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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撥款超過  2,500 萬美元聯邦資金用於解決紐約州阿片類藥物危機  

 

另有  19 個郡將收到全州專項響應基金，用於支持預防成癮、  

治療和康復服務的擴大工作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將透過《阿片類藥物全州專項響應基金撥款  (Opioid 

State Targeted Response Grant)》從聯邦基金中撥款  2,520 萬美元，用於對抗擊阿

片類藥物危機的關鍵計畫進行擴展。紐約州在第二年被授予這一獎勵，另選出  19 

個郡接受了這一撥款。資金將分配給全州提供預防、治療和康復服務的高需求地

區，用於增加治療機會，減少未滿足的需求和因服藥過量而導致的死亡。  

 

「阿片類藥物危機給家庭和整個社區帶來破壞，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對抗這一對紐

約民眾產生的真正威脅，」州長葛謨說。「我們繼續領導全國為挽救生命實施有

效的新措施，這是非常重要的。這筆資金將為受毒癮折磨的人提供他們急需的擴

展服務和治療。」  

 

「這筆重要的聯邦資金將在全州範圍內對抗擊阿片類藥物流行病做出重大影

響，」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濫用問題工作組  (Heroin and Opioid Abuse Task 

Force) 副組長兼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超過 2,500 萬美元

資金將分配到另外  19 個郡中為其提供重要資源，為抗擊毒癮的個人增加接受治

療和康復服務的機會。在紐約，我們為預防成癮和支持康復積極工作。我們將堅

持工作直到那些造成這一危機的人擔負其應盡的責任，以及全體紐約民眾都有享

受康復機會為止，從而令他們過上更優質更健康的生活。」  

 

《阿片類藥物全州專項響應基金撥款》的資金由毒品濫用和精神健康服務管理局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 進行管理。

去年，有 16 個郡收到了這一撥款。今年，另有  19 個郡被確認為高需求地區，  

撥款發放的第二年共有  35 個郡得到支持。根據阿片類藥物過量死亡人數、阿片

類藥物住院治療人數、離開所在郡獲取成癮治療服務的居民人數，新增獲得資金

的各郡被認定為具備高需求要求。  

 



 

 

在第二年撥款中獲得資金的  19 個郡有：薩福克 (Suffolk)、布魯姆 (Broome)、 

奧奈達 (Oneida)、奧林奇  (Orange)、布朗克斯  (Bronx)、科特蘭  (Cortland)、斯克

內克塔迪 (Schenectady)、門羅 (Monroe)、里士滿 (Richmond)、杰納西 

(Genesee)、拿騷 (Nassau)、哥倫比亞 (Columbia)、金斯 (Kings)、赫基默 

(Herkimer)、紐約 (New York)、奧齊戈 (Otsego)、達奇斯 (Dutchess)、皇后 

(Queens)、和韋恩 (Wayne)。這些郡將共同享有超過  1,500 萬美元撥款，用於透過

各項計畫增加治療機會，這些機會包括擴大的流動治療、遠程治療或對等服務。  

 

下列地區獲得資金：  

 

首都地區  (Capital Region) (斯克內克塔迪郡和哥倫比亞郡 ) 

•  New Choices Recovery Center - 1,042,356 美元  

•  Twin County Recovery Services, Inc. - 642,356 美元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和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科特蘭郡、  

奧奈達郡、奧齊戈郡和赫基默郡 ) 

•  Family Counseling Services of Cortland County, Inc. - 1,250,000 美元 

•  Syracuse Brick House - 1,052,310 美元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門羅郡、韋恩郡和杰納西郡 ) 

•  Delphi Drug and Alcohol Council, Inc. - 700,000 美元 

•  Genesee Council on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Inc. - 650,000  

美元  

•  Wayne County Community Services Board - 700,000 美元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拿騷郡和薩福克郡) 

•  Family Service League - 1,246,990 美元 

•  Central Nassau Guidance - 1,250,000 美元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達奇斯郡和奧林奇郡) 

•  Lexington Recovery Center - 100,000 美元 



 

 

•  Catholic Charities Community Services of Orange and Sullivan - 982,356 

美元  

 

紐約市  (紐約郡、布朗克斯郡、金斯郡、皇后郡和里士滿郡 ) 

•  Palladia/SUS - 1,248,493 美元 

•  VIP - 197,548 美元 

•  New York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 1,345,255 美元 

•  Elmcor - 1,000,000 美元 

•  Resource Counseling Center - 500,000 美元 

•  Community Health Action of Staten Island - 250,000 美元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布魯姆郡) 

•  Addiction Center of Broome County - 1,145,674 美元 

 

此外，這些高需求郡將共同使用  130 萬美元資金為當地教管所和州假釋違反者機

構為病患擴大藥物輔助治療和過渡治療。  

 

《全州專項響應》計畫還包括對高需求各郡以外項目的資助：  

 

