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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霍楚爾宣布準備近 2,500 萬美元作為加強非營利機構安全用途  

  
資金建立在 4,300 萬美元的州撥款基礎之上，這筆資金將對 362 個機構提供幫助，並促

進 872 個項目保護遭受仇恨犯罪的社區  

  
州警察局和人權廳在合作公共服務公告時推廣了新在線表格，旨在簡化舉報仇恨犯罪衝

突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在砲台公園市 (Battery Park City) 猶太遺跡博物館 (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 宣佈將為非營利機構追加撥款 2,500 萬美元，旨在幫助它們提高其設

施的安全性，從而為因思想體系、信仰或使命而可能仇恨犯罪或攻擊的人員提供更好保

護。這筆撥款針對先前未因這一緣由而獲得州資金的機構，其建立在今天為 362 個非營

利機構發放的近 4,300 萬美元基礎之上，旨在推動安保基礎設施建設，並加強對抵禦仇

恨犯罪攻擊而進行的預警工作。  

  
「仇恨犯罪的本質是要對我們民主的核心進行打擊，並摧毀我們的社會基礎原則，」州

長霍楚爾表示。「透過幫助這些非營利機構，保護他們不受暴力膽怯行為的攻擊，我們

將繼續把公共安全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們州絕不容忍盲從和仇恨。我們也會竭盡所

能保護弱勢人群不會因其思想體系、信仰或使命而受到攻擊。」  

  
州資金將在全州共支持 872 個項目。這些項目將加強社區中心、學校、博物館和日間營

地的安全。  

  
州長霍楚爾今天公佈了一份涵蓋範圍更廣的在線舉報表格，該表格將使紐約民眾能夠舉

報在紐約州發生的偏見和仇恨衝突。這份新的在線舉報表格改善了數據收集性能，並推

動本州追蹤響應仇恨和歧視行為工作的開展。  

  
這份公告在本州仇恨偏見衝突不斷發生的期間公佈，這些衝突針對猶太族、亞裔美國人

和太平洋島民等社區。雖然舉報給本州警察的仇恨犯罪衝突案件數僅佔總犯罪數的一小

部分，但這些衝突已經嚴重到足以在受害者所在的大社區中滲透恐懼。  

  
今年秋季，犯罪司法服務部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DCJS) 計劃獲得 

2,500 萬美元，這筆資金預計能對全州約 500 個項目予以支持。先前獲得過撥款的非營

利機構可在不同的設施中申請用於加強安保的新撥款。  

  

http://www.ny.gov/hatehasnohome
http://www.criminaljustice.ny.gov/
http://www.criminaljustice.ny.gov/


犯罪司法服務部將接受每個設施最多 5 萬美元的申請；符合要求的每個機構可最多遞交

三份總額最多為 15 萬美元的申請。此外，遭受仇恨犯罪的受害人還能從一個由 212 個

受害人協助項目組成的網絡中獲得直接服務，如心理咨詢、民事法律援助、安全規劃、

支持、緊急避難所和交通方面的服務，這一網路由州受害人辦公室 (State Office of 

Victim Services) 予以資助。  

  
今天宣佈發放的 4,300 萬美元由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負責管理。依據《保護社區不受仇恨犯罪侵害項目 

(Securing Communities Against Hate Crimes Program)》的內容，近 3,000 萬美元將用

於對 608 個項目提供幫助；依據《面向非公立學校和日間營地的保護社區不受仇恨犯罪

侵害項目 (Securing Communities Against Hate Crimes Program for Nonpublic Schools 

and Day Camps Program)》的內容，近 1,300 萬美元將用於支持 264 個項目。  

  
《保護社區不受仇恨犯罪侵害撥款項目》於 2017 年制定，其為保護非盈利日間托兒中

心、社區中心和文化博物館撥款以加強安保措施和防止仇恨犯罪的發生。這些地方因其

思想意識、信仰或使命而容易受到傷害。該項目自開展以來，已經有 500 多個此類項目

獲得 2,500 萬美元州資金的資助。  

  
因仇恨或偏見衝突而受到傷害或目擊此類衝突的的紐約民眾可填寫新的在線表格，從而

向紐約州仇恨犯罪工作組 (New York State Hate Crimes Task Force) 舉報衝突的具體訊

息。在此份表格中提交的訊息受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和紐約州人權廳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Human Rights) 的監督，這兩個部門為確定歧視犯罪或行為

