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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 CUOMO 簽署立法以打擊海洛因、
簽署立法以打擊海洛因、鴉片類藥物和處方藥濫用行為

州長 Andrew M. Cuomo 今日簽署立法，以打擊全州社區中日益氾濫的海洛因和鴉片類藥物濫用行
為。上週，州長和立法領袖就多項法案達成協定。該等法案包括新的計畫和保險改革來改善對海
洛因和鴉片類藥物成癮患者的治療選項；包括多種措施來加大處罰力度，並為執法機關提供更多
工具來打擊非法藥物售賣行為；包括多項條款來確保正確和安全地使用納洛酮；並支援增強的公
共意識宣傳活動以防止藥物濫用。在位於紐約州 Vestal 的賓漢姆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舉
辦的一場活動中，州長 Cuomo 簽署了該項立法，而這亦鞏固了本州為打擊海洛因所正在採取的行
政措施。
「海洛因業已成為全國各社區中的一大公共健康危機，但今日，紐約州正堅定地開展行動來扭轉
這股時疫的氾濫趨勢，」州長 Cuomo 說。「該立法鞏固了我們業已發起的行動，包括加強我們的
法律、改善治療支援、對毒販制定更嚴厲的處罰，以及就如何使用可拯救生命的抗服用過量藥物
對先遣救援人員和其他應急或執法機關進行訓練。我非常驕傲我們正在紐約州民眾最需要的時候
實施本次妥善而全面的應對行動，同時感謝幫助達成今日成果的諸多倡導者、社區領袖和當選官
員。」
本月早些時候，州長 Cuomo 宣佈採取一系列新措施，包括為州警察局社區掃毒執法隊(Community
Narcotics Enforcement Team)增添 100 名經驗豐富的調查員；開展新工作來為本州所有先遣救援部
門供應服用過量解毒劑 - 納洛酮；於所有公立學院和大學校園中啟動有針對性的意識宣傳活動。
作為該項活動的一部份，SUNY 和 CUNY 人員將會與州警察局合作，增強對海洛因和鴉片類藥物濫
用危害的認識。2011 年，州長簽署了《Good Samaritan 911》法律，對那些為遭受藥物服用過量
或其他危及生命的緊急醫療狀況的患者尋求醫療救助的個人提供保護，以免他們因某些藥物犯罪
而遭到起訴和逮捕。
參議院多數黨共同領袖 Dean Skelos 說：「該等新法律將會令本州再向前邁進一步，從而遏止海洛
因的氾濫趨勢，並幫助那些有癮的人員。我讚賞參議員 Boyle，身為參議院海洛因和鴉片類藥物成
癮聯合專責小組(Joint Task Force on Heroin and Opioid Addiction)的主席，他領導參議院致力於解決
該問題，同時感謝在全州舉辦的 18 場論壇上積極提供建議的所有成員和數百名參與者。藉由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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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助，紐約州正採取快速且果斷的行動來確保對那些受影響的人進行治療，並賦予執法機關所
需的工具來將海洛因和鴉片類藥物清掃出我們的街區。」
參議院多數黨共同領袖 Jeffrey D. Klein 說：「憑藉該等新法律，我們為那些與這種骯髒物質做鬥
爭的個人和家庭提供他們所需的援助，並採取積極主動的重要行動來於全紐約州剷除吸食和濫用
海洛因的頑疾。我讚賞州長 Cuomo 認識到，在與這種侵害我們的年輕人、家庭和社區的物質做鬥
爭的過程中，作為其他州的典範，我們紐約州需採取一種智慧且全面的方法來根除這一頑疾，以
免造成更多的傷痛和損害。」
眾議院議長 Sheldon Silver 說：「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地遏止海洛因和鴉片類藥物成癮禍患。它正在
侵蝕家庭。它削弱了社區，並正在讓本州付出慘痛的代價。透過今日簽署該立法，州長 Cuomo 發
出強烈訊號，紐約州正在向海洛因和鴉片類藥物濫用發起反擊。今年早些時候，眾議院舉行了一
系列圓桌會議，召集廣泛的倡導者和利益相關者共同探討成癮和濫用相關問題，並積極尋求解決
方案。今日簽署為法律的全面一攬子立法包括廣泛的教育和宣傳工作，以將藥物濫用扼殺在萌芽
階段，並提供所需的工具來為我們的家庭與社區帶來亟需的改觀。」
參議員 Tom Libous 說：「這套立法將會為執法機關、醫師和我們的學校提供所需的工具來拯救生
