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5 月 16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向紐約民眾介紹有關應對阿片類藥物氾濫的努力的最新進展    

   

2023 財年已頒佈預算為 預防、治療和康復服務 提供了歷史性資金  

   
阿片類藥物解決諮詢委員會成員已任命並計劃舉行會議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日向紐約民眾介紹有關應對阿片類藥物氾濫的努力的最新進展。美國

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最新發佈的資訊表明，去年有超過 107,000 

名美國人死於服藥過量，為了應對這一情況，州長正在加大正在進行的投資，並繼續致力

於解決這一關鍵問題。    

   

霍楚爾州長表示，「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發佈的數據令人震驚，數據顯示，阿片類藥物氾

濫在不斷奪走寶貴的生命，破壞紐約州及其他地區的家庭和社區。」「別搞錯了：我的政

府每天都在努力為紐約民眾提供更多獲得挽救生命的資源、服務和護理。我們將竭盡所能

為紐約民眾提供所需的資訊，幫助他們在這場公共衛生危機中保護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親人

。」   

   

州長任職以來首次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任命新的成癮服務和支援辦公室 (Office of 

Addiction Services and Supports, OASAS) 

專員。自任命以來，治療藥物濫用障礙的醫生和專家琴納佐〃坎寧安 (Chinazo 

Cunningham) 博士一直致力於擴大和加強紐約州的成癮服務系統。    

   

成癮服務和支援辦公室專員琴納佐〃坎寧安博士表示，「我很自豪能得到霍楚爾州長的

信任來幫助實施確保紐約州預防、治療、康復和減少危害的綜合系統的議程。確保公帄獲

得這些關鍵服務對於幫助我們挽救更多生命和支援更多家庭至關重要。」  

   

成癮服務和支援辦公室監督著美國最大的物質使用障礙護理系統之一，這些系統提供大約 

1,700 個預防、治療、減少傷害和恢復計畫，每年服務的人數超過 680,000 

人。成癮服務和支援辦公室是被指定的協調成癮服務領域州與聯邦關係的州機構；是州阿

片類藥物治療局 (State Opioid Treatment 

Authority)；負責監督阿片類藥物解決資金使用情況並確保預算撥款用於指定用途的機構。  



  

專員瑪麗〃T〃巴塞特 (Mary T. Bassett) 博士和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繼續推進各種減少危害的舉措，以在全州範圍內減輕阿片類藥物濫用和依賴性的負擔。這

包括強大的數據收集和報告，以及支援全州各地的合作夥伴在社區開展富有同情心的護理

的工作。  

   

州衛生專員瑪麗〃T〃巴塞特博士表示，「衛生廳繼續開展關鍵工作，為陷入藥物使用困

境的紐約民眾提供和擴大獲得循證治療和護理的機會。在霍楚爾州長的領導下，增加資金

和建立一個多元化、經驗豐富的諮詢委員會將使我們能夠加強這些努力並有助於挽救生命

。」  

  

州參議員皮特〃哈克姆 (Pete Harckham) 

表示，「霍楚爾州長和州立法機構在制止全州用藥過量危機和挽救生命方面的持續支援

令我感到鼓舞。透過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有關教育、預防、治療、康復和減少傷害的循證

計畫中，我們將以一種也將對我們的社區產生積極影響的方式幫助居民。」  

  

議員菲爾〃斯特克 (Phil Steck) 表示，「去年，議會酗酒和藥物濫用委員會 (committee on 

Alcoholism and Drug Abuse) 提出了創建阿片類藥物解決基金 (Opioid Settlement Fund) 
的歷史性立法，該立法規定了阿片類藥物解決資金的使用方式，要求這些資金不能取代紐

