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5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初級護理診所和醫院急診部門撥款  525 萬美元，用於便捷藥物輔

助治療  (MEDICATION ASSISTED TREATMENT, MAT) 服務並擴大其受眾面   

  

350 萬美元用於在獲得聯邦資質醫療中心  (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s, 

FQHCs) 提供藥物輔助治療和相關服務   

  

175 萬美元用於在醫院急診部門促進引入丁丙諾菲  (Buprenorphine) 的進程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為醫院金針部門和初級護理診所撥款  525 萬美元，  

用於便捷藥物輔助治療服務並擴大其受眾面這筆資金由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

辦公室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OASAS) 審核一列申請

後發放，資金來自於藥物濫用和精神健康服務部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  

  

「紐約州承諾會保障每個受藥物濫用折磨的紐約民眾能夠接受其所需的毒癮治療和

支持，」葛謨州長表示。「這筆重要的資金將鞏固全州能夠挽救生命的服務，  

並幫助我們延續我們長期以來對康復人群恢復的支持工作。」   

  

「這筆資金使我們對抗阿片類藥物氾濫的戰略核心，其保障了更多的紐約民眾能夠

享受到期所需的護理，」紐約州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濫用工作組  (NYS Heroin and 

Opioid Abuse Task Force) 副主席兼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參加今天

的活動時表示。「全州有無數家庭都目睹了毒癮造成的悲慘後果。在紐約州酒精

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和藥物濫用和精神健康服務部的支持下，各地區的健康照料

提供方現在會擴大藥物治療和有效策略的受眾面，從而能夠挽救生命。」   

  

提供藥物輔助治療需要把藥物和教育、問診和 /或行為療法適當結合起來，從而對

藥物濫用者進行治療。藥物輔助治療在紐約是阿片類藥物濫用  (opioid use disorder, 

OUD) 的標準療法，安全又有效。   

  

「獲得適合的治療能夠改變一個人的生命，對完成恢復也很重要，」紐約州酒精

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主任艾琳娜·崗薩雷斯 -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Sánchez) 

表示，「這些獎金將火大對重要護理服務的使用，並使對抗毒癮的人獲得所需藥

物，從而幫助他們成功戒毒並過上幸福充實的生活。」   



  

「在這些項目的幫助下，紐約州正在繼續為染上毒癮的人們擴大機會，以獲得其所

需的服務，」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NYS DOH) 廳長「為初級護理診所和醫院金針部門提供治療

毒癮的藥物是幫助人們開始恢復的安全有效的方法。」   

  

今天宣佈的項目是由紐約州藥物濫用和精神健康服務部獲得的撥款資助的，該機構

是聯邦部門。這些項目補充了其他全州工作並對其進行了擴充，如位於全州的  12 

個吸毒衛生中心，這些中心由紐約州吸毒人士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Drug User 

Health) 艾滋病機構 (AIDS Institute) 運營。這些中心加大了一系列包括藥物輔助治

療在內的適當衛生、精神健康和毒癮服務的可用性和便利性。   

  

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為聯邦資質醫療中心發放了十筆，每筆  35 萬美

元的款項，用於幫助這些中心建立阿片類藥物濫用服務，包括加強開藥方能力、  

問診、行為療法和恢復支持。員工將接受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批準的所有三種毒癮藥物使用的培訓。一筆撥款將發放給帝國

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10 個區域內的聯邦資質醫療中心。聯邦資

質醫療中心至少要與一家由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認證的機構合作才能

取得撥款。以下聯邦資質醫療中心被選中獲得獎金，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

公室認證的提供方羅列在括號中。   

  

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  斯克內克塔迪家庭衛生服務家鄉健康中心  (Schenectady Family Health 

Services Hometown Health Centers)（針葉園 (Conifer Park)）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Y)  

•  東山家庭醫療有限責任公司  (East Hill Family Medical Inc.)（酒精與毒品保密

援助 (Confidential Help for Alcohol and Drugs)）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橡木園衛生機構  (Oak Orchard Health)（傑納西郡酒精與藥物濫用公司  

(Genesee Council on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長島聯邦資質醫療中心公司  (Long Island FQHC Inc.)（家庭與兒童協會  

(Family and Children's Association) 和家庭服務聯盟  (Family Service League)）  

  



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  哈德遜河衛生中心  (Hudson River HealthCare)（萊克星頓恢復中心  (Lexington 

Center for Recovery)）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  羅切斯特初級護理網絡  (Rochester Primary Care Network)（比肯中心  (The 

Beacon Center)）  

  

紐約市   

•  約瑟夫 P 阿達波家庭衛生中心  (Joseph P Addabbo Family Health Center)（萊

蕪可兒恢復中心  (RevCore Recovery Center)）  

•  拉卡薩得沙露得公司  (La Casa De Salud Inc.)（波多黎各監督、管理和經濟穩

定法案 (Puerto Rico Oversight,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Stability Act, 

PROMESA)）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五指湖移民健康護理項目公司  (The Finger Lakes Migrant Health Care Project, 

Inc.)（卡薩-特立尼替  (CASA-Trinity)）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Y)  

•  街區健康中心  (Neighborhood Health Center)（最佳自我行為健康  (Best Self 

Behavioral Health) 和永久健康 (Evergreen Health)）  

  

此外，正在發放五筆撥款，每筆  35 萬美元，用於增加丁丙諾菲的可用性，並在急

救科用來治療成癮。急診部門將與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認證的門診病

人項目合作，從而教會急診部門員工使用藥物輔助治療，並培訓員工如何篩查和對

阿片類誤用的應對，培訓員工把同輩病人聯繫起來和以社區為基礎的治療提供方建

立聯繫。具有高需求的地區項目優先獲得獎金。這一工作建立在對紐約州衛生廳近

期提供的資金基礎上，其提供了  14 個當地衛生部門，每個部門的要求是要在其郡

內開展兩次提供方豁免培訓。   

  

下面急診部門項目被選中獲取撥款：   

  

長島地區   

• 長島社區醫院  (Long Island Community Hospital)  



• 美國猶太保健集團  (Northwell Health)  

• 拿騷南部社區醫院  (Long Island Community Hospital)  

  

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 艾倫維爾地區醫院  (Ellenville Regional Hospital)  

  

紐約市   

• 雅克比醫療中心  (Jacobi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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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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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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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透過紐約州酒精與物質濫

用服務辦公室網站查找。  

  

https://findaddictiontreatment.ny.gov/
https://www.oasas.ny.gov/treatment/index.cfm
https://www.oasas.ny.gov/treatment/index.cfm


請訪問 CombatAddiction.ny.gov 了解更多關於成癮問題的警示訊息、查看與獲取幫

助的途徑相關的資訊，並獲取資源用來了解如何促進與親朋好友以及社區開展成癮

問題對話。如需瞭解如何跟年輕人討論預防酒精或藥物使用，請造訪州政府開設的

從討論到預防  (Talk2Prevent) 網站。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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