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7 月 3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400 萬美元給兒童保護中心  (CHILD ADVOCACY CENTER，

CAC)，用於加強調查兒童虐待案件   

 

紐約州  26 家獲批准的兒童保護中心將利用這筆資金採購錄影設備；僱用受過專業

訓練的人員接待受過性虐待和身體虐待的青少年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將撥發  400 多萬美元資金給紐約州  26 家獲批准的兒

童保護中心，用於加強服務遭受犯罪行為迫害的兒童。這些中心分佈在紐約州各地，

將利用這些資金抵消相關費用，用於採購錄影設備並加以安裝、以及僱用受過專門

訓練的工作人員接待受到性虐待和身體虐待的青少年。  

 

「這筆重要資金將幫助給遭受虐待的孩子提供安全的庇護所，並幫助這些孩子邁出

康復的第一步，」州長葛謨表示。「兒童保護中心將利用這筆資金完善設施，與

執法機構合作懲治虐待兒童的人，並為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兒童及其家人提供有效

的情感支持服務。」  

 

兒童保護中心讓不同領域的執法團隊、兒童保護服務專業人員、律師、身心醫療機

構、受害者救助者與中心工作人員合作，處理兒童虐待事件。這種合作方式幫助減

輕兒童受害者經歷的創傷、協助這些受害者的家人、提供必要的支持服務，並開展

全面調查把犯罪人員繩之以法。  

 

國會議員約瑟  E. 賽拉諾  (José E. Serrano) 表示，「這筆資金是重要的資源，用於

幫助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兒童，我感謝葛謨州長把其中一些資金撥發給了布朗克斯

區  (Bronx)。  我作為商務、司法與科學撥款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很高興看到葛謨州

長善加利用我們去年分配的部分《犯罪受害者法案  (Victims of Crime Act，VOCA)》

資金，保護布朗克斯區的家庭並予以支持。」  

  

國會議員肖恩·帕特里克·馬隆尼  (Sean Patrick Maloney) 先生，「感謝葛謨州長幫

助我們在普特南郡  (Putnam County) 的民眾創造一個場所，讓孩子可以在那裡放心



地傾訴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開始治愈過程，並確保壞人得到懲罰。  這項重要措

施用於支持受虐的倖存者，並把傷害他們的惡魔關進監獄。」  

 

兒童保護中心將利用這筆資金僱用受過專業訓練的司法訪談員或合適的顧問，用來

處理與兒童受害者的面談。這些技術嫻熟的專業人員打造一個環境，為孩子提供安

全的場所用來披露受虐經歷、減少孩子複述受虐經歷的次數，並幫助孩子完成治療

過程。 這些中心都將採購各種設備用來輔助面談，並供多個領域的團隊成員在案

件調查期間實時溝通，包括錄影設備和電話會議設備、筆記本電腦、手機、智能白

板。 

 

撥款由紐約州罪案受害者服務辦公室  (state Office of Victim Services，OVS) 管理，

由聯邦《犯罪受害者法案》和紐約州刑事司法改善  (Criminal Justice Improvement) 

賬戶發放，賬戶資金來源於某些犯罪人員在州或聯邦法庭上定罪後繳納的罰金、費

用和附加費用。  

 

紐約州罪案受害者服務辦公室主任伊麗莎白 ·克羅寧  (Elizabeth Cronin) 表示，「我

曾經擔任檢察官，因此可以證明兒童虐待案件的複雜度和令人心碎的性質，以及迅

速為心理受到創傷的兒童及其家人提供服務是非常有必要的。兒童保護中心提供這

些重要的服務，將利用這筆額外的資金確保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開展面談，面談的

方法和環境盡量不干擾遭受身體虐待或性虐待的孩子。」  

 

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負責批准設立

兒童保護中心並提供資助，紐約州罪案受害者服務辦公室與之合作確立資金的最佳

利用方式用來支持這些中心的重要工作。紐約州罪案受害者服務辦公室另外資助  

18 家兒童保護中心，供其為兒童及其家人提供直接服務；這些中心屬於紐約州  

223 個受害者援助計畫，這些計畫由該辦公室資助。  

 

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OCFS) 代

理主任希拉  J. 普爾  (Sheila J. Poole) 表示，「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感謝

州長撥發這筆資金給兒童保護中心，這些中心每年給  1.9 萬個孩子和家庭提供服務。

我們希望世界不再需要這些中心，但我們認可這些中心開展的崇高工作，並認為孩

子們在社區對其有利的環境中獲得服務是非常重要的。這些中心合作調查虐童人員

並對其加以起訴，讓孩子及其無辜的家人不必因複述而在內心再三體驗這些經歷。」  

 

