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7 月 14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為打擊槍枝暴力，幫助受害者和倖存者，加強本州對公共衛生危機的響

應工作而撥款 1,360 萬美元  

  

為增加去年對緊急狀況響應的增資，州預算中預留 910 萬美元以對近 150 名預防和干預
槍枝暴力工作人員予以支持  

  
為解決受槍枝暴力影響的受害者和家庭需求問題，社區暴力干預法案資金向皇后郡非營

利機構撥款 200 萬美元  
  

州衛生廳下屬的預防槍枝暴力辦公室獲得 250 萬美元，用於資助數據分析、部門間協調
工作和提高公共意識  

  

本州打擊槍枝暴力的工作使每年槍擊事件大幅減少，請在此處查看數據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撥款 1,360 萬美元，用於打擊槍枝暴力，幫助受害者和倖存

者，加強本州對社區中公共衛生長期危機的響應工作，這些社區自 2020 年年初起槍擊事

件和使用火器的罪案激增。本州將使用總額為 910 萬美元的款項繼續對 30 多家非營利機

構和醫院予以支持，使其能在 2023 年前部署預防槍枝暴力的員工；200 萬美元將用於皇

后郡 (Queens) 遭遇暴力的受害者、家庭和社區；250 萬美元將資助州預防槍枝暴力辦公

室 (Office of Gun Violence Prevention) 開展提供公共意識和數據分析工作。  

  

「這筆重要資金將加強街頭外展工作人員和社工的工作，他們所開展的已被證實有效的項

目能阻止和減少槍枝暴力，為還在從槍枝造成的創傷康復中的受害者、至親和鄰里提供服

務和支持，」霍楚爾州長表示。「我已經說過，但我還要再說一遍：到此為止。我們將

團結一心，利用所有資源結束這場公共衛生危機，這樣才能為全體紐約民眾保證更安全的

社區。」  

  

「霍楚爾州長和我都知道，要阻止街頭槍枝的使用就要做更多的工作，我們必須進行干預

和提高公眾意識，還要為家庭提供所需援助，讓他們克服持續影響全州社區的公共衛生危

機，」德爾格多 (Delgado) 副州長表示。「紐約正在帶領全國打擊槍枝暴力，所以我們

也要帶領全國對槍枝暴力受害者和倖存者予以支持。」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criminaljustice.ny.gov%2Fcrimnet%2Fojsa%2FGIVE%2520Monthly.pdf&data=05%7C01%7CMing-huai.Hall%40otda.ny.gov%7C30516b72651d4807798908da65c452e9%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3419128201129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WCtX2BTGhAvYAzrKAMW0jYF1z8uI14eW39icbSSG6v8%3D&reserved=0


霍楚爾州長在布魯克林 (Brooklyn) 造訪教堂大道商業街協會 (Church Avenue Merchant 

Block Association, CAMBA)（歡迎來到布朗斯維爾，杜絕暴力 (rownsville In, Violence 

Out)）時公佈了這筆資金。由州刑事司法服務廳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DCJS) 管理的 910 萬美元將使非營利機構和醫院能繼續招聘和留住外展人員、阻止暴力

人員和社工，這些人員將透過調解、輔導和社區活動來減少槍枝暴力，並解決暴力受害者

及其家人遭受的創傷問題。這筆資金是州長為在紐約阻止和減少槍枝暴力而開展的三點議

程核心內容，是為社區響應工作所做的投資的三倍；是為應對槍支罪案而對提高執法能力

的投資；用於組建跨州打擊非法槍枝工作組 (Interstate Task Force on Illegal Gun)。  

  

跨州和州內打擊非法槍枝工作組由霍楚爾州長於 1 月在與執法部門的合作下組建而成。

這一加強關係使繳獲槍枝數量激增，槍擊事件顯著減少。相比去年同期，紐約市的槍擊事

件在 2022 年前六個月減少 12%。在霍楚爾州長週四發表公告的布魯克林，槍擊事件在同

一時期減少近 20%。  

  