•  為服務匱乏、無法接受服務的青年及其他高危人群提供循證預防服務  

- 耗資  1,114,714 美元 

•  向居住在紐約市避難所和長期支持性住房的家庭開展《家庭強化項目  

(Strengthening Families Program)》- 耗資 65 萬美元  

•  為居民開展專項媒體宣傳互動，關注部落領地和拉美社區  - 耗資 

913,173 美元 

•  為應急先遣隊和其他可能的目擊者提供培訓，對服藥過量者予以確認

和回應，為其提供納洛酮  - 耗資 401,237 美元  

•  11 個現有紐約州衛生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NYSDOH) 艾滋病研究所衛生中心  (AIDS Institute Health Hubs) 和長島

地區的一家新中心提供治療阿片類藥物濫用的強化服務  - 耗資 

3,015,748 美元 

•  為印第安人社區建造一個新的康復中心  (Recovery Center) / 青年俱樂

部 (Youth Clubhouse) - 耗資  294,290 美元 

•  為全州青少年和青年設立和提供基礎設施支持，旨在為社區青年的康

復予以支持  - 耗資 589,325 美元 



 

 

 

今年的撥款將繼續實施第一年開展的計畫，包括擴大流動治療、遠程治療能力、

對等服務，以及藥物輔助治療。在撥款的第一年，下列  16 個郡被認定具備高需

求要求：奧斯威戈郡  (Oswego)、耶茨郡 (Yates)、卡尤加郡 (Cayuga)、格林郡 

(Greene)、泰奧加郡 (Tioga)、湯普金斯郡  (Tompkins)、傑斐遜郡  (Jefferson)、阿爾

斯特郡 (Ulster)、蘇利文郡  (Sullivan)、麥迪遜郡  (Madison)、伊利郡 (Erie)、奧農達

加郡 (Onondaga)、安大略郡 (Ontario)、薩拉托加郡  (Saratoga)、尼亞加拉郡  

(Niagara)、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  

 

紐約州酒精和物質濫用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NYS OASAS) 主任阿爾林·岡薩雷斯-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Sánchez) 表示，「在第一年撥款資金的幫助下，我們在紐約擴大和改

進了重要計畫的實施。我們期待今年能為更多的社區做出這些成果。這筆資金使

我們能夠對重要的預防、治療和康復計畫予以支持，從而繼續葛謨州長對抗成癮

的願景，這也將使更多的紐約民眾能夠在離他們最近的地方享受到所需服務。」  

 

國會議員艾略特·恩格爾  (Eliot Engel) 表示，「阿片類藥物危機已蔓延到我們州的

每一個角落，需要我們迅速採取措施。我很高興葛謨州長再次解決了這一問題。

這些聯邦資金將在紐約增加治療機會，降低服藥過量的幾率。」  

 

國會女議員尼特·羅伊 (Nita Lowey) 表示，「美國的阿片類藥物流行病是我們這個

時期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之一，它在紐約摧毀生命、離散家庭，並對社區造成

破壞。這些聯邦投資活動是必要的大膽舉措，其為紐約提供了必要資源，使全州

都能大力的打擊、治療和預防阿片類藥物的成癮問題。作為眾議院撥款委員會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的首席成員，我的職責是對聯邦資金的發放進行

監管。我很驕傲能夠預留這些聯邦資金，用於進一步擴大投資力度，從而保護我

們的社區和挽救生命。」  

 

國會議員約瑟  E. 賽拉諾  (José E. Serrano) 表示，「紐約州在抗擊破壞國家的阿

片類藥物流行病的過程中已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是還有很多待完成的工作。  

這筆聯邦資金將有助於急需幫助的社區在對抗藥物濫用的進程中取得進展，確保

受毒癮折磨的人群能夠接受到所需的治療、支持和其他資源。我很驕傲能與葛謨

州長一起宣佈這些聯邦撥款，為所有人把紐約建設的更健康更安全。」  

 

國會議員保羅·唐科  (Paul Tonko) 表示，「抗擊阿片類藥物危機波切需要預防、  

治療和康復服務。我很自豪能在國會  (Congress) 中帶領毒品濫用和精神健康服務

管理局爭取到這筆資金，其透過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群給紐約民眾和我們的社區帶

來福祉。我們必須繼續採用循證手段以減少對阿片類藥物的依賴和過度服用，  

這些手段包括藥物輔助治療。」  

 



 

 

國會女議員格雷斯·蒙恩  (Grace Meng) 表示，「阿片類藥物流行病對我們國家造

成了持久的影響，使家庭分離。我們必須竭盡全力抗擊這一危機。這些聯邦資金

將為對抗阿片類藥物毒癮的紐約民眾提供關鍵的幫助。我對葛謨州長挽救生命的

工作表示稱讚。」  

 

自葛謨州長就任以來，他透過擴大治療項目等傳統服務範圍，為解決阿片類藥物

流行病創立了多管齊下的嚴厲手段，並提出了非傳統化的新服務，包括建立康復

中心和全天  24 小時開放的中心。州長還開展工作增加納洛酮的供應，紐約州境

內 30 多萬人因此接受培訓，從而對阿片類藥物過量逆轉藥物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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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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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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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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