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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提供 200 萬美元的州政府資金，幫助阿富汗撤離人員在紐約州重新安置  

  
史上首次州長承諾向紐約州難民強化服務計畫提供資金，使州政府承諾的總額達到 500 

萬美元  

  
加強服務以幫助近 1,800 名阿富汗撤離人員適應紐約州的生活  

  
聚焦幫助新住民在經濟、教育和社會方面實現自給自足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將追加提供 200 萬美元的州政府資金，以幫助阿富汗撤離

人員適應紐約州的生活，這使州政府承諾的資金總額達到 500 萬美元。這是紐約州史上

首次州長承諾提供此類資金。  

  
「幾代人以來，移民們來到紐約州和美國其他地方尋求自由和機會，他們的貢獻定義了並

加強了我們的州和國家的結構。」霍楚爾州長表示，「隨著阿富汗撤離人員因其祖國廣

泛存在的不穩定性而逃離故土，紐約州很自豪能夠在大規模重新安置工作中發揮表率作

用，透過這項史無前例的投資，我們將幫助撤離人員與其所需的支援建立連接，從而在新

的家園裡蓬勃發展。我也感謝拜登總統 (President Biden) 和馬克爾州長 (Governor 

Markell) 不懈努力地歡迎我們的朋友和盟友來到這裡。」  

  
這筆資金將透過臨時與殘疾援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OTDA) 的紐約州難民強化服務計畫 (New York State Enhanced Services to Refugees 

Program, NYSESRP) 進行管理，並將在宣佈後的一週內發出撥款通知函。這些資金將被

分配給全州各地十多個非營利性合作夥伴，這些合作夥伴正在向 1,790 名阿富汗撤離人

員提供密集援助，這些撤離人員從 9 月開始陸續抵達紐約州，並將在未來幾個月內繼續

到達。預計大約有 250 名撤離人員抵達奧爾巴尼 (Albany)，495 人抵達水牛城 

(Buffalo)，190 人抵達紐約市區域，50 人抵達尼亞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275 人抵達

羅切斯特 (Rochester)，10 人抵達羅克維爾中心 (Rockville Center)，420 人抵達錫拉丘

茲 (Syracuse)，50 人抵達尤蒂卡 (Utica)，50 人抵達揚克斯 (Yonkers)。霍楚爾州長在與

白宮「歡迎盟友行動」(Operation Allies Welcome) 協調員傑克．馬克爾 (Jack Markell) 

和巴德學院 (Bard College) 院長萊昂．博特斯坦 (Leon Botstein) 就阿富汗人員安置工作

發表虛擬講話時宣佈了這一內容。  

  



紐約州議會在當前年度的預算中為紐約州難民強化服務計畫確保了 300 萬美元的資金。

霍楚爾州長正在承諾追加 200 萬美元，以便對現有的服務進行補充，並能夠在更長的時

間內提供更密集的文化適應服務，以解決阿富汗撤離人員的當前和長期需求。  

  

追加資金將支援以下強化服務：  

• 文化適應性指引，以幫助個人和家庭適應紐約州的生活。  

• 額外支援，以幫助獲取心理健康服務，以解決近期經歷的創傷。  

• 英語語言教學。  

• 職業培訓和就業安置服務的獲取機會。  

• 個案管理，以確保兒童入學就讀，並能夠獲取支援學業成功的服務。  

• 幫助取得必要的福利和駕駛執照。  

• 其他滿足個人或家庭需求的服務，以便其能夠實現經濟獨立並蓬勃發展。  

 
紐約州難民強化服務計畫透過與全州各地的非營利合作夥伴簽訂合約來提供多項服務，包

括個案管理、就業和培訓服務、英語語言培訓，以及為新到達美國的難民、特殊移民簽證

持有人和庇護申請者提供健康和醫療服務。該計畫資助當地的難民重新安置機構，這些機

構與個人和家庭合作，幫助他們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實現自給自足，並融入社區。  

  

