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3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面向遭監禁的性虐待受害者擴大支持計畫   

  

本州所有監獄目前均設有家庭暴力與性暴力熱線電話，為受害者提供危機咨詢、

支持和維權服務   

  

紐約州目前給監禁人員提供國內最全面的服務   

  

紐約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Victim Services, OVS) 撥款 250 萬美元促成部

署熱線電話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本州家庭暴力與性暴力熱線電話目前向整個州監獄系

統內監禁人員開放，提供危機咨詢服務，此外還給淪為性暴行或性騷擾受害者的人

員提供支持、額外咨詢和維權服務。因為這項措施，紐約州得以向性侵害行為的倖

存者提供美國各州監獄系統中最全面的受害者支持計畫。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ervision, DOCCS) 管理的全部  54 座

監獄以英語、西班牙語及其他語言全天候開放直撥號碼  777。  

  

「監禁人員遭受性騷擾或性暴行時，理應獲得與所有其他紐約民眾同等的受害者支

持服務，」葛謨州長表示。「我們在本州各地的監獄內提供這些重要的服務，  

從而確保所有淪為這類虐待行為的受害者的人員能夠獲得應得的咨詢服務。」   

  

「我們必須繼續努力改變文化，並創造安全的環境供婦女發展並獲得信任，」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紐約州監獄系統只是美國第七個提供

全州強姦危機熱線電話的監獄系統，也是唯一與社區強姦危機計畫以及性暴行計畫

合作，保障個人獲得所需的支持和服務以協助其康復的監獄系統。利用這項擴大計

畫，我們正在採取重要措施保障受害者的安全，並為紐約州全體婦女保障安全的環

境。」  

  

根據聯邦政府《消除監獄強姦法案  (Prison Rape Elimination Act, PREA)》，各州必

須給遭監禁的性犯罪受害者提供某些服務。紐約州監獄系統只是美國第七個提供全

州強姦危機熱線電話的監獄系統，也是唯一與社區強姦危機計畫以及性暴行計畫合

作，保障個人獲得所需的支持和服務以協助其康復的監獄系統。這次擴大計畫是紐

約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管理的  250 多萬美元的聯邦資金和州資金取得的成果。   

  



 

 

撥打直撥號碼  777，電話會轉接至水牛城  (Buffalo) 危機服務機構  (Crisis 

Services)，該機構自  2010 年起運營本州家庭暴力與性暴力熱線電話。接到州監獄

打來的電話時，危機服務機構的工作人員提供危機咨詢，並轉介《消除監獄強姦法

案》中心提供的其他服務。這些中心是由全州六項現有的強姦危機計畫和受害者援

助計畫組成的網絡，這些計畫配備經過專門培訓的工作人員來協助監禁人員。所有

談話都是保密的。   

  

受害者服務辦公室因為獲得聯邦政府《罪案受害者法案  (Victims of Crime Act, 

VOCA)》增加撥款而支持這項計畫，這項計畫利用被聯邦法庭定罪的某些罪犯繳納

的罰金、費用和附加費用資助，不使用納稅人資金。具體來說，紐約州受害者服務

辦公室撥款：  

  

•  210 萬美元給紐約州反性暴行聯盟  (New York State Coalition Against Sexual 

Assault)，該聯盟資助性暴行計畫和受害者援助計畫，從而提供電話咨詢服

務、維權服務及其他支持服務，還支持六個《消除監獄強姦法案》中心的相

關工作人員親自造訪某些地點。   

•  44 萬美元給紐約州家庭暴力預防辦公室  (Offi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OPDV)，該辦公室與危機服務機構簽訂合約，管理本州的家庭暴力

與性暴力熱線電話。該熱線電話利用這筆追加的資金擴大處理能力，接聽紐

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所有監獄撥打  777 電話，包括青少年罪犯監獄和毒品

治療場所。   

  

紐約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主任伊麗莎白·克羅寧  (Elizabeth Cronin) 表示，「性暴行

受害者，無論處在何種環境中，都理應獲得咨詢服務、維權服務和情感支持服務。

因為這項合作，我們能夠幫助確保這些人獲得需要的資源，愈合這類罪行可能造成

的身心傷害。過去兩年，本機構培養新合作關係，並大力增加撥款給全州各類計畫

以增加提供服務。我們承諾接觸全體犯罪受害者並提供幫助。」   

  

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代理廳長安東尼  J. 安努奇  (Anthony J. Annucci) 表示，

「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引領全國工作，根據《消除監獄強姦法案》改善懲教實

踐活動。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認識到，在《消除監獄強姦法案》標準闡述的所

有方面制定強有力的政策和實踐方法，包括預防、偵查和處理監獄強姦及性騷擾，

這有助於在其  54 座監獄內培養零容忍各類性暴力行為的文化。」   

  

