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10 月 24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撥款 2800 萬美元，用於在紐約州的七個城市打擊槍支暴力，增加年輕人

的機會，並加強公共安全   

    

奧爾巴尼、布法羅、弗農山、紐堡、羅賈斯特、錫拉丘茲和揚克斯將透過 
RISE:Respond, Invest, Sustain and Empower 專案獲得最多 400 萬美元  

    
資金將幫助社區組織確定服務需求和缺口，並制定計畫來針對青年和家庭擴大方案制

定，改善公共安全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將提供 2800 萬美元，在全州幫助奧爾巴尼、布法羅、弗農

山、紐堡、羅賈斯特、錫拉丘茲和揚克斯等七個城市打擊槍支暴力。該資金透過 RISE - 

Respond, Invest, Sustain and Empower 專案提供，為每個城市的社區組織提供高達 200 

萬美元的資金，以實施、擴大和改善方案和服務，從而增加青年和家庭的機會，為嚴重受

槍支暴力影響的社區賦能，並改善公共安全。此外，在每個城市都提供 200 萬美元的資

本資金，以支援這些暴力預防服務和更安全的社區。  

    

霍楚爾州長表示，「槍支暴力的禍害需要在多個方面進行大膽投資，我們透過 RISE 專案

對當地組織進行投資，將幫助滿足每個社區的需求，應對當地的挑戰，並提供有效、可持

續的解決方案。這筆資金和這些夥伴關係將在所有這些城市改善、加強和擴大紐約州對槍

支暴力的全面應對措施，幫助解決槍支暴力的根源，為所有紐約人創造更安全的社區。」  

    

安東尼奧．德爾加多 (Antonio Delgado) 副州長表示，「我和州長正從各個角度應對槍

支暴力的增加，投入更多精力來提高公共安全。除了參與執法、加強槍支法律和實施槍支

回購方案外，我們還透過外聯努力為社區賦能。新的 RISE 專案將允許地方政府和社區組

織將資金用於最需要的地方。」  

    

德爾加多副州長今天上午在弗農山男孩女孩俱樂部 (Boys & Girls Club of Mount Vernon) 

與民選、社區和執法領導人一道，概述了該州對 RISE 專案的重大投資，該專案是政府多

方面計畫的一部分，旨在解決自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開始以來槍擊和槍支相關殺人事件

增加的問題。RISE 專案由州刑事司法服務署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DCJS) 開發和管理，使每個城市的當地利益相關者能夠制定一個全面的資金計畫，以滿

足其社區的獨特需求。與 2021 年相比，今年前八個月，這七個社區和其他 13 個參與該



州消除涉槍暴力」(Gun Involved Violence Elimination, GIVE) 舉措的社區的槍支暴力事件

有所下降，但並未下降到 2021 年前的水準。  

    

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署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我走遍了整個

纽约州，與每個社區的利益相關者會面，以更好地瞭解在我們共同努力減少槍支暴力時，

個人和組織所面臨的困難和障礙。RISE 專案將資助和支援現有的、活躍的、規模較小的

社區組織來提供幫助，這些組織每天都在最前线，為解決槍支暴力的根源提供支援和服

務。我感謝霍楚爾州長和安東尼奧．德爾加多副州長對努力建立和維護和平的社區團體和

個人的堅定支持。」  

     

今年夏天，羅薩多署長和刑事司法服務署青年司法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在七個城市舉辦了社

區傾聽會和利益者研討會，向居民和社區組織、學校、地方政府和執法部門等的代表瞭解

當前的方案、服務缺口、獲取障礙，以及他們在試圖解決暴力的長期影響時面臨的挑戰。  

    

在這些會議之後，青年司法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與當地居民和利益相關者合作，建立了一個 

RISE 專案指導委員會，其成員負責促進持續的合作，確定資助的方案和服務，並實施其

城市的計畫，以實現該方案的目標：  

  

• 建設地方社區的能力，以執行和維持方案，解決導致社區暴力的根本因素；和  

• 透過加強社區夥伴關係和以癒合和公平的視角制定方案，加強對社區內暴力的響

應。   

   

每個城市的指導委員會將確定最多四個有資格的社區組織，這些組織將獲得最高 50 萬美

元（總計 200 萬美元）撥款，並獲得青年司法辦公室工作人員的科技援助，以制定詳細

說明資金分配方式的計畫。每個城市的 RISE 專案資金可用於支援輔導、心理健康服務、

恢復性練習、社區信任建設、就業和教育支援和青年發展活動，以及其他方案和服務，這

些方案和服務可解決長期遭受暴力所造成的創傷，建立復原力，並強化青年、家庭和社

區。每個社區還可以獲得高達 200 萬美元的資本資金，以支援其選擇實施的方案。  

    

