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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撥款將近  800 萬美元設立外展計劃，用於為紐約老年民眾  

擴大精神健康、戒毒和養老服務。  

 
社區計劃旨在幫助老年人抵禦精神健康問題和藥物濫用問題  

 
2017 財年州預算為計劃提供資金支持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八家精神健康機構被選中透過『老年人合作關係創新』

(Partnership Innovation for Older Adults，PIOA) 計劃獲取  796 萬美元的資金。資金

接受方將設立社區計劃，用於識別年齡不低於  55 歲且因精神健康問題、藥物濫用

或老齡化相關問題而危及自身在社區中的獨立性或生存的成年人。  

 

「紐約民眾在困難時刻相互幫助，這筆資金將幫助我們一些最弱勢的居民獲得需要

的服務和關愛，」葛謨州長表示。「此舉朝著為全體民眾建設更加強大、更健康

的紐約又邁出了一步。」  

 

該計劃還將開展流動外展，用來尋找有風險並且目前未連接服務傳送系統的個人，

或難以獲取所需服務的個人。該計劃預計在今後五年共接觸  6,000 個紐約老年民眾。  

 

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OMH) 主任安·莎莉文  (Ann Sullivan) 博

士表示，「變老並不輕鬆，當人們面對行為健康問題，例如藥物濫用或抑鬱症，

衰老過程會感覺非常孤獨。我們想確保沒有人被迫獨自面對自己的未來。參加該計

劃的三家機構提供幾百項不同的服務，我們決心幫助上千個紐約老年民眾取得其需

要的服務。」 

 

紐約州酗酒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主任艾琳·崗薩雷斯-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

Sánchez) 表示，「老年人常遭受用藥紊亂的困擾，這伴隨精神健康問題，而老齡

化帶來的問題讓這些疾病變得複雜化。我們透過這項協同工作開展合作，從而更好

地服務於需要這些重要服務的紐約老年民眾。」  

 

紐約州老年人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the Aging) 代理主任格雷格·奧爾

森  (Greg Olsen) 表示，「我讚賞葛謨州長發揮領導力，率先把身體健康和行為健

康與社區服務結合起來。遺憾的是，老年人通常還承受著精神健康問題和藥物濫用



問題，紐約率先發展創新模式用來為人們提供全面服務，這能給老年人及其家庭帶

來積極的影響。」  

 

這些機構在  5 年期限內分別將獲得大約  100 萬美元的撥款。  

 

撥款計劃按地區列示如下：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皇后縣 (Queens County)： 

 

法拉盛醫院醫療中心  (Flushing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的第三方合作夥伴包括  

Arms Acres 勒戒所和紐約市老年人服務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for the Aging)。

該計劃打算部署協作策略來增加行為健康服務和老年服務的覆蓋面，這些策略利用

外展服務和遠距醫療技術識別並聯繫有風險的個人。其中一項策略是流動醫療  

(Mobile Health) 服務車，配備醫術精湛的臨床醫生提供流動外展服務和醫院外服務。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拿騷縣 (Nassau)：  

 

拿騷縣中部指導與咨詢服務機構  (Central Nassau Guidance & Counseling Service) 

的第三方合作夥伴包括家庭與兒童協會  (Family & Children’s Association) 和拿騷縣

老年人服務辦公室  (Nassau County Office for the Aging)。他們的計劃『老年聯動項

目』(Link-Age Project) 將利用診療協調保障整合老年群體需要的服務，其中黑人裔

和西班牙裔老年人占  40% 的比例。除了合作提供的服務，該計劃還將把老年人獲

取超過 75 家合作機構提供的多項服務。  

 

哈德遜河谷地區  (Hudson Valley)  

 

奧蘭治縣 (Orange County)： 

 

奧蘭治縣精神健康局  (Orange County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的第三方合作

夥伴包括奧蘭治縣天主教慈善會  (Catholic Charities of Orange County) 和奧蘭治縣

老年人服務辦公室  (Orange County Office for the Aging)。奧蘭治縣精神健康局計劃

設立服務交付基層機構，該基層機構將設立老年人團隊用來向各機構培訓互動策略，

從而最大程度增加與現有服務的聯繫。合作機構還將協助在奧蘭治縣境內建立遠程

精神病治療網絡，並制定計劃向外展團隊培訓文化能力、自殺預防、以及行為醫療

需求和基本醫療需求篩選。  

 

普特南縣 (Putnam County)： 

 

普特南縣家庭與社區服務機構  (Putnam Family & Community Services) 的第三方



合作夥伴包括普特南縣老年人資源服務辦公室  (Putnam County Office for Senior 

Resources) 和普特南縣酗酒與其他藥物依賴性國家委員會  (National Council on 

Alcoholism & Other Drug Dependencies/Putnam)。合作機構將聘用有執照的臨床社

工對老年人實施評估、診斷、治療；聘用護理經理確認並提供具體的服務，以及處

理社會健康決定因素；聘用康復教練識別並解決藥物濫用問題；確認護理時間和精

神病治療時間。  

 

阿爾斯特縣  (Ulster County)：  

 

家庭健康機構  (Institute for Family Health) 的第三方合作夥伴包括阿爾斯特縣老年

人服務辦公室  (Ulster County Office for the Aging) 和一站式兒童與家庭戒癮服務指

導中心 (Step One Child & Family Guidance Center Addiction Services)。目標是設立

並維持流動外展、護理引導、遠距醫療計劃，用來擴大對老年人的服務範圍。該地

區多山，主要是鄉村，以多座小鎮和村莊為特征，老年群體在這裡難以獲得重要的

醫療護理服務和社會服務。  

 

威徹斯特縣  (Westchester County)： 

 

威徹斯特縣家庭服務機構  (Family Services of Westchester) 的第三方合作夥伴包

括威徹斯特縣老年計劃局  (Westchester County Department of Senior Programs and 

Services) 和列克星敦康復中心  (Lexington Center for Recovery)。該機構計劃為威徹

斯特縣的老年人提供流動外展服務和醫院外服務，包括遠程醫療干預，目標是減少

未獲治療的行為健康問題以及未解決的老齡問題伴隨的孤立和衰退。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County)： 

 

奧農達加縣成年人與長期護理服務局  (Onondaga County Department of Adult & 

Long Term Care Services)（包括該縣的老年人服務局  (Department for the Aging)）

將與自由資源社會服務組織  (Liberty Resources) 以及錫拉丘茲縣行為健康機構  

(Syracuse Behavioral Health) 合作，把服務擴展至不同的老年人群體。他們的計劃

『老年人健康與資源合作項目』(Senior Health and Resource Partnership Project) 設

法提高養老服務和行為健康服務的整合度，並解除服務可及性的自然障礙和人為障

礙，諸如英語流利度限制、文化習俗、認知障礙、身體傷殘、貧困、感知到的羞愧

感、孤立。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尼亞加拉縣  (Niagara County)：  

 
尼亞加拉縣精神健康局  (Niagara County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的第三方合



作夥伴包括尼亞加拉縣老年人服務辦公室  (Niagara County Office for the Aging) 和北

點委員會 (Northpointe Council)。該計劃將設立由行為健康與養老服務機構組成的

強大互聯網絡，利用其他現有的支持滿足尼亞加拉縣高危老年人的需求。該計劃將

啟用社區病例管理人員和流動老年人臨床專員，以確保接觸孤立的個人，以及因文

化信仰或恥辱感而抗拒接觸外界的人。  

 

如需了解更多關於精神健康辦公室提供的各項老年計劃的信息，並聯繫已執行的老

年人合作關係創新計劃，請訪問此處。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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