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6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預防老年人虐待而斥資 250 萬美元擴大全國首屈一指的計畫開展範圍  

  
為全州全面的多學科綜合團隊增加額外支持，使其能夠保護弱勢成人免受老年人虐待和

財政剝削的侵害  

  
全州幫助老年人的團隊數量增至三倍  

  
65 歲以上人群裡，每年每 10 人中就有一人是老年人虐待的受害者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斥資 250 萬美元擴大全國首屈一指的《多學科綜合團隊計畫 

(Enhanced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Initiative, E-MDT)》工作範圍，該計畫旨在保護受虐

待、忽視或財政剝削的弱勢成人。這筆資金將在 2022 年 9 月前一年發放一次，用於對因

身體缺陷、認知受損或癡呆，以及社會孤立的 60 歲以上成人提供幫助。使用資金的人群

範圍擴大至法務會計師、老年精神科醫生/精神健康專家、民事法律服務。該計畫由老齡

化辦公室 (Office for the Aging, NYSOFA) 和受害人辦公室 (Office of Victim Services, 

OVS) 制定，目前在本州 51 個郡面向 92% 的老年人開展，這是在紐約開展的全國首個此

類項目，也讓專門解決虐待老年的團隊數量增至三倍。  

  
「在紐約，我們主張堅持為所有公民實現公平平等待遇，並保護包括老年人在內的弱勢人

群，」葛謨州長表示。「這項首屈一指的計畫匯集專家團隊，旨在保護受虐待、護士或

財政剝削的紐約老年人不受侵害。為這一重要項目持續撥款能有助於確保團隊幫助到全州

情況更危急的老年人，並為他們提供所需可能會挽救生命的服務。」  

  
多學科綜合團隊計畫內容包括開展老齡化服務、成人保護服務 (Protective Services)、健

康照護、金融服務、刑事司法、受害者援助、心理健康和其他學科專家的多個團隊聯合展

開調查，並為虐待老人的複雜案例制定出干預手段。這些團隊於 2012 年首次在本州試

行，為 60 歲以上成人提供幫助，這些人群因身體缺陷、認知受損或癡呆，以及社會孤立

而遭受傷害或剝削。  

  
2017 年《多學科綜合團隊計畫》所作的前三年投資總額達 840 萬美元。這筆投資來自於

受害人辦公室發放的聯邦《犯罪受害者法案 (Victims of Crime Act, VOCA)》撥款和紐約

州老齡化辦公室發放的州投資款。紐約州老齡化辦公室與門羅郡 (Monroe County) 的大

羅切斯特壽命機構 (Lifespan of Greater Rochester) 和威爾康奈爾醫學院 (Weill Cornell 

Medicine) 的紐約市預防老年人虐待中心 (New York City Elder Abuse Center, NYCEAC) 



 

 

展開合作，共同管理、監督和分發資金。受害人辦公室一年追加 200 萬美元的《犯罪受

害者法案》資金，紐約州老齡化辦公室一年追加 50 萬美元，用於在 2020 年 10 月 1 日

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期間為《多學科綜合團隊計畫》提供支持。  

  
負責 10 個地區 51 個郡的團隊和負責紐約州其他 11 個郡的發展團隊還在開展工作。透

過多學科綜合團隊干預手段向被虐待受害者提供的服務有獲得其他服務的訊息和推介（如

受害服務項目或法律服務）和個人支持（如返回私人住宅或協助申請公共補助）。多學科

綜合團隊的協調員為案件提供案件咨詢服務，並在適合的情況下提供法務會計師、老年精

神科醫生/精神健康專家、民事律師咨詢服務。大羅切斯特壽命機構每月也召集專家就財

政剝削問題開會。在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公共衛生危機期間，多學科綜合團隊

還繼續召開虛擬會議，從而在其他多個項目暫停時能確保繼續為老年人虐待案件提供干預

服務，並在保護紐約州的老年人。  

  
自 2017 年起，多學科綜合團隊的協調員收到月 1,600 封推介信，670 名受害者獲得了支

持服務。在同一時期，多學科綜合團隊的干預手段為財政剝削案件的受害者透過法庭追回

約 64.5 萬美元。  

  
紐約州受害人辦公室主任伊麗莎白·克羅寧 (Elizabeth Cronin) 表示，「對於眾多老年公

民來說，被孤立是讓他們特別容易受到剝削的現實，他們在成為犯罪受害者以後也不太可

能會上報。受害人辦公室很驕傲能對這項至關重要的外展工作予以支持，從而有助於阻止

老年人受到虐待，也確保了在這一現象發生時能追求肇事者的責任。感謝葛謨州長的持續

支持，這才使得這些團隊能對需要協助的每個紐約民眾提供幫助。」  

  
紐約州老齡化辦公室代理主任格雷格·奧爾森 (Greg Olsen) 表示，「我們很高興能和公私

部門的合作夥伴一起以各種形式來關注、阻止和緩解紐約老年人遭受虐待的現象。我們全

國領先的多學科綜合團隊透過對虐待的預兆和表現開展外展和教育工作，從而讓來自不同

系統的多個合作夥伴都能參與進來。該團隊在為社區問題找到解決方法工作上做出表率作

用，並進一步凸顯了紐約對老年人的承諾及我們被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和美國退休人員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 指