刑事司法服務署採用數據驅動方法確定了七個最初的 RISE 專案社區，分析了《美國社區

調查》中概述的每個城市的人口統計和貧困數據；以及每個城市警察部門向州政府報告的

暴力犯罪和槍擊數據。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安德里亞．斯圖沃德．考辛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表示，「我

們已採取果斷行動，通過了全國領先的、應對暴力的智慧槍支安全法，但我們必須繼續對

我們所代表的社區進行投資，以改善我們的夥伴關係。我很高興我們能夠透過 RISE 專案

獲得這 2,800 萬美元的全州投資，以繼續在我們已經開始的工作的基礎上再接再厲，強化

執法部門與受到司法系統嚴重傷害的社區之間的夥伴關係。我要感謝凱西．霍楚爾州長和

安東尼奧．德爾加多副州長確保紐約人的安全而對我們社區的投資。」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criminaljustice.ny.gov%2Fcrimnet%2Fojsa%2FGIVE%2520Monthly.pdf&data=05%7C01%7CGlenys.Rivas2%40otda.ny.gov%7Ca36bee279be14d81fa5408dab5f22513%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2234901890116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A%2B1kNwWZVQ7ONbprY5KltauIFm8NRs5JO2WsIifHZng%3D&reserved=0


州參議員賈馬爾．貝利 (Jamaal Bailey) 表示，「對於一名父親和立法者來說，沒有什麼

比保護我們的孩子和社區免受槍支暴力的禍害更緊迫的了。槍支暴力的氾濫需要全力以

赴、社區主導的應對措施，我們必須使用我們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來滿足這一時刻的需

要。RISE 專案代表著在對受槍支暴力影響最嚴重的社區進行賦能和升級方面實施的一個

關鍵步驟。這筆資金的方案制定和服務將對弗農山市和全州的社區產生變革性影響。我要

感謝凱西．霍楚爾州長和安東尼奧．德爾加多副州長對我們孩子的未來所做的投資，並感

謝在我們社區努力拯救生命的個人和組織。」  

  

議員喬納森．雅各森 (Jonathan Jacobson) 表示，「不幸的是，我所代表的紐堡發生了

太多的槍支暴力事件，所以我很高興看到州長致力於以我長期宣導和支援的三管齊下的方

法打擊槍支暴力。首先，封鎖非法槍支販運和非法槍支從州外沿 95 號州際公路的鐵管道

和其他地方流入。第二，透過擴大和實施《紅旗法》，讓槍支不會落入那些可能對自己和

他人造成傷害的人的手中。第三，投資於我們的年輕人，讓他們有課後活動，讓他們遠離

街頭，並找到一條獲得高薪工作的職業道路。RISE 專案就是這一打擊槍支暴力的全面方

法的第三條腿。我讚揚霍楚爾州長不停留在嘴上，而是以實質性的方法打擊槍支暴力。」  

   

威徹斯特縣行政長官喬治．拉蒂默 (George Latimer) 表示，「打擊我們社區的暴力行為

需要與各級政府——更重要的是——社區利益相關者合作。RISE 專案就是這種合作方法

的結果。我感謝州長、副州長和我們所有的合作夥伴，他們都在這一重要的公共安全問題

上做出了貢獻。」   

   

奧爾巴尼市市長凱西．希恩 (Kathy Sheehan) 表示，「作為領導者，就要傾聽我們的社

區意見並採取行動，我讚揚霍楚爾州長每天都這麼做，尤其是在打擊槍支暴力方面。

2021，紐約州成熟的槍支暴力預防方案幫助減少了 30% 以上的槍擊事件，我們將繼續與

我們的地方、州和聯邦合作夥伴並肩工作，加強公共安全，並收走我們街道上的非法槍支

（通常是州外槍支）。感謝霍楚爾州長再次證明，她將利用一切可用資源支援我們的社

區，保護我們的居民的安全。」   

   

錫拉丘茲市市長本．沃爾什 (Ben Walsh) 表示，「錫拉丘茲市市長減少槍支暴力辦公室

僅運作了六個月，但已經在我們的社區中建立了新的合作和夥伴關係。該辦公室還正在根

據數據和與利益相關者的接觸制定一項全面戰畧，以最終在錫拉丘茲遏制槍支暴力。毫無

疑問，疫情加劇了導致槍支暴力的根源。我感謝霍楚爾州長透過 RISE 專案提供這一新的

資金，使市政府和我們的社區合作夥伴能夠為方案增加資源，使之高效進行，並引入新的

幹預措施，以幫助青年和家庭，改善錫拉丘茲的公共安全。」   

    

羅徹斯特市市長馬利克．埃文斯 (Malik Evans) 表示，「我和我的團隊每天都在勤懇工

作，以改善公共安全，減少暴力犯罪，這一受歡迎的援助將大大提高羅徹斯特市人的生活

品質。我們每天都看到槍支暴力給我們的城市造成的損失，因此我們非常感謝霍楚爾州長

在羅徹斯特和全州多個城市的投資。」  

  



