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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公佈一系列開創性的新計畫用於在紐約州  (NEW YORK STATE) 消  

除艾滋病  (AIDS) 疫情  

 
州長簽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案用於消除檢測障礙、增加獲得治療的途徑、  

推進尖端研究、擴大對青少年的艾滋病病毒服務  

 
州長設立了在  2020 年底前透過使用注射藥物實現艾滋病零死亡率和艾滋病  

病毒零傳播的目標，並擴大了對青少年的艾滋病病毒服務  

 
新計畫補充了州長設立的疫情消除  (End the Epidemic) 計畫取得的空前成功，  

包括在紐約州歷史上首次實現  18 個月內母嬰傳播零病例  

 
公告在世界艾滋病日  (World AIDS Day) 與州政府支持建設的紐約市 

 (New York City) 艾滋病紀念碑的正式落成儀式同時發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一系列開創性的新計畫用於對抗艾滋病，鞏固了州政

府關於在 2020 年前消除疫情的成功計畫。在本週早些時候，州長簽署了綜合法案

用於消除艾滋病病毒檢測及其他性傳播傳染病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STI) 面臨的障礙、增加預防和治療途徑，並擴大研究能力。葛謨州長還呼籲聯邦

政府為重點計畫提供  4500 萬美元的醫療補助計畫  (Medicaid) 配套資金，用於支持

對抗艾滋病。  

 

此外，葛謨州長提出了一系列領先全國的州計畫，包括對青少年擴大挽救生命的艾

滋病病毒服務、並設定在  2020 年年底前透過使用注射藥物實現艾滋病零死亡率和

艾滋病病毒零傳播的目標。  

 

這些最新行動鞏固了州政府實現的重大里程碑，包括實現  18 個月內母嬰艾滋病病

毒傳播零病例，並僅用一年時間讓感染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並實現病毒抑制的紐約

民眾人數增加了  6,000 人。 

 

「這座新的艾滋病紀念碑是一份重要的哀悼禮物，作為痛苦的提醒，讓我們記住所

有因這種可怕的疾病而死亡的人們，並激勵我們繼續戰鬥以徹底終結艾滋病疫

情，」葛謨州長表示。「『終結疫情倡議  (Ending the Epidemic Initiative)』已取得

歷史成效，利用這些積極的新舉措和有深遠意義的新目標，我們將繼續竭盡所能在

紐約州終結艾滋病疫情，並開闢道路讓世界其他地區跟隨。」  



 

紐約市艾滋病紀念碑  

 
州長在世界艾滋病日於紐約市艾滋病紀念碑正式落成儀式上宣佈此公告。  

 

州政府提供了  50 萬美元資金用於建設這座紀念碑，紀念碑位於毗鄰原聖文森特醫

院  (St. Vincent’s Hospital) 的新公園的入口處。官方資料顯示，該醫院擁有紐約市

最大規模的艾滋病病房，因此常被看作是這場危機的中心。紀念碑的位置與同性

戀、雙性戀及變性者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LGBT) 社區中心相距不

到一個街區，『紐約愛滋病行動組織  (ACT-UP)』最初正是在該社區中心成立的。  

 

紐約市把紀念碑所在的新公園命名為『紐約市聖文森特三角公園艾滋病紀念園  

(New York City AIDS Memorial Park at St. Vincent’s Triangle)』，紀念碑和公園因此

成為紐約市最重要的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主題公共空間。紀念碑用於紀念  10 多萬

個因這種疾病死亡的男人、女人、兒童，以及幾代醫護專業人員、活動家以及研究

人員為幫助改變疫情進程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案  

 
本週早些時候，葛謨州長把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案簽署成為法律，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感染者將因為該法案而得到更多參與檢測及獲得治療的機會。該法案將：  

  透過簡化過程和擴大規定範圍來消除艾滋病病毒檢測障礙，面向超出當前  

64 歲年齡上限的民眾提供艾滋病病毒檢測服務，並繼續對艾滋病病毒檢測

的提供要求及接受要求做標準化處理，從而對仍未確診的人員加以甄別。  

  增加篩查性傳播疾病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TD)，由持證護士篩查

梅毒、淋病、衣原體。  

  增加提供暴露後用藥  (Post Exposure Prophylaxis，PEP)，讓藥劑師分配多達

七天的『新患者工具包  (starter kit)』。 

  進一步提高研究能力，允許向獲得批准的研究人員披露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

相關醫學資訊。法案還消除了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研究障礙，增加提供資料

供研究人員進一步了解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如何與多種身體疾病相互作用，

從而改善患者療效並預防新感染。  

新計畫  

 
州長宣佈一系列新計畫，用於鞏固疫情消除計畫取得的進展。提議包括設立在  

2020 年底前透過使用注射藥物實現艾滋病零死亡率和艾滋病病毒零傳播的目標。

推進這些目標將涉及設立『警訊事件響應項目  (sentinel event response)』，該項目

類似於預防母嬰艾滋病病毒傳播項目。這些項目彌補了特定的知識缺口，對幫助州

政府終結疫情而言至關重要，並促進了研究人員與政策制定者的合作關係。  

 



