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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谟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750 多萬美元在紐約州增加提供成癮預防、治療與康復服務

撥款 525 萬美元增加提供藥物輔助治療 (Medication Assisted Treatment, MAT)
撥款 220 多萬美元支持循證預防策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將撥款 750 多萬美元加強紐約州成癮預防、治療與
康復服務。紐約州酗酒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OASAS) 將透過一系列申請征詢流程 (Request for Applications,
RFA) 來發放這筆資金。
「我們致力於打擊成癮問題，並保障紐約州全體民眾獲得需要的資源和支持以邁
向康復，」州長葛謨表示。「我們鞏固在全州抗擊這種疾病取得的成果，因此將
繼續資助這些長期計畫，從而推動紐約州建設得更加強大健康。」
「這筆資金給掙扎於成癮問題的民眾提供康復、治療和支持服務，延續我們的積
極工作，在紐約州打擊安排了藥物氾濫的問題，」 紐約州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濫
用工作組 (NYS Heroin and Opioid Abuse Task Force) 副組長兼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阿片類藥物論壇發佈今天的
公告時表示。「阿片類藥物危機不斷奪走太多紐約民眾的生命，我們承諾投資各
類計畫，幫助全面永久終結這些悲劇。」
該計畫提供下列資金機會。
撥款 350 萬美元，與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合作，利用認證治療計畫
在聯邦資質醫療中心 (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s, FQHCs) 設立藥物輔助
治療服務。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將向聯邦資質醫療中心發放多達 10
筆撥款，每筆撥款的金額為 35 萬美元。這筆資金將幫助聯邦資質醫療中心設立
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服務，包括增加處方醫生的權限、咨詢、行為療法和康復支
持。工作人員將接受培訓，利用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批准用於治療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所需的全部三種藥物。一
筆撥款將發放給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10 個區域內的聯邦資

質醫療中心。聯邦資質醫療中心至少要與一家由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
室認證的機構合作才能取得撥款。
撥款 175 萬美元，在醫院急救科促進丁丙諾啡導入過程，並藉由同伴聯繫社區治
療服務：將發放五筆撥款，每筆 35 萬美元，用於在急救科增加供應丁丙諾啡用
來治療成癮。這筆資金將用於向醫院急救科工作人員培訓藥物輔助治療、阿片類
藥物濫用實例的篩查方法和處理方法、實施醫療方案把患者與同伴及社區治療機
構聯繫起來。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在嚴重缺乏這種服務的地區尋找
申請方。符合條件的申請方是下列各郡的急救科：阿勒格尼郡 (Allegheny)、布朗
克斯郡 (Bronx)、布魯克林郡 (Brooklyn)、卡特羅格斯郡 (Cattaraugus)、肖托夸郡
(Chautauqua)、希南戈郡 (Chenango)、特拉華郡 (Delaware)、埃塞克斯郡
(Essex)、漢密爾頓郡 (Hamilton)、拿騷郡 (Nassau)、里奇蒙郡 (Richmond)、薩福
克郡、沙利文郡 (Sullivan)、阿爾斯特郡 (Ulster)、沃倫郡 (Warren)。急救科要獲取
資金，至少要與一家由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認證的門診計畫合作，
每項合作最多可獲得 35 萬美元撥款（20 萬美元發放給急救科，15 萬美元發放給
醫療機構）。
撥款 181.5 萬美元，在課堂內開展 PAX 良好行為遊戲 (PAX Good Behavior
Game) 以預防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問題：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將發
放多達 11 筆撥款，每筆最高 16.5 萬美元，用於增加利用 PAX 良好行為遊戲，
這是一項循證預防計畫。該計畫採用課堂遊戲形式，利用團隊及強化措施為學生
提供必要的技能以實現自律。研究表明，該計畫能夠減少這種攻擊行為和破壞行
為，這些行為是青少年和成年人非法使用毒品的風險因素。這筆資金將幫助向預
防人員培訓 PAX 良好行為遊戲，這些預防人員將與教師合作實施該計畫。這些醫
療機構必須與校區或單個學校有既定的正式合作關係，或與校區或單個學校建立
合作以實施該項目。
撥款 41 萬美元，為伊利郡 (Erie)、奧爾巴尼郡 (Albany)、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境內居住在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永久生活輔助住
房 (Permanent Supportive Housing, PSH) 內的家庭提供家庭強化計畫
(Strengthening Families Program, SFP)。兩筆撥款，每筆金額為 20.5 萬美元，
將發放用於支持擴大利用家庭強化計畫，這項循證預防計畫用於幫助家庭保持穩
定，並減少藥物使用障礙的可能性。根據這項計畫，預防計畫的工作人員將接受
該計畫提供的培訓，並將向伊利郡、奧爾巴尼郡、斯克內克塔迪郡參加紐約州酒
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永久生活輔助住房計畫的家庭提供該計畫。
撥款 10 萬美元，為青少年及年輕人提供同伴引導的康復網絡： 紐約州酒精與藥
物濫用服務辦公室將發放多達 10 筆撥款，每筆撥款最高 10 萬美元，用於支持正
在擺脫藥物使用障礙問題的青少年和年輕人面對面交流或虛擬交流，並開展各類
活動促進康復。成功的申請方將加入紐約州校友網絡 (New York State Alumni

Network)，並與關切青少年心聲網絡 (Youth Voices Matter) 合作，這是面向正在康
復的青少年和青少年的全州網絡。
「我們為在紐約州打擊成癮問題而開展的工作是有效的，這筆新資金將延續葛謨
州長發起的這項重要工作，從而在本州各地增加提供服務，」 紐約州酒精與藥物
濫用服務辦公室主任阿爾林·岡薩雷斯 -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Sánchez) 表示。
「我們期待這些擴張和完善，更多紐約州民眾因此將能夠在居住地就近獲得服
務。」
第 40 參議會選區 (Senate District) 參議員皮特·哈克哈姆 (Pete Harckham) 兼參議
會酒精與物質濫用委員會 (Senate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Committee)
會長表示，「紐約州的每座市、鎮、郡的每個年齡組和每個社會經濟組都有藥物
濫用與成癮問題。這項新的重要撥款由葛謨州長公佈，將為更多有成癮問題的民
眾提供重要的治療計畫，並幫助紐約州社區和家庭更好地處理這場奪走太多生命
的可怕的成癮災禍。」
這些計畫的完整申請征詢流程請見 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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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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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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