這項資金將進一步深化州政府當前正在開展的阿富汗難民直接支援和安置工作。例如，紐

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將透過與臨時與殘疾援助辦公室和紐

約州新美國人辦公室 (NYS Office for New Americans) 合作，與其他社區合作夥伴一同提

供住房、教育服務、職業和勞動力支援、技術以及一系列其他服務。為了幫助阿富汗撤離

人員在紐約州重新安置，霍楚爾州長於 10 月宣佈，紐約州立大學將透過豁免居住時長滿

一年的錄取要求，向撤離人員開放其 10 個教育機會中心。紐約州立大學的部分校區還與

當地機構合作，在空置的宿舍當中安置撤離人員。紐約州立大學還將向阿富汗撤離人員提

供多餘的筆記型電腦，以提供獲取教育計畫的機會。 

 
來自阿富汗的家庭和個人的重新安置，是我們有生以來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開展的規模最大

的重新安置工作。紐約州非常自豪能夠在協助阿富汗撤離人員成功融入美國社會方面發揮

表率作用。 

 
臨時與殘疾援助辦公室執行副主任芭芭拉．C．吉恩 (Barbara C. Guinn) 表示，「這些

家庭和個人已經經歷了巨大的困難，他們需要獲得援助來幫助他們重建生活。我們非常感

謝霍楚爾州長在此問題上發揮的領導作用，並確保紐約州繼續成為那些在海外艱難維生的

逃難人士的希望燈塔。」  

  
白宮「歡迎盟友行動」協調員傑克．馬克爾 (Jack Markell) 表示，「我要感謝霍楚爾州

長和紐約民眾為我們的阿富汗盟友提供了他們應得的歡迎和支援。在紐約州和全國各地，

美國人正團結在一起，接納那些為了支援阿富汗的和平、安全和正義以及我們在阿富汗的

任務，而使自己置於危險境地的人。紐約州為了幫助我們的盟友在此重建生活而付出的巨

大努力，真正反映了美國最好的一面。」  

  



州參議員內爾．D．布瑞斯林 (Neil D. Breslin) 表示，「阿富汗撤離人員因擔心自身的安

危和家人的福祉，而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忍受了難以想像的動蕩不安。我們至少可以做

到的是張開雙臂歡迎他們加入我們的社區。透過確保這項資金，霍楚爾州長再次表明她將

切實捍衛流離失所的阿富汗人的權益，並表明她已充分認識到，這些阿富汗人在過渡到我

的選區和全州其他地區的過程中有哪些需求。」  

  
州參議員羅克珊．波爾紹 (Roxanne Persaud) 表示，「紐約州難民強化服務計畫 

(NYSERP) 幫助難民不僅能適應紐約州的生活，而且還能蓬勃發展，針對該計畫進行的

這項新投資將鞏固其在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  

  
州眾議員約翰．T．麥可唐納德三世 (John T. McDonald III) 表示，「作為紐約民眾，我

們有義務幫助那些逃離阿富汗動亂，希望在本州重新開始生活的個人和家庭。紐約州一直

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流離失所者的希望燈塔，這項資金則延續了本州的這一悠久傳統。我讚

賞霍楚爾州長堅定不移地致力於協助阿富汗撤離人員在我們引以為豪的紐約州建立新的家

園。」  

  
州眾議員派特裡夏．費 (Patricia Fahy) 表示，「紐約州將秉承刻在自由女神像上的那些

神聖的話語：『把你的疲乏睏倦、貧窮疾苦交給我』，永遠歡迎難民和所有尋求更好生活

的人。我讚賞凱西．霍楚爾州長迅速作出反應以重新安置我們的阿富汗盟友，並且設立紐

約州難民強化服務計畫。在我們長達 20 年的阿富汗任務中，我們的阿富汗盟友伴隨我們

走過了每一步。我非常自豪紐約州正在加緊努力，為那些曾經關懷美國軍人的阿富汗人提

供關懷。眾所周知，在首府地區，移民和新美國人使我們的社區變得更強。我期待與霍楚

爾州長合作，協助進行他們的重新安置流程。」  

  
州眾議員傑克．阿勢比 (Jake Ashby) 表示，「我非常自豪能夠看到，紐約州正在盡自己

的一份力，以確保我們的國家堅守對於成千上萬阿富汗人的承諾，在過去的 20 年裡，這

些阿富汗人是有價值的盟友，在協助和保護像我這樣的美國士兵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

