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各項計畫撥發  690 萬美元的美國志願隊  (AMERICORPS) 資金，

用於為紐約民眾增加經濟機會   

  

這些資金將支持全州  21 個地方機構和地區機構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批准  690 萬美元的聯邦資金，用於在紐約州各地幫

助減貧、抗擊阿片類藥物氾濫問題、增加經濟機會、支持教育救助、提供重要醫

療服務。資金來自紐約州國家與社區服務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ommission on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補充了今年年初發放給  11 個機構的  580 萬美

元的美國志願隊撥款。  

  

「這筆重要資金將幫助為我們當中一些最弱勢的民眾提供穩定的住房、抗擊阿片

類藥物氾濫問題，並為我們的社區提供醫療服務和教育服務，」州長葛謨表示。

「我們利用這筆資金支持多個機構投資於我們的社區，使之成為更加安全衛生的

地點，供紐約民眾居住和發展。」  

  

這筆資金將利用  4.2 萬美元至 100 多萬美元不等的撥款，幫助推動重要項目。  

  

紐約州國家與社區服務委員會執行理事琳達 ·科恩  (Linda Cohen) 表示，「本委員

會很高興提供資源和支持，用於解決我們當代一些最緊迫的問題，例如為對抗物

質使用障礙問題的民眾提供協助，以及保護在我們社區內居住和工作的  最弱勢的

民眾。我們堅定信任志願服務，並透過改善民眾生活來建設更強大的社區。」  

  

國會議員約瑟  E. 賽拉諾  (José E. Serrano) 表示，「美國志願隊及其支持的組織

對布朗克斯區  (Bronx) 等地區至關重要。多虧這筆資金，十多個在紐約州開展重

要工作的州組織和地方組織將獲得所需的資源，用來持續影響布朗克斯區的生活

並加以改變。我身為撥款委員會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的成員，將繼續努力

確保美國志願隊這類計畫獲得所需的資金以完成工作。」  

  



國會女議員妮蒂亞  M. 維拉茲科茨  (Nydia M. Velázquez) 表示，「投資於社區計畫

用來造福工薪家庭，這是增強地方經濟和豐富民眾生活的重要途徑。我尤其高興

看到本州撥款強化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做出的承諾，即抗擊阿片類藥物危機、

強化日落公園  (Sunset Park) 和塞普利斯丘陵  (Cypress Hills) 等社區，並投資於我

們的兒童教育。」  

  

國會議員布萊恩·希金斯  (Brian Higgins) 表示，「白宮 (White House) 提出的聯邦

預算案使國家和社區服務資金承受全額撤銷的風險。  這筆聯邦資金將在紐約州西

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產生深遠影響，並體現國民服務對彌補地方社區的住

房、教育、醫療相關需求缺口有著重要作用。」  

  

眾議員阿德利阿諾·艾斯巴拉特  (Adriano Espaillat) 表示，「我感謝葛謨州長今天

宣佈提供 690 萬美元的美國志願隊資金，這筆資金將顯著推進我們的工作，用於

解決長期貧困問題、對抗驚人的阿片類藥物危機、提供醫療服務，並透過在全州

各地加強服務來為紐約州創造經濟機會和教育機會。」  

  

獲得撥款的機構包括：  

  

機構 地域   計畫名稱   

紐約州州務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全州  

帝國團體計畫  (Empire 

Corps)  

學生保護聯合會  (Student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全州  

精益求精環保志工團  

(Excelsior Conservation 

Corps)  

紐約州西部地區協同服務

機構 (The Service 

Collaborative of Western 

New York)  

紐約州西部地區   

協同服務經濟發展團體  

(Service Collabo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s)  

搖籃海灘營地有限公司  

(Cradle Beach Camp, Inc.) 
紐約州西部地區   

搖籃海灘營地  (Cradle 

Beach Camp)  

天主教醫療系統有限公司  

(Catholic Health System, 

Inc.) 