命。我們正採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來防止海洛因和鴉片類藥物對我們的朋友和家庭造成死亡和傷
害。透過教育及為成癮人員提供服務，我們能夠開始扭轉這種危險的趨勢。」
參議院海洛因和鴉片類藥物成癮聯合專責小組主席、參議員 Phil Boyle 說：「今日簽署法案彰顯出
在攜手面對危機時，政府能夠做些什麼。另外，在紐約州所面臨的危機中，海洛因和鴉片類藥物
濫用所造成的損害是最大的。」
參議員 Tom O'Mara 說：「我希望該等措施將會拯救生命，並保護我們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免於陷
入這種傷害巨大和致命的成癮。我感謝有此機會來與立法會同僚和州長共同達成一項快速行動，
以應對我們一直以來所面臨的最令人擔憂的公共健康和安全威脅。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就這一全
面的工作展開合作，努力於地區和全州範圍內拯救生命、改善社區安全，及防止更多與海洛因相
關的悲劇發生。」
眾議院酗酒和藥物濫用委員會(Assembly Alcoholism and Drug Abuse Committee)主席、眾議員
Steven Cymbrowitz 說：「要遏止我們正在紐約州中見到的令人擔憂的海洛因和鴉片類藥物濫用的
氾濫，恰需要我們今日所採取的這種多層面的協作應對行動。這是我們對陰險的敵人發動的一場
戰爭，我們已看到太多的傷亡者被抬出陣地，現在讓我們忍住悲傷，繼續戰鬥。不懈的努力促成
了該一攬子法案，而後續將會付出更多艱苦的工作並持續保持警覺，以確保我們履行自己的責
任，從各個角度全面解決海洛因和鴉片類藥物危機，並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適當的治療。」
眾議員 Donna Lupardo 女士說：「我非常驕傲能夠就這一非常重要的課題完成該項協同工作。州
長和立法會已迅速行動起來，改善治療選項、制定新的處罰措施，並顯著提升公共教育。身為眾
議院兒童與家庭委員會(Assembly Committee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的主席，我尤其對這種注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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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早期干預和增強個案管理的新型護理模式感到高興。」
Broome 郡郡長 Debbie Preston 說：「海洛因已成為藥物選擇，並正在較我們所見到的任何其他藥
物變得更致命，尤其是對我們的年輕人。我讚賞紐約州認識到該問題並採取措施，這不僅可改善
治療選項，而且可打擊那些非法售賣鴉片類藥丸，從而導致更多人對海洛因成癮的醫師與藥
師。」
「該完善的立法可協調和支援本州的資源，賦予全紐約州的 SUNY 學院和大學更多的工具來打擊
危險的藥物，並讓我們的學生和校園更安全，」SUNY 校長 Nancy L. Zimpher 說。「透過於賓漢姆
頓大學簽署該法案，州長 Cuomo 再度申明，紐約州學生的健康與安全是優先要務，在此我們感謝
他的出色領導。」
海洛因是一種成癮性極強的麻醉劑，吸食者中包括各種年齡段、種族和其他背景。吸食海洛因可
導致諸多的不良反應，其中包括過量吸食致死、感染丙型肝炎(Hepatitis C)和/或 HIV，及成癮和產
生依賴。除身體危害之外，吸食海洛因亦會危及到吸食者的社交生活 – 常常造成家庭、朋友和工
作關係緊張。
縱觀全國，吸食海洛因在近幾年已惡化至危險的高發程度。2013 年，單單紐約州便發生了 89,269
起與海洛因和處方鎮靜劑相關的入院治療案件，而 2004 年為 63,793 起。就在同期，毒品亦過度
影響到從 18 歲至 24 歲的紐約人。從全國來看，2012 年，據報道有多達 467,000 人吸食海洛因或
對海洛因產生依賴。
該一攬子法案包括下列條款：
改善措施來支援脫癮治療：
改善措施來支援脫癮治療：該立法包括下列條款來幫助支援對存在藥物成癮問題的個人進行治
療：
• 容許對需治療的個人加快上訴流程，並確保他們在上訴流程期間不會被拒絕護理。
• 要求保險公司採用經州酗酒和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OASAS)核准的、經認可的、基於證據的，且經同行審核的臨床審查標準
