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5 月 18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支援意在打擊國內恐怖主義抬頭、強化州槍支法律並打擊在布法羅種族

主義大規模槍擊事件後宣傳極端暴力行為的社交媒體平台的一攬子全面計畫  

  

簽署行政命令，該行政命令要求在反恐辦公室內建立一個新的負責去極端化和威脅評估
管理的國內恐怖主義部門；成立專門追蹤和應對社交媒體上的極端暴力威脅的州警察局  

  
簽署行政命令，該行政命令要求州員警根據《紐約州紅旗法》出於可能的原因申請極端

風險保護令，以禁止潛在危險的人購買和擁有槍支  

  
提出透過修改和擴大槍支的定義填補「其他槍支」漏洞以使街頭無危險槍支的立法  

  
將與立法機關合作通過加強犯罪槍支報告並要求半自動手槍具備微沖壓功能，以幫助執

法部門更好地追蹤犯罪期間開槍的槍支的立法  

  

向總檢察長辦公室發出轉介信，要求調查布法羅槍擊案嫌疑人用來傳播、宣傳和助長暴
力行為的社交媒體平台  

  
  
為了直接回應週六在布法羅 (Buffalo) 一家超市發生的白人至上主義恐怖行為，凱西．霍

楚爾州長今天公佈了一項一攬子全面計畫，以打擊國內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穩步上升

的勢頭，加強和填補州槍支法的漏洞，並打擊容納和詳述宣傳和傳播暴力、非法行為並危

及我們社區的內容的社交媒體平台。  

  

「上週末，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在布法羅犯下的駭人聽聞的恐怖行為表明，作為一個國

家，我們正同時面臨著仇恨言論——包括白人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的

主流化以及軍用武器和雜誌容易獲得的雙重危機。」霍楚爾州長表示。「這是一個警

鐘，在紐約，我們正在採取強有力的措施直接應對這一致命威脅。今天，我發佈了多項行

政命令，要求投入大量資源和精力來識別激進的個人並追蹤他們在社交媒體上詳述的威

脅，以打擊令人不安的國內恐怖主義的激增，並進一步幫助州員警防止槍支落入危險的人

手中。我還向檢察長發出了一封轉介信，要求調查社交媒體在布法羅槍擊案中的作用，並

呼籲通過多項立法來幫助執法部門在街頭上消除更多槍支。」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executive-order%2Fno-18-preventing-and-responding-domestic-terrorism&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c70458dea6de4f3c5f1608da38ff5624%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8496656333200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7dRIjEydDtBi2NHdP3dge0t7tp4urWtmhAx4xSisGlU%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executive-order%2Fno-19-directing-state-police-file-extreme-risk-protection-orders&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c70458dea6de4f3c5f1608da38ff5624%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8496656333200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9%2FbLYVVNaA%2BEJTndv6nz9KLnTaoYdUFvmQQFQdEw0g%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sites%2Fdefault%2Ffiles%2F2022-05%2FExecutive_Law_63_Referral.pd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c70458dea6de4f3c5f1608da38ff5624%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8496656333200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OjKQPa9%2Fge8hQBnfcGBVzn8AcFs4VCkhEBTexK0lKEg%3D&reserved=0


霍楚爾州長補充道，「我們將繼續直面這一災難性事件，消滅威脅我們社區的極端分

子，加強我們國家最嚴厲的槍支法律，並儘一切努力確保紐約人的安全。」  

  

檢察長萊蒂蒂亞．詹姆斯 (Letitia James) 表示，「布法羅的恐怖襲擊再次揭示了傳播和宣

揚仇恨的線上論壇的根深蒂固和危險性。一個人可以不用承擔後果地發佈實施這種仇恨行

為的詳細計畫，然後將計畫傳播給全世界，這一事實令人毛骨悚然且難以預測。在我們繼

續哀悼和紀念失去的生命的同時，我們正在採取嚴厲的行動調查這些公司在這次襲擊中所

扮演的角色。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了這些危險和充滿仇恨的平台對現實世界造成的破