這些加大力度的工作在紐約市以外也取得了進展。本州透過刑事司法服務廳開展槍枝暴力

終結計劃 (Gun Involved Violence Elimination, GIVE)，該專案為地方執法部門提供州資

金，用於人員、設備、培訓和技術援助上的開支。槍枝暴力終結計劃為 17 個郡的 20 個

警察局提供支援，這些地方的槍枝犯罪事件占了紐約州（不包括紐約市）同類事件的 

80% 以上。在開展槍枝暴力終結計劃的 20 個司法轄區內，從 1 月至 6 月的槍擊事件減少 

8%，槍擊受害者減少 9%。如需獲取更全面的數據，請點擊此處。  

  

繳獲的槍枝數也顯著增加。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在 2022 年前六個月中繳獲槍枝 694 

支，是去年同時期的兩倍之多。紐約警察局在其根除槍枝暴力的工作中，截止 2022 年繳

獲火器 3,700 餘支，這一年繳獲槍枝數達 27 年以來的最高。  

  

刑事司法服務廳廳長羅薩那．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自霍楚爾州長去年秋

季宣佈為減少槍枝暴力發放緊急資金依賴，全州街頭外展和阻止槍枝暴力團隊就在減少槍

枝暴力的工作上切實做出了成效。然而，要做的還有很多。霍楚爾州長繼續承諾為預防槍

枝暴力專案撥款，這讓全州的合作夥伴能繼續勇敢出色地開展重要工作，從而使我們擴

大、加強這些工作並對其予以更多支持，從而確保全體紐約民眾都能生活在平和安全的環

境中。」  

  

州受害者辦公室 (Office of Victim Services, OVS) 為皇后區社區能力發展機構 

(Community Capacity Development) 發放的 200 萬美元資金使本州社區暴力干預法案 

(Community Violence Intervention Act, CVIA) 為兩年發放的總資金額達 830 萬美元。社

區暴力干預法案每年指定將紐約州的聯邦犯罪受害者法案 (Victims of Crime Act) 的一部

分資金，用於為受槍支暴力影響最嚴重的社區提供服務的計劃。社區能力發展機構將把這

筆資金用於危機響應、個案經理、外展人員和社工、法律服務、口譯和精神健康咨詢；為

滿足受害者的緊急需求發放緊急撥款和其他服務等。霍楚爾州長在今年春季宣佈為七家非

營利機構發放可使用兩年的社區暴力干預法案首輪撥款 636 萬美元。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news%2Fgovernor-hochul-announces-successful-start-interstate-task-force-illegal-guns&data=05%7C01%7CMing-huai.Hall%40otda.ny.gov%7C30516b72651d4807798908da65c452e9%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3419128201129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AGN7oJfZPpi1R6kBOj118oyH75j8YKDJJKJ%2F%2F5YMqNU%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criminaljustice.ny.gov%2Fcrimnet%2Fojsa%2FGIVE%2520Monthly.pdf&data=05%7C01%7CMing-huai.Hall%40otda.ny.gov%7C30516b72651d4807798908da65c452e9%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3419128201129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WCtX2BTGhAvYAzrKAMW0jYF1z8uI14eW39icbSSG6v8%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news%2Fgovernor-hochul-announces-more-63-million-support-victim-services-communities-hardest-hit-gun&data=05%7C01%7CMing-huai.Hall%40otda.ny.gov%7C30516b72651d4807798908da65c452e9%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3419128201129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GVDLcZU%2Bt6gSwfpJULTSDusSHqWCj1X0cYvJE8UFfJM%3D&reserved=0


