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3 月 3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簽署一項立法，擴大退伍軍人待遇法庭和州政府對退伍軍人的表彰  

  
新法案 (S.1957-A/A.5719-A) 歷史性地擴大了改變生活的退伍軍人法庭  

  
星期一晚上，全州的地標按照越戰服役絲帶的顏色點亮紅、綠、黃三色燈光以紀念越戰

退伍軍人；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簽署了一項法案 (S.1957-A/A.5719-A)，擴大了紐約州退伍

軍人待遇法庭 (Veterans Treatment Courts) 的使用範圍，允許那些缺乏退伍軍人待遇法

庭的郡的退伍軍人將其案件移交給鄰近郡現有的退伍軍人待遇法庭。州長在其 2021 年州

情咨文 (2021 State of the State) 議程中強調了這項擴張的必要性。  

  
州長還宣佈，紐約州週一採取了更多行動紀念越戰退伍軍人日 (Vietnam War Veterans 

Day)，包括由紐約州退伍軍人服務部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Veterans' Services) 主

辦的虛擬論壇，紀念越南戰爭 (Vietnam War) 美國土著退伍軍人的服務和犧牲，並用越

戰服役絲帶 (Vietnam Service Ribbon) 的顏色點亮地標建築。  

  
「退伍軍人在國外為這個國家做出了巨大犧牲，不幸的是，他們回國後常常面臨重大挑

戰。紐約州正在加倍支持那些穿著制服為美國服務的勇敢男女，」葛謨州長表示。「這

項立法將使幫助刑事司法系統中的退伍軍人更容易獲得急需的支持服務，而不論其來自哪

個郡。我們還採取行動紀念退伍軍人在越南 (Vietnam) 作出的犧牲，並表彰美國土著軍人

的重要貢獻。」  

  
參議員布萊德·霍伊爾曼 (Brad Hoylman) 表示，「退伍軍人待遇法庭是紐約州本土的成

功案例，當之無愧地成為全國的典範。該法案將極大地擴大紐約州退伍軍人待遇法庭的使

用範圍，將那些與精神疾病或毒癮作鬥爭的退伍軍人與他們修復生活所需的項目和服務聯

系起來。我要感謝參議會多數黨領袖安德里亞·斯圖爾特-卡曾斯 (Andrea Stewart-

Cousins) 優先考慮紐約州退伍軍人的需要，感謝眾議會發起人桑迪·加萊弗 (Sandy Galef) 

的合作，感謝葛謨州長迅速將這項法案簽署成為法律。」  

  
眾議員桑迪·加萊弗表示，「很榮幸看到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案成為本州的法律。在

水牛城 (Buffalo)，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法官和一小群越戰退伍軍人參與了一項崇高的實

驗，現在，紐約州每一位有資格參與司法工作的退伍軍人都可以參加這項實驗。我很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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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這項法案，把這些勇敢的紐約民眾與他們理應得到的改變生活的服務和資源聯系起

來。」  

  
擴大退伍軍人治療法院的使用範圍  

3 月 29 日，葛謨州長簽署了 S.1957-A/A.5719-A，使之成為法律。這項法案填補了刑事

司法系統中存在的退伍軍人司法漏洞，這些退伍軍人符合退伍軍人待遇法庭提供改變生活

的服務的資格標準，但其案件在沒有退伍軍人待遇法庭的郡處理。該法還授權法院行政長

在全州設立更多的退伍軍人待遇法院。  

  
根據這項新法律，在沒有退伍軍人待遇法院的郡，被指控犯有某些不包括家庭暴力在內的

刑事罪行的退伍軍人將能够要求將他們的案件移交給鄰近郡的退伍軍人待遇法院。這一過

程需要獲得最初提出指控的郡的地方檢察官以及案件將移交到的郡的地方檢察官的同意。  

  
退伍軍人治療法庭允許那些被控犯罪的精神疾病或物質使用的退伍軍人接受治療，而不是

懲罰。紐約州是美國第一個退伍軍人待遇法庭的所在地，2008 年在水牛城設立，羅伯特·

羅素 (Robert Russell) 閣下觀察到一名越戰老兵在水牛城他主持的精神健康法庭上艱難掙

扎。這最終促使羅素法官認識到，在他們艱難的康復旅程中，將老兵與老兵們的正義聯系

起來的價值。2008 年，第一批自願在羅素法官新成立的以退伍軍人為中心的專門法庭擔

任同伴導師的退伍軍人都是參加過越戰的退伍軍人。  

  
羅伯特·羅素法官表示，「感謝您和紐約州健康基金會 (New York State Health 

Foundation) 的團隊對退伍軍人待遇法庭和退伍軍人待遇法庭轉移法案的支持。本州的退

伍軍人為我們的自由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這項法案使我們司法系統中的退伍軍人有機會參

