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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簽署《艾麗莎法案》  

  
立法 (S.7132B/A.10018) 要求各大學校將靜音求救警報系統作為安全計畫的一部分  

  
概述了關於新擴展的《紅旗法案》的健全公眾教育活動計畫，讓危險人群無法獲得槍支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日簽署《艾麗莎法案》(Alyssa's Law) (S.7132B/A.10018)，要求學

校在審查和制定學校安全計畫時考慮使用靜音求救警報系統。州長與以下人員一起簽署了

該法案：艾麗莎的家長洛麗 (Lori) 和伊蘭．阿爾哈德夫 (Ilan Alhadeff)、艾麗莎的其他家

庭成員、州參議員以利亞．賴希林．梅爾尼克 (Elijah Reichlin-Melnick) 、眾議員肯．澤

布羅斯基 (Ken Zebrowski) 、眾議員麥可．本尼德圖 (Mike Benedetto) 、漢普頓海灣 

(Hampton Bays) 學區學監拉斯．克萊門森 (Lars Clemensen) 和教師聯合工會 (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 會長麥克爾·穆格魯 (Michael Mulgrew)。  

  
「我們領先全國通過了一項打擊槍支暴力氾濫的法案，對此我們感到自豪，但這是一場持

續的戰鬥，我們不能止步於此，」霍楚爾州長表示。「我們將繼續採取積極措施，直到

紐約的每個孩子都可以安全接受教育，而無需擔心毫無謂的悲劇。這就是為什麼我很自豪

能夠簽署《艾麗莎法案》(Alyssa's Law)，這是一項真實而意義深重的立法，該法案將要

求學區評估發生槍擊事件時能節省寶貴時間和生命的一套系統。」  

  
「確保我們的學生每天放學後安全回家是我們社區全體成員最大的責任之一，」德爾加

多 (Delgado) 副州長表示。「透過簽署《艾麗莎法案》(Alyssa's Law)，霍楚爾州長正在

為學區制定一項額外措施，以確保孩子的安全並阻止大規模槍擊事件在學校發生。採取這

項安全措施將有助於減輕家長每天送孩子上學時的恐懼。」  

  
2019 年 2 月，艾麗莎．阿爾哈德夫 (Alyssa Alhadeff) 在佛羅里達州帕克蘭市 (Parkland) 

的瑪喬麗．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因大規模槍擊事件身亡。她的家長洛麗 (Lori) 和伊蘭．

阿爾哈德夫 (Ilan Alhadeff) 以她的名義建立了基金會，並倡導在學校建築中採用靜音求救

警報系統。向學校區域內的所有執法部門直接發出警報，這可以在槍擊事件發生時節省寶

貴時間，並方便警方立即出警。  

  



該法案要求學校在制定學區級學校安全計畫時考慮其有效性，並明確授權將其納入建築級

安全計畫。求救警報系統只需花費幾千美元即可購買，並且可以作為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在

