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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810 多萬美元在紐約州擴大物質使用障礙治療規模  

 
這筆新撥款用於支持新增  80 個治療床位和  600 個藥物輔助治療名額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撥款逾  810 萬美元給紐約州七個縣境內的八家成癮治

療機構。這筆撥款將支持施工需求，為治療計畫提供運作協助，並新增多達  80 個

住宿治療床位和  600 個阿片類藥物治療計畫  (Opioid Treatment Program，OTP) 名

額。這些資金鞏固了州長開展的積極工作，用於打擊濫用阿片類藥物和使用海洛

因，以及治療成癮疾病。  

 

「本屆州政府持續打擊阿片類藥物和海洛因成癮問題，這筆撥款將有助於確保更多

紐約民眾獲得所需的幫助以踏上康復之途，」葛謨州長表示。「這些新床位將幫

助改變生活和挽救生命，並讓我們朝著為全體民眾建設更加強大健康的紐約州再邁

近一步。」  

 

「葛謨州長帶頭對抗災難性的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危機，這場危機影響到了紐約州

各地的家庭。工作包括保障民眾立即獲得所需的支持和服務用以成功康復，」州

長打擊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成癮工作組  (Governor's Task Force to Combat Heroin 

and Opioid Addiction) 副組長兼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關

乎挽救人們的生命，這些新治療機會將為更多人提供克服成癮所需的重要服務。」  

 

下列計畫將獲得撥款用於支持新增住宿治療床位和阿片類藥物治療計畫名額：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斯克內克塔迪縣酒精與物質濫用委員會有限公司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Council of Schenectady County, Inc.)（DBA 新抉擇康復

中心  (Doing Business As (DBA) New Choices Recovery Center)），斯克內

克塔迪縣 (Schenectady County) - $198,000，用於提供  100 個阿片類藥物治

療計畫名額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錫拉丘茲市磚屋有限公司  (Syracuse Brick House, Inc.)，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County) - $1,164,808，用於提供  250 個阿片類藥物治療計畫名額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利文斯頓縣酒精與物質濫用委員會有限公司  (Council on Alcohol and 

Substance Abuse of Livingston County, Inc.)（DBA 三位一體治療中心  

(DBA Trinity)），利文斯頓縣  (Livingston County) - $1,590,250，用於提供  25 

個住宿服務床位  

 

  納傑西縣酒精與物質濫用委員會有限公司  (Genesee Council on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Inc.)，納傑西縣  (Genesee County) - 

$820,000，用於提供  150 個阿片類藥物治療計畫名額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成癮康復服務委員會有限公司  (Council on Addiction Recovery Services, 

Inc.)，卡特羅格斯縣  (Cattaraugus County) - $1,900,000，用於提供  20 個住宿

服務床位 

 

  湖岸行為健康有限公司  (Lake Shore Behavioral Health, Inc.)，伊利縣 (Erie 

County) - $252,000，用於提供 100 個阿片類藥物治療計畫名額  

 

  新生成癮服務有限公司  (Renaissance Addiction Services, Inc.)，伊利縣  - 

$1,496,000，用於提供  15 個住宿服務床位  

 

  紐約州詹姆斯敦市婦女基督教協會  (Woma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Jamestown, N.Y.)（DBA 婦女基督教協會醫院  (DBA WCA Hospital)），肖

托夸縣 (Chautauqua County) - $700,000，用於提供 20 個住宿服務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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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NYS OASAS) 主任艾琳娜·崗薩雷斯-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Sánchez) 表示，「提供這些新治療床位和阿片類藥物治療服務對從中獲

益的個人和家庭而言堪比救生索。它們絕不止是治療計畫提供的名額。對我們在治

療系統中服務的每個人，以及為這些人提供愛和支持的人們而言，這些新服務代表



著第二次機會、新生活和對更美好的明天的希冀。」  

 

這筆撥款包含在《州長  2016-2017 年已通過預算  (Governor’s 2016-2017 Enacted 

Budget)》中，透過紐約州酒精與物質濫用服務辦公室管理的《快速治療擴展資金

援助申請書  (Rapid Treatment Expansion Capital Funding Grant Request for 

Applications)》提供。撥款優先選擇目前不提供服務或提供有限服務的縣。  

 

迄今為止，紐約州酒精與物質濫用服務辦公室已提高了全州  11 個阿片類藥物治療

計畫的治療容量限制，並在奧爾巴尼縣  (Albany)、布朗克斯區  (Bronx)、水牛城  

(Buffalo)、皮克斯基爾市  (Peekskill)、普拉茨堡 (Plattsburgh)、錫拉丘茲市  

(Syracuse)、羅馬市 (Rome)、沃特頓市 (Watertown) 設立了新計畫。尤提卡市  

(Utica)、奧斯威戈市  (Oswego)、特洛伊市 (Troy) 明年將設立新的阿片類藥物治療

計畫。紐約州酒精與物質濫用服務辦公室資助家庭支援引導人、同齡人交流專家、

青少年俱樂部、康復中心、預防資源中心，用於幫助積極解決物質使用障礙問題，

包括阿片類藥物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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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S OASAS) 網站的

獲取治療 (Access Treatment) 頁面查找。請瀏覽 oasas.ny.gov/CombatAddiction 的  

#對抗成癮 (#CombatAddiction) 網站來進一步了解如何幫忙在您所在社區  #對抗成

癮  (#CombatAddiction)。 

 

瀏覽  www.combatheroin.ny.gov 獲取更多與解決海洛因和處方阿片類藥物濫用問題

有關的資訊，包括『餐桌工具包  (Kitchen Table Took Kit)』，以幫助展開與成癮警

告標誌及如何尋求幫助有關的對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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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