加退伍軍人待遇法庭，而不論退伍軍人可能居住在何處。」  

  
帕特里克·韋爾奇 (Patrick Welch) 博士表示，「2008 年，當羅伯特·羅素法官在紐約州水

牛城設立第一個退伍軍人待遇法庭時，我們幾乎沒有意識到這會成為一種國際現象。退伍

軍人待遇法庭創造的是我國刑事司法系統對待退伍軍人的態度在我國歷史上最深刻的變

化。這項新法律確保任何涉及司法的退伍軍人都有機會挽救他們的生命。」  

  
今天，美國各地建立了 400 多個退伍軍人待遇法庭，遵循羅素法官在水牛城製定的基本

框架。紐約州有 30 多個這樣的法院，但由於並非每個郡都設立了這樣的法院，利用這些

法院的機會長期不均衡。葛謨州長昨天簽署的法案確保更多符合條件的退伍軍人能够進入

改變生活的退伍軍人待遇法庭。  

  
地標建築點亮紅色、綠色和黃色燈光  

3 月 29 日晚，全州的地標建築點亮紅、綠、黃三色燈光，這些顏色是越戰期間在越南、

泰國 (Thailand)、老撾 (Laos)、高棉 (Cambodia) 或這些地區毗連水域或領空服役的美國

軍人獲得的越戰服役絲帶的顏色。  

  
紀念越南退伍軍人節 (Vietnam Veterans Day) 的地標建築包括世貿中心一號大樓 (One 

World Trade Center)、奧爾巴尼國際機場入口 (Albany International Airport Gateway)、



 

 

柯西邱思科大橋 (Kosciuszko Bridge)、馬里奧 M. 葛謨州長大橋 (Governor Mario M. 

Cuomo Bridge)、H. 卡爾 麥克考爾紐約州立大學大樓 (H. Carl McCall SUNY Building)、

阿爾弗雷德 E. 史密斯州辦公大樓 (Alfred E. Smith State Office Building)、州教育大樓 

(State Education Building)、紐約州博覽會場 (State Fairgrounds) - 博覽會中心 (Expo 

Center)、中央車站 (Grand Central Terminal) - 潘興廣場高架橋 (Pershing Square 

Viaduct) 和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不僅在一個特殊的紀念日，而且在每一天都

表明紐約州致力於為越戰時期的退伍軍人服務。  

  
據估計，今天有 226,045 名越戰時期的退伍軍人居住在紐約州，他們是所有兵役時期在

帝國州 (Empire State) 安家的退伍軍人中人數最多的。在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越南紀念牆 (Vietnam Memorial Wall) 上列出的名字中，有 4，119 個是紐約民眾的名

字，他們為保衛這個國家及其所代表的價值觀做出了最大的犧牲。  

  
退伍軍人服務部 (Division of Veterans' Services) 執行副主任喬爾·埃文斯 (Joel Evans) 

表示，「我們的退伍軍人在服役歸來時常常得不到應有的歡迎。在越戰退伍軍人日認識

他們是一種榮幸，就像我們部門每天都在表彰和服務他們一樣。今年，我們還特別高興地

慶祝和紀念來自紐約州部落民族的越戰退伍軍人的服役，感謝這些美國土著退伍軍人的勇

氣和獻身精神。」  

  
虛擬論壇  

3 月 29 日，紐約州退伍軍人服務部在越戰退伍軍人日下午主辦了線上節目，表彰在越戰

時期服役的紐約州土著美國老兵的服務和犧牲。來自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莫

霍克族 (Mohawk Nation)、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奧奈達族 (Oneida 

Nation)、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塞內卡族 (Seneca Nation) 和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辛內科克族 (Shinnecock Nation) 的越戰老兵參加了這一儀式，慶祝這些部

落國家在美國軍隊服役的巨大傳統。  

  
美國土著人在美國軍隊中的服役人數是全國平均水準的五倍。在越南戰爭期間，大約有 

8.2 萬名美國土著人（每四名符合條件的美國土著人中就有一人）在現役，還有 4.2 萬名

美國土著人在戰場上服役。  

  
聖瑞吉斯莫霍克部落民族 (Saint Regis Mohawk Tribal Nation) 部落副酋長阿格尼斯·雅

各布斯 (Agnes Jacobs) 表示，「自古以來，阿克韋斯納摩霍克族 (Akwesasne 

Mohawks) 就參加美國武裝部隊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的所有分支。正如我們近

年來看到的，隨著國會為我們的密語者頒發勳章，我們摩霍克族人為自己的服務感到無比

自豪。不幸的是，並不是所有人都從他們離開的路上回來了，有些人做出了最大的犧牲，

再也沒有回家。最後，今天是一個機會，讓我們大家分享對軍人的尊重、榮譽和感激之

情。祝賀你們，Niawenkowa/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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