紐約州西部地區   

阿片類藥物患者醫療導航

會 (Healthcare Navigators 

for Opioid Patients)  

羅切斯特市  (City of 

Rochester)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花城美國志願隊反貧困計

畫 (Flower City AmeriCorps 

Anti-Poverty Initiative)  

門羅社區學院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五指湖地區   

羅切斯特市美國志願隊  

(Rochester AmeriCorps)  



羅切斯特城市聯盟  (Urban 

League of Rochester)  
五指湖地區   

羅切斯特城市聯盟  (Urban 

League of Rochester)  

韋恩郡行動計畫有限公司  

(Wayne County Action 

Program, Inc.)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與紐約州中部

地區 (Central New 

York)  

五指湖地區健康生活  

(Finger Lakes Living 

Healthy)  

奧斯威戈市-郡青年局  

(Oswego City-County Youth 

Bureau)  

紐約州中部地區   

奧斯威戈郡美國志願隊計

畫 (Oswego AmeriCorps 

Program)  

鄉村醫療網絡  (Rural 

Health Network)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和紐約

州中部地區   

抗擊阿片類藥物氾濫  

(Combatting the Opioid 

Epidemic)  

尤蒂卡市政住房管理局  

(Utica Municipal Housing 

Authority)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和紐約州中部

地區  

尤蒂卡市公共住房美國志

願隊 (Utica Public Housing 

AmeriCorps)  

哥倫比亞郡  - 格林郡精神

健康協會有限公司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of 

Columbia Greene Counties, 

Inc.)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休斯頓承諾團體  (Hudson 

P.R.O.M.I.S.E Corps)  

仁人家園 (Habitat for 

Humanity)  

紐約州西部地區、五指

湖地區、紐約州中部地

區、哈得遜鎮中部地區  

(Mid-Hudson)、長島地

區  

紐約州仁人家園  (Habitat for 

Humanity of New York State)  

紐約州社區醫療協會  

(Community Health Car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State)  

紐約州西部地區、紐約

州中部地區、哈得遜鎮

中部地區、紐約市   

CHCANYS 阿片類藥物響應

團體 (CHCANYS Opioid 

Response Corps)  

SCO 家庭服務 (SCO 

Family of Services)  
紐約市  

日落公園社區團體  (Sunset 

Park Community Corps)  

葉史瓦·科希拉瑟·雅科夫

學校 (Yeshiva Kehilath 

Yaakov)  

紐約市  

康復社區領導力、教育與

發展 (Recovery Community 

LEAD)  

塞普利斯丘陵地方建設公

司 (Cypress Hills Loc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紐約市  

東布魯克林青少年發展協

同機構 (East Brooklyn 

Collaborative for Youth 

Development)  



紐約州社區醫療協會  

(Community Health Car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State)  

紐約市、哈得遜鎮中部

地區、長島地區   

CHCANYS 醫療未來團體  

(CHCANYS Healthy 

Future Corps)  

哈林兒童地帶  (Harlem 

Children's Zone)  
紐約市  哈林兒童地帶   

瑞雷研究生院  (Relay 

Graduate School)  
紐約市  

瑞雷研究生院紐約州教育

教學長駐計畫  (Relay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ing Residency)  

  

紐約州國家和社區服務委員會簡介   

紐約州國家和社區服務委員會——紐約志願者尋求透過紐約州的服務和志願者工

作改善生活品質、加強社區建設並促進市民參與。1994 年由州長下達行政命令而

成立，管理根據  1993 年的全國社區服務信託法案斥資的項目，其中包括美國志

願隊州計畫  (AmeriCorps State program) 和美國志願隊教育專案獎計畫  

(AmeriCorps Education Awards program)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

newyorkersvolunteer.ny.gov、Facebook、Twitter @NYersVolunteer。 

  

美國志願隊簡介   

美國志願隊由國家與社區服務公司負責管理，這是一家聯邦機構，透過美國志願

隊、老年服務志願隊  (Senior Corps)、社會創新基金 (Social Innovation Fund)、志願

者代服務基金  (Volunteer Generation Fund) 服務 500 萬多美國人，並且針對同心服

務計劃『United We Serve』積極回應總統的全國號召。1994 年起，紐約州超過  

7.2 萬個美國志願隊隊員已完成  1.1 億多小時的服務。如需瞭解更多信息，請訪問  

NationalService.gov。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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