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10 月 7 日  州長凱西．霍楚爾 

 

 

霍楚爾州長簽署打擊阿片類藥物危機的多項立法  

  

S.911/A.2354 涉及阿片類拮抗劑的持有 

  

S.1795/A.533 涉及為被監禁個人制定藥物輔助治療方案 

  

S.2523/A.868 規定擁有和出售皮下注射針頭和注射器合法化 

  

S.6044/A.128 規定建立阿片類拮抗劑經銷商線上名錄 

  

S.7228/A.5511 涉及針對某些重罪罪犯的司法轉移方案 

  
州長凱西．霍楚爾今日在約翰傑伊學院 (John Jay College) 簽署了多項立法 (S.911/A.2354、

S.1795/A.533、S.2523/A.868、S.6044/A.128、S.7228/A.5511)，旨在減少整個紐約州與藥物

有關的藥物過量死亡人數，並鼓勵成癮者在康復過程中尋求幫助。  

  

「成癮會對任何家庭造成突然而嚴重的影響——那些發現自己陷入惡性循環的家庭並不

是他們自己的錯」，霍楚爾州長表示。「這對我來說是一場個人鬥爭，我很自豪能夠簽

署這些法案來應對類鴉片藥物危機。尋求藥物使用方面的幫助並不可恥，我想讓所有紐

約民衆都知道，我們始終爲您提供支援。需要治療的人應始終能夠獲得治療。」  

  

S.911/A.2354 號立法修訂了《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規則》以及《行政法》，以

促進阿片類拮抗劑的使用，預防與藥物有關的藥物過量。該法案將使持有阿片類拮抗劑

合法化，阿片類拮抗劑是一種透過附著在阿片類受體上而不激活受體來阻斷阿片類藥物

的藥物。  

  

S.1795/A.868 號立法致力於為州和地方懲教機構中的被監禁個人制定採用藥物輔助的藥物

使用障礙治療方案。將藥物輔助治療 (MAT) 擴展到州和地方機構，將允許被監禁個人獲

得藥物和治療，為他們提供機會克服藥物使用，並降低他們重返社會後遭受藥物相關的

藥物過量的可能性。  

  



S.2523/A.868 號立法規定擁有和出售皮下注射針頭和注射器合法化。將與毒品有關的用具

合法化有助於公共安全，因為它允許那些遭受藥物使用障礙的個人採取減少危害的辦

法，並降低愛滋病毒和肝炎的傳播率。  

  

S.6044/A.128 號立法規定建立阿片類拮抗劑經銷商線上名錄，讓想要自行配備這些救命藥

物的紐約民衆更容易聯絡到這些經銷商。該名錄由成癮服務和支援辦公室 (Office of 

Addiction Services and Supports) 在其網站上維護。  

  

S.7228/A.5511 號立法擴大了可能被送入藥物使用治療計畫的藥物使用障礙個人的犯罪數

量，並將「藥物濫用」一詞更新為「藥物使用」。這確保了法官可以命令個人接受治療

而不是監禁，使他們有更大的機會成功實現長期康復。  

  

參議員皮特．哈克姆 (Pete Harckham)表示，「透過簽署這五項防止藥物過量的法案，包

括我提出的建立線上名錄，查找全州所有阿片類藥物過量戒斷藥物的經銷商，霍楚爾州

長正在幫助拯救我們所愛的人和鄰居的生命。然而，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面臨著藥物使

用障礙及其諸多挑戰。我們需要繼續共同努力，讓他們有機會獲得藥物使用治療，讓他

們走上康復和健康的道路。」  

  

參議員古斯塔沃．里維拉 (Gustavo Rivera) 表示：「在全球大流行的壓力下，我們面臨著

日益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藥物過量和藥物使用的情況不斷增加。因此，紐約的法律必

須加入減少危害的措施，切實拯救生命並保護我們的社區。今天，霍楚爾州長邁出了關

鍵性的一步，簽署了多項法律措施來幫助紐約民衆解決藥物使用問題，包括我提出的注

射器合法化法案，使我們遠離刑事定罪，走向有效治療。我期待著與州長和減輕危害倡

導者繼續合作，推動富有同情心、注重健康的舉措，以結束本州的藥物過量危機。」  

  

參議員賈瑪律．貝利 (Jamaal Bailey) 表示：「為了真正扭轉阿片類藥物危機，我們必須把

它視作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並盡我們所能確保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長久以來，阿片類

藥物危機在布朗克斯區和全州各地社區肆虐，刑事司法系統在打擊阿片類藥物危機的努

力中一直被忽視，實在令人痛心。今天，我們正邁出歷史性的一步，為遭受藥物使用折

磨的被監禁者建立全面的護理模式，擴大他們獲得挽救生命的治療的途徑。今天簽署的

法案對我們正在進行的紐約刑事司法系統改革和推進康復而非懲罰的努力至關重要。這

項立法將拯救無數人的生命，縮小被監禁個人在獲得醫療保健方面的公平差距，減少累

犯，並幫助個人重返社區。感謝霍楚爾州長簽署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法案，感謝參議院

