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11 月 22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紐約州在過去三個月內已撥款 3000 萬美元以打擊槍支暴力  

  
今天宣佈劃撥 630 萬美元新資金以擴大槍支暴力干預計畫在全州的實施範圍  

  
為遏制槍支暴力而撥款的所有資金包括用於僱用 129 名新槍支干預人員的 820 萬美元、
用於發展青年參與計畫的 580 萬美元以及用於開展勞動力培訓和安置工作的 1600 萬美

元  

  

劃撥款將用於資助全州槍擊和槍支相關謀殺犯罪率上升的社區聘請新的外展工作者、暴
力攔截者和社會工作者  

  
可靠的信使 (Credible Messengers) 將透過調解、指導和發動社區，  

與全州其他致力於減少槍支暴力的有識之士並肩作戰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撥款 620 萬美元，基於社區和醫院，在全州範圍內在過去一

年中槍擊事件和與槍支有關的謀殺案發生率顯著上升的社區中，推廣槍支暴力干預計

畫。此外，霍楚爾州長亦宣佈向韋斯切斯特家庭服務機構 (Family Services of 

Westchester) 與和平生活方式組織 (Peace is a Lifestyle) 新撥款 100,000 美元，為壯大

其在韋斯切斯特和布朗克斯區的青年參與和反暴力計畫提供資金。今天上午，在衆議員

賈馬爾．鮑曼 (Jamaal Bowman) 以及眾多暴力預防專家和社區領袖的見證下，霍楚爾州

長在弗農山男孩和女孩俱樂部 (Mount Vernon Boys and Girls Club) 宣佈了這項撥款決

定。  

  

這筆資金體現了紐約州繼續致力於與面臨槍支暴力增加的社區協作的決心，將被用於資

助非營利組織和醫院僱用 90 名新的外展工作者、暴力攔截者和社會工作者，這些新僱

人員將透過調解、指導和社區參與來減少槍支暴力，撫慰暴力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創傷。  

  
「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現實，全國各地的社區依然活在槍支暴力的陰影之下，」霍楚爾

州長說，「這為我們敲響了警鐘，算上今天宣佈的撥款，我很自豪地告訴大家，我們為

打擊槍支暴力而已投入的資金超過 3000 萬美元。這些資金將為我們在槍支暴力呈循環

上升之勢的目標區域實施的街道外展計畫注入強心劑，提供必要的工具與教育以支援年

輕人追求更光明的未來。」  

  



 

 

