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9 月 13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撥款 1,025 萬美元來為服務匱乏的紐約民眾擴大成癮服務範圍  

  
聯邦撥款將支持在紐約州建立移動病房  

  
資金還可讓在紐約市、紐約州南部地區和莫霍克山谷支持 15 家服務機構提供街頭外展服

務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為向紐約邊緣化和高危人群推進降低危害的服務而發放 1,025 

萬美元聯邦撥款。資金由紐約州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 (Office of Addiction Services and 

Supports, OASAS) 進行管理，其中 575 萬美元用於支持建立移動治療病房，450 萬美元

用於資助 15 家機構為難以獲得救治的人群建立街頭外展病房。  

 
「我的政府將繼續適用所有資源幫助有成癮問題困擾的人員，並解決讓我們洲社區痛心的

服藥過量問題，」霍楚爾州長表示。「今天公佈的 1,025 萬美元資金將有助於對重要服

務予以資助，還能幫助紐約民眾獲得能打破成癮惡性循環所需的支持和資源。」  

  
紐約州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主任池納祖．坎寧安 (Chinazo Cunningham) 表示，「每

個人對康復都有不同的需求和目標。我們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致力於在任何地方為其提

供實現目標所需的幫助。這些新的移動救治病房和街頭外展工作能讓我們和高危人群建立

聯繫，讓更多人參與進來，還能讓他們獲得挽救生命的援助和支持。」  

  
移動救治病房  

  
所有的移動病房提供接診評估、藥物引導、給藥和觀察、毒理測試和其他醫療服務。聯邦

緝毒署 (Federal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的規定變動使建立這些移動病房將成

為可能，從而讓現有的救治機構進行操作。  

  
這筆為病房發放的資金由聯邦州阿片類響應撥款 (State Opioid Response Grant) 提供，

後者由精神衛生研究基金會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Mental Hygiene) 和成癮服務與支

持辦公室共同進行管理。以下每家機構都將獲得 55 萬美元，用於建立新的移動救治病

房：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普羅米薩公司 (PROMESA, Inc.)（布朗克斯區 (Bronx)）  

• 普羅米薩公司（金斯 (Kings)）  

• 中城西部管理公司 (West Midtown Management Group, Inc.)，DBA 中城西

部醫療公司 (DBA West Midtown Medical Group)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Y)  

• 普羅米薩公司（肖托誇 (Chautauqua)）  

• 普羅米薩公司（伊利 (Erie)）  

  
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 科諾斯通家庭醫療保健 (Cornerstone Family Healthcare)  

  
以下每家機構將獲得 35 萬美元，用於長期建立移動救治病房。這些機構今年年初已在本

計劃中獲得 20 萬美元。  

  
首府地區  

• 普羅米薩公司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Y)  

• 西里奧健康公司 (Helio Health, Inc.)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斯特朗紀念醫院 (Strong Memorial Hospital)  

  
莫霍克山谷 (Mohawk Valley)  

• 西里奧健康公司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職業指導專案 (Vocational Instruction Project, VIP) 社區服務公司 

(Community Services, Inc.)   
  
北部郡縣 (North Country)  

• 科力多移動成癮治療社區醫藥中心公司 (Credo Community Center for the 

Treatment of Addictions, Inc.)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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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e Center Inc. DBA Cayuga Addiction Recovery Services)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Y)  

• 倍思賽弗行為健康公司 (BestSelf Behavioral Health, Inc.)  

  
街道外展工作  



  
除移動病房外，聯邦資金還將用於在哈萊姆 (Harlem)、中城西部、東區南部 (Lower East 

Side)、紐約市布朗克斯社區，以及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和莫霍克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的社區中擴大和加大降低危害服務力度。透過該計劃的實施，外展工作

人員將走訪高危人群容易聚集的地區（如公園和無家可歸人士的露營地）進行過度服藥預

防和知識普及工作，分發納洛酮，開出納洛酮廚房，普及安全性行為和性傳播感染管理的

指示，並與其他服務建立聯繫。  

  
這是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在紐約州為擴展降低危害服務範圍而持續開展的計劃內容。降