受害者服務辦公室主任伊麗莎白．科倫寧 (Elizabeth Cronin ) 表示，「我們都知道槍枝

暴力產生的漣漪效應能對被襲擊的人員造成影響，從而讓家庭、朋友和整個社區經受損

失、毀滅和創傷，就像我們目睹在東水牛城 (East Buffalo) 發生的那樣。我們受害者服務

辦公室致力於竭盡所能為槍枝暴力受害者和倖存者提供服務、資源和援助。很驕傲能用社

區暴力干預法案資金支持非營利機構，感謝霍楚爾州長在此重要問題上持續展現的領導

力。」  

  

這些投資將進一步推動本州為解決槍枝暴力問題而開展的公共衛生措施實施：可以透過識

別來源，攔截傳播，發動個人和社區積極利用服務和支持來加以處理。此外，州衛生廳下

屬的預防槍枝暴力辦公室將獲得 250 萬美元，用於協調部門間減少槍枝暴力工作、開展

數據分析和提高公共意識等工作。  

  

州衛生廳廳長瑪麗．T．巴塞特 (Mary T. Bassett) 博士表示，「槍枝暴力是公共衛生問

題，要從為社區投資做起來減少槍枝暴力，以及與其相關的健康影響和痛苦。這筆資金將

進一步鞏固長期致力於終結無知慘劇的可靠社區機構，這是霍楚爾州長為減少紐約州槍枝

暴力事件而許下的承諾內容。」  

  

參議員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表示，「應對槍枝暴力流行現象需要利用所有和資

助所有資源，包括採用數據支持方式減少暴力和挽救生命的社區預防暴力小組。很驕傲能

在近期通過的兩黨槍枝安全法中為社區暴力干預預留一筆具有歷史意義的 2.5 億美元追加

資金，我會為這些項目能繼續為保護社區安全而開展重要工作而一直提供聯邦方面的資金

支持。」  

  

參議員克斯汀．吉利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 表示，「由於我們州和全國的社區還在

面臨槍枝暴力，這筆資金將為槍枝暴力的受害者和倖存者提供急需的支持，還能從源頭杜

絕犯罪。我會竭盡所能打擊槍枝暴力和挽救生命。」  

  

傑拉德．納德勒 (Jerrold Nadler) 代表表示，「槍枝暴力對全國包括紐約在內的太多社區

造成影響。我們在道義上有責任解決這一猖獗的流行現象。這筆資金是應對槍枝暴力消極

影響的重要內容。我每天都在國會中推行『保護兒童法案 (Protecting Our Kids Act)』等

法案，也支持『兩黨安全社區法案 (Bipartisan Safer Communities Act)。』我對霍楚爾州

長的領導工作表示稱讚，我期待著能和她一起解決槍枝暴力問題。」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安德里亞．斯圖爾特．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表示，「保

護社區不受槍枝暴力的侵害是最重要的事。支持社區開展以事實為依據的項目一直都是參

議院民主會議 (Senate Democratic Conference) 的核心重點工作，這是應對影響本州和

全國槍枝暴力公共衛生危機的全面工作內容。為加大預防槍枝暴力工作的開展範圍和鞏固

受害者和倖存者接受的治療支持服務，州長在與立法機關的合作下一直都努力預留這筆重

要資金，對此我感到欣慰。」  

  

以下項目獲得 910 萬美元：  



  

紐約市和長島開展的項目  

  