新計畫還將包括一項提議，該提議要求各類型的服務提供者、護理協調員、護理管

理系統跟蹤所服務的艾滋病病毒陽性患者的病毒抑制率、確保青少年有權獲得挽救

生命的艾滋病病毒治療與預防服務，並保障此類護理的機密性。該提議將面向高危

青少年擴大艾滋病病毒預防服務，特別是暴露後用藥（或稱  PEP）和暴露前用藥

（或稱 PrEP (Pre-exposure prophylaxis)），這是一種每日服用一次的藥丸，可保護

人們預防感染艾滋病病毒，這種重要的預防藥物目前須經家長同意才能提供給青少

年。 

 

州長還宣佈州政府正在請求醫療保險中心  (Center for Medicare) 和醫療補助計畫服

務批准修訂其《合作夥伴計畫棄權聲明書  (Partnership Plan Waiver)》，從而發放聯

邦醫療補助計畫配套資金用於推進該計畫，進而在紐約州終結艾滋病疫情。修訂能

夠帶來 4500 萬美元的聯邦政府資金，用於協助紐約州開展工作以終結疫情。這筆

資金將幫助擴大計畫範圍，提供檢測、暴露前用藥、暴露後用藥服務、與護理計畫

結合並處理健康問題社會決定因素。  

 

終結疫情 

 
州長提出的終結疫情倡議已在紐約州各地產生重大影響。紐約州歷史上首次在長達  

18 個月的時間內未出現母嬰艾滋病病毒傳播病例。此外，紐約州還在擴大提供預

防治療方面取得巨大成功。醫療補助計畫註冊人員憑處方購買的暴露前用藥數量增

加了四倍，近期召開的第  21 屆國際艾滋病大會  (International AIDS Conference) 報

告稱，紐約州風險人群在使用暴露前用藥群體中所佔百分比領先於全國。此外，與

護理工作的結合實現了大約  75% 的成功率，僅在一年時間內，紐約州境內感染艾

滋病病毒/艾滋病並實現病毒抑制的人數增加了  6,000 人，從  2013 年的  7.1 萬人

增加到 2014 年的 7.7 萬人。 

 

紐約州在抗擊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方面居全國領先地位。成就包括：  

  針對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感染者設立  30% 的租金管制率，從而造福大約  1 萬

個紐約民眾  

  向  7 個社區組織提供  110 萬美元資金用於幫助感染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的低

收入個人進入職場，從而擴大個人資格範圍以獲取應急避難所援助  

(Emergency Shelter Assistance) 

  讓紐約市境內所有艾滋病病毒陽性患者有資格獲得住房、交通服務以及營養

支持 

  利用同伴互評服務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以及高風險人群改善醫療成果  

  與製藥企業協商降低抗逆轉錄病毒治療藥品的價格  

  制定法律用於在輕罪賣淫罪刑事訴訟中供認是否使用了避孕套，解決透過注

射器使用計畫獲取注射器的合法性問題，並取締就艾滋病病毒檢測向管教機

構征求書面同意的規定  



  利用『快速獲取治療  (Rapid Access to Treatment)』試點計畫確保沒有醫療保

險的、保額不足的新確診人員以及重新接受治療的人員立即獲得治療，並擴

大計畫在全州的覆蓋範圍  

紐約州衛生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NYS DOH) 部長霍華德  A. 

朱克  (Howard A. Zucker) 表示，「我讚賞葛謨州長持續採取積極行動在紐約州終

結艾滋病疫情。我今天有幸緬懷那些參與抗擊艾滋病的紐約民眾，他們當中很多人

在這場戰鬥中失敗了，我們因此建造了這座紐約市艾滋病紀念碑。我們將同心戮力

讓艾滋病真正成為過去，而非未來。」  

 

參議員布拉德·浩利曼  (Brad Hoylman) 表示，「我們再次共聚一堂來紀念世界艾滋

病日，我們緬懷那些離去的人們、與仍在戰鬥的人們並肩而立，並期待有朝一日最

終克服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帶來的災難。由於紐約州對藥品創新、療法研究、住房

援助以及社區外展服務提供空前規模的撥款，終結疫情指日可待。但仍有很多工作

要做，尤其是在有色人群社區內。我極其感激葛謨州長、朱克  (Zucker) 部長、終

結疫情工作組  (Ending the Epidemic Task Force)、以及無數的支持者和領導者，他

們開展的探索性工作讓我們在與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的戰鬥中站在了歷史的前

沿。」 

 

參議員戴維  J. 維勒思科  (David J. Valesky) 表示，「作為州長終結疫情工作組的成

員，我親耳聽聞這種疾病怎樣毀滅我州各地的個人和家庭。太多人輸給了艾滋病，

州政府制定的政策和立法能夠幫助扭轉這種流行病。我很高興看到葛謨州長採取積

極措施以實現預防新感染病例並終結艾滋病死亡率。」   

 

