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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啟動新的公共服務運動以抗擊紐約州境內的受藥物影響駕駛  

「受藥物影響駕駛屬於受影響駕駛」——公共服務公告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PSA) 警告紐約民眾受藥物影響駕駛的危險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掀起一輪新的公共服務運動，在紐約州境內提高人們對

受藥物影響駕駛所帶來的危險的意識。州長交通安全委員會  (Governor’s Traffic 

Safety Committee，GTSC) 發佈了一個題為《受藥物影響駕駛屬於受影響駕駛  

(Drugged Driving is Impaired Driving)》的公共服務公告，並將在紐約的各大廣播電

台和有線電視台進行廣泛宣傳。如需查看本  PSA 可以造訪此處。 

 

「毋庸置疑：  受藥物影響駕駛是對各公路和場所所帶來的威脅，使得這些區域中

的任何人員都面臨著危險，」葛謨州長表示。「本次運動建立在本屆政府長期以

來打擊不計後果行為的工作的基礎之上，旨在防範更多受影響的駕駛員開車上路，

從而避免出現可預防的悲劇。」  

 

該  PSA 現已發佈在  YouTube 頻道上，請參見此處，如需獲得電視視訊品質  

(h264，mp4) 格式請參見此處。  

 

2015 年，交通安全管理與研究學會  (Institute for Traffic Safe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指出：紐約州境內共有  1,433 起交通事故涉及受藥物影響的駕駛員。

2015 年的全部致命性機動車輛事故中，共有  15% 涉及受藥物影響的駕駛員

（1,045 起事故中的  155 起），導致了  167 人喪生。2014 年的數據則稍低，在全

部致命性機動車輛事故中，共有  10% 涉及受藥物影響的駕駛員（996 起事故中的  

101 起），導致  113 人喪生。  

 

根據《2014 全國藥物濫用及健康調查 (2014 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

NSDUH)》，調查前一年間共有  1,000 萬年齡不小於  12 周歲的人員被認定為在受

到違禁藥品影響下駕駛。NSDUH 的結論還顯示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在受到藥品或酒

精的影響下駕駛。此外，年齡在  18 至 25 周歲的年輕成年人比年齡不小於  26 周

歲的成年人在使用藥物或酒精後駕駛的比率要高。  

 

「受藥物影響駕駛對我們的社區所構成的威脅是真真切切的。我們致力於透過這類

運動減少悲劇的發生，拯救紐約公路上的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州長交通安全委

員會  (Government Technology & Services Coalition，GTSC) 代理會長兼機動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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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DMV) 副執行專員特裡·伊根  (Terri Egan) 

表示。「受藥物影響駕駛對各個年齡層的紐約民眾都構成了威脅，為全州境內的

家庭帶來不必要的危險和無謂的傷心。GTSC 與其合作機構一道將繼續嚴格防範受

藥物影響駕駛，並大肆宣傳這種行為所帶來的危險。」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執法機構將在全年範圍內積極預防紐約州境內的受藥物影響駕駛

行為。十月，GTSC 和機動車輛管理局表彰了近期接受了全面培訓，並被認定為擁

有全國認證的藥品識別專家  (Drug Recognition Experts，DRE) 的 21 名紐約州執法

官員。至此，紐約州全境內已擁有 253 名認證 DRE。當執法官員認定了一名駕駛

員受到某種因素的影響，且警方已經排除了酒精影響時，這些專家們就派上了用

場。一名 DRE 需要接受全方位的培訓，使得他 /她能夠觀察和記錄七種藥物類別  

(包括違禁藥物和處方藥物) 所造成的影響的症狀和表現。這套培訓使得  DRE 有權

執行逮捕，將受影響的駕駛員帶離紐約州的公路，不論到底是一種還是多種藥物導

致了這種影響。  

 

除了向每個酒精檢測站分配一名  DRE 以外，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還參與了高級

路邊受影響駕駛執法  (Advanced Roadside Impaired Driving Enforcement) 的專案。

這類高級培訓可幫助警隊  (Troopers) 在 DRE 不在現場時學習如何確認和辨識藥物

和 /或酒精所造成的影響的症狀和表現。州警察局還為校園護士和管理人員提供培

訓，幫助他們識別和評估濫用藥物或受到藥物影響的人員。針對教育專業人士的藥

物執法培訓  (Drug Enforcement Training for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的一個目標在

於：防範受影響駕駛員駕車往返學校和學校活動。  

 

「每年都會發生一些不必要的悲劇，留下一批受害者，這都是因為受影響駕駛員所

做的決定，」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總警司  (Superintendent) 喬

治  P. 比奇二世  (George P. Beach II) 指出。「紐約州警察局將繼續與合作夥伴們一

道，防範這類駕駛員開車上路。透過如本公告一樣的各類  PSA 和執法工作，我們

正致力於改善紐約公路的安全性，勸阻、查找和逮捕受影響的行車人員。請幫助我

們確保公路更加安全。禁止在受到酒精或藥物影響下駕駛。」  

 

這類公共意識運動建立在葛謨州長推出的在全州境內抗擊嗎啡和鴉片類危機的工作

基礎之上。2016 年  6 月，葛謨州長簽署了一份全面的立法案，作為一項重要倡議

中的一部分，旨在在紐約境內增加治療管道、推廣社區防範戰略並限制鴉片類藥物

的過度開立。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NYS OASAS) 也積極參與，確保全體紐

約民眾在應對藥物濫用疾病時瞭解可以接受哪些援助。  

 

「全體紐約民眾都應知道藥物影響駕駛是危險的，」NYS OASAS 專員艾琳娜·崗

薩雷斯-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Sánchez) 表示。「本視訊將幫助提高人們意識。

我們希望該視訊還能使得那些受到酒精或藥物成癮影響的人們能夠尋求幫助。我鼓

勵全體紐約民眾都能造訪我們的網址：oasas.ny.gov，充分利用現有的各類資源，

幫助個人和家庭應對成癮疾病。」  

https://dmv.ny.gov/press-release/press-release-10-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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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去年，GTSC 和州老齡化辦公室  (State Office for the Aging) 開設了一個網

址，宣傳維護老年駕駛員的安全，題為《紐約老年人的安全駕駛小貼士  (Safe 

Driving Tips for Older New Yorkers)》。本網址獲得了聯邦政府補助金的支持，旨在

鼓勵人們使用線上和親身參與的安全培訓、車輛安全檢測計畫，以及相關資訊和資

源，幫助老年駕駛員理解和防範受藥物和其他物質影響的駕駛行為。  

 

老年人在服用可能導致受影響駕駛的某種藥物時，需要諮詢其醫生在服用這類藥物

時需要採取怎樣的防範措施，或是否可以使用其他藥物。他們還可請求親友代為駕

車或聯繫當地的老齡化辦公室  (Office for the Aging)，瞭解其所在區域可提供的出行

方案。 

 

「我們讚賞葛謨州長在幫助提高人們對受藥物影響駕駛所帶來的危險的意識這方面

所起到的領導作用，」紐約州老齡化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the Aging) 

代理主任葛列格·奧爾森  (Greg Olsen) 表示。「許多老年成人都需要服用各種必需

藥物來治療慢性疾病或減輕疼痛。鑒於此，關鍵的是我們需要編制教學資源，與紐

約老人及其家屬進行交流，使他們瞭解藥物對駕車所帶來的影響，並尋求替代性方

案，從而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公共安全。」  

 

如需更多有關紐約境內的駕駛員安全計畫的資訊，請造訪此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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