項資金是非常振奮人心的消息，我為紐約州在這一重要問題上所作出的表率而感到自

豪。」  

奧爾巴尼市長凱西．希恩 (Kathy Sheehan) 表示，「幾個世紀以來，紐約州一直非常歡

迎移民，而移民的辛勤工作、創業精神和創新能力也給紐約州帶來了諸多好處。霍楚爾州

長明白我們必須再次作出承諾，以成為那些為自己和家人尋求更好生活的人的一個主要目

的地。在紐約州致力於重新安置數百名尋求安全港灣的阿富汗難民的過程中，奧爾巴尼將

隨時做好準備，歡迎他們來到我們的社區。憑藉我們現有的大型阿富汗社區、強大的社區

組織、就業機會以及難民安置經驗，我們十分自豪地與州長攜手，繼續維持紐約州作為我

國新住民首選目的地的悠久傳統。」  

  
水牛城市長拜倫．布朗 (Byron Brown) 表示，「感謝霍楚爾州長能夠提供這項亟需的資

金，以幫助滿足即將在水牛城安家的近 500 名阿富汗難民的關鍵住房、健康和安全需

求。他們為了幫助重建社區、協助傳播民主和提高女性地位而做出的犧牲，永遠無法完全

得到回報。但是本市作為宜居之地的國際聲譽、可負擔的住房以及強勁的經濟增長，將幫

助這些水牛城多元化社區的最新成員，在此建立起嶄新的、更加繁榮的生活。我歡迎他



們，他們不僅代表著水牛城未來的希望，也是對於我們過去歷史的一個重要提醒，我們曾

經作為一個包容性的移民城市，讓無數人成功在此為他們的後代創造了更美好的未來。我

相信，憑藉紐約州政府的這項資金，水牛城的這些最新居民將能夠為自己的家人找到同樣

的家的感覺，並實現未來的成功。」  

  
羅切斯特市長詹姆斯．史密斯 (James Smith) 表示，「作為第一代美國人，為這些來到

我們國家和我們城市尋求庇護的人提供支援，對我來說極其重要。這些追加資金將切實發

揮作用，以幫助我們的地方機構為來到羅切斯特的阿富汗撤離人員提供家園。感謝霍楚爾

州長做出這項承諾，並確保我們繼續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庇護。」  

  
錫拉丘茲市長本．瓦什 (Ben Walsh) 表示，「支援逃離阿富汗的個人和家庭是國家、州

和社區之間的一項共同努力。在錫拉丘茲市，我們與眾多合作夥伴攜手，合作開展阿富汗

難民安置工作，幫助他們在我們的社區裡締造穩定、成功的未來。成為一座擁抱多元化，

並為所有人創造機會的發展型城市，是我們願景的組成部分。我們感謝霍楚爾州長和紐約

州政府能夠向錫拉丘茲市提供這些追加的安置資源。這些援助對我們實現集體成功而言至

關重要。」  

  
尤蒂卡市長羅伯特．帕米瑞 (Robert Palmieri) 表示，「一個多世紀以來，尤蒂卡市始終

是一個溫暖、包容的社區，歡迎著來自全球各地的移民。在尤蒂卡重新安置的移民和難民

振興了社區，開辦了企業，是我們城市的巨大財富。在尤蒂卡重新安置的阿富汗難民與我

們有著相同的價值觀，他們中的許多人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幫助我們的軍隊，或曾經為美國

企業工作。雖然多元化是一座城市、一個國家的優勢，但成功同化難民是需要成本的，我

很高興州政府能夠為這項努力提供重要資源。我也要稱讚中心及其執行主任謝利．卡拉漢 

(Shelly Callahan) 在歡迎和同化移民和難民進入我們的社區方面的傑出工作。」  

  

尼亞加拉瀑布市長羅伯特．瑞斯坦 (Robert Restaino) 表示，「移民經歷是美國擴張史的

核心，同時也是紐約州發展史的核心。數十年來，紐約州西部地區，特別是尼亞加拉瀑布

市，因移民社區的貢獻而大為繁榮發展。隨著這些新移民家庭來到我們的地區，這項追加

資金將幫助這些新家庭更容易在我們的社區定居，尼亞加拉瀑布市感謝霍楚爾州長對這些

家庭和本市的未來所作的承諾和投資。」  

  
紐約市市長移民事務辦公室 (NYC Mayor's Office of Immigrant Affairs) 主任拉奎爾．

巴蒂斯塔 (Raquel Batista) 表示，「當前阿富汗移民繼續面臨著未來的不確定性，紐約

必須為他們提供安全、有尊嚴的歡迎。我們感謝霍楚爾州長領導開展這項歷史性的重新安

置工作。這項投資將幫助滿足我們阿富汗社區的迫切需求，並幫助他們實現長期繁榮。」  

  

