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3 月 1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出 5,070 萬美元的款項，用於提升紐約州的成癮服務 

  
資金將用於支持地區網絡舉措，提供成癮預防、治療及恢復服務 

  
紐約州各郡均可獲得資金與服務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將會向紐約州的提供商提供 5,070 萬美元的資金，用於擴

大成癮服務的覆蓋面。大部分資金將會撥給社區網絡，支持預防、治療及恢復等長期護

理。其他資金將會撥給此等網絡地區的治療創新中心 (Center of Treatment Innovation, 

COTI)、恢復中心、預防聯盟及親子正面管教課程 (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 預防計

畫。資金屬於由紐約州成癮服務和支持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Addiction 

Services and Supports) 管理的聯邦州阿片類藥物響應 (State Opioid Response) 撥款。  

  
「我們一方面繼續對抗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及長期濫用阿片類藥物的問

題，另一方面亦推進我們的工作承諾，為與成癮問題作鬥爭的紐約民眾提供支持。」葛

謨州長表示。「此項舉措為紐約州各個地區的眾多服務提供資金，包括加大行動服務及

遠端診斷等，加強我們在州內各地推行領先全國的長期成癮護理工作。紐約民眾可根據

自身情況選擇這些資源的使用地點及時間。」  

  
紐約州海洛因和阿片類藥物工作組 (New York State Heroin and Opioid Task Force) 

副組長兼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給我們帶來

極大挑戰，在這個時期裏，我們亟需確保州內各地那些患有成癮問題的任何個人都能獲

得能夠挽救性命的資源及服務。此項資金將能進一步提升預防、治療及恢復護理，鞏固

紐約州關於永久性解決阿片類藥物濫用問題的承諾。」  

  
紐約州成癮服務和支援辦公室 (Office of Addiction Services and Supports, OASAS) 

主任艾琳娜·崗薩雷斯-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Sánchez) 表示，「2019 冠狀病毒病疫

情仍在蔓延，如要在此情形下繼續解決成癮問題，我們需要確保所有紐約民眾，即州內

各個地區的民眾，都能享有可以挽救性命的成癮服務。紐約州成癮服務和支援辦公室始

終支持協作式的成癮服務護理模式，在這項資金的支持下，我們能夠利用與社區提供商

網絡的現有合作成果，加強合作關係，從而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群。」  

  
紐約州擁有強大的成癮護理系統，隨著我們加強合作與協調工作，有需要的人群將能享

受更為便捷的護理服務，包括成癮治療藥物等，也能更好地適應住院及門診的環境轉



 

 

換，進一步提高預防與恢復的融合程度。這一舉措撥出的資金支持各個地區探索護理方

式，旨在幫助預防、治療及恢復提供商加強合作，提供涵蓋各個階段的成癮服務。獲得

資金的提供商已經列明其所在地區的具體需求，並提出用於解決護理差距問題的服務。  

  
地區網絡包括多個提供商，大部分提供商為某個地區內的多個郡提供服務。資金金額及

網絡所服務的郡詳見下表。  

  

網絡名稱  所服務的郡  資金金額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網

絡  
拿騷郡 (Nassau)、薩福克郡 (Suffolk)  

5,745,233 
美元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行為健康護理  

卡尤加郡 (Cayuga)、奧奈達郡 (Oneida)、奧農達

加郡 (Onondaga)、奧斯威戈郡 (Oswego)  

1,815,498 
美元  

你的健康夥伴州阿片類藥

物響應協作 (Your Health 

Partners State Opioid 
Response (SOR) 
Collaborative)  

門羅郡 (Monroe)、利文斯頓郡 (Livingston)、斯

圖本郡 (Steuben)、希芒郡 (Chemung) 及泰奧加

郡 (Tioga)  

2,121,400 
美元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護理網絡  

克林頓郡 (Clinton)、埃塞克斯縣 (Essex)、富蘭

克林郡 (Franklin)、傑斐遜郡 (Jefferson)、路易斯

郡 (Lewis)、圣勞倫斯郡 (St. Lawrenc) 及漢密爾

頓郡 (Hamilton)  

854,080 美

元  

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地

區網絡  
布魯克林區  

5,263,618 
美元  

市成癮支持網絡  
曼哈頓區 (Manhattan)、布朗克斯區 (Bronx) 及皇

后區 (Queens)  

10,499,410 
美元  

價值網絡行為健康護理協

作網絡  

阿勒格尼郡 (Allegany)、卡特羅格斯郡 

(Cattaraugus)、肖托夸郡 (Chautauqua)、伊利郡 

(Erie)、傑納西郡 (Genesee)、尼亞加拉郡 

(Niagara)、奧爾良郡 (Orleans) 及懷俄明郡 

(Wyoming)  

3,112,627 
美元  

行為健康協調服務網絡  

阿爾斯特郡 (Ulster)、達奇斯郡 (Dutchess)、沙利

文郡 (Sullivan)、奧蘭治郡 (Orange)、帕特南郡 

(Putnam)、洛克蘭郡 (Rockland) 及韋斯特切斯特

郡 (Westchester)  

