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9 月 26 日  州長凱西．霍楚爾 

 
 

霍楚爾州長與白思豪市長宣佈撥出 2,700 萬美元，為無證紐約民眾提供颶風艾達援助金  

  
受影響地區的入選社區組織將會幫助無證倖存者獲得救災援助 

  
入選的非營利組織將會直接處理不符合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援助資格的民眾個案 

  
計畫將於 9 月 27 日開放申請，民眾可致電新美國人辦公室熱線 1-800-566-7636，瞭解

申請渠道的幫助資訊  

  
州長凱西·霍楚爾與比爾·白思豪 (Bill de Blasio) 市長今天宣佈，政府將會撥出 2,700 萬美

元，用於為受颶風艾達 (Ida) 風暴和洪水影響的無證倖存者提供救濟。此筆款項將以資助

金的形式分發給現有的社區組織網絡，以提供給不符合「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個人援助計

畫」(FEMA Individual Assistance Program) 或其他渠道的風暴救災援助資格的紐約民

眾。  

  
「當我看到颶風艾達造成的破壞時，我即保證政府將會竭盡全力幫助受影響的社區恢復常

態，此筆資金正是履行承諾的行動。」霍楚爾州長表示。「這些資源將專門用於不符合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及本地合作組織援助資格的無證紐約民眾，以此消除援助差距，為有

需要的所有民眾提供幫助。我呼籲所有符合資格的民眾都去申請援助，獲取災後重建所需

的資金。」  

  

「我們將會確保紐約民眾能夠得到必要的援助，以度過颶風艾達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

比爾·白思豪市長表示。「我們會為最近受到氣候危機影響的所有受害者提供支援，而不

考慮其公民身份，並在各個重建階段提供幫助。」  

 
該計劃由紐約州新美國移民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New Americans, ONA) 管

理，針對位於符合總統重大災害聲明個人援助資格郡區的無證個人，具體包括布朗克斯區 

(Bronx)、金斯郡 (Kings)、拿騷郡 (Nassau)、皇后區 (Queens)、里士滿 (Richmond)、薩

福克郡 (Suffolk)、韋斯切斯特郡 (Westchester) 和洛克蘭郡 (Rockland)。一批入選的非營

利組織將會為受到風暴影響的民眾提供資訊、救濟及幫助。 

 
今天的公告亦加強了州府和市府支援非營利組織、共同提供援助的承諾。  

 
以下組織將會提供援助： 

電話：1-800-566-7636


·       布朗克斯 - 天主教社區服務中心 (Catholic Charities Community Services)，地

址：402 East 152nd Street, Bronx, NY 10455  

·       布魯克林 - 華人策劃協會 (Chinese 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地址：4101 

8th Ave, 4th Floor, Brooklyn, NY 11232  
·       皇后區 - 民權中心 (MinKwon)，地址：133-29 41st Avenue, Suite 202, Flushing, 

NY 11355  
·       皇后區 - 造路紐約 (Make the Road)，地址：92-10 Roosevelt Ave,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  
·       斯塔頓島 (Staten Island) - 造路紐約，地址：161 Port Richmond Ave, Staten 

Island, NY 10302  
·       拿騷郡 - 拿騷郡經濟機遇委員會 (Economic Opportunity Commission of Nassau 

County)，地址：134 Jackson Street, Hempstead, NY 11550  

·       薩福克郡 - 造路紐約，地址：1090 Suffolk Ave, Brentwood, NY 11717  

·       韋斯切斯特郡和洛克蘭郡 - 街區互聯組織 (NeighborsLink)，地址：27 Columbus 

Ave, Mount Kisco, NY 10549  
  
紐約州州政府秘書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颶風艾達影響巨大，破

壞了許多民眾的家園和生計，尤其是市中各地的移民。得益於霍楚爾州長的領導，紐約州

新美國移民辦公室已經準備就緒，即將部署州內資源，連結所有無證的紐約民眾，為其提

供亟需的救濟，幫助啟動災後重建。」 

 
金融服務廳 (Financial Services) 代理廳長阿德里安娜 A. 哈里斯 (Adrienne A. Harris) 