• 布朗斯維爾智囊團 Brownsville Think Tank Matters()（布魯克林）：一個崗

位， 7.5 萬美元  

• 教堂大道商業街協會（歡迎來到布朗斯維爾，杜絕暴力）：三個崗位， 12 

萬美元  

• CCI（崛起/布魯克林 (RISE/Brooklyn)、拯救我們的街道/布朗克斯區 (Save 

Our Streets/The Bronx) 和鄰里安全計畫/哈林區 (Neighborhood Safety 

Initiatives/Harlem)）：6 個崗位，42 萬美元  

• 紐約州中部地區家庭生活中心 (The Central Family Life Center)（斯塔頓島 

(Staten Island)）：3 個崗位，136,800 美元  

• 東弗拉特布希村 (East Flatbush Village)（布魯克林）：2 個崗位，12 萬美

元  

• 學習精英 (Elite Learners)（布朗斯維爾、展望萊佛茨花園 (Prospect 

Lefferts Gardens)、布魯克代爾醫院 (Brookdale Hospital)、金斯郡醫院 

(Kings County Hospital)）：11 個崗位，66 萬美元  

• 客西馬尼園事工花園 (Garden of Gethsemane Ministries)（哈林區）：2 個

崗位，5 萬美元  

• 途徑社區賦能 (Gateway Community Empowerment) （布魯克林）：1 個崗

位，3.6 萬美元  

• 大康尼島猶太社區中心 (Jewish Community Center of Greater Coney 

Island)：3 個崗位，175,695 美元  

• LIFECamp（基於社區的計劃/皇后區和牙買加醫院 (Jamaica Hospital)）：

6 個崗位，240,000 美元  

• 諾斯韋爾醫院 (Northwell Hospital)（南岸大學醫院 (South Shore University 

Hospital)、科恩兒童醫療中心 (Cohen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州立島

大學醫院 (State Island University Hospital)）：5 個崗位，557,500 美元  

• 取締槍支，生活更美好 (Guns Down, Life Up) （紐約市健康 + 醫院 (NYC 

Health + Hospitals)/林肯 (Lincoln)）：3 個崗位，191,382 美元  

• 金斯反暴力倡議 (Kings Against Violence Initiative)（金斯郡醫院 (Kings 

County Hospital)）：3 個崗位，180,000 美元  

• 南方聯隊 (Southside United)（布魯克林）：2 個崗位，9.2 萬美元  

• 街角資源 (Street Corner Resources)（基於社區的計畫/哈林區和哈林區醫

院）：6 個崗位，30 萬美元  

• 城市青年國際聯盟 (Urban Youth Alliance International )（布朗克斯區）：3 

個崗位，156,975 美元  

  

全州全州刑事司法服務廳打擊槍枝社區—醫院項目  

  



• 奧爾巴尼縣 (Albany)：三一聯盟 (Trinity Alliance)，8 個職位，459,937 美

元；奧爾巴尼醫療中心 (Albany Medical Center)，3 個職位，247,573 美元  

• 布朗克斯區：雅克比醫療中心 (Jacobi Medical Center)，10 個崗位，91.4 

萬美元  

• 水牛城：伊利郡醫療中心 (Erie County Medical Center)，12 個崗位，85.5 

萬美元  

• 漢姆斯代市 (Hempstead)：家庭和兒童協會 (Family and Children's 

Association)，1 個崗位：48,260 美元  

• 維農山 (Mt. Vernon)：韋斯切斯特家庭服務機構 (Family Services of 

Westchester)，3 個崗位，146,416 美元  

• 紐堡 (Newburgh)：RECAP，3 個崗位，16.02 萬美元  

• 波基普西 (Poughkeepsie)：家庭服務機構 (Family Services)，3 個崗位，

16.02 萬美元  

• 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帕斯通 (PathStone)，7 個職位，42.78 萬美元；

爭議解決中心 (Center for Dispute)，3 個職位， 10 按美元  

• 錫拉丘茲市 (Syracuse)：錫拉丘茲社區連結機構 (Syracuse Community 

Connections)，7 個職位，422,420 美元；紐約州立大學北部地區醫療中心 

(SUNY Upstate Medical Center)，3 個職位，282,980 美元  

• 特洛伊 (Troy)：三一聯盟，1 個崗位，42,748 美元  

•  揚克斯 (Yonkers)：揚克斯基督教青年會 (YMCA of Yonkers)，2 個崗位，

101,600 美元  

• 溫丹奇 (Wyandanch)：薩福克經濟機會委員會 (Economic Opportunity 

Council of Suffolk)，1 個崗位，44,570 美元  

  