希伯來移民援助協會 (Hebrew Immigrant Aid Society, HIAS) 紐約主任阿拉．沙加洛娃 

(Alla Shagalova) 表示，「我們希伯來移民援助協會很高興看到阿富汗撤離人員將被納

入紐約州難民強化服務計畫，同時非常感謝有這些資源來幫助他們在偉大的紐約州開始新

的生活。」  

  



天主教家庭中心難民和移民服務處 (Catholic Family Center Refugee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主任麗莎．霍伊特 (Lisa Hoyt) 表示，「霍楚爾州長實現了我們最珍貴的聖誕

願望。我們感謝州政府能夠對前來紐約州社區定居的難民人口持續作出承諾。隨著我們的

新鄰居在此紮根，並成為我們社區中穩定甚至繁榮的成員，以及我們未來發展的組成部

分，這項慷慨的投資將以多種多樣的方式回報紐約。」  

  
美國難民和移民委員會 (U.S. Committee for Refugees and Immigrants) 主任吉爾．佩

肯鮑夫 (Jill Peckenpaugh) 表示，「這項資金來得正是時候，它將為新到達的阿富汗家

庭提供其所需的援助，以滿足基本需求，建立家園，並迅速成為能夠自給自足、有所貢獻

的社區成員。」  

  
旅程終點難民服務處 (Journey's End Refugee Services) 執行主任凱倫．M．安多莉

娜．斯科特 (Karen M. Andolina Scott) 表示，「我們對霍楚爾州長分配追加資金用於在

紐約州重新安置阿富汗撤離人員的舉措表示讚賞。旅程終點難民服務處一直在與我們在水

牛城的姊妹安置機構密切合作，為抵達水牛城的阿富汗撤離人員提供安全的軟著陸，同時

我們也期待為更多的人提供支援。這項追加資金將幫助紐約州的所有重新安置機構成功

地、更有效地應對挑戰，即安置和融合如此大量的需要同情關懷和實際援助的新移民。」  

  
紐約國際救援委員會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in New York) 執行主任阿維蓋

爾．齊夫 (Avigail Ziv) 表示，「紐約國際救援委員會感謝霍楚爾州長提供支援以歡迎新

到來的阿富汗人，並幫助滿足他們在紐約州社區重建生活過程中的關鍵需求。用於重新安

置援助的 200 萬美元追加資金將發揮關鍵作用，以擴大支援已經抵達紐約州的 1,000 名

阿富汗人以及預計將在未來幾個月抵達的另外 700 名阿富汗人的成功重新安置。難民重

新安置是美國在這個前所未有的全球危機時期向最為弱勢的難民提供的一條生命線。我們

感謝州長確保紐約州繼續作為在美國創造新生活的人們的理想家園。」  

  
紐約大主教區天主教慈善會 (Catholic Charities of the Archdiocese of New York) 移

民和難民服務處 (Immigrant and Refugee Services) 主任馬裡奧．拉塞爾 (Mario 

Russell) 表示，「霍楚爾州長在這場人道主義危機中發揮的領導和對需要援助的阿富汗

人提供的支援，使紐約大主教區天主教慈善會備受鼓舞。隨著數千名撤離人員開始在他們

的新家園重新安置，並努力在紐約州重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我們的個案經理和志願者每

天都親眼看到這種幫助是多麼的重要，以及將在滿足重要日常需求方面產生多大的影響。

有尊嚴、尊重地歡迎每一位難民，並努力使需要幫助的家庭團聚，是天主教慈善會長久以

來的一項承諾，今天，這項承諾變得更加強大，就像我們偉大的紐約州一樣。」  

  
跨信仰工作組織 (InterFaith Works) 總裁兼執行長貝絲．百老匯 (Beth Broadway) 表

示，「自 2021 年 9 月以來，紐約州中部地區的跨信仰工作組織已經接收並正在重新安置 

71 名阿富汗撤離人員，且預計未來幾個月將有更多人員。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在離開

時，除了身上的衣服外，幾乎沒有攜帶其他東西。當前我們正在幫助這些個人和家庭在我

們的社區中安置，並開始建立他們的新生活，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項及時且亟需的資

金。我們讚賞霍楚爾州長繼續維持紐約州令人驕傲的傳統，即歡迎那些因衝突而流離失所

的人們，並提供資源幫助他們重新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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