壞，我們正在竭盡全力關注這種危險行為，並採取行動確保它不再發生。  

  

這些措施包括霍楚爾州長發佈的兩項行政命令。第一項行政命令意在打擊令人不安的國內

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的激增勢頭，這些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經常從社交媒體平台

和網際網路論壇得到啟發，在社交媒體平台和網際網路論壇上制定計畫，發佈在社交媒體

平台和網際網路論壇上。該行政命令要求國土安全和緊急服務司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在該司的反恐辦公室 (Office of Counter Terrorism) 內設立一

個專門負責防止國內恐怖主義的新部門。這個新部門將重點負責威脅評估管理，向地方撥

款以便他們建立和運作自己的威脅評估管理團隊，並利用社交媒體干預激進化進程。它還

將對執法人員、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和學校官員就最近有所抬頭的國內和本土暴力極端主義

和激進化進行教育，並制定識別和乾預激進化進程的最佳實踐。  

  

該行政命令還呼籲紐約州警方在紐約州情報中心 (New York State Intelligence Center, NYSIC) 

內設立一個透過社交媒體追蹤國內暴力極端主義的專門部門。該部門將透過社交媒體分析

發現調查線索，具體工作重點是識別可能的威脅和受激進化和暴力極端主義蠱惑的個人。

最後，行政命令呼籲每個郡對其當前應對國內恐怖主義威脅的戰略、政策和程序進行詳盡

的審查。   

  

第二項行政命令將要求州員警在有合理理由認為個人對自己或他人構成威脅時，根據紐約

州的《紅旗法》申請極端風險保護令 (ERPO)。   

  

霍楚爾州長還根據《行政法》第 63(8) 條向總檢察長辦公室發出轉介信，要求調查和研究

布法羅槍擊案嫌疑人用來傳播、宣傳和助長暴力、支持仇恨和使替代理論合法化的社交媒

體平台。調查結果將用於加強和鞏固紐約州打擊仇恨和暴力極端主義的戰略。  

  

作為一攬子計畫的一部分，霍楚爾州長還推動了一系列立法措施，以幫助執法部門調查和

預防與槍支有關的犯罪。州長正在提出新的立法，以透過修改和擴大槍支的定義來填補

「其他槍支」的漏洞，使更多槍支受各種先前存在的槍支法律的約束。  

  

霍楚爾州長還與立法機關合作通過兩項解決和改進與槍支有關的犯罪調查的法案。第一項

法案將制定一個流程，該流程要求為紐約特許經銷商製造或交付給他們的半自動手槍必須

具備微沖壓功能。微沖壓是一種創新的彈藥標記技術，每次槍支發射時都會用獨特的指紋

在子彈和彈殼上做標記。這使調查員能夠將在犯罪現場發現的子彈和彈殼與特定槍支和可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executive-order%2Fno-18-preventing-and-responding-domestic-terrorism&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c70458dea6de4f3c5f1608da38ff5624%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8496656333200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7dRIjEydDtBi2NHdP3dge0t7tp4urWtmhAx4xSisGlU%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executive-order%2Fno-19-directing-state-police-file-extreme-risk-protection-orders&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c70458dea6de4f3c5f1608da38ff5624%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8496656333200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9%2FbLYVVNaA%2BEJTndv6nz9KLnTaoYdUFvmQQFQdEw0g%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sites%2Fdefault%2Ffiles%2F2022-05%2FExecutive_Law_63_Referral.pd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c70458dea6de4f3c5f1608da38ff5624%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8496656333200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OjKQPa9%2Fge8hQBnfcGBVzn8AcFs4VCkhEBTexK0lKEg%3D&reserved=0


能的其他犯罪聯繫起來。第二項立法將加強槍支報告協定，該協定要求所有執法機構在發

現任何犯罪槍支後 24 小時內報告槍支的追回情況。  

  

