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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新撥付 870 萬美元，以支援新美國人的入籍和其他法律服務  

  

新的撥款將支援紐約州的新移民，包括來自阿富汗和烏克蘭的移民  
  

2023 財年頒佈的預算將新美國人辦公室總資金增加至 2,000 萬美元  

  

霍楚爾州長發佈公告，承認 6 月為移民傳統月  

  

  

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州務院下屬新美國人辦公室 (Office for New Americans, ONA) 向

非營利社區組織提供約 870 萬美元的新撥款，以向全州的新美國人提供免費服務。這些

新撥款將支援新美國人辦公室在全州範圍內的「機會中心」網路，為即將成為美國公民的

移民和難民提供入籍申請援助和公民考試準備。該撥款還將支援新美國人辦公室由專業移

民律師組成的法律顧問專案，為有需要的移民提供免費移民法律援助，包括來自阿富汗和

烏克蘭的新移民。  

  

霍楚爾州長還發佈公告，宣佈 6 月為移民傳統月，以表彰移民對紐約州多元化結構的重要

貢獻。  

  

「紐約州是在幾代移民的辛勤付出和堅定決心之上建立的，我們將繼續支援那些嘗試為自

己和家人建立更好生活的人，」霍楚爾州長表示。「今天對移民關鍵服務的投資向所有

人發出了明確的訊息：紐約歡迎並慶賀您的到來。我期待繼續為移民提供他們需要的工

具，讓他們能夠安全、有保障地在我們偉大的紐約州取得成功。」  

  

「透過撥付資金幫助移民獲得所需的法律服務，紐約讓移民家庭有機會在一起追求美國

夢，」副州長安東尼奧．德爾加多 (Antonio Delgado) 表示。「是我們的移民讓紐約成

為美國的大熔爐，我們有責任為最新入籍的紐約民衆提供所需的申請幫助和支持。」  

  

州務卿羅伯特．J．羅德里格斯 (Robert J. Rodriguez) 表示，「今年增加的資金強調了

霍楚爾州長致力於幫助新美國人成功地為我們州做出寶貴貢獻，同時也認識到移民服務的

必要性。這是一項明智的投資，將幫助移民透過全州的社區組織網路獲得和使用各種服

務。我們將繼續讓偉大的紐約州成為所有以紐約為家的人們的希望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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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財年預算增加了對新美國人辦公室的資助，使該辦公室能夠繼續為其核心服務提供

資金，包括免費法律援助、心理健康支援、勞動力發展和英語學習。它還將使新美國人辦

公室有能力資助直接應對聯邦移民政策變化的特別專案和試點舉措。此外，這些資金將有

助於解決社區的迫切需要，例如支援不斷從南部邊境來到紐約州的移民和難民，及最近抵

達的阿富汗人和烏克蘭人。  

  

紐約州議會新美國人工作組主席、議員卡塔莉娜．克魯兹 (Catalina Cruz) 表示，「隨著

越來越多的移民以紐約州為家，我們必須繼續支援和加強幫助他們融入社會、經濟和政治

的專案。由於聯邦政府未能實施全面的移民改革，反移民政策和言論屢見不鮮，在這個時

候，議會多數黨努力增加對新美國人辦公室及其重要舉措的資助，並繼續發出強烈的支持

聲音。支持移民社區，即是加強了整個帝國州的所有社區。這些新資金正是這樣做的。」  

  

870 萬美元的資金將支援啟動 35 個新的機會中心和法律顧問專案撥款，以鞏固這些專案

的成功，這些專案自新美國人辦公室成立以來就一直在運作。2021 年，新美國人辦公室

機會中心和法律顧問專案為 28,797 人提供了各種免費服務，包括法律援助和入籍支援，

使他們走上了公民之路。在過去一年中，新美國人辦公室資助的律師還介入協助全州的客

戶以及阿富汗人在內的最近抵達者處理緊急法律事務，並應對疫情下的嚴峻挑戰。  

  

新美國人辦公室公民機會中心提供免費和保密服務，包括：  

  

▪ 公民預備課程  

▪ 移民申請援助  

▪ 移民法諮詢  

▪ 社區研討會  

▪ 工作推薦  

  

以下地區的組織將獲得約 270 萬美元的機會中心撥款：  

  

首府地區  

所服務的郡：Alb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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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中心區  

所服務的郡：Onondaga  

錫拉丘茲天主教慈善會 (Catholic Charities Syracuse)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所服務的郡：Monroe  

天主教慈善會家庭與社區服務中心 (Catholic Charities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長島地區  



所服務的郡：Nassau  

中美洲難民中心 (Central American Refugee Center, CARECEN)  

  

所服務的郡：Suffolk  

中美洲難民中心 (Central American Refugee Center, CARECEN)  

  

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所服務的郡：達奇斯縣 (Dutchess)  

天主教慈善會 (Catholic Charities)，紐約教區 (Archdiocese of NY)  

  

所服務的郡：Orange  

天主教慈善會 (Catholic Charities)，紐約教區 (Archdiocese of NY)  

  

所服務的郡：Rockland  

天主教慈善會 (Catholic Charities)，紐約教區 (Archdiocese of NY)  

