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12 月 5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延長向無證紐約民眾提供颶風艾達救濟的期限  

  
受影響的紐約民眾可在 1 月 4 日之前透過受影響地區的指定社區組織申請恢復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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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繼續為撥打新美國人辦公室熱線 1-800-566-7636 的居民提供幫助  

  
可於此處查閱西班牙語版本通知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艾達救濟金的申請截止日期將會延長至 1 月 4 日，以向受颶

風艾達風暴和洪災影響的無證移民倖存者提供救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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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民眾可以申請由社區組織成熟網路發放的救濟金。  

  
「在艾達颶風之後，我們就一直竭力幫助所有紐約民眾從這場毀滅性的風暴災害中恢復

過來。」霍楚爾州長表示。「救濟資源的申請時間延長之後，不符合聯邦緊急事務管理

局救濟條件的紐約民眾和各地社區組織現在可以收集所有必要的資訊，以申請重建所需

的資金。」  

  

延長期限加大了州府對於這些非營利組織的支援力度，一起合作分發援助，並讓需要申

請此項援助的民眾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收集資料和文件。截至 11 月 30 日，超過 1,800 人

前來諮詢計畫詳情，其中有 403 個家庭提交了申請；共有 507 個家庭符合聯邦緊急事務

管理局的救援資格且已完成轉介。到目前為止，共有 54 戶家庭收到約 228,376 美元的

資助。另有 31 戶家庭的申請已獲審批，正在等待付款。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 已

經列入重大災害聲明 (Disaster Declaration) 範圍，郡內受到影響的居民可致電 (Office 

for New Americans, ONA) 熱線。  

  
提供援助的組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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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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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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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 8th Ave, 4th Floor, Brooklyn, NY 11232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sites%2Fdefault%2Ffiles%2F2021-12%2FSpanishida.pdf&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b67b5ccdf08641d7f57e08d9b82707e4%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4330020382033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P3wZT01gXPF5GOwSJ0WcSHJcJQKHLCSI7%2FPRw8C%2BJ4Y%3D&reserved=0


皇后區 (Que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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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s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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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ffolk) - 造路紐約，地址：1090 Suffolk Ave, Brentwood, NY 11717  

韋斯切斯特郡和洛克蘭郡 (Westchester & Rockland) - 街區互聯組織 

(NeighborsLink)，地址：27 Columbus Ave, Mount Kisco, NY 10549  

  
代理州務卿布倫丹·C. 休斯 (Brendan C. Hughes) 表示，「颶風艾達摧毀了許多民眾的

家園和生計，緊急災害已經過去數月，但受到影響的民眾仍在努力接收和收集基本資

訊，以獲得必要的重建支援。得益於霍楚爾州長的領導，新美國人辦公室將會繼續提供

必要支援，幫助需要艾達救濟金且最為弱勢的社區恢復正常生活。」  

  
眾議員卡特琳娜·克魯茲 (Catalina Cruz) 表示，「霍楚爾州長爭取艾達救濟金撥款，令

我們在社區支援工作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已經有數百戶無證移民家庭前來申請救濟。鑒

於這場災害的嚴重程度，可能還有眾多家庭需要更多的準備時間。感謝霍楚爾州長能夠

發佈本次重要的延期通知，我亦期待著與其他人員一起合作，完成這項工作。」  

  
紐約州天主教慈善會 (Catholic Charities of New York) 執行理事凱文·蘇利文 (Kevin 

Sullivan) 主教表示：「天主教慈善會非常清楚，經常有家庭和個人在災害發生多年之後

還未能完全恢復，仍要處理相關問題，這確實非常不幸。我們很感謝霍楚爾州長延長了

颶風艾達救濟金的申請期限，讓我們能夠繼續為有需要的民眾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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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金申請延期非常關鍵，可以確保受風暴影響地區的民眾獲得必要援助，而無論其移民

身份、房屋狀況或是否有能力投保。許多沒有獲得救濟金的居民都是必需的工作人員，

在州內經濟發揮關鍵作用，但被大多數政府救濟計畫排除在外，因此申請此項援助時可

能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協助。街區互聯組織感謝霍楚爾州長能夠延長計畫的申請期限，確

保居民有充足的時間和資源來提交申請。」  

  
造路紐約聯合執行理事西奧·大城 (Theo Oshiro) 表示，「對於受艾達颶風影響最為嚴重

且未能獲得援助的紐約民眾而言，艾達救濟金就是一項重要資源。本次延期對我們社區

而言是一大利好消息，可以預留出更多時間，以確保眾多鄰居能夠獲得必要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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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機遇委員會非常高興地獲悉颶風艾達救濟金的申請期限延長已經到 1 月 4 日。這可以

讓拿騷郡經濟機遇委員會繼續幫助那些受颶風艾達影響/衝擊的民眾。我們幫助過的個人

和家庭都心杯感激，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援助渠道。在提供臨時住房和滿足迫切需求方



面，此項援助是他們賴以生存的資源。我們期待著繼續履行使命，盡力幫助更多的個人

和家庭。」  

  
民權社區行動中心執行理事約翰·派克 (John Park)表示，「民權社區行動中心對關鍵的

艾達風暴救濟金延期舉措表示讚賞，此舉可以將這條生命線延伸至州內許多最為弱勢的

紐約移民。在疫情早期，餐館、快遞和一線醫療的無證移民工作者挺身而出，為我們和

鄰居提供幫助。紐約民眾互相照顧，而無論身份背景和移民狀況。這是一項極為重要的

資源，能夠改變受影響民眾的生活，也是少數無證紐約移民有資格申請的計畫之一。民

權中心支援這一重要資源，並鼓勵符合資格的民眾遞交申請。」  

  
華人策劃協會總裁兼執行長韋恩·何 (Wayne Ho) 表示，「華人策劃協會非常高興州內的

新美國人辦公室和市長辦公室能夠延長社區無證移民成員申請颶風艾達救濟金的期限。

我們的移民鄰居受颶風影響更為嚴重，包括亞裔美國人，颶風造成的地下室死亡事件中

大部分人都是移民。我們呼籲，紐約民眾，不管其背景如何，在需要幫助時都可與華人

策劃協會聯繫。」  

  
非營利合作組織自 2021 年 9 月 27 日以來都在提供幫助並接收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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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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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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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紐約民眾可獲得的

資源增多，網站上資訊也會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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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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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請見此處。可在 Twitter 上關注新美國人辦公室 

@NYSNewAmericans，亦可關注 Face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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