這些最新的措施是霍楚爾州長繼續致力於解決槍支暴力災難的努力的一部分。頒布的州預

算對公共安全法做了有意義的重大修改，並為大膽的舉措提供 2.27 億美元，以加強執法

和社區組織的槍支暴力預防工作。  

  

最近國內恐怖襲擊事件的激增是美國公共安全面臨的最緊迫威脅之一。在過去十年中，國

內恐怖襲擊和陰謀在全國增加了兩倍。2021年，美國共發生 73 起恐怖襲擊和被發現的陰

謀，其中 38 起是白人至上主義和有相似心態的恐怖襲擊和陰謀。  

  

紐約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Victim Services) 主任伊麗莎白．克羅寧 (Elizabeth 

Cronin) 表示，「受害者服務辦公室正在竭盡全力提供支援，以幫助受害者和所有受到種

族主義和為生活奔波的無辜者被無故殺害事件影響的人。霍楚爾州長和她家鄉的居民正處

於悲傷中，他們正在努力撫平創傷並確保這樣的事情不再發生，我們與所有紐約人一起支援他

們。我們感謝霍楚爾州長在此過程中給予的力量和領導力，並感謝她對支援受害者和減少我們州

的槍支暴力和仇恨犯罪的堅定承諾。」  

  

受害者服務辦公室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安全網路，可以在個人沒有其他方式支付因犯罪而產

生的費用時支付該費用，包括喪葬費用、醫療和諮詢費用以及其他費用，並幫助工資出現

損失和失去支援的受害者和家庭。  

  

受害者服務辦公室與伊利郡地方檢察官約翰．J．弗林 (John J. Flynn) 以及聯邦調查局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和布法羅警察局 (Buffalo Police Department) 共同建立了一個

社區資源中心，為受到傑斐遜大道 (Jefferson Avenue) 上發生的悲劇和 Tops Friendly Markets 市場

因正在進行的刑事調查而關閉的影響的居民提供創傷知情支援和即時服務。該中心今晚向在此困

難時期需要幫助的任何人開放。服務包括雜貨援助、水電費、銀行服務和心理健康諮詢。  

  

刑事司法服務處專員羅薩娜．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布法羅發生的恐怖的大規

模槍擊事件撕裂了一個社區、一個城市、一個州和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仇恨助長的極端

主義對我們的鄰居、家人和親人造成的破壞、損失和創傷不能也不應該就此作罷。我們必

須傾聽那些受影響最嚴重的人的聲音，並在他們悲傷、撫平創傷和從悲劇中恢復時支援他

們。在霍楚爾州長的領導下，我們還必須採取行動打擊仇恨和種族主義，防止未來的暴力

極端主義，並阻止槍支非法流入我們的社區。我們與州長一起幫助終結槍支暴力災難。」  

  

國土安全和緊急服務司專員傑基．佈雷 (Jackie Bray) 表示，「毫無疑問，以白人至上主義

和反猶太主義為導向的國內恐怖主義是對我們家園的最大威脅。反恐辦公室內的這個新部

門將加強資源、關注和反應來打擊這些威脅和助長它們的有害思想。」  

  

州員警局長凱文．P．布魯恩 (Kevin P. Bruen) 表示，「州員警仍然重點與我們在地方、州

和聯邦層面的執法夥伴合作來打擊槍支暴力和國內恐怖主義。我們感謝霍楚爾州長和立法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news%2Fgovernor-hochul-announces-fy-2023-budget-investments-create-safer-and-more-just-new-york-state&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c70458dea6de4f3c5f1608da38ff5624%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8496656333200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czGSE%2BkSDegSrQ7F3WlxbiBSiTyQyYJfAJ8M8fxPhHQ%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news%2Fgovernor-hochul-announces-fy-2023-budget-investments-create-safer-and-more-just-new-york-state&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c70458dea6de4f3c5f1608da38ff5624%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8496656333200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czGSE%2BkSDegSrQ7F3WlxbiBSiTyQyYJfAJ8M8fxPhHQ%3D&reserved=0