是否違反《紐約州人權法 (New York State Human Rights Law)》而跟進調查。  

  
更新後的表格可收集關於衝突地點、時間和性質，以及可疑的偏見動機等訊息。填寫該

表格的人員還可提供補充訊息，包括與衝突有關的照片、視頻或文件。仇恨犯罪工作組

舊版的愛現舉報表格無法收集每次衝突中的標準化數據，而新表格將使該工作組能更全

面的了解紐約州仇恨和偏見衝突。  

  
新表格可從移動設備上獲取英文版，近期在全州範圍內承保的擴大語言保險也將提供十

個語種翻譯：阿拉伯語、孟加拉語、中文、海底克里奧爾語、意大利語、漢語、波蘭

語、俄語、西班牙語和意第緒語。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署長帕特里克 A. 墨菲 (Patrick A. Murphy) 表示，「紐約

因接納和推廣多元化而為人所知，但現在有人員和群體卻因文化和信仰而對機構造成威

脅。這些資金使非營利機構能強化設施，並加強安保，從而為防範仇恨犯罪而提供保

護。」  

  
紐約州警察局局長凱文 P. 布魯恩 (Kevin P. Bruen) 表示，「紐約州不歡迎因偏見而進

行的犯罪和歧視行為，也不會對其予以容忍。「保障所服務對象的安全是我們的首要任

務。再加上這筆資金的幫助，我們將努力為弱勢人群和容易遭到這類犯罪的人員提供保

護。我們想要提醒公眾，紐約州警察局將權力依據法律內容展開調查因他人信仰而襲擊

個人或群體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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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議員利茲·克魯格 (Liz Krueger) 表示，「我們過去幾年在市、州和全國看到仇恨犯罪

有所增加，這些犯罪破壞了分裂了團結我們多元社會的基礎，這令人不安。多元化的民

主不會容忍因差異而實施的暴力行為。感謝州長霍楚爾為身處危險的非營利機構提供額

外支持，感謝她對打擊仇恨抬頭趨勢的支持。」  

  

參議員托比·安·斯塔維斯基 (Toby Ann Stavisky) 表示，「安全地信仰宗教的自由是我

們國家的基本核心。這一自由要得到保護，在虛假宣傳無孔不入，仇恨犯罪有所增長和

反猶太主義禍害社會時其更應得到保護。州長霍楚爾發放這筆重要資金，從而確保能保

護這些機構不受憎恨威脅的傷害，對此我表示感謝。」  

  

眾議員尼利·羅茲克 (Nily Rozic) 表示，「在紐約州反猶太主義事件激增已成為不可否認

的仇恨浪潮情況下，我們決不能自滿。州長霍楚爾為預防和解決紐約州仇恨犯罪而採取

措施，對此我表示稱讚。這筆為安保而發放的新資金和改善後的舉報表格將長期保障保

護紐約民眾的安全。我們還會繼續採取措施，直到堅定地讓大家明確紐約不會容忍仇

恨。」  

  
紐約《猶太人申訴 (United Jewish Appeal)》聯邦機構 (UJA-Federation of New 

York) 首席執行官埃裡克 S. 高德斯坦 (Eric S. Goldstein) 表示，「紐約《猶太人申訴》

聯邦機構正在為保障數千猶太機構的安全而積極開展工作。但光憑慈善是不能解決現階

段的挑戰的。我們對紐約州開展的非盈利機構安全撥款項目而深表感激。感謝州長霍楚

爾和州政府公佈的 2,500 萬美元撥款項目，這將極大地改善全體紐約民眾的福祉和安

全。」  

  
東正教聯盟 (Orthodox Union) 管理主任毛利·利特沃克 (Maury Litwack) 表示，「州長

霍楚爾今天的舉動彰顯出她為打擊紐約州的仇恨衝突所做出的堅定不移承諾。我們欣然

接受這筆安保資金和追加撥款的發放，這將保護紐約的家庭、社區和機構。」  

  
布魯克林羅馬天主教教區 (Roman Catholic Diocese of Brooklyn) 主任文森特·賴偉恩 

(Vincent LeVien) 表示，「這筆資金將有助於保護所有教區的學校和禮拜堂，對此布魯

克林羅馬天主教教區予以支持。我們滿懷信心，將攜手保障教區學校和禮拜堂的安

全。」  

 