弗農山市長紹伊恩．帕特森-霍華德 (Shawyn Patterson-Howard) 表示，「槍支在我們

的社區氾濫，再加上疫情時代精神健康狀況的增加，導致了全國各地槍支相關暴力事件和

創傷的新增。  這一至關重要的資金將使規模較小的非營利組織能夠增強其行政能力，並

使他們能夠與我們合作打擊犯罪。我們感謝霍楚爾州長和德爾加多副州長，因為受這些問

題影響最大的社區急需資金來幫助打擊犯罪。」   

   

紐堡市市長托蘭斯．哈維 (Torrance Harvey) 表示，「作為紐堡市市長，我非常感謝凱

西．霍楚爾州長！這項撥付給包括紐約紐堡在內的七個城市的 RISE 專案撥款是另一個例

子，表明我們的州長非常熱衷於傾聽人們的呼聲，他們呼籲拿出真正的解決方案來解決槍

支暴力和心理健康問題，以及現場即時解決面臨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這項努力將為我

們偉大的城市和州的人民提供直接行動！」   

  

布法羅市長拜倫．W．布朗 (Byron W. Brown) 表示，「RISE 專案是一個創新的方案，

將為可信的社區組織提供必要的資源，以幫助減少無謂的槍支暴力。我們集中精力來擴大

我們年輕人的機會，將能夠加強公共安全，為我們的社區建設更強大的未來。我感謝霍楚

爾州長的領導和她在我們努力減少社區槍支暴力方面的持續合作。」  

    

霍楚爾州長在紐約州 2023 財年預算中獲得 2.27 億美元，用於資助 RISE 專案和刑事司

法服務署管理的其他舉措，以加強執法和社區組織的槍支暴力預防工作。這些舉措包括：   

  

• 2090 萬美元用於 SNUG 和基於社區的槍支暴力舉措，以支援更多的 SNUG 方

案；增加方案編制以幫助滿足弱勢青年的基本需要；提供基於技能的工作準備和工

作安置訓練；啟動招聘和留住外聯工作人員的方案；以及透過受害者服務辦公室獲

得的 400 萬美元的聯邦資金，以將社會工作服務納入 SNUG 方案；  

• 為參與紐約州槍支暴力消除舉措的執法機構提供 1,820 萬美元，這是紐約州對該方

案最大的投資，用以部署循證戰畧，以減少槍擊事件，在 17 個受槍支暴力影響最

嚴重的縣的 20 個社區內挽救生命；和   

• 為紐約的十個犯罪分析中心提供 1,500 萬美元，這些中心在 350 多個州和地方執

法機構之間收集和共享犯罪情報（包括槍支犯罪數據），作為威懾、調查和解決犯

罪（包括涉及槍支的暴力犯罪）的關鍵資源。  

• 2000 萬美元的執法科技贈款，包括車牌閱讀器、行動和固定監控相機、無人駕駛

飛行器、槍擊檢測設備、巡邏車和警察的智慧設備以及其他類型的公共安全設備。  

  

該預算還包括額外的 1000 萬美元，用於支持佩戴式相機，以及向紐約市以外的所有縣提

供的 2000 萬美元審判前服務資金，以支持一系列的審前服務，包括篩查和評估、監督、

中央案件管理系統以及與法院系統的專門資訊共用。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news%2Fgovernor-hochul-announces-136-million-fight-gun-violence-aid-victims-and-survivors-and-bolster&data=05%7C01%7CGlenys.Rivas2%40otda.ny.gov%7Ca36bee279be14d81fa5408dab5f22513%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2234901890116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Sif%2FOGvRHFGC9MFwkA5W5d0PdSuC6Xijcxk5cgLK9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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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Glenys.Rivas2%40otda.ny.gov%7Ca36bee279be14d81fa5408dab5f22513%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2234901890116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Ir6fNus4rSPKHBhxv4GHR%2BLCFbjfyQTnfR9yJNWTmkY%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news%2Fgovernor-hochul-announces-50-million-public-safety-funding-2022-division-criminal-justice&data=05%7C01%7CGlenys.Rivas2%40otda.ny.gov%7Ca36bee279be14d81fa5408dab5f22513%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2234901890116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ParImqAb0u77t1WkpvIjYF8trLC2TwHJmjZ7caCEaNk%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news%2Fgovernor-hochul-announces-50-million-public-safety-funding-2022-division-criminal-justice&data=05%7C01%7CGlenys.Rivas2%40otda.ny.gov%7Ca36bee279be14d81fa5408dab5f22513%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2234901890116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ParImqAb0u77t1WkpvIjYF8trLC2TwHJmjZ7caCEaNk%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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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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關注該機構。  

   

###  

 
可造訪網站 www.governor.ny.gov 瀏覽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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