理事會成員兼醫療委員會  (Committee on Health) 主席科里·約翰遜  (Corey 

Johnson) 表示，「我們每年紀念世界艾滋病日以緬懷那些離我們而去的人們，並

延續我們的承諾以創造沒有艾滋病的未來。紐約州已站在終結疫情的前線，這在很

大程度上歸功於葛謨州長及其傑出的工作人員發揮挽救生命的領導能力。我相信只

要我們團結起來，就能在紐約州消除艾滋病，我期待進一步與州長及其團隊合作實

現這個願景。」  

 

紐約州老齡化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the Aging) 代理主任格雷格·奧爾

森  (Greg Olsen) 表示，「我讚賞葛謨州長持續發揮領導力抗擊艾滋病疫情。紐約

州確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民眾中有半數的人不低於  50 歲，而  60 歲及以上的人群

每年大約檢測出  200 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齡較大的成年人通常不了解艾滋病

病毒的各種風險因素以及自我保護途徑，這令他們處於不利地位。提供宣傳教育、

增加研究、打破檢測和治療面臨的障礙，這些措施對鞏固紐約州在終結這種可怕疾

病方面已取得的重大進展而言至關重要。」  

 

約瑟夫·阿達布家庭醫療中心  (Joseph Addabbo Family Health Center) 首席執行官

兼紐約州艾滋病咨詢委員會  (NYS AIDS Advisory Council) 會長馬喬里·希爾  

(Marjorie Hill) 表示，「很榮幸參與這項工作，更重要的是見證葛謨州長發揮堅定



的領導力在紐約州終結艾滋病疫情。這個大無畏並且可實現的目標不能靠運氣或祈

禱來實現。只有依賴堅定的公共衛生立法、實際資源、政府與活動家的積極合作才

能達成此目標。州長在這三個方面均取得不凡成績。」  

 

布朗克斯區  (Bronx) 蒙蒂菲奧里醫療中心  (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 青少年艾滋

病項目  (Adolescent AIDS Program) 總監兼臨床兒科學教授唐娜·福特曼  (Donna 

Futterman) 表示，「青少年是艾滋病病毒感染人群中增長速度最快的群體之一，

因此，我們必須消除所有妨礙青少年獲取治療及預防的障礙。我讚賞葛謨州長和紐

約州衛生部發揮前瞻性領導力，他們呼籲取締妨礙青少年同意接受艾滋病病毒治療

和使用新高效預防藥物的法律，對其他性傳播傳染病而言，這種障礙並不存在。青

少年艾滋病項目自  1989 年起已經為  650 多個艾滋病病毒陽性青少年提供了護理服

務，我們透過艾滋病病毒預防服務與更多青少年建立了聯繫。遺憾的是，其中很多

青少年若被要求向父母告知其性取向或艾滋病病毒感染狀況，將會放棄接受我們提

供的醫療和幫助。」  

 

艾滋病咨詢委員會終結疫情小組委員會  (Ending the Epidemic Subcommittee) 副

會長兼住房工程有限公司  (Housing Works, Inc.)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查爾斯·金  

(Charles King) 表示，「很高興看到州長選擇採取實踐措施，這些措施超越了最初

設定的疫情終結目標，擴展至在紐約州終結注射器傳播和艾滋病死亡率。這些措施

是可以實現的，並將取得重大勝利。」  

 

紐約同性戀、雙性戀及變性者社區中心  (New York LGBT Community Center) 執行

主任格蘭達·特斯托尼  (Glennda Testone) 表示，「從增加提供挽救生命的治療機

會，到擴展尖端研究，葛謨州長在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運動方面是無可匹敵的冠

軍。終結疫情倡議已取得重大成效，但很多工作仍有待完成。最新的大膽行動將為

無數被這種疾病影響的紐約民眾帶來希望，並確保我州繼續帶頭解決這個重大問

題。我讚賞葛謨州長設立在  2020 年底前透過使用注射藥物實現艾滋病零死亡率和

艾滋病病毒零傳播的目標，並期待在未來幾年目睹該目標得以實現。」  

 

男同性戀健康危機組織  (Gay Men's Health Crisis，GMHC) 首席執行官凱爾西·路易  

(Kelsey Louie) 表示，「我們當中有太多人因艾滋病疫情而痛失親人，艾滋病疫情

曾一度摧毀紐約州，但由於葛謨州長的領導力，我們正在徹底結束抗擊這種痛苦疾

病的道路上順利前進。從確保青少年獲得挽救生命的治療，到消除艾滋病病毒檢測

障礙，紐約州再次向全國指明了前進方向用於解決這個重大問題。我很自豪與葛謨

州長合作，從而設法終結艾滋病並讓這種流行病成為過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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