峰會 ：州長將與大紐約醫院協會 (Greater
New York Hospital Association)、紐約州醫療協會 (Healthcar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State, HANYS)、美國婦產科學院及其他利益相關方在今年聯合召開峰會 ，
討論產婦死亡率和發病率問題，包括種族差異。 該峰會將解決的問題包括統計、
最佳實踐方法、社區認知、醫學院課程、研究生醫學教育以及職業醫生培訓，目標
是執行即時措施，並識別後續行動項目，用於改善產婦護理和管理。
試行擴大健保補助範圍以涵蓋助產士費用： 紐約州衛生廳將於 2019 年初試行擴大
健保補助範圍，涵蓋助產士費用。助產士是非醫療分娩教練，根據需要在分娩前後
及期間協助婦女。事實表明，認證助產士能夠改善療效，包括減少母嬰的分娩併發
症。
支持孕婦集中護理的實施：紐約州將加強支持州長在《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內所述的生命前 1,000 天計畫 (First 1,000 Days of Life) 內，稱作孕婦集中
護理計畫。該計畫旨在結合產前教育和社會支持來改善妊娠結局，並涉及降低早產
率和低出生體重率、降低孕期糖尿病和產後抑鬱症的發生率、提高母乳餵養率、
改善懷孕間隔。事實還表明，孕婦集中護理計畫能夠縮小黑人婦女和白人婦女的早
產率差異。
要求持續醫學教育和課程規劃 ：州長將要求紐約州醫學委員會 (State Board for
Medicine) 規定合適的執業人員參加產婦死亡率/發病率以及種族療效差異方面的持
續醫學教育。此外，紐約州衛生廳將與醫學院合作，其中包括紐約州立大學的四所
醫學院，把產婦死亡率/發病率以及種族療效差異方面的資料納入到醫學院課程、
研究生醫學教育內容及執業醫生培訓內容。紐約州立大學已建立一各涵蓋全州的工
作小組來協調在各地中學進行相關工作，而且已選出關鍵專家來針對課程與訓練計
畫提供各方面的建議。
擴大紐約州產期品質合作：紐約州已與全州各地醫院合作，審核最佳實踐辦法以
解決大出血問題，並執行新臨床診療規範來減少產婦死亡率。此工作是由衛生廳統
籌領導，共有超過 80 家醫院志願投入。這項合作性工作已辨識出評估成功減少孕
婦賀爾蒙的關鍵指標，並已研擬出最終將於全州各地使用的臨床指南，以改善保健
品質。
衛生廳廳長霍華德·朱克博士表示，「本人很榮幸能帶領設立產婦死亡率與全異種
族醫療結果工作組 (Taskforce on Maternal Mortality and Disparate Racial
Outcomes)，這對改善全州女性醫療結果而言，是有其必要且非常值得的倡議。

州長對於確保所有女性能夠取得所需的照護所做的努力，為大家將紐約打造成一個
更健康的州。」
眾議院衛生委員會 (Assembly Health Committee) 主席理查德 N. 戈特弗裡格
(Richard N. Gottfried) 表示，「每一位新母親和新生兒都應當有權利獲得高品質醫
療保健，而不必面臨財務上的障礙。紐約州的產婦死亡率仍然遠高於應有的數字，
特別是在種族與社區的差異上而言。我期待能和公共衛生專家以及政策決策者合
作，以持續處理這個重大的問題。」
眾議員拉托亞‧喬依娜 (Latoya Joyner) 表示，「每位女性都值得為自己和新生兒爭
取最好的照護，而要達成此目標，則需要有文化有能力的醫療專業人士站在改善醫
療保健成果的最前線，努力降低產婦死亡率。該工作組聚焦於長期受到忽略的產婦
死亡率此一女性健康問題，讓我們有獨特的機會能夠探索拯救生命所需的計畫。
我在此感謝葛謨州長與紐約州衛生廳對此工作組的任務所表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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