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12 月 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於世界艾滋病日宣佈紐約州已在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病的工作上「彎曲了曲

線」  

  
新數據表明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發病率和診斷人數都下降到了創紀錄的最低記錄  

  
為 340B 提供方預留 1 億美元醫療補助計畫再規劃儲蓄金  

  
衛生廳在紐約州南部地區和哈德遜谷地區批准了兩個新的針具交換項目  

  
為認可世界艾滋病日，本州的地標建築將於 12 月 1 日點亮紅色燈光 

  
終結傳染病虛擬峰會將從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 日在世界艾滋病日期間召開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在今天世界艾滋病日 (World AIDS Day) 宣佈依據 2019 年的最新數據，紐約州已

在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病的工作上「彎曲了曲線」，這是《終結流行病 (Ending the 

Epidemic, ETE)》計畫的主要目標。依據新數據，全州 2019 年預計產生的新增感染人數

或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發病率下降至一直以來的最低水平，即 1,700 例病例。自從《終結

流行病》計畫開始以來，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發病率每年都在下降，在此期間下降了 

38%。2019 年最新確診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人數也達到最低水平，即 2,377 人，這一數

字相比 2018 年下降了 4%，相比《終結流行病》開始實施起下降了 31%。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我知道大家都忙於應對新冠肺炎 (COVID) 疫情，但我們也要忙

於終結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艾滋病傳染病，」葛謨州長表示。 「我們公佈的 2019 年數據

顯示紐約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發病率和確診人數已降至創紀錄的最低水平。全州 2019 年

預計產生的新增感染人數或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發病率降至一直以來的最低水平。自我們開

展《終結流行病》活動以來，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發病率每年都在下降 - 這一時期內下降了 

38%，這是極大的好消息且我們還要再接再厲。在各州因新冠肺炎而面臨嚴重赤字的情

況下，聯邦政府必須撥款，使我們能夠繼續支持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艾滋病服務提供方為

挽救生命而開展的工作，這一點比從前任何時候都要重要。」  

  
除這一新數據彰顯出的巨大進展外，州長還公佈了本州為推動終結流行病工作進展而需採

取的數項其他措施。首先，紐約將在明年直接向 340B 提供方提供 1 億美元的醫療救助

計畫 (Medicaid) 再規劃儲蓄金，用於緩和補償中的變動和保障關鍵服務能夠持續進行。

本州將於利益相關者和提供方共同合作，從而為這筆資金如何分配而制定計畫。  

  



 

 

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還批准了特別由布魯姆郡成癮中心 (Addiction Center of 

Broome County) 和哈德遜谷社區服務 (Hudson Valley Community Services) 開展兩項新

的二級針具交換項目。這些項目將對本州其他兩項針具使用項目予以補充，這兩個項目是

傳統針具交換和針具使用擴大項目，其內容是允許獲批的非營利機構額政府部門在無處方

的情況下為患者和客戶提供消毒注射器械。  

  
為對世界艾滋病日表示認可，葛謨州長還指示本州地標建築在 12 月 1 日，星期二晚上點

亮紅色燈光。這些地標建築包括：  

• 世貿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WTC) 1 號樓；  

• 馬里奧 M. 葛謨州長大橋 (Governor Mario M. Cuomo Bridge)；  

• 柯西邱思科大橋 (Kosciuszko Bridge)；  

• H. 卡爾 麥克考爾紐約州立大學大樓 (H. Carl McCall SUNY Building)；  

• 州教育大樓 (State Education Building)；  

• 阿爾弗雷德 E. 史密斯州辦公大樓 (Alfred E. Smith State Office Building)  

• 紐約州展覽會場 (New York State Fairgrounds) - 主大門 (Main Gate) 和會展中心 

(Expo Center)；  

• 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 恩克林 D. 羅斯福哈德遜中部大橋 (Franklin D. Roosevelt Mid-Hudson Bridge)  

• 紐約中央車站 - 潘興廣場高架橋 (Grand Central Terminal - Pershing Square 

Viaduct)；  

• 奧爾巴尼國際機場入口 (Albany International Airport Gateway)；  

• 普萊西德湖奧林匹克跳臺場館 (Lake Placid Olympic Jumping Complex)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發病率和確診人數下降至歷史最低水平，除此之外，2019 年的新數據

表明最近確診紐約民眾中的 83% 在確診後的 30 天都獲得了護理，2019 年年底有 89% 

獲得護理的人的病毒都得到了抑制。本州與提供方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展開的廣泛工作提高

了關於為安全有效地預防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播而獲得藥物的意識，鑒於這一情況，新數

據也表明有近 4 萬名紐約民眾服用暴露前預防用藥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這一數據較之 2018 年增加了近 25%。  

  
本州第五屆年度「終結流行病峰會」上將公佈這一新數據，該峰會將從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 日在世界艾滋病日期間召開。今年的主題是「2020 年及以後：便捷。平

等。可持續性 (2020 and Beyond: Access. Equity. Sustainability)。」這是本州《終結流

行病》的重要活動，今年的峰會將是一次虛擬活動。這次峰會將展示全州關注《終結流行

病》的提供方和社區所做的工作，以及最新的《終結流行病》指標。 已有超過 1,000 人

註冊參加本次峰會。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 A. 朱克 (Howard A. Zucker) 博士表示，「我們今天概述的進

