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2 月 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900 多萬美元聯邦預留資金用於在紐約州擴大阿片類藥物成癮

治療服務   

  

撥款  570 萬美元用於幫助紐約民眾獲得藥物輔助治療  (Medication Assisted 

Treatment, MAT)  

  

210 萬美元用於在高需求地區建造五個新的成癮康復中心   

  

130 多萬美元將為專科治療和康復計畫帶來福利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預留  900 多萬美元聯邦資金用於在全州擴大阿片類藥

物成癮治療服務。這筆資金包括  570 萬美元用於擴大藥物輔助治療、210 萬美元

用於在高需求地區建造新的康復中心、130 多萬美元用於進行專科治療和開展康復

項目。這些項目由《全州阿片類藥物響應基金  (State Opioid Response Grant)》 

進行資助，這一資金由毒品濫用和精神健康服務管理局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進行管理。  

 

「在阿片類藥物流行病對全州社區持續造成影響之時，我們正如承諾過的一樣致力

於對項目進行擴大和改進，從而能夠提供關鍵的治療選擇，」州長葛謨表示。

「我們將繼續嚴厲打擊這一危機，並確保有需求的紐約民眾能夠享受到這些可挽救

生命的服務。」   

  

「全州無數個受成癮問題影響的家庭向我反映情況。」海洛因和阿片類藥物工作

組  (Heroin and Opioid Task Force) 副組長兼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種流行病過早地奪走了太多人的生命，我們拒絕置身事外，眼看它繼

續氾濫。紐約利用這筆投資鞏固我們做出的堅定承諾，抗擊這場危機並幫助正在康

復中的民眾。」   

  



 

 

「這一資金對我們在全州社區範圍內解決成癮問題非常關鍵，」紐約州酒精與藥

物濫用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OASAS) 

主任阿爾林·岡薩雷斯-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Sánchez) 表示。「這些項目將建

立在紐約已經開展並處於全國領先地位的工作基礎上，從而能夠提供更多服務、  

挽救更多生命。」   

  

獲得撥款的有以下項目：  

  

•  390 萬美元用於擴大服務範圍，包括在以下  26 個郡內僱用可開丁丙諾啡處

方的機構或與其簽訂合同：  卡特羅格斯  (Cattaraugus)、阿爾蓋尼 

(Allegany)、斯圖本 (Steuben)、希芒  (Chemung)、斯凱勒 (Schuyler)、塞內卡 

(Seneca)、利文斯頓  (Livingston)、懷俄明  (Wyoming)、奧爾良  (Orleans)、 

希南戈 (Chenango)、路易斯 (Lewis)、圣勞倫斯  (St. Lawrence)、富蘭克林  

(Franklin)、克林頓 (Clinton)、埃塞克斯 (Essex)、漢密爾頓 (Hamilton)、沃倫 

(Warren)、富爾頓 (Fulton)、華盛頓  (Washington)、倫斯勒  (Rensselaer)、  

奧爾巴尼 (Albany)、斯科哈里 (Schoharie)、特拉華 (Delaware)、帕特南 

(Putnam)、韋斯切斯特  (Westchester) 和羅克蘭 (Rockland)。每個郡都有發展

資源和服務的靈活性，從而能在郡內解決特定的需求問題。服務包括移動治

療服務、增加同輩作用、遠程治療、加強開處方機構的能力或其他服務。  

  

•  透過《申请程序  (Request for Applications, RFA)》申請到  218.7 萬美元用於

在高需求地區建造五個新的成癮康復中心：  每個中心將收到  8.75 萬美元的

啟動資金和  35 萬美元的運營資金。《申請程序》將於  2018 年  12 月  4 日

開放競標。競標結果將於  2019 年  1 月 2 日公佈。  有意向的單位可點擊此

處查看《申請程序》。  

  

•  150 萬美元將撥發給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開放的中心，用於僱用可開

丁丙諾啡處方的機構或與其簽訂合同：  預計這一舉措能使至少一千名新病

人使用到丁丙諾啡。  

  

•  60 萬美元將用於交通強化計畫：  資金將分發給多個項目，這些項目向在社

區內尋求治療的個人提供交通服務。在這一資金的幫助下，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拯救邁克爾  (Save the Michaels) 將得到對其創新項目

支持，從而把從法庭轉到治療過程中的紐約民眾聯繫起來，並為其提供交通

服務。 

  

•  30 萬美元將用於開展尊敬、平等、富有同情心的衛生護理  (Respectable 

Equitable Accessible Compassionate Healthcare, REACH) 初級護理實踐項

目：  尊敬、平等、富有同情心的衛生護理將與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

辦公室在《全州阿片類藥物響應基金》上進行合作，從而在紐約州南部  

https://www.oasas.ny.gov/procurements/documents/Recovery-Center-RFA.pdf
https://www.oasas.ny.gov/procurements/documents/Recovery-Center-RFA.pdf


 

 

(Southern Tier Region) 農村地區擴大藥物輔助治療工作予以支持。申請的資

金將對 217 個病人的藥物輔助治療開銷提供  12 個月的支持。  

  

•  30 萬美元用於專門的同輩服務項目：  這一項目將針對刑滿后回到紐約市社

區的個人開展，並能滿足康復、藥物濫用和精神健康服務，以及全面服務等

重回社區服務。同輩將為重回社區的個人提供支持，包括幫助他們制定康復

計畫、技能發展計畫以及培訓服務。  

  