機構對進一步擴大這些工作的支援。沒有執法機構可以憑一己之力解決這些問題，這需要

跨社區甚至跨州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進展。」  

  

參議員科爾斯滕．基利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 表示，「週六發生的槍擊事件是一場無

法預測的悲劇，奪走了 10 名無辜紐約人的生命。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幫助防止這種情況

再次發生——這意味著讓讓街頭不會出現攻擊性武器，防止攻擊性武器落入危險的極端分

子手中，並調查線上平台在傳播和宣傳種族主義言論方面所起的作用。我感謝霍楚爾州長

採取這一迅速而果斷的行動，我將繼續在聯邦層面努力通過常識性槍支改革，打擊極端主

義，並確保紐約人的安全。」  

  

眾議員布萊恩．希金斯 (Brian Higgins) 表示，「家庭、工人、鄰居和整個布法羅社區所感

受到的痛苦不應在其他人身上或其他城市發生。採取行動迫在眉睫，並且是必要的。凱

西．霍楚爾州長正在帶頭採取全面的措施來開始消除漏洞並更好地保護紐約人。本週，眾

議院將緊隨其後採取措施，他們將通過自己的《國內恐怖主義預防法案》(Domestic 

Terrorism Prevention bill)。我們必須同心協力盡一切可能消除這種不必要的悲劇。」  

  

州參議員布拉德．霍伊爾曼 (Brad Hoylman) 表示，「通過全面的槍支暴力立法對紐約人來

說簡直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我們正在與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問題之一作鬥爭，儘管我們今

天的努力不會讓布法羅發生的種族主義恐怖襲擊中喪生的人復生，但我們可以透過這一攬

子法案幫助遏制未來的槍支暴力。我們的微沖壓法案 (S.4116A/A.7926) 將要求槍支製造商

和經銷商採用微沖壓技術，該技術為用過的彈藥添加可追蹤的序列號，來幫助確保公共安

全和預防犯罪。我讚揚霍楚爾州長以這種迅速有效的方式解決槍支暴力問題，我懇請奧爾

巴尼 (Albany) 在會議結束前通過每項法案。」  

  

州參議員布賴恩．卡瓦納 (Brian Kavanagh) 表示，「可惡的種族主義襲擊對我們州和國家

造成了衝擊波，我很自豪能與凱西．霍楚爾州長和我們的政府同事一道迅速採取行動來保

護紐約人免受槍支暴力的傷害。槍支行業及其在國會和許多州的盟友不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並停止阻撓阻止暴力的法律，我們的國家就永遠不會完全擺脫這樣的暴行。但是，像我們

今天所採取的這些措施是我們在紐約盡我們所能的不變承諾的重要組成部分。我要感謝霍

楚爾州長在這些極其困難的時期的堅定領導，並感謝所有參與打擊種族主義仇恨和致命暴

力雙重禍害的人。」  

  

議員琳達．B．羅森塔爾 (Linda B. Rosenthal) 表示，「上週末在布法羅發生的難以形容的

悲慘槍擊事件是一個例子，說明了極端分子有權傳播他們的種族主義仇恨言論並執行邪惡

計畫來奪取無辜生命時會發生什麼。在黑人社區發生這次襲擊之後，紐約州必須帶頭防止

這種激進和極端主義的陰謀論，並繼續推動更嚴格的槍支法律來保護我們的社區。作為要

求在紐約州出售的半自動手槍具有微沖壓功能的立法的發起人，我讚揚霍楚爾州長在確保

槍支不會落入意在造成傷害的人手中展現的領導力和採取的大膽行動。一旦我們的微沖壓

立法成為法律，執法部門將擁有另一種有助於追查肇事者並製止槍支暴力的禍害的工

具。」  

  