低危害的內容包括方便獲得阿片類藥物濫用藥物和其他醫療服務，獲得同輩支持服務，推

介獲得後續救治等其他服務。  

  
外展計劃資金是透過聯邦藥物濫用預防和治療整筆撥款 (Substance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Block Grant) 提供的。 有一個工作點的機構最多獲得 25 萬美元，有兩個

工作點的機構最多獲得 40 萬美元。  

  
有一個工作點的機構有：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普羅米薩公司  

• 佈姆醫療公司 (BOOM! Health)  

• 保爾力居民委員會公司 (Bowery Residents Committee, Inc.)  

• 降低危害聯盟 (Harm Reduction Coalition)  

• 北曼哈頓精神健康中心 (Upper Manhattan Mental Health Center)  

• 住房工作公司 (Housing Works)  

• 奧德賽之家 (Odyssey House)  

• 撒瑪利亞代托普村 (Samaritan Daytop Village)  

• 聖安降低危害機構 (St. Ann's Corner of Harm Reduction)  

• 職業指導專案社區服務公司 (Vocational Instruction Project Community 

Services, Inc.)  
  
  
  
紐約市  

• 倡導者公司 (Exponents, Inc.)  

• 哈萊姆聯合社區艾滋病中心 (Harlem United Community AIDS Center)  

• 紐約市昂博恩特公司 (OnPoint NYC)  

• 邊緣群體服務組織 (Serviced for the Underserved)  

  
紐約州南部地區/莫霍克山谷  

• 裡奇項目公司 (The REACH Project, Inc.)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oasas.ny.gov%2Fharm-reduction&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5c3b8bebc5b74041d95308da95a1f943%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8682015672267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un0Ogp4U7p%2B4rlJcyXytbCRwmVeJwolslFdCgXulS7U%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oasas.ny.gov%2Fharm-reduction&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5c3b8bebc5b74041d95308da95a1f943%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8682015672267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un0Ogp4U7p%2B4rlJcyXytbCRwmVeJwolslFdCgXulS7U%3D&reserved=0


參議員查爾斯 E．舒默爾 (Charles E. Schumer) 表示，「紐約處於阿片類危機的前沿。

這筆資金將透過擴大獲得救治範圍來正中這一流行病的核心，從而為人們提供獨立所需的

支持，也能挽救他們的生命。我們需要的是滿足所有條件的方法：為打擊毒品流和更有效

地為深陷成癮問題的人員提供協助而給予更多限制、更多預防、更多救治和更多康復服

務。這就是我為今天能發放這筆資金而感到驕傲的原因，是我在冠狀病毒救助法案中爭取

歷史性增加成癮服務的原因，也是我要繼續爭取更多聯邦項目，從而為抗擊以芬太尼為主

的阿片類危機而為紐約民眾提供所有資源的原因，」  

  
保爾．唐珂 (Paul Tonko) 代表表示，「多年來，美國對於服藥過量流行病的應對缺少了

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廣泛獲得治療服務。長期以來，我一直都在重要法律中為服務匱乏

人群和弱勢人群爭取打開服務大門，這些法律有主流成癮治療法案 (Mainstreaming 

Addiction Treatment Act) 和重獲醫療救助計劃法案 (Medicaid Reentry Act)，我還帶頭推

動促成了聯邦藥物濫用預防和治療整筆撥款。雖然為了改善治療和支持降低傷害措施還有

很多工作要做，但我為這一成果感到驕傲，我也對為紐約社區提供救命治療的所有人員表

示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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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努力擴大獲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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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治療成癮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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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的同伴服務和開放服務中心，這些中心提供及時評估和治療轉介服務。現在全州各個

社區都有這些服務，並幫助有需要的人在離他們居住地更近的地方獲得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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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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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致電社區成癮醫

療服務與精神醫療保健項目 (Community Health Access to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care Project, CHAMP) 的服務熱線 888-614-5400 或 發送電子郵件。   

  
###  

  

 
可造訪網站 www.governor.ny.gov 瀏覽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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