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0 月 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向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部署重要醫療物資和配備派遣人員   

  

搭載由紐約醫療保健組織、工會和企業捐助的醫療物資的飛機已於今天飛離紐約   

  

在州長羅賽洛  (Rosselló) 的請求下動員紐約州醫療社群專業人士接受調配   

  

葛謨州長宣佈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UNICEF)  

美國分會和聯合郵遞服務公司  (United Parcel Service，UPS) 建立合作， 

向波多黎各各地運送和分發捐贈物資   

  

此舉建立在州長推出的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的基礎之上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天宣佈部署緊急醫療物資，幫助確保波多黎各居民獲取

關鍵醫療服務。此外，在裡卡多·羅賽洛 (Ricardo Rosselló) 州長的請求下，葛謨州

長正在配備超過  100 名醫療人員的團隊，準備調往波多黎各。此舉基於州長針對

波多黎各推出的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  (Empire State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 之

上。該工作是將民間、商界、行業合作夥伴匯聚起來，幫助波多黎各人民恢復與

重建。  

  

此外，葛謨州長還宣佈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分會  (UNICEF USA) 和聯合郵遞

服務 (UPS) 公司建立合作，將關鍵亟需的物資送給波多黎各各地社區。今天，

UPS 將運送紐約各地民眾捐贈的  100,000 多瓶飲用水。UNICEF USA 則將運送應

急物資工具包，將為大約  60,000 人提供基本衛生物資，包括：淨化水片劑、水

桶、香皂、牙膏、除臭劑、衛生棉等等。  

  

「紐約已經親眼見證大自然母親可以造成的破壞，在颶風瑪利亞  (Hurricane Maria) 

肆虐之後，我們將繼續為波多黎各的同胞們提供援助和物資，」州長葛謨表示。

「有了這些合作，我們將確保波多黎各島上的兄弟姊妹們能夠在恢復重建的過程

中獲得充足的醫療服務。」  

https://www.ny.gov/empire-state-relief-and-recovery-effort-puerto-rico/empire-state-relief-and-recovery-effort-puerto#_blank


 

 

  

今天運輸的醫療物資將被送至波多黎各的各家醫院和社區醫療組織，包括：該島

最大的提供商波多黎各醫療服務管理局  (Administración de Servicios Médicos de 

Puerto Rico)； 位於聖胡安  (San Juan) 醫療中心 (Centro Medico) 內的大學兒童醫

院 (University Pediatric Hospital)；互助醫院  (Hospital Auxilio Mutuo) 的移植中心；

以及庫萊布拉島  (Island of Culebra) 上的社區醫療保健提供商。今天運輸的物資包

括：數以千計的疫苗和抗生素藥劑、基本急救物資、應急和外科手術物資，例如

氧氣罩、縫合設備、酒精棉墊、注射器、繃帶、噴霧器、靜脈注射  (IV) 導管和手

術刀。此次任務得以成行得益于以下機構的慷慨解囊：紐約猶太社區聯合會  (UJA-

Federation of New York)、艾弗亞基金會  (Afya Foundation)、大紐約醫院協會  

(Greater New York Hospital Association，GNYHA)、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SEIU) 1199 分會、紐約州護士協會  (New York State 

Nurses Association，NYSNA) 和金樹資產管理公司  (Golden Tree Asset 

Management)。 

  

上週五，大紐約醫院協會  (GNYHA) 和揚克斯市的一家非營利機構艾弗亞基金會向

位於維切克島  (Island of Vieques) 上的蘇珊娜百年醫院 (Hospital Susana Centeno) 

和聖胡安的大學兒童醫院運送了第一批物資，具體包括：注射器、超過  5,000  

劑疫苗、用於治療破傷風、感染、糖尿病和止疼的藥物、基礎急救物資、非處方

藥和縫合工具。本州將在接下來幾週內繼續調度物資，達到總價值大約為  

500,000 美元的關鍵物資。  

  

此外，應裡卡多·羅賽洛州長的請求，葛謨州長還與大紐約醫院協會、紐約州醫療

協會 (Healthcar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State，HANYS)、紐約州社區醫療保健協

