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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公佈全面工作日程用來打擊  K-2  

  
多機構工作日程將包含預防、教育、治療和社區參與工作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全州綜合計畫，用來打擊合成大麻素，也稱作  K-2。

這份多機構工作日程包括廣泛的預防、教育、治療和社區參與工作，基於州長做

出的承諾，把數十種合成大麻素添加到本州受控物質清單內。這些新計畫將幫助

杜絕這些物質流通、加強民眾了解  K-2 的危險性，並針對有效的治療和康復服務

給醫療機構提供額外的指導。   

  
「這些極度危險並且致命的物質正在大肆破壞全州社區，我們正在進一步採取措

施確保從街頭和監獄清除這些藥品，」葛謨州長表示。「有了這些新計畫，我們

能夠進一步教育公眾了解這些藥品的危險性，與此同時繼續確保充分追究這場災

禍帶到我們社區內的人的責任。」   

  
「我們致力於抵制危險物質來保障紐約州全體民眾的健康和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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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這份全面工作日程用於打擊合成大麻

素或稱 K-2，將支持提供廣泛的服務，包括教育、預防和治療。我們想幫助民眾

加強了解 K-2 和其他物質的危險性，並確保個人和家庭獲得需要的資源以實現治

療和康復。」   

  
K-2 聆聽論壇 (K-2 Listening Forums)  

紐約州在全州受合成大麻素濫用問題影響的社區設立  K-2 聆聽論壇，例如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和錫拉丘茲市  (Syracuse)。參與這些聆聽論壇的代表人員來自紐約

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DOH)、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OASAS)、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OMH)、紐約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

署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DCJS)、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ervision, DOCCS)、紐約州酒類管理

局 (State Liquor Authority, SLA)、紐約州博彩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Gaming 

Commission)、紐約州財政稅務廳  (Department of Tax and Finance)。  

  
為了獲得當地利益相關人員的反饋意見，這些論壇的參與人員還將包括合成大麻

素專家、社區組織、家庭代表、正在康復的人、地方政府以及執法官員。聆聽論



壇的一個核心目標是幫助公眾加深了解合成大麻素的危險性，以及這種物質與精

神健康以及物質濫用問題的關聯。本州還將利用該過程獲取當地利益相關方的建

議和指導，並制定適當的解決方案，用來在全州範圍內遏制  K-2 濫用。  

  
公眾意識與教育   

作為該計畫的內容，本州正在開展專項公眾意識和教育活動，重點教育弱勢群體

瞭解合成大麻素的危險。這項宣傳活動包括電子工具包，它提供全套的教育資源

來幫助公眾瞭解合成大麻素的危險性，並針對全州危險地區播放付費媒體廣告。

這項計畫將涉及多個州機構，利用綜合策略接觸弱勢群體和為他們服務的專業人

員，並在教育界提高意識，讓高中和大學水準的專業人員、學生、家長和監護人

瞭解情況。   

  
給醫療專業人員提供臨床指導   

紐約州衛生廳、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以及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已

經發佈聯合指南並提供給醫療保健機構、醫院、醫院外急診部門、物質使用障礙

機構、精神健康機構以及當地醫療機構，提供與合成大麻素中毒以及成癮風險指

標相關的資訊，並為診斷和治療提供指導。此外，本州將發起專項計畫，確保在

受合成大麻素影響最嚴重的地區，物質使用障礙治療機構和減少傷害機構之間保

持充分的聯繫。   

  
從監獄內清除  K-2  

K-2 很容易隱藏以避免被發現，因此是一種最常進入監獄系統的違禁品。紐約州

矯正與社區監督廳已採取積極措施加強其安全檢查規程，防止違禁品流入其監

獄。儘管取得了這些成功，但利用查禁工作獲取的麻醉毒品情報往往沒有充分用

於為發現麻醉毒品的地方社區內的外部調查、逮捕和起訴工作提供資訊。為了糾

正這一問題，葛謨州長已經指示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以及紐約州警察局執行

一項協議，供紐約州警察局在監獄系統中發現  K-2 和其他毒品時收集這一情報並

開展刑事調查。作為該協議的內容，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將把案件移交給紐

約州情報中心  (New York State Intelligence Center) 麻醉毒品情報組  (Narcotics 

Intelligence Unit)，用來增加提供給紐約州警察局調查人員的毒品情報數量，並增

強本州開展外部調查的能力，用來識別和破壞  K-2 的生產源和分銷源。   

  
此外，事實證明，K9 小組是在監獄內查明並清除毒品的一種最有效的方法，並且

能夠威懾企圖向監獄偷運毒品的人。為了提高本州在州立監獄內識別並清除毒品

的能力，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在其特別調查辦公室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 OSI) 麻醉毒品部門  (Narcotics Unit) 增加了兩個 K9 小組，特別調查

