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2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採取積極的新措施打擊芬太尼止痛劑危機   

 

州長將推進立法，把  11 類芬太尼止痛劑添加到管制物質清單內，  

以便執法機構制裁販毒人員並打擊新型毒品   

 

州長指示金融服務廳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DFS)  

立即採取行動制止保險公司對用藥過量逆轉藥品設置強制保險範圍限額   

  

金融服務廳通知函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採取一系列新積極措施，抗擊紐約州各地社區內的芬

太尼止痛劑危機。州長將推進立法，把  11 種芬太尼類似物添加到本州管制物質清

單內，以便執法機構能夠追捕製銷這些藥物的販毒人員。州長為了進一步保護紐約

民眾，還指示紐約州金融服務廳立即採取行動制止保險公司對保險方案涵蓋的納洛

酮劑量設置強制保險限額。芬太尼的藥力比海洛因強  50 倍，因此需要服用更大劑

量的納洛酮來逆轉芬太尼過量造成的後果，這項新措施將確保民眾獲得足夠劑量的

用藥過量逆轉藥品並挽救生命。  

 

「販毒人員和非法販毒組織把大量成癮致命藥物帶到我們的街市上，這些藥物在本

州各地社區摧毀家庭並毀滅生命，我們必須採取果斷措施來填補漏洞並追究犯罪分

子的責任，」  州長葛謨表示。「我呼籲州議會禁止銷售這些新型芬太尼止痛劑，

並為執法機構提供依據，用於逮捕這些危險的販毒人員，從而在我們的社區內阻止

這次災禍，並幫助為全體民眾建設更加安全強大的紐約州。」   

 

在紐約州，涉及阿片類藥物的過量致死人數在  2015 至  2016 年期間增長將近  35%。

但是，芬太尼致死人數的增長率高出更多，全州將近  160%。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的芬太尼致死人數增長超過  310%，紐約市以外地區各郡的芬太尼致死人數增

長  110% 以上。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Insurance_Circular_Letter_No_16_2017.pdf


 

 

過去幾年，紐約州銷售的海洛因和古柯堿添加芬太尼類似物的情況日趨嚴重。這些

毒品也壓制成片劑，用來模仿名牌處方阿片類藥物。芬太尼類似物的效力各不相同，

但都比嗎啡強  100 倍以上。3 毫克芬太尼就能致死，相比之下，海洛因的致死量

為  30 毫克。紐約州各地社區銷售的海洛因和古柯堿含此類致死濃度合成阿片類藥

物的情況日趨嚴重。  

 

葛謨州長為了對抗芬太尼止痛劑危機，將推進立法用於填補州法律的明顯漏洞， 

並把下列 11 種芬太尼類似物添加到《紐約州公共衛生法  (New York State Public 

Health Law)》第 3306 節管制物質清單明細表  I：AH-7921；Acetyl Fentanyl；

ButyrylFentanyl；Beta-Hydroxythiofentanyl；Furanyl Fentanyl；U-47700；Acryl 

Fentanyl（或  Acryloylfentanyl）；N-(4-fluorophenyl)-N-(1-phenethylpiperidin-4-

yl)isobutyramide；Ortho-Fluorofentanyl；Tetrahydrofuranyl Fentanyl；Methoxyacetyl 

Fentanyl。這  11 種物質已列入聯邦政府管制物質清單內。該法案還將授權紐約州

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Health) 廳長，把已經添加到聯邦政府清單內的新型毒品添

加到州管控物質清單內。  

 

只需  0.25 毫克的芬太尼，或大頭針帽大小的芬太尼就能夠導致死亡，因此，紐約

州採取新措施阻止這種危險藥品造成的災禍。過去三年，芬太尼等合成毒品的致死

人數在美國激增超過  500%。按照州長的指示，金融服務廳將立即採取措施阻止保

險公司對用藥過量逆轉藥物設置強制保險限額，從而確保紐約民眾獲得足夠劑量的

救命用的納洛酮。  

 