議員喬．安妮．西蒙 (Jo Anne Simon) 表示，「感謝霍楚爾州長迅速採取行動來加強紐約

極端風險保護令的實施。至關重要的是，紐約必須盡其所能確保我們社區的安全和福祉。

該行政命令將要求對員警進行有關極端風險保護令 (Extreme Risk Protection Order, ERPO) 的

培訓，並要求將符合極端風險保護令資格標準的案件提交最高法院，這將挽救生命。極端

風險保護令有助於防止人們傷害自己或他人，我支援加強該保護令的實施。」  

  

皇后區地方檢察官梅琳達．卡茨 (Melinda Katz) 表示，「我們需要共同努力阻止槍支在我

們社區的擴散。這項工作包括跟蹤它們的使用、減少庫存和識別槍擊事件中使用的武器。

州長的提議繼續引領紐約州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布朗克斯區檢察官達塞爾．D．克拉克 (Darcel D. Clark) 表示，「據稱有 10 個人因為是黑

人而在布法羅超市被一個年輕的槍手殘殺，這名槍手能夠在紐約州合法購買攻擊性武器，

並用非法的大容量彈匣對其進行了改裝。去年，他曾威脅要殺死他所在高中的學生，當地

警方對此進行了調查。將槍支的定義擴大到「任何其他武器」以包括可變形攻擊性武器的

擬議法律以及霍楚爾州長的第二項行政命令將有助於我們終結大規模槍擊事件。該行政命

令要求州員警有可能的理由認為一個人對自己或他人構成威脅時根據紐約州的《紅旗法》

申請極端風險保護令。霍楚爾州長的行政命令呼籲州員警建立一個以透過社交媒體追蹤國

內暴力極端主義的部門，這是另一項有助於提高紐約人安全的措施。」  

  

艾爾．夏普頓 (Al Sharpton) 牧師表示，「政府和立法者必須非常認真地對待基於種族的國

內恐怖主義的威脅，並竭盡全力打擊這種威脅；這和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中立法者和州長們

審時度勢制定法律一樣，無論是吉姆克勞法、婦女權利法和 LGBTQIA 權利法。我們現在

必須根據當前情況通過立法應對基於種族的白人至上國內恐怖主義。我們不能只是同情，

我們必須立法和制定法律。」  

  

反槍支暴力紐約人 (New Yorkers Against Gun Violence) 執行董事麗貝卡．菲舍爾 (Rebecca 

Fischer)表示，「隨著槍支暴力和出於白人至上主義動機的槍擊事件在我們州肆虐，並對

黑人和棕色紐約人造成異常嚴重的影響，我們很高興霍楚爾州長立即採取行動來拯救生

命。州長的行政命令和立法提案將防止每天困擾我們社區的大規模槍擊、自殺、國內暴力

和其他槍支暴力。 微沖壓技術和犯罪槍支報告將透過追究流氓槍支經銷商的責任並幫助

解決犯罪來解決槍支販運危機。我們很自豪今天能與霍楚爾州長站在一起，並讚賞她擁護

這些拯救生命的政策來保護紐約人。」  

  

薩福克郡治安官小埃羅爾．D．特倫 (Errol D. Toulon, Jr.) 表示，「槍支暴力處於歷史最高

位，我讚賞霍楚爾州長提出的這些措施，我相信這些措施將有助於執法部門追查犯下這些

罪行的人並防止我們的更多居民成為受害者。」  

  

奧爾巴尼警察局長埃里克．霍金斯 (Eric Hawkins) 表示，「無故槍支暴力對紐約州各地的

社區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我感謝霍楚爾州長繼續確保執法機構擁有必要的工具和資源來

幫助應對這些持續存在的挑戰。」  

  



佈雷迪 (Brady) 總裁克里斯．布朗 (Kris Brown) 表示，「雖然紐約的槍支暴力預防法律是

全國最強大的法律之一，但常識性的修復可以幫助它們變得更強大，並幫助執法部門更容

易處理和解決犯罪問題。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的政策將有助於完善紐約現有的法律，例如