會 (Community Health Car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State，CHCANYS) 建立合作，

達成協議預備向波多黎各調配超過  100 名紐約醫療專業人士。  

  

醫療響應團隊將包括：醫生、醫生助理、護士、執業護士。他們將在醫療避難所

和醫院中提供普通醫療援助。醫療聯絡團隊則將在醫院和應急指揮中心工作，  

幫助協調所有醫療保健設施的治療需求和物資調配。一旦人員部署完畢，所有志

願者將遵循《應急管理互助協議  (Emergency Management Assistance 

Compact)》。這是一份各州和各領地之間簽署的互助協議，從爾在應對自然災害

和人為災難時能夠共享資源。紐約州還將為志願者們提供工人薪資福利。  

  

羅賽洛州長的團隊在繼續評估其醫療服務需求時提出了這一請求。  

  

衛生廳  (Health Department) 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 

「波多黎各的美國同胞正承受著令人難以言狀的惡劣條件，無法獲取最基本的需

求，他們正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公共健康危機。在葛謨州長的指示下，紐約州正快



 

 

馬加鞭地將關鍵醫療物資送至島上，滿足他們的生存需要。紐約州很榮幸能夠與

醫療保健組織和企業社群展開合作，做好一切準備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大紐約醫院協會  (Greater New York Hospital Association) 會長肯尼斯  E. 萊斯奇  

(Kenneth E. Raske) 表示，「波多黎各和其他島嶼境內日漸嚴重的慘劇使得全體

紐約民眾心情沉重，醫療保健社群將致力於盡其所能援助受災親友。GNYHA 已經

在多個領域參與進來，包括：提供當地亟需的醫療物資、與會員醫院和係統展開

合作組織醫療保健團隊，隨時準備前往災區提供實地醫療服務。整個醫院社群衷

心感謝葛謨州長、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  (SEIU) 1199 分會和紐約州護士協會  

(NYSNA) 的同事們所做出的積極響應這次人道主義危機的決定。我們還同樣感謝

卓越合作夥伴艾弗亞基金會和紐約猶太社區聯合會，使得這次救災工作成為現

實。」  

  

紐約猶太社區聯合會執行副總裁馬克 ·麥丁 (Mark Medin) 表示，「我們衷心感謝

葛謨州長從一開始就展示出的英明領導和救災援助，幫助波多黎各緩解災情。  

我們還要感謝  GNYHA 和艾弗亞基金會幫助我們將重要醫療保健物資運送給有需

要的人員，這展示了紐約猶太社區聯合會承諾執行猶太人的互助價值觀，匯聚資

源，團結社區。我們十分自豪能夠與波多黎各當地的猶太社區開展合作，讓他們

代表我們聯合會將這些物資發放到波多黎各最為需要幫助的人員手中。  」  

  

紐約州醫療協會會長貝亞 ·格拉瑟  (Bea Grause) 表示，「紐約醫院深知大規模颶

風所帶來的挑戰，並急切地希望提供工作人員，援助波多黎各的各大醫院。在紐

約境內每天夜以繼日拯救生命的醫生、護士和其他工作人員十分願意能夠為波多

黎各的同胞們提供同樣的服務。紐約州醫療協會  (HANYS) 很榮幸能夠幫助協調這

次救災工作。」  

  

紐約州社區醫療保健協會會長兼首席執行官  (CEO) 露絲·杜翰  (Rose Duhan)  

表示，「紐約州社區醫療保健協會  (CHCANYS) 和紐約州社區醫療中心現已準備

就緒，隨時能夠為波多黎各居民提供援助。紐約社區醫療中心的工作人員和病患

與波多黎各有著緊密的聯繫，我們深切同情所有受災人員。CHCANYS 很榮幸能

夠參加州長推出的救災工作，與紐約醫療保健社群的人員並肩作戰。」  

  