展是對本州和這個社區的辛勤工作和領導的切實證明。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我們已經為

流行病「彎曲了曲線。」我們不僅降低了發病率和新增確診人數，還提高了患有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艾滋病人群的健康狀況。我們必須再接再厲，從而永久保持《終結流行病》所

獲得的進展。」  

  
阿方索·大衛 (Alphonso David)，人權戰線 (Human Rights Campaign, HRC) 主席表

示，「安德魯·葛謨州長自當選以來就一直堅定地履行降低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播和終結

紐約艾滋病流行病的承諾。現在在他的政府設定的宏偉目標和決心幫助下，帝國州 

(Empire State) 的新增傳播率已降至歷史最低水平。全球都在今年看到葛謨州長帶領紐約

度過持續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他為終結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和艾滋病流行而做出的工作顯

然也會激勵其他州奮勇向前。我們對他承諾終結這一流行病的承諾表示稱讚，我們也期待

能與他在未來繼續合作。」  

  
紐約市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社區中心 (LGBT Community Center) 

執行主任葛籣達·特斯通 (Glennda Testone) 表示，「今天我們稍作停頓，紀念逝去的所

有人，向長期以來的倖存者表示祝賀。我們將繼續承諾打造一個沒有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和

艾滋病的未來。在面臨恐懼、難過和未知的一年，我們將銘記為有效和平等醫療保健和支

持而打破屏障的重要性。我們中心很驕傲能對社區予以支持，並於全州堅定的人士一起支

持預防、治療和教育，我們團結一致就能終結這一流行病。」  

  
布魯克林社區驕傲中心 (Brooklyn Community Pride Center) 首席執行官弗洛伊德·羅摩

兒 (Floyd Rumohr) 表示，「州長承諾會終結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艾滋病流行病，對此我

們表示誠摯的謝意。我們也期待能為實現這一目標而繼續合作。我們在 (Bed-Stuy) 的場

地和皇冠高地 (Crown Heights) 的新總部將於 2021 年年初開放，這兩個場地都位於紐約

州新增傳染率最高的街區。在州長的幫助下，在我們出色的社區合作夥伴的合作下，我們

希望能徹底消滅新的感染率。這些合作夥伴有奧西斯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健康檢測中心 

(OASIS Wellness Center's HIV Testing)、CAMBA 公司的《年輕男性健康項目 (Young 

Men's Health Project)》和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isity, NYU)/蘭格恩家庭健康中心 

(Langone Family Health Center)。」  

  
阿里福納中心 (Ali Forney Center) 總裁兼行政主任亞歷山大·洛奇 (Alexander Roque) 

表示，「阿里福納中心對葛謨州長的工作表示稱讚，他讓紐約州成為終結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艾滋病流行病的領袖。州長透過本州服務部門而許下的承諾和在這一問題上的優先

程度已對我們州和弱勢人群（如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青年）的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患病情況產生重大影響。我們透過與紐約州衛生廳的重要計畫合作而紀

念世界艾滋病日，從而對紐約州各社區予以支持。」  

  
紐約州西部地區石墻民主人士機構 (Stonewall Democrats of Western NY) 布萊恩·保爾 

(Bryan Ball) 表示，「我們對葛謨州長和副州長霍楚爾 (Hochul) 為終結我們州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艾滋病流行病而做出的堅定支持和承諾而表示稱讚。 州長已在受到嚴重影響的

社區取得重大進展，並以從前無法想象的方式玩去了曲線。 位於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我們非常重視州長和副州長為徹底終結這一流行病而許下的承

諾。」  

  



 

 

州長於 2014 年設立的「終結流行病」倡議目標是在 2020 年底前大幅減少艾滋病病毒感

染人數，並實現紐約州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流行率的首次下降。「終結流行病」並不意味著

絕對消除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艾滋病，這需要治療那些目前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士來

防止未來的傳播，而是意味著公共衛生官員所謂的「彎曲曲線」——這發生在每年估計人

類免疫缺乏病毒新感染人數低於指定年份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人數時。  

  
州政府已自 2015 年起每年分配 2,000 萬美元資金來支持《終結流行病》計畫開展的工

作，並已支出估計 22 億美元資金來增加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病患的照護和治療渠道。  

  
加大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測的力度也是《終結流行病》計畫的重要內容。紐約州自 2016 

年起就透過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家庭檢測方法 (HIV Home Test Giveaway , HHTG) 活動提

供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測。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家庭檢測方法提供虛擬平台，為處於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傳播危險中的人員提供包括保持社交距離在內的符合新冠肺炎預防方式的檢

測，該平台也供社區機構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期間繼續支持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的預防、檢

測和相關護理等工作。本州於 2020 年 4 月開展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家庭檢測專項方法旨

在確保疫情期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能得到篩查。本州於 2020 年 11 月 6 日第六次開展傳

統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家庭檢測方法活動。自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家庭檢測方法運作以來，

紐約已向符合要求的參與者發放 3,000 多和檢測包，其中有 30% 的人稱從未檢測過人類

免疫缺乏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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