可以更有效實施的極端風險法，並實施新的、基於證據的解決方案，例如微沖壓技術。這

些政策是常識性政策。它們將有助於防止像布法羅襲擊事件這樣的未來悲劇，保護全州社

區內的家庭免遭槍支暴力，並對全國各州產生積極的連鎖反應。」  

  

Sheltering Arms 執行長伊麗莎白．麥卡錫 (Elizabeth McCarthy) 表示，「在 Sheltering Arms，

在布法羅的居民從這場悲劇中恢復過來的過程中，我們的心是與他們在一起的。槍支暴力

和仇恨影響著我們所有人，我們要共同面對這些問題。我們的安如磐石大街 (Rock Safe 

Streets) 團隊致力於在他們的發洛克威 (Far Rockaway) 社區結束槍支暴力，我們很高興有機

會與全州的合作夥伴合作，為紐約的每個社區帶來和平。」  

  

南方貧困法律中心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的辦公室主任萊西亞．布魯克斯 (Lecia 

Brooks) 表示，「我們非常感謝霍楚爾州長如此清晰有力地反對仇恨，並感謝她為終結這

些針對黑人和棕色人種社區的暴力、出於種族動機的襲擊所做的努力。像許多暴力極端分

子一樣，被指控的布法羅襲擊者沉浸在線上激進的白人至上主義文化中，而這是由於社交

媒體平台上廣泛存在的仇恨所造成的。今天宣佈的工作將有助於照亮網路的黑暗角落，推

動行動並防止未來恐怖的行為。這些公司長期以來一直將利潤置於公共利益之上，這種情

況必須結束。社交媒體公司本身也需要採取更多措施來執行自己的消除虛假資訊、仇恨和

暴力內容的政策和協定。我們隨時準備協助這項持續的工作。」  

  

為了我們的生命前進政策 (March for Our Lives Policy) 主任澤納特．葉海亞 (Zeenat Yahya) 

表示，「隨著白人至上主義繼續抬起它醜陋而致命的頭，我們需要我們的領導人採取緊

急行動來拒絕讓白人至上主義成為安全港。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提倡殺手「無惡名」，以

防止盲從的射手。現在很明顯，「無惡名」也將有助於阻止白人至上主義變得更嚴重。霍

楚爾州長關於調查社交媒體平台角色的指示將有助於做到這一點，該指示加上她堵住槍支

漏洞的努力是一項挽救生命的措施。這些行動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我們很高興看到

州長致力於實施這些行動。」  

  

吉福茲防止槍支暴力法律中心 (Giffords Law Center to Prevent Gun Violence) 副首席法律顧問

戴維．普西諾（David Pucino）表示，「布法羅發生的可怕的大規模槍擊事件，以及激發

該事件的仇恨，是我們不能也永遠不會接受的事情。我們的心與倖存者和那些因這種愚

蠢、卑鄙的行為而失去親人的人同在，但我們在關注這個國家的立法者們，他們必須做得

更多。紐約各地的社區都要求採取更多措施保護他們免遭槍支暴力，我們感謝霍楚爾州長

以這些關鍵的行動回應這一呼籲。」  

  

GOSO 的 SAVE East Harlem 主任奧馬爾．傑克遜 (Omar Jackson) 表示，「當致命的悲劇發

生時，我們的社區往往首當其衝。上週末在布法羅發生的悲慘事件提醒我們，我們需要更

多資源來應對槍支暴力和仇恨這一嚴重且日益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反對東哈斯勒姆區暴

力 (Stand Against Violence East Harlem, SAVE) 每天都在努力與年輕人建立溝通管道來打擊



槍支暴力，我們的社會必須投入更多資源來提供精神衛生保健、譴責種族主義、減少獲得

槍支的機會並抵制正在威脅我們的社區的仇恨和暴力。」  

  