多數黨領袖安德里亞．斯圖爾特．庫森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議會議長卡爾．希斯

蒂 (Carl Heastie)、議員戴安娜．C．理查森 (Diana C. Richardson)、議員琳達．B．羅森塔爾 

(Linda B. Rosenthal)、我在兩院的同事以及為通過這些法案而不懈努力的所有倡導者。」  

  

參議員詹姆斯．桑德斯 (James Sanders) 表示：「阿片類藥物成癮是我們社會的一大禍害

——給成癮者及其家人和朋友帶來巨大痛苦和苦難。根據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的

資料，2019 年全美因阿片類藥物過量死亡的人數接近 5 萬人。這項立法將鼓勵人們使用



能夠挽救生命的藥物，從而減少阿片類藥物引起的死亡，因為使用此類藥物不會在法庭

上被用作對他們不利的證據。」  

  

眾議員理查．戈特弗里德 (Richard Gottfried) 表示：「自從 2000 年我們將持有非處方注射

器合法化以來，紐約一直在致力於解決注射器獲取問題。在減少愛滋病毒/愛滋病和丙型

肝炎傳播以及保護吸毒者健康的鬥爭中，注射器交換計畫一直是一個關鍵工具。不幸的

是，仍然有人因爲法律上的技術漏洞而被捕。霍楚爾州長簽署的法案將使得持有合法

化。感謝眾多倡導者和參議員古斯塔沃．里維拉 (Gustavo Rivera) 多年來在這個問題上的

辛勤工作，並對霍楚爾州長迅速簽署這項重要法案表示讚賞。」  

  

衆議員琳達．B．羅森塔爾 (Linda B. Rosenthal) 表示：「2020 年，因藥物過量而喪生的紐

約民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這凸顯了擴大支援性服務和減少危害措施的迫切需要。這

一攬子立法承認，成癮必須視為公共衛生問題，而不是道德問題。由於多達 80% 被監禁

的紐約民衆正在與藥物使用障礙作鬥爭，我很自豪我們最終將為監獄中需要的人提供藥

物輔助治療，就像為任何其他疾病提供醫療一樣。我也很自豪能夠看到納洛酮，一種繼

續挽救無數生命的工具，透過線上名錄變得更容易獲取，使得紐約民衆能夠在所在社區

輕鬆找到該工具。這一攬子法案，包括姍姍來遲的皮下注射器合法化以及透過司法轉移

擴大治療機會，發出了明確的資訊，即紐約州正在領導結束藥物過量的鬥爭。非常感謝

霍楚爾州長簽署這一法律。」  

  

衆議員傑佛瑞．迪諾維茨 (Jeffrey Dinowitz) 表示：「像納洛酮 (Narcan) 這樣的阿片類拮抗

劑是對抗用藥過量死亡的極其重要工具，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鼓勵它們的廣泛使用。藥

物治療提供者、醫生和執法人員在內的專家都提到了提供阿片類拮抗劑以防止與藥物過

量有關的死亡的重要性。感謝霍楚爾州長簽署這項重要法案，這樣，那些最有可能扭轉

藥物過量的人不會因為懼怕法律後果而避免攜帶纳洛酮。」  

  

紐約酗酒和藥物濫用提供者協會 (New York Association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Providers) 執行董事約翰．科波拉 (John Coppola) 表示：「隨著紐約州繼續經歷藥物過量和

成癮的流行，霍楚爾州長今天簽署的法案，將有助於推動我們的應對措施轉向全面的公

共衛生方向，並提供重要工具，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所需的醫療。」  

學生援助服務公司 (Student Assistance Services Corporation) 執行董事埃倫．莫豪斯 (Ellen 

Morehouse) 表示：「我讚揚霍楚爾州長對遭受類鴉片危機者的持續關注，並讚賞她在採

取措施應對紐約其他流行病方面發揮的領導作用。」  

  

紐約民權同盟 (NYCLU) 執行董事唐娜．利伯曼 (Donna Lieberman) 表示：「這項法律是向

人們提供他們有權享受的醫療保健並挽救生命的重要一步。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的藥物

治療是不可選擇的；這對於許多飽受全國性阿片類藥物氾濫之苦的紐約民衆來說是必要

的。如果沒有醫生開處的這些藥物，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患者會遭受痛苦的戒癮，並面

臨更大的復發、藥物過量和死亡風險，而對於在監獄中從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康復的患

者來說，這些風險會加劇。被監禁者應得到安全、獲得尊重和尊嚴，州和縣官員有義務



照顧和尊重被監禁者的權利。鑒於生死攸關，州政府必須把迅速實施這項立法作為首要

任務。」  

  

紐約治療社區主席塞普．瓦爾馬 (Seep Varma) 表示：「我讚賞霍楚爾州長簽署了這項重

要立法，她上任之初就表明了解決阿片類藥物流行問題的重要性，並表明了提供成癮治

療、預防和康復服務的承諾。 我期待與州長合作，制定戰略和解決方案，以攻克這個影

響眾多紐約民衆的關鍵問題。」  

  

