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0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選定根除丙肝行動小組  (HEPATITIS C ELIMINATION TASK FORCE) 

成員   

  

行動小組建議州政府制定根除丙肝的計畫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已選定可向州政府提供《根除丙肝計畫  (Hepatitis C 

Elimination Plan)》成員，他們將加入行動小組。行動小組的創建是確定《根除計

畫》的下一個工作內容，其建立在  2017 年紐約州根除丙肝峰會  (New York State 

Hepatitis C Elimination Summit) 上社區利益相關者提出的建議基礎上。  

  

「選定加入這一行動小組的成員是其各自領域的專家，他們的寶貴經驗將為我們制

定可行計畫提供所需信息，」州長葛謨表示。「這一戰略計畫不僅將提高丙肝患

者的生活質量，還能確保紐約民眾在預防這一疾病時享有所需的支持和資源。」   

  

「我們根除丙肝的全面方案有助於挽救生命，讓數百萬紐約民眾放心，」副州長

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正如在應對其他問題上一樣，紐約正率領全

國制定出對抗這一致命疾病的新方案。行動小組將匯集最好最聰明的團隊，重點關

注制定出具有創新性的方案、改善紐約民眾的健康狀況、確保丙肝問題成為過

去。」  

  

行動小組的工作將由五個工作小組予以補充：預防；測試和護理相關工作；護理盒

治療；監測、數據和標準；社會決定因素。  行動小組和工作小組成員包括以社區

為基地的組織代表、丙肝患者和受丙肝影響人員、健康治療機構、支付方、公共衛

生專家、研究人員、降低危害專家和社會服務機構。  

  

3 月，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致力於透過擴大測試、治療和教育渠道根除丙肝，從而

將高危社區的紐約民眾和可用服務聯繫起來。  7 月，州長為根除丙肝概括了其戰

略方針，包括為丙肝服務撥款  500 萬美元，這些服務有教育；病人引導；降低危

害護理和治療項目；消除保險障礙；擴大丙肝治療承載量；為使用降低危害服務的

人員從醫療補助計畫  (Medicaid) 中報銷費用；擴大交換注射器的應用範圍。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statewide-expansion-enhanced-rental-assistance-program-increase-access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first-nation-strategy-eliminate-hepatitis-c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first-nation-strategy-eliminate-hepatitis-c


  

10 萬多紐約民眾患有丙肝，而其中大多數人對此並不自知，這是一種由丙肝病毒

引起的肝部疾病。嬰兒潮時代有四分之三的人患有丙肝。丙肝經由血液接觸傳播，

其中罹患丙肝最常見的風險因素是毒品注射。  在過去的十年中，患有丙肝的人群

分佈有所轉變，其中一個顯著的高峰出現在  20 至  40 歲的青年人群中，部分原因

是因為阿片類藥物流行病的增加。   

  

若不加以治療，丙肝會引起肝硬化和肝功能衰竭，造成肝移植、肝癌或死亡。   

新的治療方法可在  12 週內治愈幾乎所有病人。  在州長的計畫中提到的擴大降低

危害服務將阻止丙肝在注射毒品人群中的傳播。   

  

紐約州衛生廳  (State Health) 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在葛

謨州長的幫助下，我們很榮幸能匯集各行業的專家並組建這一隻專業小組為終止丙

肝流行病而努力。這一行動小組將在工作開展過程中帶來寶貴的建議和指導，並改

善數千名紐約民眾的健康狀況。」   

  

州長的根除丙肝行動小組將在下一年中實施這些計畫，並為推進工作任務的開展進

行兩次正式會晤。所有的會議都將按期舉行，並對公眾開放。  

  

行動小組將包括以下成員：  

  

• 紐約州紐約州衛生廳公共衛生副廳長兼政府副主席，布萊德 ·哈頓 (Brad 

Hutton)  

• 哈德遜河衛生護理中心  (Hudson River Health Care) 兼社區副主席，醫學博士

克里斯汀·克爾  (Christine Kerr)  

• 伊利郡衛生局  (Erie County Department of Health)，醫學博士蓋爾·博斯坦  

(Gale Burstein)  

• 諾斯維爾健康公司  (Northwell Health)，大衛·伯恩斯坦  (David Bernstein)  

• 紐約市衛生及精神健康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醫學博士安·溫特斯 (Ann Winters)  

• 治療行動集團  (Treatment Action Group)，安妮特·高迪諾  (Annette Gaudino)  

• 降低危害聯盟  (Harm Reduction Coalition)，丹尼爾·雷蒙德 (Daniel Raymond)  

•  紐約改造協會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 of New York)，傑克·貝克  (Jack Beck)  

•  伊利郡和尼亞加拉郡印第安社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Native American 

Community Services of Erie and Niagara Counties, Inc.)，彼得·希爾  (Peter Hill) 

• 阿米達護理  (Amida Care)，藥學博士特里·里奇  (Terry Leach)  

• 紐約社區活動家和領袖之聲  (VOCAL-NY)，克里夫頓·加爾蒙 (Clifton Garmon)  

• 丙肝導師和支持公司  (Hepatitis C Mentor and Support Group)，羅尼·馬克思  

(Ronni Marks)  



• 積極健康賦權聯盟  (Coalition on Positive Health Empowerment, COPE)，社工

認證證書持有人  (Academy of Certified Social Workers，ACSW)，格洛麗亞·希

爾森  (Gloria Searson)  

• 紐約市立大學人口健康應用科學學院  (CUNY Institute for Implementation 

Science in Population Health)，博士、公共衛生學碩士丹尼斯·納什 (Denis 

Nash)  

•  家務中心 (Housing Works)，查爾斯·金 (Charles King)  

• 西奈山高級醫學學院  (Mt. Sina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Medicine)，特里·維爾德  

(Terri Wilder)  

• 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博士敦·德斯·加萊絲  (Don Des Jarlais)  

• 《紐約州南部地區艾滋病項目  (Southern Tier AIDS Program)》，約翰·巴里  

(John Barry)  

• 艾滋病拉丁美洲委員會  (Latino Commission on AIDS)，路易斯·斯卡卡巴羅茲  

(Luis Scaccabarrozzi)  

•  艾滋病美國黑人領導委員會  (National Black Leadership Commission on 

AIDS)，C. 弗吉尼亞·菲爾茲  (C.Virginia Fields)  

•  生成資源有限責任公司  (Generative Resources, LLC)，高級認證社工  

(Licensed Master Social Worker，LMSW) 埃里·卡姆依  (Eli Camhi)  

•  蒙特菲奧里醫療中心  (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醫學博士、理科碩士馬修·秋山 

(Matthew Akiyama)  

• 西奈山伊坎醫學院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t. Sinai)，博士、科學碩士傑

弗瑞·偉斯 (Jeffrey Weiss)  

• 美國州立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SUN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博士大衛·赫爾

特格瑞  (David Holtgrave)  

•  長青健康服務中心  (Evergreen Health Services)，雷蒙德·佳諾 (Raymond 

Ganoe)  

• 延齡草保健  (Trillium Health)，藥學博士阿什利·朱培麗  (Ashely Zuppelli)  

• 水牛城大學  (University of Buffalo)，醫學博士、公共衛生碩士安德魯·塔拉勒  

(Andrew Talal)  

•  哈萊姆聯合會  (Harlem United)，傑奎琳·吉爾莫  (Jacquelyn Kil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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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it.cwnls.com/app/itpage.nsf/unsubscribe.xsp?action=unsubscribe&id=1100PRESC9D23CA263F1C04185258323004D192B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