人權廳和紐約州警察局還共同發表了一份新的公共服務公告，該公告將發佈在多個州政

府部門的社交媒體平台及其網站上。  

  

紐約猶太社區關係委員會 (Jewish Community Relations Council of New York, 

JCRC of New York) 首席執行官吉迪恩·泰勒 (Gideon Taylor) 表示，「凱西·霍楚爾州

長為發放保護社區不受仇恨犯罪侵害撥款而做出努力，對此紐約猶太社區關係委員會深

表感激。2020 年春季成功遞交申請的數百個機構終於能用這筆資金對其安保硬件進行升

級，並開展規劃和培訓工作。最重要的是，這些升級工作將對數千名紐約民眾予以保

護。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069331e8-5908088a-0691c8dd-000babd9069e-52bc4a494c2102fd&q=1&e=8fd3709b-c630-4cf9-9d2f-3f17de823f14&u=https%3A%2F%2Fyoutu.be%2FzvSpIxLJpAg


美國阿古達特以色列機構 (Agudath Israel of America) 政府關係 (Government 

relations) 主任亞路奇穆·塞爾博拉比 (Rabbi Yeruchim Silber) 表示，「阿古達特以色

列機構一直以來都處於打擊反猶太主義和所有形式仇恨犯罪行為的前沿。我們對州長霍

楚爾今天強有力的舉措表示稱讚。這些資金將在上帝的幫助下，對弱勢機構提供長期保

護。」  

  
反誹謗聯盟 (Anti-Defamation League) 紐約/新澤西地區地區主任斯科特·裡奇曼 (Scott 

Richman) 表示，「我們今天對州長霍楚爾在猶太遺址博物館的亮相而感到激動。州長

宣佈為非營利機構增加用於仇恨犯罪安保和仇恨犯罪舉報系統的撥款，這對於確保紐約

州實現 #NoPlaceforHate（不容忍仇恨）來說是必要步驟。我們期待能與州長霍楚爾和

其他利益相關者能在安保專案上展開合作，並解決衝突的舉報問題。」  

  
根據紐約州法律，因受害人種族、膚色、來源國、、血統、性別、宗教、宗教習慣、年

齡、殘疾狀況或性取向，或因看法或信仰而實施仇恨犯罪的人員構成仇恨犯罪。仇恨犯

罪可向個人、群體中的人員、公共或私人財產實施。  

  
《紐約州人權法》是全國歷史最悠久的州反歧視法律。該法禁止因年齡、種族、來源

國、性別、性取向、性別認同或表達、婚姻狀態、殘疾狀況、服役狀況、合法收入來源

和其他指定的類別而歧視他人的工作、住房、公共住房、信用和其他司法權。《人權

法》由紐約州人權廳執行。  

  
去年紐約州和全國針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仇恨和偏見衝突事件激增。近期的一

份報告記載了自 2020 年 3 月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發生以來，全國發生了近 

4,000 起衝突。  

  
2021 年 3 月，人權廳舉辦的一場在線公共論壇匯集了社區領導，旨在討論全州襲擊事件

的影響。《2022 年頒布預算案 (2022 Enacted Budget)》於 2021 年 4 月簽署，該預算

案內容中為支持社區機構打擊針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歧視行為而預備了數百萬

美元資金。  

  
紐約民眾也可撥打熱線電話 1-877-NO-HATE-NY 舉報仇恨犯罪，認為有發生偏見襲擊

的可能性時也可撥打此號碼。請點擊這裡訪問紐約州人權聽網站，撥打 1-888-392-

3644，或發送簡訊 HATE 至 81336 舉報有關偏見或歧視的其他問題。如您因個人安全

或他人安全而感到恐懼，請馬上撥打 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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