藥物輔助治療提供者和宣導者聯盟 (Coalition of Medication-Assisted Treatment Providers and 

Advocates, COMPA) 主席愛蘭歌娜．肖爾 (Allegra Schorr) 表示：「COMPA 讚揚州長凱

西．霍楚爾和紐約州立法機構通過了阿片類藥物過量法案、注射器合法化法案 

(S2523/A868) 和監獄和看守所藥物輔助治療法案 (S1795/A533)。限制獲得藥物輔助治療威

脅到被監禁者的福祉，他們在獲釋後因藥物相關的復發而面臨高達 12 倍的死亡風險。這

項立法確保被監禁者現在可以獲得藥物輔助治療，停止了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患者目前

在監禁期間接受的不人道待遇。這將減少可預防的致命藥物過量和傳染病的傳播。」  

  

法律行動中心 (Legal Action Center) 負責政策宣導的副總裁特蕾西．加德納 (Tracie Gardner) 

表示：「霍楚爾州長今日簽署立法，將預防藥物過量作為州政府的一項重要優先事項，

承認了解決持續的藥物過量流行的方法是以健康為先，法律行動中心對這一舉動表示讚

賞。特別是，持有注射器合法化為吸毒者提供了一條通向健康和康復的關鍵途徑。此

外，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爲使用藥物治療藥物使用障礙是治療標準，但長期被監禁者

無法獲得這些藥物，這直接導致了藥物使用障礙患者重返社會後，藥物過量的風險急劇

升高。霍楚爾州長今天簽署的立法將最終確保在全州的監獄和看守所都能獲得這些藥

物，以幫助人們康復並扭轉這一毀滅性的大流行。」  

  

藥物政策聯盟 (Drug Policy Alliance) 執行主任卡珊多拉．弗雷德里克 (Kassandra Frederique) 

表示：「今天是解決紐約藥物過量問題的一個飛躍。幾十年來，紐約州藥物政策聯盟 

(Drug Policy Alliance, VOCAL-NY) 和我們的盟友一直在努力取消對注射器的刑事處罰，並

將擴大安全注射器獲取範圍作爲一種公共衛生工具。透過簽署注射器合法化法律，霍楚

爾州長正確地將公共衛生和基於證據的政策置於根本無法保障紐約民衆安全、顛覆無數

生命的嚴厲毒品抗爭邏輯之上。霍楚爾州長還簽署了一項法案，為紐約監獄和看守所中

的人們提供治療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的藥物，開闢了一條新的前進道路。我們認為，監

禁不是解決一個人吸毒問題的辦法，與吸毒作鬥爭的人應該得到醫療照顧。目前，藥物

過量是最近牢獄獲釋者的主要死因之一——這項法案旨在解決這些猖獗的、可預防的藥

物過量死亡問題。引導個人使用適當的藥物治療用藥障礙，是降低致命的藥物過量風險

並創造從阿片類藥物依賴中長期恢復的可能性的正確步驟，無論他們是在社區還是被監

禁。這項法案為被監禁者提供了長期以來被無情封鎖的關鍵通道。我們讚賞霍楚爾州長

採取這些期待已久的措施來解決可預防的藥物過量死亡問題，並期待在紐約應對創紀錄

的高過量死亡率之際，進一步採取迅速行動。我們現在可以而且必須轉向以解決方案為

導向、以證據為基礎的政策來挽救生命。」  

  



紐約州藥物政策聯盟下屬用戶聯盟的領導人表示：「作爲在監獄和看守所中歷經痛苦戒

斷，並因持有注射器而被捕的人，我們很高興，霍楚爾州長透過簽署這兩項法案，朝著

結束藥物過量危機邁出了必要的一步。但我們的鬥爭遠未結束。黑人和棕色人種的紐約

民衆繼續面臨著無法獲取救命藥物的障礙，他們因吸毒而被定罪的人數遠遠超過紐約白

人。我們希望霍楚爾州長確保這些法案得到妥善實施，並繼續帶領紐約走上結束種族主

義和階級主義毒品戰爭的道路，毒品加劇了我們毀滅性的藥物過量危機。」  

  

法律援助協會 (The Legal Aid Society) 囚犯權利專案法務專員凱拉．辛普森 (Kayla Simpson) 

表示：「長期以來，我們被關押在州監獄的客戶無法獲得藥物治療，而這些藥物被廣泛

認為是治療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的標準。這種治療阻礙長期以來迫使我們的客戶遭受不

必要的痛苦，干擾康復穩定性，並面臨藥物過量和死亡的嚴重風險。這項立法是一項重

要的公共衛生措施，允許醫生對被監禁患者進行治療，從而挽救生命。法律援助協會感

謝參議員賈瑪律．貝利 (Jamal Bailey) 和議員琳達．羅森塔爾 (Linda Rosenthal) 在指導這項

立法方面的勇敢領導，我們讚揚州長凱西．霍楚爾簽署該項法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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