約州目前的資金水準，並設立了阿片類藥物解決諮詢委員會 (Opioid Settlement Advisory 

Board)。作為主席，我能夠推動立法，特別確保該委員會包括在物質使用障礙、減少危害

、刑事司法和毒品政策方面具有專業知識的個人，以及包括在物質使用障礙和同時發生的

精神疾病方面具有個人或專業經驗的個人。考慮到這一額外資金水準可能對阿片類藥物氾

濫產生的重大影響，設立一個可以從所學經驗的角度提出建議的委員會至關重要。我曾與

該委員會的許多委員直接合作，我對他們管理這一重要基金充滿信心。」   

   

為了向成癮服務和支援辦公室和州衛生廳提供開展這項重要工作所需的支援，州長的第一

份州預算包括了多項歷史性投資，以支援工作人員隊伍和提供者系統，並確保在全州範圍

內公帄獲得挽救生命的服務。具體而言，今年的預算正在透過流動美沙酮服務幫助擴大獲

取藥物的機會，流動美沙酮服務包括增加車輛和遠程醫療設備，以及開發減少傷害服務和

循證社區幹預措施，以讓更多人參與服務。   

   

2023 財年已頒佈預算將 1.845 

億美元的阿片類藥物解決基金投資於解決阿片類藥物流行的舉措。這些舉措透過擴大系統

容量和改善個人進入治療的途徑，擴大了全州獲得治療服務的機會。預算還將對減少危害

、基於社區的預防和恢復計畫進行重大投資。  

   

此外，預算在五年內從阿片類藥物管理基金 (Opioid Stewardship Fund) 拿出 2 

億美元進行投資，以利用公共衛生方法對抗阿片類藥物氾濫。這項跨機構的努力將由成癮

服務和支援辦公室及衛生廳協調，重點是旨在為用藥過量風險最高的個人提供服務的減少

危害計畫，以及幫助沒有保險的紐約民眾負擔阿片類藥物治療費用的舉措。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health.ny.gov%2Fpress%2Freleases%2F2022%2F2022-04-04_qtr_opioid_report.htm&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cbb5ca3e5fc4aead4f608da37722d50%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8326090649897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RaTY0eSqtvMIPWZucLzlR9NxfiJ0nKeJj12lQVwOPjs%3D&reserved=0


   

在州長的領導下，坎寧安專員還大力加強了向提供者系統提供聯邦資金獎勵的力度。迄今

為止，已提供超過 7800 萬美元的聯邦補充 SAPT 

整筆補助金資金，以支援各種工作，如加強成癮人員隊伍，穩定提供者系統，開發預防基

礎設施，擴大獲取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服務的藥物的機會，加強康復計畫的制定，建設過

渡性住房單元，並促進區域合作以提供更全面、以患者為中心的護理。    

   

紐約州也處於第二輪州阿片類藥物響應補助金 (State Opioid Response Grants) 

的第二年。總共提供了 56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在高需求社區擴大循證預防服務；提供街頭外展服務，讓目前未接受治

療的人參與其中；支援健康中心提供一系列初級和行為健康服務；開展公眾意識運動；並

資助康復社區外展中心 (Recovery Community Outreach 

Centers)，以支援個人努力過上健康的生活。    

   

為了減輕全州範圍內阿片類藥物使用和依賴性的負擔，衛生廳收集並發佈郡級數據，包括

透過其季度報告，以識別和響應當地需求。衛生廳還支援眾多提供優質治療、培訓和護理

的合作夥伴和組織。這包括紐約至上 (New York 

MATTERS)，這是一個將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患者與當地治療和減少傷害服務連接起來的