9 月，霍楚爾州長宣佈 撥款 2370 萬美元，其中 200 萬美元用於為紐約市僱用 39 名新

的暴力攔截者以及州扶持所有 12 個 SNUG 街道外展計畫招聘街道外展工作者。加上這

些新的撥款，紐約州總共為 31 家非營利組織和醫院提供了 820 萬美元的經費以新僱 

129 名槍支暴力干預工作人員，580 萬美元用於開展青年參與計畫以及 1600 萬美元用

於勞動力培訓和安置計畫。  

  
街道外展和暴力攔截計畫將槍支暴力視為一種公共衛生問題，可以透過識別來源，攔截

傳播網路，發動個人和社區積極行動起來以改變社區對待暴力的態度加以處理。211 號

行政命令，近日經霍楚爾州長補充完善之後，有助於加快本州劃撥這些資金的流程。紐

約州的刑事司法事務司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DCJS) 已與紐約市長刑事

司法辦公室 (New York City Mayor's Office of Criminal Justice) 合作，向負責運營基於

社區的項目的非營利組織分配資金，向基於醫院的項目和本州的 12 個 SNUG 街道外展

計畫發放資金的工作則由 DCJS 負責。紐約州的 SNUG 街道外展計畫將擴大其駐奧爾巴

尼郡 (Albany) 、布朗克斯區 (Bronx)、水牛城 (Buffalo)、漢姆斯代市 (Hempstead)、弗

農山 (Mt. Vernon)、紐堡 (Newburgh)、波基普西 (Poughkeepsie)、羅切斯特 

(Rochester)、錫拉丘茲 (Syracuse)、特洛伊 (Troy)、揚克斯 (Yonkers) 和溫丹奇 

(Wyandanch) 的隊伍。其中四個計畫——在奧爾巴尼郡、布朗克斯區、水牛城和錫拉丘

茲——都在社區和創傷中心安插了工作人員。DCJS 為 SNUG 計畫提供資金並負責對其

實施行政監督與培訓，這些計畫由這些社區內的非營利組織負責運營。  

  
紐約州的 SNUG 街道外展計畫將擴大其駐奧爾巴尼郡 (Albany) 、布朗克斯區 (Bronx)、

水牛城 (Buffalo)、漢姆斯代市 (Hempstead)、弗農山 (Mt. Vernon)、紐堡 (Newburgh)、

波基普西 (Poughkeepsie)、羅切斯特 (Rochester)、錫拉丘茲 (Syracuse)、特洛伊 

(Troy)、揚克斯 (Yonkers) 和溫丹奇 (Wyandanch) 的隊伍。其中四個計畫——在奧爾巴

尼郡、布朗克斯區、水牛城和錫拉丘茲——都在社區和創傷中心安插了工作人員。DCJS 

為 SNUG 計畫提供資金並負責對其實施行政監督與培訓，這些計畫由這些社區內的非營

利組織負責運營。  

  
衆議員賈馬爾．鮑曼表示：「在我履行教育工作者的職責、養育子女以及在紐約居住和

生活的過程中，我親眼目睹了社區居民每天面臨的各種挑戰。我為自己能夠與霍楚爾州

長一起給予關鍵的社區計畫以戰略性扶持，為韋斯切斯特家庭服務機構與和平生活方式

組織爭取到新的資金而感到驕傲。人們正在受罪，年輕人乃至於年長者群體中頻發暴力

和自殺行為就是證明。今天州長宣佈追加撥款，州長、在地社區團體與我本人之間的合

作陣營依然堅挺，代表我們為終止暴力而付出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我們不會止

步於此。為了啟動受害者療癒工程並且應對這場危機，我們需要更多的資金以支援鄰里

計畫。在國會，我將繼續推動「重建美好未來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 入法進程—

—該法案將為全國的暴力干預計畫提供 50 億美元資助。我知道我們正在為療癒我們的

朋友、親人和鄰居做出積極的貢獻。」  

  
多數黨領袖安德裡亞．斯圖爾特-考辛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說：「過去一年裡，

與槍支有關的犯罪案件數量激增。毫無疑問，槍支暴力本身就是一場衛生危機，是亟待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news%2Fgovernor-hochul-announces-237-million-grant-awards-end-gun-violence-epidemic&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7ab0441f9418459ef2a008d9add791af%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3196379434451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2000&sdata=mFPE9FESRRs6Ek5xLYkHekn033dJAbRqerdHnoAgULc%3D&reserved=0


 

 

解決的問題。紐約州是全美國第一個宣佈槍支暴力為災難突發事件、並將其視為公共衛

生危機的州。凱西．霍楚爾州長能夠對此突發事件嚴陣以待並且撥出資金以扶持干預行

動，對此我深表感謝。社區暴力干預 (Community Violence Intervention) 是減少和制止

與槍支有關的犯罪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今天州長宣佈的消息讓我們看到州政府將繼續與

社區領袖合作，積極採取行動以打擊暴力犯罪。透過與社區合作並且實施這樣的投資，

我們可以遏制本地區的槍擊事件的爆發率並且制止毫無意義的殺戮。」  

  
紐約州刑事司法事務司第一副司長馬克．E．懷特 (Mark E. White) 說：「社區中暴力橫

行，導致太多年輕人英年早逝。這類投資有助於確保我們的社區擁有足夠的資源以支援

青年健康成長。我們要感謝霍楚爾州長，正是在她的領導和積極推動下，街道外展計畫

得到了資金扶持，力量進一步壯大，槍支暴力問題得到了有效的緩解，年輕人也因此有

機會獲得更美好的人生。」  

  
紐約州兒童和家庭服務辦公室專員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Commissioner) 希拉．J．普爾 (Sheila J. Poole) 說：「幫派活動和街頭暴力傷害了我