•  25 萬美元用於與成癮戒斷中心合作：其將為治療機構提供發展和測試所用

工具，使其能用來對治療進度進行評估，並為濫用阿片類藥物和濫用其他藥

物的人們提供更優質的護理。  

  

•  20 萬美元用於對成癮戒斷應急響應人員提供培訓  緊急醫療服務局和創傷體

系  (Bureau of EMS and Trauma Systems) 將為培訓紐約州緊急醫療服務機構

設計課程，從而教授他們如何應對阿片類藥物或其他藥物中毒的個人。這一

項目將由地區緊急管理機構  (Reg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設計。 

  

美國參議員查理斯  E. 蘇默  (Charles E. Schumer) 表示，「阿片類藥物流行病需要

全體工作人員參與其中，也需要上述全部措施，即透過毒品濫用和精神健康服務管

理局與聯邦投資和紐約州預防和治療強效項目合作。我們預留的這一關鍵聯邦資金

是紐約州應對致命的阿片類藥物危機的又一重要工作。我將繼續在議會爭取投資，

從而能夠使我們州擺脫這一折磨。」   

  

國會議員艾略特·恩格爾  (Eliot Engel) 表示，「葛謨州長已經讓紐約成為全國開展

預防和治療阿片類藥物成癮問題的領先州，  從而率先制定出創新的解決方案使紐

約民眾獲得其迫切需要的支持。這一資金將對我們長期以來在社區中對抗阿片類藥

物流行病的工作起到促進和激勵作用，從而幫助我們挽救生命。」   

  

國會女議員妮塔  M. 洛韋  (Nita M. Lowey) 表示，「阿片類藥物危機已經摧毀了全

國和全州的社區。這就是為什麼在紐約我們要採取大力的強效措施去對抗阿片類藥

物危機，並對長期以來受毒癮折磨的紐約民眾提供援助。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  

紐約已在擴大阿片類藥物服務的工作上取得了重大進展，從而能夠挽救生命。作為

眾議院撥款委員會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的領導，我很欣慰能夠預留住

這筆聯邦資金，其將確保全州的人們能夠持續享受阿片類成癮戒斷服務。我期待國

會  (Congress) 能夠為紐約發放更多的重要資源。」   

  

國會議員吉拉德·納德勒  (Jerrold Nadler) 先生表示，「不幸的是，阿片類藥物流行

病已經在紐約州的社區中造成了上海。這一重要的聯邦資金將提供必要服務以幫助



 

 

紐約民眾結束期毒癮並開始康復之路。感謝州長和州政府設立了這些項目，並為需

要幫助對抗阿片類藥物流行病的人們提供護理。」   

  

國會議員喬·克勞利  (Joe Crowley) 表示，「阿片類藥物危機對包括紐約在內的全

國家庭和社區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聯邦為我們州在服務、護理機構和培訓上增加

了資金，從而為受這一疾病折磨的人們提供幫助，這對於幫助他們進行康復非常重

要。我們必須竭盡全力終結這一流行病。」   

  

國會議員布萊恩·希金斯  (Brian Higgins) 表示，「這筆資金將幫助治療毒癮、支持

個人和家庭進行康復增加所需資源，投放的資金也包括對紐約州西部地區的拯救全

球的邁克爾  (Save the Michaels of the World) 的支持。」   

  

國會女議員伊薇特  D. 克拉克  (Yvette D. Clarke) 表示，「阿片類藥物危機是我們社

區的毒害。葛謨州長堅定不移的承諾為治療和預防服務進行投資，對此我表示稱

讚。這些聯邦投資將有助於我們開展下一步工作，並提供更好的資源以對抗毒

癮。」  

  

國會議員保羅·唐科  (Paul Tonko) 表示，「多年來美國有毒癮流行病的人並未受到

治療，數十萬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從而對無數社區和經濟造成了損害。每週都有選

民來訴說他們因遭受毒癮而收到折磨和損失的故事。我在國會中工作多年，為幫助

各州擴大科學治療手段以對抗這一惡劣的疾病預留聯邦資金。今年初我們終於有所

突破，但是如果沒有葛謨州長和其他人對這筆迫切被需要的資金進行分配，這一來

之不易的進程就對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和全州的紐約民眾毫無意義。」   

  

參議會醫療委員會  (Senate Health Committee) 主席兼參議員肯普·阿儂  (Kemp 

Hannon) 表示，「這些最新發放的資金將透過對全州遭受阿片類藥物毒癮折磨的

人們予以支持從而造成巨大影響。我對州長和主任做出的這些戰略性投資表示稱

讚。」  

  

參議院酒精與物質濫用常務委員會  (Senate Standing Committee on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兼參議員喬治·阿米多瑞  (George Amedore) 表示，「各級

政府進行合作以對抗紐約面臨的毒癮問題非常重要。這些聯邦資金將使我們繼續開

展我們的工作，從而確保我們在全州的每個社區都能提供完善的治療和康復服

務。」  

  

眾議院酒精與藥物濫用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Alcoholism and Drug 

Abuse) 兼眾議員琳達  B. 羅森薩爾  (Linda B. Rosenthal) 表示，「在紐約州解決藥

物濫用流行病等根深蒂固的危機時，最大化的利用好每個渠道的資金非常重要。  

聯邦新發放的這筆資金是幫助我們滿足紐約民眾對多種預防、治療和康復選擇需求

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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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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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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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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