辦公室 K9 小組的總數由此達到  6 個。這些 K9 小組用於搜查進入監獄的工作人

員、訪客和包裹，並對發現  K-2 和其他毒品的區域開展專項搜查。這項投資將補

充現有的工作，從監獄內清除毒品和其他違禁品，包括部署新技術，例如細胞感

應 (Cellsense)、便攜式違禁品探測器和熱成像設備。   

  

https://www.oasas.ny.gov/AdMed/drugs/Synthetics.cfm


葛謨州長在  2012 年首次禁止使用合成大麻素，利用積極的應急條例授權紐約州衛

生廳廳長關閉銷售合成大麻素的商店，因為合成大麻素對公眾健康構成了迫在眉

睫的威脅。2015 年，州長把另外兩類成分添加到受禁物質清單內，這兩類成分獲

得公共健康與健康規劃委員會  (Public Health and Health Planning Council) 全體成員

一致批准。2016 年 7 月，紐約州強化了全州執法工作，確保企業全面遵守所有適

用的法律，包括  2012 年應急條例，該條例禁止製造、銷售、分銷合成大麻素。   

  
州長此前指示紐約州衛生廳麻醉毒品執法局  (Bureau of Narcotic Enforcement)、 

紐約州酒類管理局以及紐約州博彩委員會收繳非法銷售  K-2 的店鋪的酒精銷售許

可證和彩票銷售許可證。紐約州警察局和麻醉毒品執法局還對針對  K-2 高分佈地

區的人員和場所採取了積極的執法行動。這包括在中伊斯力普市  (Central Islip)

（1,000 包）；紐堡市 (Newburgh)（111 包）；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150 

包）；錫拉丘茲市和賓漢姆頓市  (Binghamton)（100 包）成功執行逮捕、緝獲和

查封令。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在葛謨州長領導

下，紐約州繼續採取積極銳進的行動，保護公眾抵制這些致命物質。這些新計畫

將大力保護正在抗擊毒癮的紐約民眾，並懲罰那些傳播這種毒品的人。」   

  

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主任艾琳娜·崗薩雷斯 -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Sánchez) 表示，「極易上癮的合成大麻素有毒並且致命。這項計畫將

重點幫助公眾加深了解合成毒品的相關風險，並保護受這些危險物質影響的社

區。」  

  

紐約州警察局代理局長基斯  M. 科萊特  (Keith M. Corlett) 表示，「合成大麻素是

非法並且危險的物質，在紐約州是非常嚴重的健康問題和公共安全問題。這些行

動將協助調查工作和執法工作，目標是切斷合成大麻素的供應，並加強我們與本

州諸位夥伴的持續合作。」   

  

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執行副署長邁克爾  C. 格林  (Michael C. Green) 表示， 

「合成大麻素不僅對使用者構成威脅，對警員也構成威脅，因為有人打電話報告

某人出現不可預測或非理性的行為時，警員經常第一個前往現場。我期待聽取執

法專業人士的意見，瞭解我們該怎樣合作，協助官員和機構解決其社區使用這些

物質的問題。」   

  
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代理廳長安東尼  J. 安努奇 (Anthony J. Annucci) 表示，

「這項積極的工作旨在幫助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與紐約州警察局分享情報，

這是在遏制這種致命毒品在監獄和社區內流通的長期鬥爭中提供的又一個寶貴工

具。那些認為自己可以在用這種毒品危害紐約民眾生命的同時從中獲利的人，  

應該清楚地聽到這一訊息；如果你企圖生產並分銷  K-2，你將被逮捕並受到懲

罰。」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arrests-and-charges-central-islip-statewide-sweeps-crack-down-illegal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arrests-and-charges-central-islip-statewide-sweeps-crack-down-illegal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arrests-and-charges-newburgh-statewide-sweeps-crack-down-illegal-sale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arrest-and-charges-rochester-part-statewide-sweeps-crackdown-illegal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arrests-syracuse-and-binghamton-statewide-crackdown-illegal-synthetic


精神健康辦公室主任安·沙利文  (Ann Sullivan) 博士表示，「精神健康障礙和物質

濫用障礙同時發生，這既常見又具有挑戰性。紐約州正在利用迅速的專項意識宣

傳行動向我們服務的弱勢群體展現承諾。」   

  
正義之弧機構  (Arc of Justice) 總裁克瑞絲汀·約翰·佛伊  (Kirsten John Foy) 表示，

「感謝葛謨州長帶頭打擊  K-2 以及其他合成大麻素。太久以來，這些致命物質始

終以我們社區內的年輕人和最脆弱的群體為目標。這項銳進的新議程將在這場鬥

爭中提供強有力的工具，幫助我們的街道擺脫這些摧殘生命的毒品。」   

  

參議員皮特·哈克哈姆  (Peter Harckham) 表示，「合成大麻素不僅危害使用者，  

還危害接觸者。葛謨州長今天公佈的行動將幫助使用者獲得合適的治療，並將向

公眾宣傳 K-2 的危險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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