中央家庭生活中心真誠對待生活 (True 2 Life) 項目經理邁克．佩里 (Mike Perry) 表示，「我

們與在無故的槍支暴力中喪生的受害者家屬是一心的。我們希望這一悲慘事件促使民選官

員立即採取行動，支援紐約市的暴力預防組織。此外，我們期待共同努力消除導致此類暴

力行為的歷史不平等。」  

  

雅克比醫療中心 (Jacobi Medical Center)，反抗暴力 (Stand Up to Violence)，執行項目主任卡

亞．道金斯．漢密爾頓 (Carjah Dawkins Hamilton) 表示，「在這個困難時期，紐約市健康 + 

醫院/雅克比的反暴力 (Stand Up to Violence) 項目與我們在布法羅的附屬 SNUG 項目和布法

羅人民站在一起。我們繼續致力於打擊困擾我們社區的暴力，並譴責導致這場悲劇的種族

主義意識形態。我們決心繼續執行我們的使命來防止暴力繼續蹂躪我們紐約州的社區。  

  

法院創新中心，SOS Save our Streets/RISE 專案主任海利．諾拉斯科 (Hailey Nolasco) 表示，

「我們正在學習適應 2019 冠狀病毒病引起的新常態，但不幸的現實是，槍支暴力因許多

影響我們社區的潛在問題而愈演愈烈，這些問題有前所未有的失業、心理健康挑戰和資源

障礙的增加帶來的影響等。紐約和全國的社區都因槍支暴力所帶來的傷害和創傷而束手無

策。這個問題需要對以社區為中心的公共安全進行長期投資，需要多項措施並舉，並採取

預防和乾預措施。我們必須解決這些挑戰的根本原因，並確保最有可能使用槍支或受到槍

支傷害的年輕人可求助於可靠的信使計畫，例如 SOS 拯救我們的街道和紐約市危機管理

系統。」  

  

社區能力發展公司 (Community Capacity Development) 執行董事兼創始人 K．貝恩 (K. Bain) 

表示，「雖然任何人命的不必要損失都是悲慘的，但這次針對布法羅黑人社區的襲擊的

種族主義尤其令人不安。我們不能僅僅因為這是一個精神錯亂的人的卑鄙行為而不予理

會。我們呼籲國家各級領導層——包括政治、宗教、學術、商業和社區機構的領導層——

立即面對歷史上根深蒂固的種族動機、系統性暴力模式，特別是針對黑人、棕色人種、亞

洲人和原住民的暴力模式。」  

  

Life Camp 執行長艾麗卡．福特 (Erica Ford) 表示，「LIFE Camp 讚賞霍楚爾州長就仇恨犯

罪發聲和對消除槍支暴力的投資，我們呼籲該州的投資包括在治療和創傷恢復的前線配備

文化上勝任的領導團體和專家，並包括及多樣性社區暴力干預團體。」  

  

Everytown for Gun Safety 主席約翰費恩．布拉特 (John Feinblatt) 表示，「領導力的本質是用

真正的解決方案而不僅僅是言辭來應對像布法羅大規模槍擊事件這樣的悲劇，而這正是霍

楚爾州長透過支援這些拯救生命的政策正在做的事情。我們已經擁有許多防止槍支暴力所

需的工具——現在我們需要確保執法人員、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學校管理人員和日常紐約

人知道何時從工具箱中拿出它們並使用它們。」  

  



Everytown Survivor Fellow 和 Moms Demand Action 紐約分會的志願者帕梅拉．海特 (Pamela 

Hight)，她的兒子，亞奎因．英格麗什 (Ya-Quin English) 於 2013 年被槍殺，另一個兒子傑

梅因．海特 (Jermaine Hight) 於 2016 年被刀捅死，她表示，「我很感謝霍楚爾州長，他為

像我這樣的槍支暴力倖存者挺身而出。布法羅的槍擊案讓我感到震驚——受害者看起來像

我，像我一樣生活，像我一樣愛。什麼都無法把我的孩子帶回來，但我非常感謝霍楚爾州

長採取措施幫助解除仇恨，防止更多家庭經歷同樣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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