兩年撥款週期與聯邦財政年度同步，都從  2017 年  10 月 1 日開始，持續到  2019 

年  9 月 30 日。下列 21 個機構和組織將代表其運營的  26 個中心領取撥款；其中

幾家中心有多個運營場地：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安全地帶 (Safe Horizon)，其兒童保護中心分佈在布朗克斯區、布魯克林

區  (Brooklyn)、皇后區  (Queens)、曼哈頓區  (Manhattan)、斯塔頓島  (Staten 

Island)： 826,113 美元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LI 安全中心 (Safe Center LI)（拿騷郡  (Nassau County)）：  162,185 美元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普特南郡社會服務局  (Putnam County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80,223 美元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哥倫比亞郡  - 格林郡精神健康協會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of 

Columbia-Greene Counties)： 138,077 美元   

         薩拉托加郡家庭中心  (Saratoga Center for the Family)： 125,121 美元   

         倫斯勒郡  (Rensselaer County) 起點兒童中心  (START Children's Center)： 

153,920 美元   

 

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克林頓郡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Clinton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331,340 美元   

         傑斐遜郡受害者援助辦公室  (Victims Assistance Center of Jefferson 

County)： 355,535 美元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奧奈達郡警長辦公室  (Oneida County Sheriff's Office)： 186,040 美元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奧斯威戈郡  (Oswego County) 兒童保護中心基金會  (CAC Foundation)： 

199,640 美元   

         麥迪遜郡警長辦公室  (Madison County Sheriff's Office)： 183,767 美元  

         麥克曼 /賴安兒童保護中心  (McMahon/Ryan Child Advocacy Center)（傲農

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199,711 美元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犯罪受害者援助中心  (Crime Victims Assistance Center) 管理的兩個中心，

一個在布魯姆郡  (Broome County)、另一個在希南戈郡  (Chenango County)： 

118,097 美元   

         希芒郡家庭服務組織  (Family Services of Chemung County)： 72,604 美元  



         紐約州南部地區醫療護理系統  (Southern Tier Health Care System)（阿利

根尼郡 (Allegany) 和卡特羅格斯郡  (Cattaraugus)）： 345,630 美元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卡尤加郡咨詢服務有限公司  (Cayuga Counseling Services)： 8,988 美元

（僅限設備）   

         杰納西郡 (Genesee County)： 65,847 美元  

         奧奈達郡合作組織  (Partnership for Ontario County)： 122,000 美元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伊利郡  (Erie County) 兒童與青少年治療服務機構  (Child and Adolescent 

Treatment Services)： 144,447 美元  

         肖托夸郡兒童之友保護計畫有限公司  (Friends of the Chautauqua County 

Child Advocacy Program)： 157,129 美元  

         尼亞加拉瀑布市紀念醫療中心  (Niagara Falls Memorial Medical Center)： 

85,622 美元   

 

 

紐約州罪案受害者服務辦公室提供安全網，為無辜受害並且沒有其他途徑獲得援助

的個人和/或其家人提供援助。該機構為個人支付醫療費、咨詢費、喪葬費、損失

的薪酬和贍養費，並提供其他援助。紐約州罪案受害者服務辦公室是最終付款人：

受害者或其家人必須先用盡所有其他來源的援助，例如醫療保險、員工補償金，然

後該機構才能向其支付由犯罪活動造成的實際損失。  

 

該機構在 2016 年提供了  2,2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援助犯罪受害者及其家人，這些資

金代表去年首次支付的賠償金金額或往年支付的賠償金金額。紐約州是美國唯一對

咨詢費和醫療費不設上限的州，這表示犯罪受害者及其家人只要需要，就可以得到

幫助。紐約州罪案受害者服務辦公室去年提供了補償金給  4,667 個孩子，這些孩子

遭受性虐待、身體虐待或忽視、或受到兒童色情作品影響；這些補償金大多提供給

了遭受性虐待的孩子。這些補償金約佔該機構在  2016 年支付的補償金總額的三分

之一。 

 

紐約州罪案受害者服務辦公室還提供  4,550 萬美元資金給  223 個受害者援助計畫，

這些計畫服務於紐約州各郡的男女老少。某些犯罪人員在紐約州法庭或聯邦法庭定

罪後必須繳納罰金、強制附加費和犯罪受害者援助費，這些資金用作犯罪受害者的

補償金和該機構的日常運營費。紐約州罪案受害者服務辦公室給其受害者援助計畫

提供撥款，這些罰款和費用還用於資助幾乎所有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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