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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為全國第一個致力於兒童及其家人的自信社區治療團隊提供 2100 萬美元

的資金  

  
紐約是全國第一個使用創新計劃協助對傳統治療反應不佳的高危青年的州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為 15 個青年自信社區治療 (Youth 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團隊提供 2100 萬美元的資金獎勵。紐約州是美國第一個設立青年自信社區治

療小組的州，該小組為 10 至 21 歲的孩子及其家人提供服務，在家庭和社區環境中提供

服務和支援。這些團隊允許有可能進入住宅或住院精神科治療的年輕人在留在家中和社區

的同時接受服務。  

  
霍楚爾州長表示，「當處於危險中的年輕人遭受苦難時，家人們必須在一起。在 2019 冠

狀病毒病疫情之後，紐約在開發新的創新方法為弱勢個體提供行為保健方面處於領先地

位。在這項新計劃的幫助下，全州的孩子將有機會與家人同住並獲得他們需要的服務。」  

  
精神健康辦公室 (OMH) 專員安．蘇利文 (Ann Sullivan) 博士表示，「我們非常自豪精神

健康辦公室能夠成為美國第一個修改成功的成人自信社區治療 (ACT) 團隊模式並將其用

於為年輕人及其家庭服務的國家心理健康機構。我們正在資助和發展的開拓團隊將在風險

中的年輕人最需要的時間和地點提供服務，並幫助他們留在學校並培養他們可以用來過上

成功和獨立生活的技能。」  

  
眾議員伊薇特．克拉克 (Yvette Clarke) 表示，「當我們的年輕人患有精神健康問題，並

面臨額外的障礙而無法獲得所需的支援和治療時，我們作為他們的民選官員有責任確保他

們找到正確的解決辦法幫助他們克服這些困難。類似於我作為能源和商業委員會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 高級成員幫助引了《拉托尼亞．利福斯自由法案》(Latonya 

Reeves Freedom Act)（這是一項禁止歧視需要長期服務和支援 (Long Term Services 

and Supports, LTSS) 的殘疾人的重要立法）時的工作，也是如此，我們必須攜手編纂現

有法律，並在支援提供適當治療服務和促進康復的環境中加強紐約殘疾（包括精神健康障

礙）青年人的權利。感謝紐約州心理健康辦公室和霍楚爾州長承諾幫助我們的年輕人及其

家人克服獲得正確心理健康治療的困難，這項義務正在履行中。今天的資金公告將為我們

州的革命性青年自信社區治療團隊提供他們需要的資源，以使我們的孩子在自己的家中和

社區中保持健康，我全身心支援這項公告。」  

  



眾議員保羅．東科 (Paul Tonko) 表示，「疫情對無數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傷

害，沒有人比我們的孩子更能感受到這種負擔。從這場危機的一開始，我就努力確保我們

支援我們的孩子、年輕人和所有美國人，我很自豪能夠幫助為 CMHS 整筆撥款和提供這

種援助的 FMAP 計劃獲得重要的資金。我感謝霍楚爾州長致力於理解和解決這場危機的

隱性成本和我們的社區提供支援。」  

  
眾議員凱瑟琳．賴斯 (Kathleen Rice) 表示，「這些青年自信社區治療團隊有可能成為高

危青年的重要替代支援系統。紐約正在為兒童及其家人提供這種創新的護理方式，並且我

們正在繼續擴大全州獲得心理健康服務的機會，我對此深感自豪。」  

  
眾議員亞德里安諾愛思派拉特 (Adriano Espaillat) 表示， 「我讚揚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

為社區治療團隊撥款 2100 萬美元，以促進我們解決兒童及其家人心理健康問題的工作。

社區治療團隊是我們擴大心理健康資源的獲取機會和服務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青

年自信社區治療提供者的發展將有助於增加獲得強化和個性化服務的整體機會，從而根據

需要每天為兒童及其家庭提供關鍵支援。」  

  
奧爾巴尼 (Albany) 郡行政長官丹尼爾．P．麥考伊 (Daniel P. McCoy) 表示，「長期以

來，我一直致力於解決許多居民每天面臨的心理健康挑戰，但冠狀病毒病造成了新的心理

健康危機，特別是對於我們的在關鍵的發育階段被被隔離的孩子們而言。自信社區治療團

隊是我們提供的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其擴展到我們的年輕人是一個巨大的勝利。我們