教室中使用。  

  
繼德克薩斯州烏瓦爾德 (Uvalde) 發生的悲劇以及過去的許多悲劇後，這項法案邁出了重

要一步，讓紐約學校更加安全。 這項措施將有助於確保學校發生令人发指的暴力事件

時，執法部門能夠盡快做出反應，並且所有有空的執法人員都能及時進行響應。 節省響

應的時間可以挽救生命。  

  
州參議員以利亞．賴希林．梅爾尼克 (Elijah Reichlin-Melnick) 表示，「槍支暴力破壞

了太多家庭的圓滿，但《艾麗莎法案》(Alyssa's Law) 是確保我們的孩子在學校安全的重

要一步。我驚歎於艾麗莎母親洛麗 (Lori) 以及她全家人的力量和韌性，在 2018 年失去心

愛的艾麗莎 (Alyssa) 後，他們將改善學校安全作為自己的使命。感謝霍楚爾州長簽署了

這項重要的立法。打擊槍支暴力的進程能夠步步實現，紐約走在了前頭。」  

  
眾議員小肯尼斯·澤布羅斯基 (Kenneth Zebrowski Jr.) 表示，「隨著我們繼續看到全國

各地的學校發生悲劇，求救警報是確保迅速通知急救人員和緊急服務的重要一步，這是所

有學校都應該具備的設備。艾麗莎的母親洛麗 (Lori) 、她的堂兄弟賈丁 (Jadyn) 和他們全

家，因為他們的不懈倡導，這項法案今天才得以通過並簽署成為法律。這項法規將繼續紀

念艾麗莎 (Alyssa) 。我要感謝霍楚爾州長採取行動並將這項法案簽署為法律，這將使我

們的學校對紐約學生們來說更加安全。」  

  
艾麗莎 (Alyssa) 的母親洛麗．阿爾哈德夫 (Lori Alhadeff) 表示，「紐約通過《艾麗莎法

案》(Alyssa's Law) 代表著對全州學生和教師生活的真正投資。時間就是生命，以這種方

式紀念我們的女兒艾麗莎 (Alyssa) 有助於確保我們學校的安全。」  

  
教師聯合工會 (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 會長麥克爾·穆格魯 (Michael Mulgrew) 

表示，「太多的政客僅用話語解決槍支暴力問題，而霍楚爾州長是採取行動的人。從加

強紐約槍支法到今日對學校安全的關注，以及為教育工作者提供有意義的紅旗 (Red 

Flag) 培訓，霍楚爾州長與教育工作者和家長共同保護我們的孩子。」  

  
漢普頓海灣 (Hampton Bays) 學區學監拉斯．克萊門森 (Lars Clemensen) 表示，「學

校安全仍然是學校領導者們的首要任務。《艾麗莎法案》(Alyssa's Law) 、極端風險保護

令 (ERPO)、槍支安全措施、與執法部門合作以及心理健康資源等工具都是學校安全藍圖

的一部分，該藍圖允許學區規劃、調整和構建安全的學校社區。感謝霍楚爾州長和立法機

關對這項重要問題的傾力關注。」  

  
紐約州教師聯合會 (New York State United Teachers) 會長表示，「對於我們的學生、

與他們一起合作的員工以及依賴我們公立學校系統的家庭來說，一個安全、可靠、溫馨的

學習環境至關重要。確保學校安全團隊審查在發生危機時加快應急響應速度的所有可用工

具，這是一個常識。在應對水牛城 (Buffalo)、烏瓦爾德 (Uvalde) 和該州的全體受創學校



社區面臨的問題時，霍楚爾州長和立法機關表現出了真正的領導力，我們在此讚賞他們的

行動。」  

  
紐約州學監理事會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f School Superintendents) 執行理事查

爾斯．德裡克 (Charles Dedrick) 表示，「最近在水牛城 (Buffalo) 和烏瓦爾德 (Uvalde) 

發生的悲劇凸顯出學校學監一直以來的擔憂：我們能否確保我們的社區（以及我們自己）

每天都在盡一切可能確保我們的學生和員工的安全？我們需要來自州政府和執法部門的合

作夥伴，我們需要共同努力，讓學區領導人瞭解新的州法律如何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

標。」  

  
紐約州家長教師協會 (New York State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主席達納．普拉廷 

(Dana Platin) 表示，「在這個令人不安的時期，紐約聚焦於確保我們的孩子和教育工作

者在學校的安全，這是萬衆矚目和正確的措施。我們讚賞霍楚爾州長和這項重要立法的發

起人，他們全力支援我們的孩子和青少年──並且讓他們知道自己在紐約州教師家長會議 

(NYS PTA) 中有合作夥伴。」  

  
紐約州學校理事會協會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 執行董事羅伯特．施耐德 

(Robert Schneider) 表示， 「我們認識到求救警報系統可以在學區的安全協議中發揮重

要作用。我們感謝州長和立法機關所做的努力，你們確保讓學區有權考慮此類系統的潛在

價值並決定安裝緊急警報是否是學校適當的安全預防措施。」  

  
紐約學校管理人員協會執行董事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School Administrators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凱文．凱西說 (Kevin Casey) 表示，「《艾麗莎法案》