艾弗亞基金會執行理事丹妮兒 ·布丁  (Danielle Butin) 表示，「能夠成為葛謨州

長、大紐約醫院協會、紐約猶太社區聯合會的合作夥伴，在危難之時為波多黎各

醫療保健社群提供關鍵醫療物資，我們倍感自豪。我們將繼續在當地需要時，  

協調這些救災工作。」  

  

紐約州護士協會  (NYSNA) 執行理事吉爾·福瑞羅  (Jill Furillo) 表示，「看到波多黎

各的慘烈災情，我們感到痛心不已。但令人吃驚的是，在這次災難中，我們看到

許多紐約民眾，包括我們的護士，均能團結起來，支援在危難之中的兄弟姊妹



 

 

們。從捐獻物資到自願貢獻時間包裝物資，甚至到波多黎各參加志願工作，紐約

的護士們在危難時刻展示出了他們在日常工作中所表現出的認真和同情。」  

  

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  (SEIU) 1199 分會財務主管瑪利亞·卡斯塔涅達  (Maria 

Castaneda) 表示，「看到波多黎各的美國同胞正在蒙難，我們感到痛心不已。  

在危難之時，我們有責任照顧他人——正是這樣的核心價值將我們團結在一起，

成為 1199 會員共同秉持的觀念。我們團結起來與葛謨州長和全體紐約民眾一

起，將颶風瑪利亞肆虐過後的救災和恢復工作視為工作要務，將援助服務作為我

們的義務。我們代表  1199 分會，將與波多黎各手拉手、肩並肩地抗擊災難，  

我們將盡一切可能幫助該島從災難中恢復過來，並將其建設得更加強大。」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分會  (UNICEF USA) 的會長兼首席執行官  (CEO) 卡爾  M. 

斯特恩  (Caryl M. Stern) 表示，「波多黎各的災情要求我們都能做出回應，

UNICEF USA 將致力於履行使命，在這裡、在全球各地秉持『兒童第一  (Children 

First)』的信念。UNICEF USA 很驕傲能夠與長期合作夥伴  UPS 和州長的團隊展

開合作，將救生物資提供給波多黎各島上最需要幫助的兒童和家庭。」  

  

UPS 基金會  (The UPS Foundation) 總裁和  UPS 首席多樣化和包容性主管埃杜爾

多·馬蒂內茲  (Eduardo Martinez) 表示，「鑒於波多黎各正面臨著關鍵基礎設施的

損毀和複雜的恢復進程，像這樣的公私合作方案能夠構建重要基礎，盡快分配援

助和運送物資。我們讚賞葛謨州長和  UNICEF USA 的遠見卓識和快速行動，UPS 

很驕傲能夠調用我們的航空和地面資源為這項任務提供支持。」  

  

波多黎各救災和重建基金  (Puerto Rico Relief & Rebuilding Fund)  

  

葛謨州長現已聯繫紐約市的主要商業組織紐約市夥伴在公共基金紐約社區基金會

中設立波多黎各救災和重建基金，該組織將負責向波多黎各當地慈善機構發放善

款，幫助當地從颶風瑪利亞的破壞之中恢復並重建，並重點關注最需要幫助的家

庭和社區。商業社區目前正在征集各種資金和物資捐獻，最低捐獻額度為  10,000 

美元。  

  

截至目前，紐約現已部署了  107 名國家警衛隊軍警  (National Guard Military 

Police)、60 名國家警衛隊 (National Guard) 士兵、四架黑鷹  (Black Hawk) 直升飛

機、超過 70 名港務局  (Port Authority) 工作人員、超過  50 名州警員  (State 

Troopers)、20 名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NYPA) 專家和兩位環境

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無人飛機駕駛員。此外，截至

目前，紐約還向該島運送了超過  25,000 瓶瓶裝水、4,000 份罐裝食品、17,000  

包嬰兒濕巾、4,000 包紙尿褲和  10 臺發電機。  

  



 

 

如需獲取有關波多黎各當前救災和減災工作的資訊，瞭解您可以如何提供援助，

請造訪：州長針對波多黎各啟動的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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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y.gov/programs/empire-state-relief-and-recovery-effort-puerto-rico#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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