由刑事司法服務廳支持的 12 和打擊槍枝街頭外展項目也將獲得約 90 萬美元，用於漲工

資和項目其他需求。刑事司法服務廳將為打擊槍支項目網的技術援助和行政支持而使用 

25.4 萬美元。  

  

州長和州立法機關頒布的 2023 財政年預算案包括 2.27 億美元的款項，用於資助大力舉

措，以加強執法機構和社區組織的預防槍枝暴力工作。刑事司法服務廳將用這筆資金：  

  

• 為打擊槍支項目和社區槍枝暴力專案發放的 2,090 萬美元將支持其他打擊槍

支項目開展；為滿足若是青年的基本需求而增加項目力度；提供職前技能培

訓和實習培訓；開展僱用和留用外展員工的項目；受害者服務辦公室發放的

約 400 萬美元將用於在打擊槍支項目中提供社工服務；  

• 為資助參與紐約州槍支暴力終結計劃的執法部門發放的撥款 1,820 萬美元，

這筆資金是本州對該項目發放的最大一筆資金，旨在在受槍枝暴力影響最嚴

重的 17 個郡縣的 20 個社區中採用以事實為依據的戰略。  

• 除 350 多個州和地方執法部門以外，為收集和分享包括罪案槍枝數據在內

刑事情報的紐約十所罪案分析中心 (Crime Analysis Centers) 撥款 1,5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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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Ming-huai.Hall%40otda.ny.gov%7C30516b72651d4807798908da65c452e9%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3419128201129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DoMZrbW3lHLF7T1Csg45yM2x4D71aeLKUr0wZLP8tNk%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news%2Fgovernor-hochul-announces-expansion-states-snug-street-outreach-program-niagara-falls&data=05%7C01%7CMing-huai.Hall%40otda.ny.gov%7C30516b72651d4807798908da65c452e9%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3419128201129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c9pfizOPe%2Bo%2FGKRAso51mXhCyCDNfcywZzZHmd7o1fw%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news%2Fgovernor-hochul-announces-expansion-states-snug-street-outreach-program-niagara-falls&data=05%7C01%7CMing-huai.Hall%40otda.ny.gov%7C30516b72651d4807798908da65c452e9%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3419128201129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c9pfizOPe%2Bo%2FGKRAso51mXhCyCDNfcywZzZHmd7o1fw%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news%2Fgovernor-hochul-announces-largest-ever-investment-new-york-states-gun-involved-violence&data=05%7C01%7CMing-huai.Hall%40otda.ny.gov%7C30516b72651d4807798908da65c452e9%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3419128201129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MS%2B3TrA4QKtoewl%2BPAJAU%2B5Gm4gs3YCQ56f6JO%2FbiFI%3D&reserved=0


美元，這些中心是震懾、調查和解決包括使用火器的暴力案件在內的罪案的

重要資源。  

  

刑事司法廳是行使多項刑事司法支持的機構，其承擔多項職責，包括執法培訓；全州犯罪

數據的收集和分析；維護犯罪歷史資訊和指紋檔案；與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合作，對該州 DNA 數據庫實施行政監督；資助和監督緩刑和社區矯正計畫的；管

理聯邦和州刑事司法基金；支援全州與刑事司法相關的機構；以及管理該州的性犯罪者登

記處 (Sex Offender Registry)。關注部門 Twitter 和 Facebook。.  

 

受害者服務辦公室扶持 200 多個受害者援助計畫，這些計畫向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直接

服務，例如危機諮詢、宣傳、緊急避難所、民事法律援助和搬遷援助。除了提供其他援助

之外，該機構還向符合條件的犯罪受害者提供經濟援助和報銷服務以幫助他們支付醫療和

諮詢費用、喪葬費用，彌補工資以及待遇方面的損失。關注部門 Twitter 和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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