在紐約州，衛生廳開展的初步分析發現，2016 年本州居民有  2,900 多人因阿片類

藥物致死。同時，居民當中的芬太尼相關死亡人數以更高速度增加，全州接近  

160%。 

 

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涉及阿片類藥物的過量死亡人數在  2015 至  2016 年期

間增長了 27%。衛生廳開展的初步分析發現，2016 年該地區居民有  480 多人因阿

片類藥物致死。但是，長島地區居民的芬太尼相關死亡人數以更高速度增加，接近  

175%。  

 

芬太尼屬於  II 類合成阿片製劑，醫療用途為止痛劑，是一種麻醉劑，在姑息治療

中使用。芬太尼列為  II 類管制物質，僅作為處方藥提供，因此，在街市上銷售這

種藥物構成重罪，在沒有處方的情況下使用這種阿片製劑構成犯罪行為。地下實驗

室因此調整了芬太尼的化學結構，製造出未受監管的新型化學品，稱作芬太尼類似

物。這些致死的類似物的化學結構與芬太尼相似，效力通常強許多倍，但未列在紐

約州管制物質清單內，因此能夠逃避相同的刑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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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採取積極措施解決阿片類藥物氾濫問題，



 

 

阿片類藥物氾濫給我們的社區造成嚴重破壞，並向我們展示毒癮是沒有界線的。  

阿片類藥物和給芬太尼等危險的合成藥品過量開具處方藥已經令本州失去了太多年

輕的生命。州長制定的全面行動計畫將幫助從我們的街市上清除這些致死藥品，並

幫助民眾獲得救命的治療藥品。」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芬太尼及其合成類

似物是極其危險的物質，除了芬太尼的受控醫療用途外，在紐約州境內沒有容身之

地，我感謝葛謨州長採取這些果斷措施，及其持續帶頭抗擊阿片類藥物氾濫。我們

因為這些致死物質已經失去了太多紐約同胞，州議會必須採取行動，用來保護正在

與成癮問題做鬥爭的紐約民眾，並懲罰銷售這些致命物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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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NYS OASAS) 主任阿爾林·岡薩雷斯-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Sánchez) 表示，「芬太尼及其類似物正在殺害紐約州乃至全美國的民眾，

了解到這種危險的人越多，局面就越好。葛謨州長今天公佈的行動將挽救生命。」   

 

州警察局總局長喬治  P. 比琦二世  (George P. Beach II) 表示：「我們的工作人員親

眼目睹過芬太尼及其類似物導致的過量死亡事件，販毒人員通常把芬太尼與海洛因

相混合以增強效力。這些行動將幫助我們追究販毒人員的責任，並向公眾介紹這些

致死藥品的危險。」   

  

金融服務署  (Financial Services) 主管瑪麗亞  T. 弗洛  (Maria T. Vullo) 表示，  

「紐約州帶頭終結阿片類藥物氾濫問題，納洛酮是個重要的工具，用於預防不必要

的過量致死。金融服務廳很自豪支持州長的工作，今天向保險公司發佈指導綱領，

該綱領將用於幫助挽救生命並朝著終結這場危機取得進展。」   

  

州參議員約翰  E. 布魯克斯  (John E. Brooks)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持續開展工作，

以有意義的積極方式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在第  8 參議員選區  (Senatorial District) 設

立了工作組，代表人員來自本選區的所有社區，用於提供計畫和支持。我們將合作

贏得這場戰鬥。」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葛謨州長

今天帶頭解決我們當代最大的一個難題。阿片類成癮造成的災禍正在摧毀生命並大

肆破壞長島地區和全美國的社區。同時，新合成藥物芬太尼加劇了氾濫局面，並導

致死亡人數增加。感謝葛謨州長採取新措施阻止芬太尼傳播，從而保護我們的社區。  

  