來對藥物治療的必要性做出決定，從而改善患者獲得護理的管道。這將會要求保險公司
始終如一地為患有藥物使用障礙之患者提供適當水平的治療。
• 確保由專精於行為健康和藥物使用的醫學專業人員對藥物治療的必要性做出決定。
• 制定一項新的示範計畫，以便設計一種新的護理模型，將無需採取院內解毒，但仍需治
療的患者轉至適當的服務機構。該計畫將提供替代的短期社區治療，避免不必要的急診
室成本，並讓 OASAS 能夠研究新方法的效用，以解決藥物成癮個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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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 OASAS 創造一種綜合性服務示範計畫，為青少年和成人在成功完成一項治療計畫最
長九個月後提供服務。該等服務將以可解決教育、法律、財務、社交、兒童護理及其他
支援需求的個案管理服務的方式提供。該等服務將有助於康復的患者改善其生活品質，
並顯著降低重蹈覆轍的可能性。
• 作為「需監管人士」(Person In Need of Supervision, PINS)轉移服務的一部份，可由經
OASAS 認證的服務提供商對自稱患有藥物使用障礙（或會令該名年輕人成為他自己或她
自己或其他人的危險因素）之年輕人進行評估。

出臺新處罰措施來幫助打擊非法藥物販賣：
出臺新處罰措施來幫助打擊非法藥物販賣：該立法包括下列條款來讓本州和執法機關能夠更有力
地打擊海洛因、鴉片類藥物和非法處方藥販賣：
• 在刑法中建立一條新罪行 -「與受管控物質相關的欺詐與欺騙」來遏制逛醫師行為，將
個人透過假冒為醫師或藥師，或透過出示偽造處方來獲得或試圖獲得受管控藥物或處方
藥的行為認定為違法。
• 將「從業者或藥師非法販賣受管控物質處方或受管控物質」新增為一項指定犯罪以獲得
竊聽令，並將該項犯罪新增為「犯罪行為」以對企業腐敗案提起上訴。透過該等微小，
但意義重大的改革，執法機關和檢察官將能夠利用竊聽令來進一步全面調查涉及販賣受
管控物質的犯罪，同時讓執法機關能夠進一步對與在紐約州中非法販賣處方藥相關的有
組織活動提起上訴。
• 授權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 DOH)下屬的麻醉藥執法局(Bureau of Narcotic
Enforcement)擴大獲得犯罪記錄的管道，以協助其對不法的開處方者和配藥者開展調
查。
• 加大對藥師或從業者非法販賣受管控物質的處罰力度，將該罪行定為 C 級重罪。

改善對納洛酮抗服用過量套包的獲取管道來幫助拯救生命：
改善對納洛酮抗服用過量套包的獲取管道來幫助拯救生命：該立法包括下列條款來改善服用過量
解毒劑 - 納洛酮的獲取管道，並確保其正確使用和注射：
• 要求所有納洛酮抗服用過量套包中必須包含寫有重要資訊的資訊卡，上註明如何識別服
用過量的症狀；需採取哪些步驟，包括呼叫先遣救援人員；及如何透過 OASAS 獲得服
務。
• 可更便利地獲取納洛酮。如今，健康護理專業人士可透過非患者專用藥方來開這種可拯
救生命的藥物，即是說，每名警員或其他先遣救援人員將會更便利地獲取這種拯救生命
的藥物。另外，醫師將能夠運用其專業經驗向有需要之任何人配發納洛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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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公共教育宣傳以防止鴉片類藥物和海洛因濫用：
擴大公共教育宣傳以防止鴉片類藥物和海洛因濫用：該立法包括下列條款來擴大公共意識宣傳，
以幫助就鴉片類藥物和海洛因濫用的危險性對紐約州民眾，尤其是學生和年輕人進行教育：
• 指示 OASAS 利用公共論壇、媒體（社交和大眾）和廣告來開展公共意識和教育宣傳活
動，以就與海洛因和鴉片類藥物相關的風險、如何識別成癮跡象，及可用於處理該等問
題的資源，對年輕人、家長、健康護理專業人員及其他人進行教育。
• 指示州教育部長每三年更新一次藥物濫用課程，以便學生掌握最近且最新的資訊來處理
藥物濫用及其他物質濫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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