紐約州家庭暴力預防辦公室執行主任格溫·萊特  (Gwen Wright) 表示，「作為 

《消除監獄強姦法案》的內容，全州家庭暴力與性暴力熱線電話配備顧問，這些顧

問接受過培訓用於響應各種服務需求，包括咨詢服務、資訊服務和轉介服務。對於

淪為性暴力受害者的監禁人員，無論他們身處本州任何地點，保密提供這類資源都

能夠顯著改善受害者的安康，並能夠給他們提供支持和指導，用來幫助他們前

進。」  

  



 

 

家庭暴力與性暴力熱線電話於  2019 年 1 月 8 日推出以來，迄今為止已經處理了

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監獄服刑人員打來的  650 多次電話。紐約州矯正與社區

監督廳最初於  2014 年 3 月開始提供強化受害者服務  (Enhanced Victim Services)，

利用五項受害者援助計畫給  27 座監獄內的囚犯提供服務。這項計畫的聯邦資金撥

發給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和紐約州反性暴行聯盟，總額將近 120 萬美元， 

這筆資金由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  (state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管理。  

  

目前，六個《消除監獄強姦法案》中心服務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的  40 座監

獄，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剩餘的  14 座監獄主要由地方受害者援助計畫和六個

《消除監獄強姦法案》中心根據需要提供服務。六個《消除監獄強姦法案》中心：

危機服務有限公司  (Crisis Services, Inc.)（伊利郡 (Erie County)）、罪案受害者治療

中心 (Crime Victims Treatment Center)（曼哈頓區 (Manhattan)）、『復原』性暴行

服務機構 (RESTORE Sexual Assault Services)（門羅郡  (Monroe County)）、五指湖

地區安全港有限公司  (Safe Harbors of the Finger Lakes)（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塞尼卡郡  (Seneca County)、耶茨郡 (Yates County)）、撒瑪利亞醫院  

(Samaritan Hospital) 性暴行與罪案受害者援助計畫  (Sexual Assault and Crime 

Victims Assistance Program)（倫斯勒郡  (Rensselaer County)）、受害者援助服務 /西

部社區機會計畫有限公司  (Victim Assistance Services/WestCOP, Inc.)（韋斯切斯特

郡 (Westchester County)）。預計每年將增加一至兩個中心，直到全州每座監獄全

面提供跟進服務。   

  

此外，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還實行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內部政策和程序，用來滿

足或超越聯邦《消除監獄強姦法案》標準，包括但不限於：   

  

•  所有工作人員和監禁人員接受《消除監獄強姦法案》和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

督廳政策規定的與其權利及責任相關的全面教育。   

•  報告出具後，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醫務人員提供治療，並在必要時安排

駐醫院的性暴行取證檢查員實施評估，以便監禁人員獲得與社區成員相同的

照護。  

•  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正在擴大創傷識別 /技能培養計畫，這是因為該機

構認識到提供受害者支持與維權服務有助於經歷性侵害的人員處理創傷並為

出獄做出更好的準備，從而增加成功重返社會的幾率。  

  

水牛城與伊利郡危機服務機構  (Crisis Services of Buffalo and Erie County) 執行長

傑西卡·匹羅  (Jessica Pirro) 表示，「推出這個專用的全州熱線電話和當地強姦危

機服務是政府與社區服務機構多年合作及保持良好夥伴關係的成果。我們很高興參

與這項工作，為遭監禁的倖存者提供關鍵的服務，並且很榮幸擔任熱線電話的提供

方。」  

  



 

 

紐約州反家庭暴力聯盟執行理事喬安娜·扎諾尼  (Joanne Zannoni) 表示，「很多人

付出努力並做出承諾，促成了在全州提供該熱線電話服務，我們由衷受到鼓舞。  

該熱線電話代表著我們在確保為全體遭監禁的性暴行受害者提供服務的道路上又邁

進了一步。」   

  

受害者援助服務 /西部社區機會計畫有限公司總監卡雷爾  R. 阿瑪蘭瑟  (Karel R. 