電子轉診系統，當地衛生部門倡議 (Local Health Department 

Initiative)，它為紐約市以外藥物過量率最高的 24 個郡衛生部門提供資金，以及 900 

多個已註冊的阿片類藥物過量預防計畫 (Opioid Overdose Prevention 

Program)，這些計畫對非醫療人員進行培訓，讓他們能夠識別阿片類藥物過量並透過撥打 

911 和管理免費提供的納洛酮作出適當反應。透過衛生廳的納洛酮共同支付援助計畫 

(Naloxone Co-payment Assistance Program, N-

CAP)，擁有處方藥保險的參與者可以在其健康保險中獲得高達 40 

美元的共同支付，從而無需支付或減少支付自付費用。紐約州在滿足使用藥物的紐約民眾

的需求方面走在創新的前沿，並在向易於藥物過量的紐約民眾分發納洛酮方面處於領先地

位，已努力建立 25 個注射器交換計畫 (Syringe Exchange Program, SEP)，在全州設有超過 

81 

個站點。這些中心透過讓獲得丁丙諾啡變得容易、制定安全計畫和為參與者配備納洛酮來

專注於減少藥物過量。  

   

州長旨在解決阿片類藥物氾濫的最新努力包括宣佈成立阿片類藥物解決諮詢委員會並選出

成員。諮詢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定於 6 月 14 日至 28 

日在奧爾巴尼舉行。諮詢委員會將很快舉行會議，就阿片類藥物解決基金的分配方式提出

建議。這些會議將根據公共會議法向公眾開放。由 21 

名成員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包括來自成癮服務和支援辦公室、心理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州衛生廳、預算司 (Division of Budget) 和 17 

名社區成員的代表。提名的社區成員包括：  

   

勞倫斯〃S〃布朗 (Lawrence S. Brown)，醫學博士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health.ny.gov%2Fstatistics%2Fopioid%2Fdata%2Fpdf%2Fnys_apr22.pd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cbb5ca3e5fc4aead4f608da37722d50%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8326090649897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OSPhydMo4DHNLCnbK%2F2Pw6xdTUl0eXjzp0yX3QRLMqY%3D&reserved=0


安妮〃康斯坦蒂諾 (Anne Constantino)     

斯蒂芬〃佐丹奴 (Stephen Giordano)，哲學博士   

阿維〃伊絲麗爾 (Avi Israel)   

蘇珊娜〃G〃拉維尼 (Suzanne G. Lavigne)        

阿什利〃利文斯頓 (Ashley Livingston)     

約書亞〃林奇 (Joshua J. Lynch)   

斯蒂芬妮〃馬爾克薩諾 (Stephanie Marquesano)   

謝麗爾〃摩爾 (Cheryll Moore)   

黛布拉〃潘廷 (Debra Pantin)   

卡門〃里維拉 (Carmen S. Rivera)   

喬伊斯〃里維拉 (Joyce Rivera)   

蒂莎〃史密斯 (Tisha M. Smith)，教育學博士        

阿什溫〃瓦桑 (Ashwin Vasan) 博士     

賈斯汀〃沃爾德曼 (Justine Waldman)，醫學博士       

凱文〃沃特金斯 (Kevin Watkins)       

   

其他的任命正在醞釀，並將在不久的將來宣佈。   

   

正在處理成癮問題的紐約民眾或其家人可以撥打本州提供的免費希望熱線 1-877-8-

HOPENY (1-877-846-7369)，以獲得幫助和希望；熱線電話的工作時間為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亦可發送簡訊至 HOPENY（短代碼為 467369）。   

   

目前可用的成癮治療服務包括：危機處理/戒癮、住院治療、居家或門診照護，可使用 Fin

dAddictionTreatment.ny.gov 上的紐約州成癮服務與支援辦公室治療機會面板 (Treatment 

Availability Dashboard) 查找，或透過紐約州成癮服務與支援辦公室網站查找。    

   

紐約民眾可以在此處的頁面上瞭解有關州衛生廳打擊阿片類傳染病最新努力的更多資訊和

查看郡級數據。如有問題或要請求更多資訊，請聯絡 opioidprevention@health.ny.gov。  

   

如果您或您的親人遇到與治療相關的保險障礙或需要幫助就被拒絕的索賠提出上訴，請撥

打 CHAMP 幫助熱線 888-614-5400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ombuds@oasas.ny.gov.。  

   

###  

  

 
可造訪網站 www.governor.ny.gov 瀏覽更多新聞 

紐約州 | 州長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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