必須不斷尋找改善生活的新機會，我讚揚霍楚爾州長作為全國第一個帶頭開展在我們這個

時代產生的這項倡議的人所發揮的領導作用。」  

  
布魯姆 (Broome) 郡行政長官傑森．加納 (Jason Garnar) 表示，「擴大我們社區的心理

健康服務一直以來都是布魯姆郡和當地提供者的首要任務。疫情對我們的居民產生了影

響，使這種需求變得更加緊迫，這些青年自信社區治療團隊來得正是時候。兒童之家 

(Children's Home) 是這項工作的重要合作夥伴，我感謝州長致力於幫助我們以創新的方

式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郡行政長官萊恩．麥克馬洪 (Ryan McMahon) 表示，

「在我們努力從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中恢復過來的過程中，投資於我們年輕人的心理健

康服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這筆新獲得的資金將在這項工作中發揮作用。奧農達

加郡將此作為重中之重，我們很高興我們的州合作夥伴也這樣做。感謝霍楚爾州長致力於

解決這一重要問題。」  

  
奧蘭治 (Orange) 郡行政長官斯蒂文．M．紐豪斯 (Steven M. Neuhaus) 表示，「有心理

健康問題的人常常會感到孤立無援。他們需要知道有各種不同的資源可以使用，而這筆重

要的資金可以協助挽救生命。心理健康是一個重要的醫療保健問題和認知，諸如自信社區

治療之類的計劃將使需要幫助的人士及其家人受益。」  

  
門羅 (Monroe) 郡行政長官亞當．貝羅 (Adam Bello) 表示，「這些青年自信社區治療團

隊使需要關鍵服務的兒童和家庭更容易獲得這些服務，並將幫助確保更多有風險的年輕人



能夠獲得管理危機、創造安全空間和改善結果所需的治療、專業人士和資源。我感謝希爾

賽德機構之家 (Hillside Family of Agencies) 為門羅郡家庭提供這種重要的行為保健，並

感謝凱西．霍楚爾州長對這個創新計劃的投資。」  

  
奧奈達郡行政長官安東尼．皮森特 (Anthony Picente) 表示，「奧奈達郡很高興成為與

紐約州和綜合社區替代網路 (ICAN) 合作的一部分。為了保護我們的孩子，使他們不會被

忽略，計劃是必要的安全網。感謝霍楚爾州長在這個重要和關鍵問題上的發揮的領導作

用。」  

  
薩福克郡行政長官史蒂夫．貝隆 (Steve Bellone) 表示，「薩福克郡很高興能夠擁有紐約

州第一個青年自信社區治療團隊。當我們努力為我們的居民提供和改善獲得行為健康服務

的機會時，我們擁抱新的機會並努力起到示範作用。自信社區治療團隊的獨特結構將提供

一個多學科團隊方法，透過過基於社區/家庭的模式為青少年及其家人提供心理健康服

務。」  

  
威徹斯特 (Westchester) 郡行政長官喬治．拉蒂默 (George Latimer) 表示，「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我們的年輕人面臨著令人無法相信的困難，這是幫助他們找到立

足點、幫助他們留在學校並繼續過著富有成效而成功的成年人生活的另一個工具。我讚賞

州長在提供創新方法幫助有風險中的年輕人獲得行為醫療保健方面發揮的領導作用。今天

宣佈的資金將極大地造福威徹斯特郡和紐約州的兒童和家庭。」  

  
斯克內克塔迪 (Schenectady) 郡立法機關和主席安東尼．賈森斯基 (Anthony Jasenski) 

表示，「斯克內克塔迪郡很高興能夠為我們郡最弱勢的年輕人提供這項創新服務。青年

自信社區治療小組 (Youth Act Team) 將與北河地區 (Northern Rivers) 合作，為從住院或

治療中心出院或有進入此類設施風險的青年提供強化臨床服務。確保我們的青少年在家

裡、學校和社區中的安全符合我們社區的最大利益。我們期待在斯克內克塔迪郡提供這項

寶貴的服務。」  

  
尼亞加拉郡議會主席莉貝卡．韋迪西 (Rebecca Wydysh) 表示，「滿足年輕人的精神需

求可能是一項艱钜的挑戰。我讚賞紐約州嘗試青年自信社區治療團隊來解決這一需求。我

堅信，讓年輕人在他們最熟悉的環境中接受治療，可讓他們擁有最大治療成功的機會。」  

  
每年有近 1500 萬美元的資金將透過州援助和醫療補助 (Medicaid) 報銷提供，600 萬美元

是聯邦政府透過社區心理健康服務 (CMHS) 整筆撥款和聯邦醫療援助百分比 (FMAP) 計

劃的限時擴展提供的一次性啟動資金。這些計劃的額外資金是根據《冠狀病毒應對和救濟

補充撥款法》和《美國救援計劃法》分配的。  

  
青年自信社區治療 (ACT) 團隊的提供者是非營利機構，具有為嚴重情緒障礙者提供心理

健康服務的經驗。他們將建立和監督自信社區治療團隊，這些團隊是多學科的，擁有包括

精神科醫生、執業護士、心理健康臨床醫生和同行倡導者在內的專業人員。  

  