表示，「無證的紐約民眾是重要的社區成員，幫助我們建設更為強大的社區，並保證紐

約能以堅強的行動應對此場疫情。霍楚爾州長能夠確保提供資金和援助措施，以幫助受到

颶風艾達影響的所有民眾，對此我深表讚賞。紐約州金融服務廳的員工參與了初始階段的

應急工作，亦親眼見證今天發放的救助金將能提供關鍵的財政援助，確保州內受影響社區

能夠共同啟動重建工作。」 

 
眾議員卡特琳娜·克魯茲 (Catalina Cruz) 表示，「艾達帶來破壞性洪水，令社區內的許多

民眾喪失所有。僅在我們辦公室這一個地方，我們就曾無奈地跟告知 25 多戶家庭，表示

目前沒有資源幫助他們解決難題。聯邦政府需要為所有受影響的民眾提供相同的資源，包

括因為移民身份而不符合資格的社區鄰里。我非常感謝霍楚爾州長能夠為不符合資格的紐

約民眾提供「艾達救濟金」，此項重要的人力主義工作將能支援區內最為弱勢的鄰居，沒

有此項救濟金，他們就會陷於一無所有的境地。」 

 
非營利合作組織將於 2021 年 9 月 27 日週一起開始提供援助並接受申請。申請截止日期

為 2021 年 11 月 26 日週五。計畫申請人必須滿足以下條件：a) 本身不符合聯邦緊急事

務管理局的援助資格；b) 其所在家庭沒有成員符合援助資格。 

 
如需瞭解最新的援助資訊，受影響民眾應致電新美國人辦公室電話 1-800-566-7636，工

作時間為週一至週五的上午 9 點至晚上 8 點，亦可從 9 月 27 日起造訪非營利合作組

織。熱線支援可以提供 200 多種語言的協助。 

電話：1-800-566-7636


  
霍楚爾州長之前公佈了針對受影響紐約民眾的新線上資源中心，網址為 ny.gov/Ida。該中

心提供有關可用援助計劃以及提供住所和食物等服務的機構的資訊。網站資訊會隨紐約民

眾可用資源調整而更新。 

  
新美國人辦公室成立於 2012 年，是國內首個依法成立的移民服務辦公室。新美國人辦公

室為所有美國新移民提供協助，透過遍佈全區的社區網路幫助移民評估並尋求各種免費服

務及支援。 

  
紐約州天主教慈善會執行理事凱文·蘇利文 (Kevin Sullivan) 表示：「受到緊急事件或災

難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個人難以處理災後問題，尤其是社區中最為弱勢的群體。天主教慈善

會準備就緒，可以為受到颶風艾達影響的民眾提供支援和協助；我們亦感謝霍楚爾州長和

紐約州為此所提供的資源和採取的行動。」  

 
街區互聯組織執行理事卡羅拉·奧特羅·布拉克 (Carola Otero Bracco) 表示，「受風暴影

響地區的民眾應該得到必要的協助，而無論其移民身份、房屋狀況或是否受保。許多無證

民眾在我們的經濟中擔任關鍵工作者並扮演重要角色，但卻經常無法享受大部分政府援

助。街區互聯組織非常感激霍楚爾州長能夠關注不具備其他財政救濟資格的民眾，亦期待

能夠負責管理風暴援助計畫。」 

 
華人策劃協會總裁兼執行長韋恩·何 (Wayne Ho) 表示，「華人策劃協會非常榮幸能夠與

紐約州政府合作，為受颶風艾達影響的無證移民提供緊急救援。許多無證的個體民眾並不

具備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的援助資格。我們很高興這一新的資源能夠用於幫助無證民眾度

過難關，重回常態。」 

 
造路紐約聯合執行理事西奧·大城 (Theo Oshiro) 表示，「艾達帶來的洪水沖毀我們的社

區，嚴重破壞眾多最為弱勢的紐約民眾的家園。霍楚爾州長能夠採取措施，為不符合聯邦

災難援助資格的移民提供關鍵救濟，我們對此深表敬意。亟需援助的街區民眾及其家人將

能透過此筆資助開始修復家園，重新生活。」 

 
 拿騷郡經濟機遇委員會代理執行理事艾瑞克·保爾森 (Eric Poulson) 表示，「拿騷郡經濟

機遇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就一直勇當前鋒，為拿騷郡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幫助。無證居民尤其

容易受到災難影響，而且無法獲得風暴災後援助，但卻需要繼續面對基本的住房需求，以

及家庭的健康與安全需求。此項援助旨在為社區內受權利剝奪最為嚴重的居民提供平等的

競爭環境。」  

  
民權社區行動中心執行理事約翰·派克 (John Park) 表示，「民權社區行動中心很榮幸能

夠參與此項富有意義的計畫，為受到颶風艾達影響的無證移民提供資源。紐約的許多無證

移民是地下住宅的常見租客，因此，當艾達帶來的洪水導致下水道和排水系統氾濫時，這

些移民亦遭受了重大損失。在聯邦政策禁止無證家庭（包括逐夢者 (DREAMers)）直接申

請聯邦緊急事務救濟金之際，我們非常感激霍楚爾州長和白思豪市長能夠提供這一必要資

源，以此表明，社區內的所有鄰里，無論其移民身份如何，都不應該被無情地剝奪接受風

https://www.governor.ny.gov/programs/governors-relief-and-response-resources


暴災害或疫情救濟援助，所有人都應被視為有價值的個人。」 

 
需要援助或聯繫新美國人辦公室的移民，可致電辦公室熱線 1-800-566-7636，工作時間

為週一至週五的早上 9 點至晚上 8 點。所有來電均予以保密。可以超過 200 種語言提供

協助。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s://dos.ny.gov/office-new-americans 或關注新美

國人辦公室 Twitter 帳號 @NYSNewAmericans 或 Facebook 帳號 

https://www.facebook.com/NYSNewAmericans。  

  
###  

  

 
可造訪網站 www.governor.ny.gov 瀏覽更多新聞 

紐約州 | 州長辦公室|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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