葛謨州長採取合理措施阻止芬太尼傳播。該措施將為執法機構提供依據用於逮捕販

賣和製造這種致死物質的人員，並確保我們的工作人員能夠制止芬太尼傳播。感謝

葛謨州長發揮領導作用，並期待繼續與其合作來終結這種氾濫局面。」   

  



 

 

薩福克郡立法委員威廉·斯賓塞  (William R. Spencer) 表示，「芬太尼在這場災難性

的阿片類藥物危機中帶來危險的新難題，感激葛謨州長承認這一難題，並設法主動

解決這個難題。州長從多個渠道開展工作，制止芬太尼傳播，這將切實挽救生命。

因此，我想感謝葛謨州長擴大這項工作，在本地區和全州產生影響力。」 

  

薩福克郡議員莎拉·安加  (Sarah Anker) 表示，「阿片類藥物危機是一種墮落的流

行病，對牽涉其中的個人和家庭帶來切實的災難後果。認知度和宣傳是兩個最強有

力的手段，供我們抗擊這場災禍。葛謨州長採取重要行動，利用這些新措施抗擊這

場由芬太尼等藥物對紐約民眾帶來的危機，感謝他迅速採取積極措施抗擊這場如野

火般在本州蔓延的災禍。」   

  

州長呼籲採取立法行動來鞏固紐約州多全方位戰略，用於抗擊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

氾濫危機。今年四月，州長簽署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法案，投資  2 億多美元，利用

綜合方案有針對性地解決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成癮問題的每個方面（預防、治療、

康復），從而解決阿片類藥物氾濫危機。這些投資包括：  

  

  

•  1.45 億美元給社區服務機構   

  

  撥款  6,500 萬美元提供  8,000 個住宿治療床位   

  撥款  900 萬美元新建住房   

  撥款  4,100 萬美元給阿片類藥物治療計畫   

  撥款  2,100 萬美元提供門診服務   

  撥款  900 萬美元給危機 /戒癮計畫   

  

•  撥款  2,700 萬美元給州政府運營的成癮治療中心   

•  撥款  600 萬美元提供納洛酮成套藥品和培訓   

•  撥款  2,500 萬美元給拓展計畫，包括家庭支持引導員、同齡人交流計畫以

及  24/7 緊急服務中心   

 

  

過去三年，葛謨州長頒布了廣泛的新政策，用來抗擊海洛因和阿片類藥物成癮，  

包括： 

  將針對劇痛首次開具的阿片類處方藥的時長限制從  30 日降至  7 日   

  為藥物濫用障礙治療擴大保險範圍   

  在全州境內擴大治療範圍、改善治療能力，包括：大規模擴張阿片治療和康

復服務  



 

 

  執行全面的《追蹤处方药过量网路系统法案  (Internet System for Tracking 

Over-Prescribing (I-STOP) Act)》，以防處方藥物濫用   

  啟動一項提高公眾意識、加強防範的運動，告知紐約民眾嗎啡類藥物使用、

阿片類藥物的誤用和成癮疾病所帶來的各種危險   

  組建一個工作組，針對嗎啡類和阿片類藥物蔓延的問題提出各種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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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提供的成癮治療包擴：危機 /戒瘾、住院、社區住宿或門診看護，請查看新進

改善後的紐約州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可用治療面板  (Treatment 

Availability Dashboard) FindAddictionTreatment.ny.gov，或從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

服務辦公室網站查看獲取治療  (Access Treatment) 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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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獲取工具用於跟青少年討論預防使用酒精

或藥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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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indaddictiontreatment.ny.gov/pub/ctrldocs/oasastaw/www/index.html
https://www.oasas.ny.gov/index.cfm
https://www.oasas.ny.gov/index.cfm
https://www.oasas.ny.gov/treatment/index.cfm
http://oasas.ny.gov/CombatAddiction/
http://www.combatheroin.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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