猶太家庭和兒童服務委員會執行長傑弗里．佈倫納 (Jeffrey Brenner) 博士表示，「投資

紐約州的心理健康勞動力對於保持全州社區的青年和家庭健康至關重要。猶太委員會讚揚

霍楚爾州長支援青年自信社區治療團隊，這將使我們能夠為可能對傳統心理健康治療沒有

反應的青年提供創新的、以證據為基礎的服務。向他們所居住社區的青年和家庭提供密

集、協調的服務，為他們的康復提供了一條靈活而有力的途徑。」  

  
希爾賽德總裁兼執行長瑪利亞．克里斯塔利 (Maria Cristalli) 表示，「青年自信社區治療

計劃專門為了解決年輕人和家庭在生活中特別脆弱的時期所面臨的獨特挑戰。它適當關注

家庭和家庭援助，這始終是理想的。希爾賽德很自豪能與我們的同事、郡和州合作夥伴合

作提供這項創新服務，以在最需要的時間和地點提供幫助和支援。」  

  
Circare 執行董事斯科特．艾佈納 (Scott Ebner) 表示，「Circare 很榮幸為奧內達加郡

的青年自信社區治療團隊提供資金。自信社區治療模式是對連續護理服務的必要補充，以

支援有復雜需求的家庭在社區中取得成功，並透過避免機構護理來防止對家庭健康的進一

步破壞。在社區環境中建立基於團隊的護理方法對於更好地吸引來自不同背景和經歷的家

庭很有必要。青年自信社區治療將使我們的社區更強大，更有能力支援面臨行為健康問題

挑戰的青年和家庭。」  

  
青年希望 (Hope For Youth) 執行董事大衛．海格蒂 (David Hegarty) 博士表示，「我們

非常高興能夠在本週啟動我們的兒童自信社區治療團隊。疫情使許多兒童和家庭難以獲得

全面的心理保健服務，我們的自信社區治療團隊將幫助面臨壓力的家庭獲得服務。」  

  
北河地區服務之家 (Northern Rivers Family of Services) 執行長小威廉．T．戈特曼 

(William T. Gettman, Jr.) 表示，「我們向霍楚爾州長致敬，因為她的遠見和領導能力為

有影響力、有效的計劃鋪平了道路，這將真正改變全州兒童和家庭的生活。事實證明，成

人自信社區治療可以有效地幫助成年人學會成功應對精神挑戰，我們很自豪能夠參與該治

療的實施；現在，青年自信社區治療將幫助首府地區及其他地區面臨類似挑戰的兒童與家

人、朋友和支援系統安全地留在家中和社區中就能取得成功。」  

  
CN 指導與咨詢服務公司執行長傑弗里．弗里德曼 (Jeffrey Friedman) 表示，「這筆重

要資金將確保兒童及其家人在我們的社區遭受疫情的情感損失之際獲得重要的心理健康治

療和危機應對服務。自州長上任以來，她一直優先考慮紐約州的心理健康服務。我們感謝

霍楚爾州長致力於改善我們社區兒童——包括那些最脆弱的兒童——的情感健康。」  

  
懷俄明州兒童之家會議執行長喬治．德莫迪 (George Dermody) 表示，「兒童之家很自

豪能夠參與到這一歷史性飛躍中，來為兒童和家庭提供優質合算的心理健康治療。青年自

信社區治療團隊將與家庭和社區合作，確保兒童的心理健康需求得到滿足，並且年輕人具

備過上幸福健康充實生活的技能。我們為霍楚爾州長的支援兒童的大膽行動，並且知道布

魯姆郡的家庭將會受益。」  

  
兒童與家庭服務部總裁兼執行長伊麗莎白．麥克派特蘭 (Elizabeth McPartland) 表示，

「兒童與家庭服務部 (Child & Family Services) 很高興能與伊利 (Erie) 郡和尼亞加拉 



(Niagara) 郡合作，為兒童及其家庭提供這種挽救生命的幹預措施。我們認識到對於穩定

兒童心理健康的迫切需要，穩定兒童心理健康讓他們可以在家中和學校茁壯成長，並減少

更高級別的幹預和安置。150 年來，兒童與家庭服務部一直致力於加強家庭，我們將繼續

透過諸如青年自信社區治療之類的開創性計劃來做到這一點。」  

  
綜合社區替代網路執行長/執行董事史蒂文．布爾格 (Steven Bulger) 表示，「前所未有

的時代需要前所未有的解決方案。我們 ICAN 為紐約州對我們州最寶貴的資源——孩子們

的投資表示讚賞。今天的孩子及其家人面臨著傳統服務無法應對的挑戰。創新的兒童自信

社區治療模式是在正確的時間進行正確的幹預，並將確保即使是最脆弱的青少年也能成

功。」  

  
兒童與家庭服務部總裁兼執行長伊麗莎白．麥克派特蘭 (Elizabeth McPartland) 表示，

「兒童與家庭服務部 (Child & Family Services) 很高興能與伊利 (Erie) 郡和尼亞加拉 

