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6 月 21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撥款近 350 萬美元，用於開發綜合門診治療計畫  
  

該資金將使醫療提供者能夠整合阿片類藥物治療計畫服務和門診計畫，提供綜合成癮治
療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向紐約州 14 個成癮治療提供者提供 3,446,865 美元的撥款，

這將使他們能夠開發綜合門診治療計畫。這些計畫將方便尋求藥物使用障礙治療的紐約民

衆在一個地點接受多種服務。  

 

「確保獲得必要的成癮治療是本屆政府重要的持續目標，」霍楚爾州長表示。「成癮是

一種疾病，可以影響任何人，無論其背景如何。至關重要的是，我們繼續努力支持全面的

計畫，擴大最需要相關服務的紐約民衆及其家庭獲得護理和資源的機會。」  

  

綜合門診治療計畫是一項新舉措，旨在解決紐約州對綜合治療的持續需求。向醫療提供者

提供資金，以合併現有門診治療計畫和門診計畫，或開發新計畫以提供綜合服務。  

  

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 (Office of Addiction Services and Supports, OASAS) 主任奇

納佐．坎寧安 (Chinazo Cunningham) 表示，「這些新機構提供的綜合方法將有助於解

決人們尋求治療時可能面臨的一些障礙。這些計畫將擴大獲得重要的、挽救生命的成癮治

療的機會，並將多種服務整合在一起，幫助人們更好地獲得所需的支援和資源。」  

  

醫療提供者可以將這筆資金用於各種目的，包括翻修建築、購買新設備、提供支援綜合服

務的培訓以及發放員工工資。資金將由聯邦藥物濫用預防和治療綜合補助金 (Federal 

Substance Abuse Prevention & Treatment Block Grant Supplemental Award) 發放，並

由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管理。  

  

以下醫療提供者將獲得資金，以整合其現有門診治療計劃和門診計畫：  

  

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 奧爾巴尼市普羅米薩奧公司 (PROMESA) - 250,000 美元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Y)  



• 法納姆公司 (Farnham, Inc.) - 250,000 美元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綜合醫療實踐中心公司 (Center for Comprehensive Health Practice, Inc.) - 

250,000美元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伊薩卡阿爾法房屋中心，卡尤加成癮康復服務公司 (Ithaca Alpha House, 

Cayuga Addiction Recovery Services) - 240,880 美元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Y)  

• 布法羅市普羅米薩奧公司 (PROMESA) - 250,000美元  

  

以下醫療提供者將獲得資金，以建立新的門診治療計畫，並將其與現有門診計畫整合：  

  

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 康復新選擇中心 (New Choices for Recovery) - 250,000 美元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五指湖區諮詢與康復中心有限公司 (FLACRA) - 250,000 美元  

• 杰納西郡酒精與物質濫用委員會 (GCASA)- 250,000 美元  

  

長島地區  

• 外聯發展公司 (Outreach Development Corp) - 206,000 美元  

• 撒瑪利亞代托普村 (Samaritan Daytop Village) - 249,985 美元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社區替代方案中心 (Center for Community Alternatives) - 250,000 美元  

  

北部郡縣 (North Country)  

• 聖勞倫斯郡戒毒服務中心 (St. Lawrence County Addiction Services) - 

250,000 美元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CASA 三位一體公司 (CASA-Trinity, Inc.) - 250,000 美元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Y)  

• CASA 三位一體公司 (CASA-Trinity, Inc.) - 250,000 美元  

  

參議員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表示，「從奧爾巴尼到長島，我一直與阿片類藥物

成癮治療專家站在一起，我反復聽到的訊息是，紐約處於第一線，需要更多的幫助。這筆



資金直接來自我在參議院領導通過的發放給物質濫用暨精神衛生防治局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 的 2021 年冠狀病毒補充救