  

所服務的郡：威徹斯特郡 (Westchester)，不包括揚克斯 (Yonkers)  

紐約上路 (Make the Road New York)  

  

所服務的郡：威徹斯特郡 (Westchester)，不包括揚克斯 (Yonkers)  

鄰里關係 (Neighbors Link)  

  

所服務的郡：威徹斯特郡揚克斯市  

鄰里關係 (Neighbors Link)  

  

莫霍克山谷 (Mohawk Valley)  

所服務的郡：Oneida  

奧奈達中心 (The Center)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所服務的郡：Bronx  

天主教慈善會 (Catholic Charities)，紐約教區 (Archdiocese of NY)  

  

所服務的郡：Bronx  

仁愛中心 (Mercy Center)  

  

所服務的郡：布魯克林區  

華人策劃委員會 (Chinese-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  

  

所服務的郡：Manhattan  

華人策劃委員會 (Chinese-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  



  

所服務的郡：Manhattan  

國際救援委員會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所服務的郡：Queens  

紐約上路 (Make the Road New York)  

  

所服務的郡：Queens  

民權社區行動中心有限公司 (MinKwon Center for Community Action, Inc.)  

  

所服務的郡：Queens  

皇后社區之家 (Queens Community House)  

  

所服務的郡：Richmond  

紐約上路 (Make the Road New York)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所服務的郡：Broome  

美國公民協會 (American Civic Association)  

  

所服務的郡：湯普金斯縣 (Tompkins)  

湯普金斯/泰奧加天主教慈善會 (Catholic Charities Tompkins/Tioga)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所服務的郡：Erie  

傑利科路社區健康中心 (Jericho Road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新美國人辦公室法律顧問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包括：  

  

• 擔任紐約州移民的直接代理  

• 在新美國人辦公室機會中心舉辦法律咨詢日  

• 法律相關研討會和「瞭解您的權利」培訓  

  

以下地區的組織將獲得約 600 萬美元的法律顧問撥款：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所服務的郡：Warren、Washington、Saratoga、Schenectady、Albany、Greene、

Columbia、Rensselaer  

新美國人辦公室法律顧問：首府地區婦女律師協會法律專案 (Capital District Women's 

Bar Association Legal Project)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所服務的郡：Oswego、Onondaga、Madison、Cayuga、Cortland  

新美國人辦公室法律顧問：弗蘭克．H．希斯科法律援助會 (Frank H. Hiscock Legal Aid 

Society)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所服務的郡：Orleans、Genesee、Wyoming、Livingston、Monroe、Ontario、

Seneca、Yates、Wayne  

新美國人辦公室法律顧問：紐約羅切斯特法律援助協會 (The Legal Aid Society of 

Rochester, NY)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所服務的郡：Nassau、Suffolk  

新美國人辦公室法律顧問：中美洲難民中心 (Central American Refugee Center, 

CARECEN)  

 

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所服務的郡：Westchester、Putnam、Dutchess  

新美國人辦公室法律顧問：鄰里關係 (Neighbors Link)  

  

所服務的郡：Ulster、Sullivan、Orange、Rockland  

新美國人辦公室法律顧問：天主教慈善會社區服務中心 (Catholic Charities Community 

Services)，紐約教區 (Archdiocese of NY)  

 

莫郝卡山谷 (Mohawk Valley)  

所服務的郡：Herkimer、Fulton、Montgomery、Schoharie、Otsego、Oneida  

新美國人辦公室法律顧問：弗蘭克．H．希斯科法律援助會 (Frank H. Hiscock Legal Aid 

Society)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所服務的郡：Bronx、Kings、Richmond、Queens、New York  

新美國人辦公室法律顧問：紐約法律援助小組 (NYLAG)  

 

北部郡縣 (North Country)  

所服務的郡：Clinton、Essex、Hamilton、Franklin、St Lawrence、Jefferson、Lewis  

新美國人辦公室法律顧問：弗蘭克．H．希斯科法律援助會 (Frank H. Hiscock Legal Aid 

Society)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所服務的郡：Steuben、Schuyler、Tompkins、Tioga、Broome、Chenango、

Delaware、Chemung  



新美國人辦公室法律顧問：旅程之終難民服務 (Journey's End Refugee Services)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所服務的郡：Niagara、Erie、Chautauqua、Cattaraugus、Allegany  

新美國人辦公室法律顧問：旅程之終難民服務 (Journey's End Refugee Services)  

  

新美國人辦公室成立於 2012 年，是國內首個依法成立的移民服務辦公室。新美國人辦公

室為所有美國新移民提供協助，透過遍佈全區的社區網路幫助移民評估並尋求各種免費服

務及支援。  

  

需要援助或聯繫新美國人辦公室的移民，可致電辦公室熱線 1-800-566-7636，工作時間

為週一至週五的早上 9 點至晚上 8 點。所有來電均予以保密。可以超過 200 種語言提供

協助。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s://dos.ny.gov/office-new-americans 或關注新美國

人辦公室 Twitter 帳號 @NYSNewAmericans 或 Facebook 帳號。  

 
可造訪網站 www.governor.ny.gov 瀏覽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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