(Niagara) 郡合作，為兒童及其家庭提供這種挽救生命的幹預措施。我們認識到對於穩定

兒童心理健康的迫切需要，穩定兒童心理健康讓他們可以在家中和學校茁壯成長，並減少

更高級別的幹預和安置。150 年來，兒童與家庭服務部一直致力於加強家庭，我們將繼續

透過諸如青年自信社區治療之類的開創性計劃來做到這一點。」  

  
青年自信社區治療團隊可以使用團隊方法提供密集、高度協調、個人化的服務和熟練的治

療幹預，以確保兒童及其家人獲得支援其康復的治療和服務水準。他們反應迅速且靈活，

可以滿足兒童和家庭的個性化、不斷變化的需求，並且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提供支

援。  

  
青少年自信社區治療的發展代表了紐約州心理健康辦公室 (NYS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的一項承諾，即增加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兒童和青少年及其家人在家庭和社區中獲得服務的

機會。隨著團隊開始治療客戶，心理健康辦公室將評估他們的有效性，並成立了一個由研

究人員、臨床醫生、家庭和青年合作夥伴組成的指導委員會來指導評估和完善模型。  

  
按地區劃分的青年自信社區治療團隊包括：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帕森兒童和家庭中心 (Parson's Child and Family Centers)，服務於奧爾巴尼和斯克內克

塔迪郡，36 人團隊  

  
紐約中部 (Central New York)：  

奧農達加病例管理部 (Onondaga Case Management)，服務於奧農達加郡，48 人團隊  

希爾賽德，服務於切南戈 (Chenango) 和科特蘭 (Cortland) 郡，36 人團隊  

  
手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希爾賽德，服務於門羅郡，48 人團隊  

  
長島 (Long Island)：  



拿騷中部，服務於拿騷郡，48 人團隊  

青年希望，服務於薩福克郡，36 人團隊  

  
中哈德遜：  

MHA 溫切斯特，服務於溫切斯特郡，48 人團隊  

  
紐約市：  

紐約兒童中心，服務於曼哈頓，48 人團隊  

猶太家庭和兒童服務委員會，服務於史泰登島 (Staten Island)，36 人團隊  

猶太家庭和兒童服務委員會，服務於皇后區 (Queens)，36 人團隊  

猶太家庭和兒童服務委員會，服務於布朗克斯 (Bronx)，36 人團隊  

JCCA，服務於布魯克林 (Brooklyn)，48 人團隊  

  
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懷俄明州兒童之家，服務於布魯姆郡，48 人團隊  

  
紐約西部 (Western New York)：  

兒童和家庭服務，服務於伊利和尼亞加拉郡，48 人團隊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綜合社區替代網路，服務於奧奈達郡，48 人團隊  

  
心理健康辦公室將很快發出一份另外發展五個團隊，來為以下郡的兒童和家庭提供服務的

徵求建議書：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一支服務於沃倫、華盛頓和薩拉託加郡的團隊  

  
中哈德遜 (Mid-Hudson)：  

一支服務於橙郡的團隊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一支服務於富爾頓郡和蒙哥馬利郡的團隊  

  
手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一支服務於安大略 (Ontario)、韋恩 (Wayne)、塞內卡 (Seneca) 和耶茨 (Yates) 郡的團隊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一支服務於斯託本 (Steuben) 郡和切蒙 (Chemung) 郡的團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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