們的孩子和家庭，令我們的社區支離破碎。年輕人與社區迫切需要但姍姍來遲的這項投

資最終到位了，霍楚爾州長功不可沒。年輕人渴望擁有一個不受幫派欺淩、沒有槍支暴

力陰影的未來。」  

  
街道外展工作者和暴力攔截者的職責包括：應對槍擊事件，透過調解防止報復，幫助直

接受到暴力影響的人；透過組織集會和舉辦特殊的活動來發動社區、宗教組織和神職人

員以及當地企業參與遏制槍支暴力；指導個人設定目標，為個人聯絡教育、工作機會以

及服務（包括諮詢、藥物和酒精治療、憤怒管理課程和其他資源）以培養積極的生活技

能。  

  
透過 DCJS 與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之間的合作，SNUG 計畫還提供創傷知情諮詢服務、

組建支援團體、開展倡導活動並且協助受害者填寫提交賠償申請，基於求助者的身份或

需要為其轉介其他服務。臨床社會工作者和個案管理員的協助對象包括：SNUG 參與者

及其家人提供協助； 因為過去的生活以及與刑事司法系統的交集而具備復雜創傷史的 

SNUG 工作人員；以及 SNUG 計畫服務的、城市內任何遭受社區暴力或其他犯罪的受害

者。DCJS 對 SNUG 實施集中管理和培訓，這種結構確保了雖然該計畫在每個社區由 

12 個不同實體共同運營，但是 DCJS 依然能夠對 SNUG 計畫實施全面且一致的監督。  

  
820 萬美元撥款已授予以下非營利組織、醫院和刑事司法事務司；刑事司法事務司依靠

劃撥給他們的 254,000 美元增設 2 個崗位以擴充其負責監督州扶持的 SNUG 計畫的行

政結構。每個計畫獲得的撥款數額不等，視每家實體的工資結構以及崗位性質（全職或

兼職）而定：  

  
紐約市暴力攔截者  

  
• 布朗斯維爾智庫事務 (Brownsville Think Tank Matters)：1 個崗位，75,000 美元  

  



 

 

• 布朗斯維爾驅逐暴力 (Brownsville in Violence Out, CAMBA)：3 個崗位，120,000 美元  

  
• CCI（崛起/布魯克林 (RISE/Brooklyn)、拯救我們的街道/布朗克斯區 (Save Our 

Streets/The Bronx) 和鄰里安全計畫/哈林區 (Neighborhood Safety 

Initiatives/Harlem)）：6 個崗位，420,000 美元  

  
• 紐約州中部地區家庭生活中心 (The Central Family Life Center)（斯塔頓島 (Staten 

Island)）：3 個崗位，136,800 美元  

  
• 東弗拉特布希村 (East Flatbush Village)：2 個崗位，120,000 美元  

  
• 學習精英 (Elite Learners)（布朗斯維爾、展望萊佛茨花園 (Prospect Lefferts 

Gardens)、布魯克代爾醫院 (Brookdale Hospital)、金斯郡醫院 (Kings County 

Hospital)）：11 個崗位，660,000 美元  

• 客西馬尼園事工花園 (Garden of Gethsemane Ministries)（哈林區）：2 個崗位，

50,000 美元  

  
• 途徑社區賦能 (Gateway Community Empowerment) （布魯克林）：1 個崗位，

36,000 美元  

  
• 大康尼島猶太社區中心 (Jewish Community Center of Greater Coney Island)：3 個崗

位，175,695 美元  

  
• LIFECamp（基於社區的計畫/皇后區 (Queens) 和牙買加醫院 (Jamaica Hospital)）：6 

個崗位，240,000 美元  

  
• 諾斯韋爾醫院 (Northwell Hospital)（南岸大學醫院 (South Shore University 

Hospital)、科恩兒童醫療中心 (Cohen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州立島大學醫院 