濟基金，它將促進專業成癮治療，從而確保人們不會單獨與藥物濫用作鬥爭，並獲得他們

重新站起來所需的醫療保健。我們出現連續多年的芬太尼類阿片類藥物過量，現在必須採

取行動挽救生命。這就是為什麼我正在推動為這些聯邦計畫補充歷史性的 32 億美元，以

加強紐約的預防、治療和恢復工作，我將繼續努力，為我們的地方合作夥伴提供他們抗擊

阿片類流行所需的所有資源。」  

  

參議員柯爾斯滕．吉利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 表示，「面對紐約和全國範圍內不斷

增加的過量死亡人數，我們必須做更多的工作，為遭受藥物使用障礙的個人和家庭提供全

面的支援。我很自豪能夠帶頭開展支持受成癮影響家庭的工作，並很高興看到這筆資金用

於在全州範圍內開發新的治療專案。我將繼續努力，為與成癮作鬥爭的個人提供他們重新

站起來所需的資源。」  

  

議員保羅．通科 (Paul Tonko) 表示，「隨著我們國家的成癮危機達到可怕的新高度，加

強和擴大治療管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我在國會努力爭取透過聯邦藥物濫用預防

和治療綜合補助金獲得這筆聯邦資金，我還繼續開展關鍵立法鬥爭，宣導通過《成癮治療

主流法案》。我要感謝所有展現出強有力的領導力，幫助向紐約社區提供拯救生命支援的

人。」  

  

議員凱薩琳．賴斯 (Kathleen Rice) 表示，「長島上有太多人受到藥物使用障礙的影響，

我們中的許多人在與該病鬥爭多年後，因阿片類藥物過量而失去了朋友或家人。這筆資金

將在長島的兩個機構建立新的門診治療計畫，以幫助我們提供社區所需的支援和服務。我

將繼續在國會爭取這一重要資金，我感謝霍楚爾州長承諾將這些資源分配到最能發揮作用

的地方。」  

  

參議員彼得．哈克姆 (Peter Harckham) 表示，「這些宣佈提供給新的和現有的門診計畫

的資金將在全州範圍內挽救生命，這些計畫由藥物使用治療提供者運營，提供綜合和全面

康復方法。隨著資源的增加，我們社區將打破獲得治療的一些障礙，感謝霍楚爾州長堅持

不懈地致力於打擊阿片類藥物過量危機。」  

  

衆議員菲爾．斯特克 (Phil Steck) 表示，「聯邦政府一直致力於打擊阿片類藥物流行，為

各州治療藥物使用障礙的機構提供了大量資金。用於擴大治療服務的聯邦綜合撥款將有助

於確保專案參與者得到支援，從而增加他們終身康復的機會。我很高興看到首府地區被納

入這一輪資助。」  

  

紐約州制定了積極的、多管齊下的方法來應對藥物過量流行，並創建了一個全國領先的成

癮護理連續體，提供全面的預防、治療、康復和傷害減少服務。該州還擴大了傳統服務的

使用範圍，包括危機服務、住院、門診和住院治療計畫，以及治療上癮的藥物，以及移動

治療和交通服務。紐約州還擴大了獲取傳統服務的機會，這些服務包括危機服務、住院、

門診和住院治療計劃及治療成癮的藥物，以及獲得行動治療和交通服務的機會。  



  

霍楚爾州長曾是紐約州海洛因和阿片類藥物工作組 (NYS Heroin and Opioid Task Force) 

的成員，該工作組於 2016 年建議提供新的非傳統服務，包括康復中心、青少年俱樂部、

增加同伴服務、開放服務中心，這些服務提供實時評估和治療轉介服務。這些服務自那時

起在本州多個社區設立，並幫助人們在其居住地點就近獲得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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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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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的

民眾可使用 FindAddictionTreatment.ny.gov 上的紐約州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治療機會

面板 (Treatment Availability Dashboard)，亦可造訪 紐約州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網站。  

  

如你自己或親友在治療時遇到保險問題，或需要就被拒索賠進行申訴，請致電兒童與青少

年行動精神服務 (Child and Adolescent Mobile Psychiatric Service, CHAMPS) 的服務熱

線 888-614-5400 或發送電郵至 ombuds@oasas.ny.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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