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佈：2020 年 8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投資在紐約州擴展遠端成癮治療服務

所有地區經濟開發區的 33 家醫療機構獲得了撥款
跨行為健康計畫的遠端醫療服務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提供安全的醫療服務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撥款用於購買和安裝設備，以加強全州範圍內的遠端成癮
治療服務。擴大遠端治療能力，可以確保為那些否則將無法尋求治療的個人和家庭提供
關鍵的成癮治療服務。這項倡議的資金通過聯邦州阿片類藥物響應撥款 (State Opioid
Response Grant) 提供，由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 (Office of Addiction Services and
Supports, OASAS) 通過招標書 (Requests for Proposals) 程式管理。
「在繼續抗擊新冠肺炎 (COVID-19) 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繼續關注當前的阿片類藥物氾
濫問題，」葛謨州長表示。「這項對成癮治療服務的投資，將有助於確保服務不足的社
區獲得必要的資源，在我們抗擊成癮造成的致命禍害之際，擴大紐約民眾獲得通常可以
拯救生命的服務的機會。」
「在新冠肺炎疫情這一極其具有挑戰性和前所未有的時期，很多個人和家庭的壓力和焦
慮有所增加，一些人正在與成癮問題作鬥爭，」紐約州海洛因和阿片類藥物工作組
(NYS Heroin and Opioid Task Force) 副組長兼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
示，「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是，確保紐約民眾獲得所需的資源和服務以提供
幫助。這項投資在全州範圍內擴大遠端醫療服務，將為許多紐約民眾提供安全的醫療服
務。紐約州仍然致力於開展工作，為民眾提供健康和安全生活所需的護理、支持和治
療。」
紐約州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主任艾琳娜·崗薩雷斯-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Sánchez)
表示，「有了這筆資金，醫療機構將能夠購買設備，並立即提供全面的行為保健服務，
而不損害他們自己的健康和受照顧者的健康。在紐約州的成癮治療領域，遠端醫療從來
沒有像現在這樣重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利用遠端醫療服務作為一種安全手段，使個人和家庭接觸成癮治
療服務和支持。成癮服務與支持辦公室暫時對在疫情期間提供遠端醫療放棄了某些監管
要求。全國超過 600 個計畫站點獲得授權，通過使用電話和視頻技術來提供遠端醫療服
務。其中 500 個計畫通過緊急遠端醫療豁免和認證程式迅速獲得批准。

資金被授予紐約州所有地區經濟開發區的 33 個醫療機構。資金可用於購買：個人電
腦、軟體、顯示器、揚聲器、筆記型電腦、鍵盤或網路攝像頭。
撥款詳情如下：
郡

醫療機構名稱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奧爾巴尼郡 (Albany)
Promesa Camino Nuevo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奧斯維戈郡
法納姆家庭服務機構 (Farnham Family Services)
(Oswego)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五指湖地區諮詢與恢復機構 (Finger Lakes Area
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seling and Recovery Agency, FLACRA)
門羅郡 (Monroe)

斯特朗紀念醫院 (Strong Memorial Hospital)

門羅郡

霍普鄉 (Villa of Hope)

撥款金
額

15,000
美元
15,000
美元

14,995
美元
15,000
美元
14,999
美元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拿騷郡 (Nassau)

家庭和兒童協會 (Family and Children’s Association)

拿騷郡

查理斯埃文斯中心 (Charles Evans Center)

薩福克郡 (Suffolk)
薩福克郡

肯尼斯·彼得康復/廢墟重生中心 (Kenneth Peter's Center
for Recovery/ From the Ashes)
長島社區醫院/布魯克海文紀念醫院 (Long Island
Community Hospital/Brookhaven Memorial)

薩福克郡

石溪東長島醫院 (Stony Brook Eastern Long Island
Hospital)

拿騷郡

天寶集團 (Tempo Group)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4,627
美元
14,490
美元
14,873
美元
14,160
美元
7,920
美元
14,730
美元

哈德遜谷醫療聯盟、威徹斯特郡醫療公司、回歸之橋計畫
阿爾斯特郡 (Ulster) (Health Alliance of Hudson Valley Westchester County
Healthcare Corporation Bridge Back)
威徹斯特郡
列克星敦康復中心 (Lexington Center for Recovery)
(Westchester)
哈德遜谷中部地區威徹斯特醫療中心 - 轉捩點門診 (Mid達奇斯郡 (Dutchess) Hudson Valley Division of Westchester Medical CenterTurning Point Outpatient)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赫基蒙郡 (Herkimer) 燈塔中心 (Beacon Center)
奧奈達郡 (Oneida)

羅馬紀念醫院 (Rome Memorial Hospital)

15,000
美元
5,429
美元
15,000
美元

15,712
美元
15,000
美元

紐約市
皇后區 (Queens)
里士滿郡
(Richmond)
紐約
紐約
皇后區 (Queens)
紐約
皇后區
里士滿郡
(Richmond)
金斯郡 (Kings)
金斯郡
皇后區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15,500
美元
15,000
斯塔頓島卡米洛特機構 (Camelot of Staten Island)
美元
14,984
綜合醫療實踐中心 (Center for Comprehensive Health
美元
Practice)
MIH 體驗/我的希望 2020 機構 (MIH Experience/ My Hope 15,000
美元
2020)
14,938
新視野諮詢中心 (New Horizon Counseling Center)
美元
15,000
紐約治療社區 (NY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美元
15,000
外展發展公司 (Outreach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美元
7,430
項目接待機構 (Project Hospitality)
美元
14,699
恢復管理公司 (Restorative Management Corp)
美元
15,000
美元
房屋工程及衛生服務 (Housing Works Health Services)
財富協會 (The Fortune Society)
13,604
美元
布洛伊勒心理治療中心 (Bleuler Psychotherapy Center)

克林頓郡 (Clinton)

聖約瑟康復中心 (St Joseph's Rehabilitation Center)

14,300
美元

圣勞倫斯郡 (St.
Lawrence)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聖勞倫斯郡社區服務中心 (St. Lawrence County
Community Services)

15,000
美元

酒精和藥物濫用服務 (ADAS) 特拉華郡衛生局 (Alcohol
特拉華郡 (Delaware) and Drug Abuse Services-ADAS Delaware County
Department of Health)
湯普金斯郡
卡尤加成癮康復服務/伊薩卡阿爾法之家 (Cayuga
(Tompkins)
Addiction Recovery Services/Ithaca alpha House)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肖托夸郡
布魯克 - TLC 醫院系統 (Brooks-TLC Hospital System)
(Chautauqua)
伊利郡 (Erie)

長青醫療機構 (Evergreen Health)

15,000
美元
19,725
美元

12,469
美元
6,86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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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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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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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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