定為全國首個老齡友好州 (Age Friendly State) 的原因。」  

  
壽命機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安·瑪麗·庫克 (Ann Marie Cook)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對老

年受害者的持續支持。眾多老年人在疫情期間經受的孤立感讓紐約老年人本來就不樂觀的

處境雪上加霜。老年人受虐待現象在默默地增加。今年我們就看到虐待、欺詐和財政剝削

案件有所上升。多學科綜合團隊模型已被證明有所成效，該團隊也使社區能夠團結一心保

護紐約的老年人。老年人應在不受虐待和不正當對待的環境下生活。」  

  
威爾康乃爾醫學院紐約市預防老年人虐待中心行政官麗薩·雷切慕斯 (Lisa Rachmuth) 表

示，「紐約市預防老年人虐待中心與紐約市老齡化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for the 

Aging)、大羅切斯特壽命機構、紐約州老齡化辦公室和社區夥伴密切合作，旨在透過讓多

學科綜合團隊在全州範圍內聯合開展工作來減少弱勢的紐約老年人受到的傷害。紐約市預

防老年人虐待中心團隊很驕傲能以創新方式幫助老年人快速有效地解決危機問題。感謝紐



 

 

約市老齡化局、大羅切斯特壽命機構、紐約州老齡化辦公室和受害人辦公室為消除虐待老

年人現象所做的前瞻性工作。」  

  
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OCFS) 主任希拉 J. 普爾 (Sheila J. Poole) 表示，「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

辦公室很驕傲能和州政府的姊妹部門一起合作，從而協助弱勢的老年人維護自身尊嚴和獨

立。這一計畫彌補了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開展的成人保護服務工作，該計畫為幫

助遭受虐待、護士和剝削的老年弱勢群體提供了工具。」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間，60 歲及以上的罪案受害者共申請了 5,673 次協助，

受害人辦公室批准了這一時期的  3,789 份申請。  

  
數據顯示 65 歲以上人群里，每年每 10 人中就有一人成為虐待老人行為的受害者。紐約

州服務老年人警方協調委員會 (Committe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Police Services to 

Elderly Persons) 由刑事司法服務處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DCJC) 的人

員予以支持，該委員會透過提供培訓和工具來協助執法部門和開展項目，使得他們能更好

的服務紐約老年人。  

  
培訓主題有回應阿茲海默症 (Alzheimer's) 和癡呆患者來電及如何支持他們的策略，服務

提供商和成人保護服務專家聯合執法部門調查老年人受虐待案件。該委員會還制定了老年

人受虐待工具包，用於概括多種老年人受虐類型；調查內容列表；培訓文件；視訊和在線

課程；紐約州針對老年人受虐的特定法規；向老年人提供如何保護自身的訊息手冊。  

  
刑事司法服務處執行副處長邁克爾 C. 格林 (Michael C. Green) 表示，「老年人遭受虐待

是不幸的事實，我們不能放任這一問題不管。紐約州服務老年人警方協調委員會和刑事司

法服務處的員工很驕傲能支持這些團隊的工作和確保我們的弱勢公民不會受到侵害，還要

追求剝削老人的人的責任。感謝葛謨州長對這些團隊撥款，我們期待會與服務提供商和執

法部門繼續展開合作，從而阻止虐待老年現象的發生並對其有所回應。」  

  
受害人辦公室為罪案受害人及/或其家人提供了一個安全網絡，對符合資源的群體進行醫

療和咨詢費用補償、葬禮和安葬費用補償、工資損失補償和支持，以及其他救助。欲知更

多信息、資格參考和各郡資助的受害人援助項目，請訪問 www.ovs.ny.gov 或撥打 1-800-

247-8035。  

  
紐約州老齡化辦公室的家庭和以社區為基礎的項目為老年人提供計畫詳實的家用協調指南

及其他支持服務，該服務旨在對非正式護理提供支持和補充。該部門旨在為老年人提供使

用方便、價格低廉的非醫療支持服務，用於使其在社區中正常老去，以及避免接受過度護

理或由公有資金資助的護理。紐約州老齡化辦公室透過 59 個地方老齡化辦公室實現了這

一目標。  

  

http://www.ovs.ny.gov/
http://www.aging.ny.gov/


 

 

壽命機構幫助老年人和護理人員獲得能夠長壽的挑戰和機會。該機構值得信任，信息和指

導方針比較公正，為老年人和護理人員提供 30 多項服務和支持，同時也為聯盟中的專家

和社區提供培訓和教育。  

  
威爾康奈爾醫學院的紐約市治理虐待老人中心於 2009 年成立，旨在改善專家、機構和系

統對老年虐待、忽視和經濟剝削現象的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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