Amaranth) 公共衛生學碩士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MPH)、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MA) 表示，「受害者援助服務公司過去  20 年始終透過受害者影響力團體為

監禁人員提供服務，最近五年還為紐約州的五座監獄提供《消除監獄強姦法案》  

幫助熱線。我們近期在紐約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的支持下僱用了一位全職監獄創傷

治療師和《消除監獄強姦法案》維權人員，由他們給遭受性虐待的監禁人員提供服

務。我們很自豪與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以及紐約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合作，  

繼續在監獄內擴大情感支持和維權服務，幫助性虐待行為的全體受害者實現愈合和

健康。」  

  

聖彼得健康夥伴機構  (St. Peter's Health Partners) 性暴行與罪案受害者援助計畫主

任林賽·克魯森-繆斯  (Lindsey Crusan-Muse) 表示，「每個性暴行倖存者，無論身

份或所在地點，都理應獲得服務和支持，用來幫助他們開啟痊愈過程並完成該過

程。聖彼得健康夥伴機構很自豪能夠與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以及受害者服務辦

公室合作，完善和發展這個項目。我們感謝紐約州傳遞出明確的訊息，表明性暴行

無一例外，都是絕不可以接受的。」   

  

『復原』性暴行服務機構《消除監獄強姦法案》外展與教育專家傑西卡·喬治  

(Jessica George) 表示，「我們已經完成了很多工作用來強調我們社區內的性暴行

問題，但是遭監禁的性暴行倖存者的聲音經常被忽視。受害者維權人士致力於幫助

全體倖存者愈合，作為紐約民眾，我們很自豪看到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以及紐

約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採取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措施，給遭監禁的倖存者提供話語權

並確保他們愈合創傷。」   

  

五指湖地區安全港有限公司計畫主任安妮娜·漢密爾頓  (Anina Hamilton) 表示，

「五指湖地區安全港有限公司始終熱切期待落實全州強姦危機熱線電話。因為該熱

線電話，性暴行倖存者將能夠更方便地通過強姦危機機構獲得維權服務和支持服

務，機構將能夠提供更多全面服務。這項應對措施對於性暴行受害者的身心恢復非

常重要。」  

  

罪案受害者治療中心《消除監獄強姦法案》計畫協調員雷切爾·赫爾佐格  (Rachel 

Herzog) 表示，「立即獲得富於同情心的、基於創傷的危機干預和受害者維權服

務，對於性暴力倖存者的愈合過程至關重要。我們很高興全州《消除監獄強姦法

案》熱線電話將幫助紐約州境內遭監禁的倖存者比以往更方便地獲得這些服務，  

並認可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紐約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以及受害者服務團體開



 

 

展的深度合作促成了這項計畫。我們很自豪在這項重要的計畫中擔任合作夥伴，  

給遭監禁的倖存者提供治療服務。」   

  

國際公正關押機構  (Just Detention International) 副執行理事琳達·麥克法蘭  (Linda 

McFarlane) 表示，「所有性虐待倖存者，包括監獄內的倖存者，需要獲得優質的

強姦危機服務並且理應獲得這些服務。紐約州與受害者維權及情感支持夥伴機構  

(Victim Advocacy and Emotional Support Partnership) 共同推出新的全州強姦危機熱

線電話計畫，必將發揮主導作用，保障其監獄內監禁人員的安全和尊嚴。因為這些

服務，紐約州的監獄將變得更加安全，並確保性虐待的倖存者獲得需要的幫助。」   

  

葛謨州長在任期間，始終把保護全體性暴行受害者當做首要工作。去年，葛謨州長

簽署法案，把醫院保管性侵犯證據採集套件的期限從  30 天延長至 20 年，為受害

者在聯繫官方部門前留夠恢復的時間和空間。此外，葛謨州長支持的「適可而止  

(Enough is Enough)」法律是全國在大學校園打擊性暴行的最嚴厲的法律。   

  

紐約州設立的家庭暴力與性暴力熱線電話  1-800-942-6906 每週七天、每天  24 小時

提供轉介和援助，失聰人士和有聽力障礙的人士可撥打  711。  

  

受害者服務辦公室為罪案受害人和 /或其家人提供了一個安全網絡，給符合條件的

群體補償醫療費用和咨詢費用、葬禮和安葬費用補償、工資損失補償和支持，以及

其他救助，這些服務對納稅人完全免費。該部門還資助了  222 個可提供直接服務

的受害者協助項目，包括在全州範圍內的咨詢、聲援和法律服務。欲了解更多資

訊、資格準則和查找受害者援助計畫，請訪問 www.ovs.ny.gov 或撥打  

1-800-247-8035。  

  

紐約州家庭暴力預防辦公室給州長和州議會提議州政策和實踐方法；培訓全州各領

域的專業人員，使之了解家庭暴力與其日常實踐活動的交集；並定期舉辦公共意識

宣傳活動、發佈材料供非營利組織使用、重點介紹最佳實踐方法，藉此充當家庭暴

力問題的資源。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訪問 www.opdv.ny.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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