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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資助全紐約州的亞裔社區組織  

  
亞美聯盟 (AAF) 將獲得總計 680 萬美元的資金，用於 59 個社區組織  

  
亞裔美國兒童和家庭聯盟 (Coalition for Asian American Children and Families) 將
獲得超過 100 萬美元，與許多組織合作 ，加強針對亞裔美國人社區的青少年和青年服務  

  
美籍華人規劃委員會 (CPC) 將獲得近 700,000 美元，以幫助鼓舞紐約市的亞裔美國人、

移民和低收入社區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為向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高度影響的亞裔社區提供服務

的組織提供 1,000 萬美元的獎勵。在 2021-22 財年預算中分配的資金將透過 亞美聯盟 

(AAF)、亞裔美國兒童和家庭聯盟 (CACF) 和美籍華人規劃委員會 (CPC) 分配給社區團

體以及其他組織。將重點關注直接為紐約州亞裔社區提供服務和支持性計畫的社區計畫

和提供者。這將是紐約州歷史上對亞裔美國人社區的最大投資。  

  
霍楚爾州長說，「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對紐約州如此多的弱勢和邊緣化社區產生了毀滅

性影響，亞裔社區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不僅受到病毒的影響，還承受仇恨和暴力犯罪

的增加。有了這 1,000 萬美元的資金，我們正在發出一個強烈的信息，即這裡沒有仇恨

存在的機會，我們將繼續與亞裔社區的兄弟姐妹們並肩站在一起。我的政府特別專注於

持續幫助那些被遺忘已久的社區，不僅是在我們從這場疫情中恢復過來的時候，也是在

未來的幾年裡。」  

  

亞美聯盟 (AAF) 將獲得總計 680 萬美元的資金，旨在加強由組織網路提供的社區支持，

這些組織網路因疫情而目睹了對服務的需求驟增。AAF 將把資金用於下面列出的 59 個

社區組織，這些組織提供直接服務、個案管理和心理健康支持，為整個紐約州的亞裔紐

約州民眾提供服務。此外，紐約州議會正在向另外 40 個為紐約州各類型社區服務的組

織提供 140 萬美元的立法援助。下列機構將獲得 AAF 的贊助：  

• 兒童處所 (A Place for Kids)  

• 醫學與公共衛生服務學院 (Academy of Medical & Public Health Services)  

• 人權與社會正義阿迪卡爾 (Adhikaar for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 紐約州阿拉伯裔協會 (Arab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 阿拉伯裔美國人家庭支持中心 (Arab-American Family Support Center)  



• 亞美藝術聯盟 (Asian American Arts Alliance)  

• 亞裔社區賦權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Empowerment)  

• 亞裔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會 (Asi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  
• 亞裔平等 (Asian Americans for Equality)  

• 亞太島民美國公共事務 (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Public Affairs)  

• 起自邊境的橋樑 (Bridges From Borders)  

• 布魯克林華人協會 (Brooklyn Chinese-American Association)  

• 布魯克林社區改善協會 (Brooklyn Communit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 緬甸社區服務 (Burmese Community Services)  

• 加勒比平等專案 (Caribbean Equality Project)  

• 新美國人融合與進步中心 (Center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New 

Americans)  
• 奇哈耶社區發展公司 (Chhaya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 中國城合作組織 LDC (Chinatown Partnership LDC)  

• 中國城 YMCA (Chinatown YMCA)  

• 華裔 IPA (Chinese American IPA)  

• 華裔社會服務中心 (Chinese American Social Services Center)  

• 中華慈善總會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 華人進步會 (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  

• 華裔家庭心理健康聯盟 (Chinese-American Family Alliance for Mental Health)  

• CMP  

• 人民組織委員會 (Council of Peoples Organization)  

• 移工互助協會 (Damayan Migrant Workers Association)  

• 抬頭前進之精神 (Desis Rising Up and Moving)  

• 希望花園 (Garden of Hope)  

• 漢密爾頓-麥迪遜之家 (Hamilton-Madison House)  

• 家冠社區服務 (Homecrest Community Services)  

• 移民社區服務 (Immigrant Social Services)  

• 印度之家 (India Home)  

• 賈哈吉姐妹 (Jahajee Sisters)  

• 紐約州日裔協會 (Jap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 日裔社會服務公司 (Japanese American Social Services ，Inc)  

• 水牛城卡倫協會 (Karen Society of Buffalo)  

• 韓裔家庭服務中心 (Korean American Family Service Center)  

• 紐約大都會韓國社區服務  

• 紐約市 Laal (Laal NYC)  

• 紐約市湄公河中心 (Mekong Center NYC)  

• 尤蒂卡中城社區中心 (Midtown Utica Community Center)  

• 移民中心 (Migrant Center)  

• 民權中心 (MinKwon Center)  



• 難民互助 (Refugees Helping Refugees)  

• 東南亞女性薩基 (Sakhi for South Asian Women)  