4,774,896 
美元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門羅郡州阿片類藥

物響應 II 地區協作網絡  

安大略郡 (Ontario)、斯凱勒郡 (Schuyler)、塞納

卡郡 (Seneca)、韋恩郡 (Wayne) 及耶茨郡 

(Yates)  

568,391 美

元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行為健康與紐約州

中南部地區 (South 

湯普金斯郡 (Tompkins)、科特蘭郡 (Cortland)、

布魯姆郡 (Broome)、希南戈郡 (Chenango)、麥

迪遜郡 (Madison)、赫基默郡 (Herkimer)、富爾

1,482,981 
美元  



 

 

Central) 行為健康護理協

作網絡  

頓郡 (Fulton)、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斯科

哈里郡 (Schoharie)、特拉華郡 (Delaware) 及奧

斯維戈郡 (Otsego)  

斯塔頓島 (Staten Island) 

藥物使用網絡  
Richmond  

979,035 美

元  

首都地區行為健康網絡  

奧爾巴尼市 (Albany)、斯克內克塔迪市 

(Schenectady)、倫斯勒郡 (Rensselaer)、薩拉托

加郡 (Saratoga)、哥倫比亞郡 (Columbia)、格林

郡 (Greene)、沃倫郡 (Warren) 及華盛頓 

(Washington)  

2,223,096 
美元  

  

除了上方的地區網絡撥款，資金亦會支持網絡所服務各郡的下列舉措： 

  
治療創新中心 - 600 萬美元  

治療創新中心的任務是通過同伴服務、提供移動服務和遠端醫療能力，擴大阿片類藥物

使用障礙的治療。治療創新中心提供商致力於清除現有的治療障礙，協助尋求服務的人

群找到需要的幫助。在 2016 至 2019 年間，提供治療創新中心服務的郡的過量服藥死亡

率下降幅度達到 42% 至 64% 之間。  

  
恢復中心 - 290 萬美元  

恢復中心旨在透過專業人士、同伴及志願者提供的多種服務而達到長期恢復的目的，這

些服務為恢復中的人群提供鼓勵及支持。恢復中心提供技能學習課程、支持小組、轉介

服務、戒酒活動及康樂計畫等。這些服務旨在讓處於成癮恢復期的人群自我負責，同時

考慮自身、家庭及社區的需求。  

  
預防聯盟 - 140 萬美元  

基於社區的藥物使用預防聯盟彙集多元化的社區利益相關者，幫助實施及維持有效並符

合本地需求的藥物使用預防策略。該聯盟由州阿片類藥物響應提供資金，今後將會與帝

國州減貧計畫 (Empire State Poverty Reduction Initiative, ESPRI) 進一步整合，以在高

風險社區中建設更多的本地資源，有效解決成癮健康差距的問題。  

  
親子正面管教課程 - 938,000 美元 

親子正面管教是一項為家庭提供支持的預防計畫，可為家長或照顧人員提供清晰的策

略，響應兒童需求的同時應助其保持冷靜。這項課程可以促進健康的親子關係，幫助兒

童學習及應對成長中出現的各類重大問題。這個課程可以顯著降低青少年的危險行為，

如藥物使用及青少年犯罪等，亦可促進正面的社會行為及心理健康。課程能夠有效地緩

解家長抑鬱、壓力、焦慮及家庭衝突，促進積極的家庭溝通。  

  
自就任起，葛謨州長即已制定積極、多角的方法來處理阿片類藥物的問題，並建立起引

領全國，持續性的成癮戒護工作，包括全面預防、治療和復原等服務。為了抗擊這種氾



 

 

濫的局面，州長已開展工作增加提供傳統服務，包括危機服務、住院護理，此外還有門

診治療、住宿治療計畫、藥物輔助治療、移動治療以及交通服務。  

  
2016 年，葛謨州長設立的海洛因工作組 (Heroin Task Force) 建議提供新的非傳統服

務，包括康復中心、青少年俱樂部、增加同輩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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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幫助有需求的民眾在

其居住地點就近獲得治療服務。  

  
州長已推行立法改革和法規改革，取締諸多保險限制條件以便民眾更快獲得治療，此外

還立法把最常見阿片類處方藥的給藥量從 30 天減少至 7 天，並立法為開處方藥的人員

增加培訓和教育。葛謨州長還採取措施打擊患者中介交易和欺詐性的成癮治療服務。  

  
州長還開展工作增加與納洛酮相關的培訓和供應量，紐約州境內 42 多萬人因此獲得培

訓，並配備阿片類藥物過量逆轉藥物。利用葛謨州長實施的這些措施，紐約州各地的藥

局如今不必根據處方就能提供納洛酮。  

  
正在與成癮問題作鬥爭的紐約人或其親人可以尋獲幫助和希望，請撥打本州提供的希望

熱線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免費電話 1-877-8-HOPENY (1-877-846-7369) 或發短訊至 

HOPENY（短代碼為 467369）。  

 
目前可用的成癮治療服務包括：危機處理/戒瘾、住院治療、社區住宿或門診看護，可使

用 FindAddictionTreatment.ny.gov 上的紐約州酒精與物質濫用服務辦公室治療機會面板 

(Treatment Availability Dashboard) 查找，或透過 紐約州成癮服務和支援辦公室網站查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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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