(State Island University Hospital)）：5 個崗位（包括一個社會工作者崗位），557,500 

美元  

  
• 取締槍支，生活更美好 (Guns Down, Life Up) （紐約市健康 + 醫院 (NYC 

Health + Hospitals)/林肯 (Lincoln)）：3 個崗位，191,382 美元  

  
• 金斯反暴力倡議 (Kings Against Violence Initiative)（金斯郡醫院 (Kings County 

Hospital)）：3 個崗位，180,000 美元  

  
• 南方聯隊 (Southside United)（布魯克林）：2 個崗位，92,000 美元  

  
• 街角資源 (Street Corner Resources)（基於社區的計畫/哈林區和哈林區醫院）：6 個

崗位，300,000 美元  

  



 

 

• 城市青年國際聯盟 (Urban Youth Alliance International )（布朗克斯區）：3 個崗位，

156,975 美元  

  
SNUG/基於醫院的街道外展工作者和社會工作者  

  
• 向雅可比醫療中心 (Jacobi Medical Center) 撥款 669,000 美元以聘用 3 名外展工作者

和 3 名社會工作者  

  
• 撥款 188 萬美元，為奧爾巴尼郡、水牛城、波基普西、弗農山、紐堡、羅切斯特和錫

拉丘茲的醫院增設 23 個崗位：11 名外展工作者和 12 名社會工作者/心理健康專業人員  

  
SNUG / 駐社區街道外展工作工人  

  
•奧爾巴尼郡：三一聯盟 (Trinity Alliance)，6 個崗位，311,510 美元  

  
• 布朗克斯區：雅克比醫療中心，4 個崗位，219,600 美元  

  
• 水牛城：伊利郡醫療中心 (Erie County Medical Center)，7 個崗位，406,000 美元  

  
• 漢姆斯代市：家庭和兒童協會 (Family and Children's Association)，1 個崗位：48,260 

美元  

  
• 弗農山：韋斯切斯特家庭服務機構 (Family Services of Westchester)，2 個崗位，

93,416 美元  

  
• 紐堡：RECAP，2 個崗位，107,200 美元  

  
• 波基普西：家庭服務機構 (Family Services)，2 個崗位，107,200 美元  

  
• 羅切斯特：帕茲斯通 (PathStone)，5 個崗位，260,000 美元  

  
• 錫拉丘茲：錫拉丘茲社區聯繫點 (Syracuse Community Connections)，5 個崗位，

262,400 美元  

  
• 特洛伊：三一聯盟，1 個崗位，42,748 美元  

  
• 揚克斯：揚克斯基督教青年會 (YMCA of Yonkers)，2 個崗位，101,600 美元  

  
• 溫丹奇：薩福克經濟機會委員會 (Economic Opportunity Council of Suffolk)，1 個崗

位，44,570 美元  

  
刑事司法事務司承擔多項職責，包括執法培訓；全州犯罪數據的收集和分析；維護犯罪

歷史資訊和指紋檔案；與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合作，對該州 DNA 數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criminaljustice.ny.gov%2F&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7ab0441f9418459ef2a008d9add791af%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3196379434451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2000&sdata=DRkOoSILgCA58gO0TND5Mlxxo2wnDQJ1H3CYhNWpeGA%3D&reserved=0


 

 

據庫實施行政監督；資助和監督緩刑和社區矯正計畫的；管理聯邦和州刑事司法基金；

支援全州與刑事司法相關的機構；以及管理該州的性犯罪者登記處 (Sex Offender 

Registry)。  

  
受害者服務辦公室扶持 200 多個受害者援助計畫，這些計畫向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直接

服務，例如危機諮詢、宣傳、緊急避難所、民事法律援助和搬遷援助。除了提供其他援

助之外，該機構還向符合條件的犯罪受害者提供經濟援助和報銷服務以幫助他們支付醫

療和諮詢費用、喪葬費用，彌補工資以及待遇方面的損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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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