• 紐約市之夢 (Sapna NYC)  

• 錫克教聯盟 (Sikh Coalition)  

• 南亞裔社會服務委員會 (South Asian Council for Social Service)  

• 南亞裔青年行動 (South Asian Youth Action)  

• 婦女和家庭的轉折點 (Turning Point for Women and Families)  

• 布魯克林華人協會 (United Chinese Association of Brooklyn)  

• Womankind（前身為 NYAWC）  

• 協助阿富汗婦女之婦女 (Women for Afghan Women)  

• 皇后區 YWCA  

  
亞裔兒童和家庭聯盟將獲得超過 100 萬美元，他們將與許多組織合作 - 包括青春巔峰 

(Apex for Youth)、阿拉伯裔美國家庭支持中心 (Arab American Family Support 

Center)、亞裔平等 (Asian Americans for Equality)、華裔美人規劃委員會 (Chinese-

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南亞裔青年行動！(South Asian Youth Action!)。韓裔美國

人家庭服務中心 (Korean American Family Service Center)、民權社區行動中心 

(MinKwon Center for Community Action) 和河紐約市湄公河 (Mekong NYC) - 以關注社

會情感發展和心理健康，加強針對亞裔美國人社區的青少年和青年服務。  

  
創造正向社會變革的社會服務組織華裔美國人規劃委員會 (CPC) 將獲得近 700,000 美

元，以幫助鼓舞紐約市的亞裔美國人、移民和低收入社區，確保他們能夠公平地獲得茁

壯成長所需的資源和機會。這筆資金將支持 CPC 的文化能力強、語言適當的社區服務

和計畫，以改善兒童、青少年、學生、家庭和老年人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透過這一舉

措，他們將擴大公眾對資源的獲取、擴大勞動力服務、加強案例管理並擴大幼兒早期發

展。  

  
參議員劉約翰 (John Liu) 表示， 「在過去的兩年裡，AAPI 社區一直是無情的仇恨、偏

執和暴力的目標，我們迫切需要能夠解決這些攻擊的根本原因的資源。雖然我們很高興

看到去年 1,000 萬美元的預算分配執行，但對亞裔美國人的圍攻仍然有增無減，我們對

額外資源的需求也是一樣。我們必須解決一系列需求，例如社區安全、為青年和老年人

提供服務、為亞裔紐約州民眾提供心理健康支持，以及在公立學校實施 AAPI 課程。」  

  
眾議員牛榆林 (Yuh-Line Niou) 說：「我們的亞裔美國人社區正面臨著反亞裔仇恨和暴

力的危機。我們很害怕，我們很生氣。最重要的是，我們已經要求我們的政府提供真

正、實際的幫助，以確保 AAPI 紐約州民眾能夠在自己的城市感到安全。我讚賞霍楚爾

州長將這些急需的資金分配給每天都在努力打擊仇恨和阻止暴力的亞裔美國人社區組

織。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但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做得更好。我敦促我在奧爾巴尼 

(Albany) 的同事支持我們社區迫切需要的額外資源。」  

  
亞美聯盟執行理事喬安．楊 (Jo-Ann Yoo) 說：「我們感謝霍楚爾州長在提供紐約州亞

裔美國人社區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的資源方面的投資和承諾。由於我們社區自



疫情開始以來所經歷的悲劇，以及過去幾個月的痛苦經歷，許多亞裔美國人在走出家門

時都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霍楚爾州長的領導表明，當我們尋求支持以克服這一創傷

時，我們的聲音並沒有被忽視。今天的宣佈是許多工作的開始，我們期待與州長以及州

和市民選官員合作，以確保紐約州的亞裔美國人社區得到保護，並獲得資源以度過這場

危機。」  

  
亞裔美國兒童和家庭聯盟的聯合執行理事安妮塔．岡丹娜 (Anita Gundanna) 和凡妮

莎．梁 (Vanessa Leung) 說： 「亞裔美國兒童和家庭聯盟非常感謝州長辦公室支持我

們以治療為中心的創新青年計劃來解決年輕人的社會情感需求問題。透過這筆危機干預

資金，CACF 與我們的 8 個組織合作開發了一個課程，支持年輕人的健康自我意識、社

區聯繫和歸屬感以及自我控制感。我們感謝我們與紐約州的合作夥伴關係，並期待分享

這筆資金所產生的正向影響。」  

  
美籍華人規劃委員會主席兼執行長韋恩．何 (Wayne Ho) 說：「我們要感謝州長辦公室

和州立法者為支持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社區提供的重要資金。反亞洲暴力和仇恨的

增加，加上疫情對經濟造成的破壞，使我們的社區陷入危機。在過去的一年裡，CPC 運

用我們的基本服務、財政援助和疫情救濟工作，為超過 125,000 名各年齡層和背景的紐

約州民眾提供了服務。CPC 期待從紐約州獲得這筆資金，以繼續滿足我們社區成員的健

康、經濟和安全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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