(Alyssa's Law) 的通過表明，紐約帶頭響應了各位學校校長在全國保護學生和教育工作者

的呼籲，即『行動起來，積水成淵 (do something - do anything)』。當學監簽署該法案

時，教育工作者和執法人員將擁有更多工具來解決我們學校中槍擊或暴力事件。紐約州學

校行政人員協會 (School Administrators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State) 讚賞霍楚爾州長

所展現的領導才能，並繼續支援採取更積極的行動來保護紐約學校。所有學生都需要在我

們的學校感到安全，教育工作者必須擁有保護孩子的必要工具。」  

  
農村學校協會 (Rural Schools Association) 執行董事大衛．利特爾 (David Little) 先生

表示，「加大力度提升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安全，農村學校協會很高興能助力支援。可悲

的是，目前的做法並沒有減緩校園槍擊的現象。更快通知警察和急救人員只能挽救生命，

我們敦促迅速實施這一附加措施。我們也很高興與州領導人合作，讓大家更能意識到為學

校環境中的人們提供額外保護的新做法和新政策。農村學校協會 (RSA) 讚賞州長解決這

場危機的方式。」  

  
在週四的法案簽署活動中，霍楚爾州長還概述了預備圍繞紐約州新擴展的《紅旗法案》

(Red Flag Law) 而發起的健全、多方面的公共教育活動計劃──特別關注教育工作者和心

理健康專業人士。今年夏天，紐約州將合作為學校董事會、學監、教師、學校相關專業人

士、校長和家長教師協會提供一系列面對面和虛擬培訓。這些培訓將清楚地說明如何以及

何時完成必要的文書工作以提交極端風險保護令 (ERPO) 以及解決問題。  



  
此外，州領導人將召開一系列專門針對地方和郡執法部門的圓桌會議，他們將詳細介紹法

律要求的新政策和程序以及付諸實踐的最佳作法。這些圓桌會議將由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和市政警隊訓練委員會 (Municipal Police Training Council) 牽頭，位於紐約州刑

事司法服務署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內。還將為緊急呼叫中心的專業人

員開發培訓項目。  

  
紐約州還在制定一套全面的數字和體育教育材料，將在未來幾週和幾個月內公佈。其中包

括經整改的《紅旗法案》(Red Flag Law) 網站，涵蓋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健康專業人員的

關鍵資訊、公共服務公告和社交媒體內容。  

  
2022 年 5 月 18 日，霍楚爾州長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在存

在合理理由相信個人對自身或他人會構成威脅時提交極端風險保護令 (ERPO)。  

  
2022 年 6 月 6 日，霍楚爾州長簽署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立法計畫，以加強槍支法，

包括大幅擴展《紅旗法案》(Red Flag Law)。立法 S.9113-A/A.10502 擴大了可以提交極

端風險保護令 (ERPO) 申訴的人員，包括在過去六個月內對個人進行過檢查的醫療保健

從業人員。其對槍支許可法規做出修訂，以確保在決定是否發放槍支許可證時，仔細考慮

心理健康從業人員對潛在危險個人的報告。  

  
其還要求警察和地區檢察官在獲得可信資訊表明個人可能進行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嚴重傷害

行為時提交極端風險保護令 (ERPO) 申訴。其要求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和市政警隊訓

練委員會 (Municipal Police Training Council) 制定和傳播政策和程序，以確定何時需要批

准極端風險保護令 (ERPO) 申訴。  

  
擴展後的《紅旗法案》(Red Flag Law) 將於 7 月 6 日週三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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