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5 月 1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750 萬美元鞏固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開展長期工作打擊

黑幫組織  MS-13  

  

撥款  300 萬美元支持青少年就業培訓機會，並避免有風險的青少年參與黑幫活動   

  

撥款  225 萬美元支持社區可靠信使計畫  (Community Credible Messenger 

Initiative)，該計畫將在青少年司法制度內支持青少年重返社區服務   

  

200 萬美元的帝國州課後計畫  (Empire State After School Program) 撥款將設立課

後計畫或加以擴展   

  

鞏固  2018-19 財政年度預算案提供的  1,850 萬美元的反黑幫投資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撥款  750 萬美元給新計畫，用於幫助社區在長島地

區打擊黑幫組織  MS-13 並加以抵制。這筆資金將支持全面的多機構行動，旨在減

少黑幫暴力、避免有風險的青少年參與黑幫生活，並支持社區組織直接與當地群

體合作。  

  

「紐約州利用這些投資發出明確的訊息，表明黑幫活動在我們的社區內沒有容身

之地，」州長葛謨表示。「我們利用全面的方法在長島地區打擊黑幫組織，從而

幫助保護街區，並為有風險的青少年提供機會，這將徹底打破黑幫暴力循環。」   

  

今年年初，州長承諾從 2018-19 財政年度預算案中撥款  1,600 萬美元用來打擊黑

幫組織 MS-13，並利用紐約州槍支暴力終結計畫  (Gun Involved Violence 

Elimination) 和『槍支  (SNUG)（GUNS 槍支倒序拼寫）』計畫額外撥款  250 萬美

元給拿騷郡  (Nassau) 和薩福克郡  (Suffolk)。連同這筆新投資，紐約州在州長帶領

下已投資 2,600 萬美元用來打擊黑幫組織  MS-13。 

  

MS-13 是一個國際犯罪幫派，於  1980 年代出現在美國。他們參與多種犯罪活動

並且極其暴力，經常參與野蠻暴力行為，爾這僅僅是為了增加該幫派的惡名。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185-million-fy-2019-budget-cut-ms-13-recruitment-and-support#_blank


 

 

儘管過去幾年間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暴力犯罪顯著減少，但最近卻呈上升趨

勢，這可以追溯到幫派。  

  

撥款  300 萬美元支持青少年就業培訓機會，並避免有風險的青少年參與黑幫活動   

  

紐約州勞工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目前發佈價值  300 萬美元的

《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s)》，用來幫助長島地區的青年男女獲得就業培訓和

職業機會。這筆資金將提供給地方組織，這些組織關注為有可能受引誘加入   

MS-13 這類黑幫組織的民眾提供就業準備培訓和僱用機會。如需了解更多資訊或

提交提案，請點擊此處。  

  

撥款  225 萬美元給社區可靠信使計畫  

  

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分五年撥款  225 萬美元給長島地區的非營利機構，用於實施社區可靠信

使計畫。社區夥伴關係辦公室  (Office of Community Partnerships) 及其區域志願夥

伴機構利用該計畫建立協作社區網絡，用來支持青少年在接受青少年司法處置後

重返其社區。該網絡設法阻止青少年重新參加導致其被逮捕的主要活動，包括參

與黑幫活動。  

  

此外，每筆資金的部分資金將專用於為青少年提供就業機會和僱用機會。這些機

構將識別其社區內的基層非營利機構並與之合作，這些機構在有與高風險青少年

及家庭打交道的經驗。合作目標是找出積極辦法用來替代黑幫活動或參與這類活

動，以及青少年在重返社區時可能受到的其他負面影響。資金基於可用情況分

配。  

  

機構要獲得撥款，必須證明其有能力在大城市中心的高風險青少年群體中產生積

極影響力，並且願意這樣做。與這類青少年的家長有相似經歷的家長合作夥伴還

將協助家長參與當地服務系統。該計畫還另外留出  675 萬美元資金給水牛城  

(Buffalo)、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的非營利機

構。如需了解更多詳細資訊或申請，請點擊此處。  

  

提供  200 萬美元的帝國州課後計畫撥款給拿騷郡和薩福克郡的高需求校區   

  

利用帝國州課後計畫，200 萬美元專款將提供給非營利組織、社區組織，並選出

長島地區服務於高需求青少年或有風險的青少年的校區，或無家可歸的比例較高

的校區。這些四年期撥款最初作為州長  2018-19 年行政預算案 (Executive Budget) 

提案的內容公佈，將供非營利組織和校區設立課後計畫或加以擴展。這些資金預

計為拿騷郡和薩福克郡的孩子們創造  1,250 個新課後計畫名額。  

  

https://www.labor.ny.gov/businessservices/PDFs/OYCEA_05-04-18/2018_Opportunity_Youth_RFP-FINAL.pdf#_blank
https://ocfs.ny.gov/main/bcm/RFP2018-11/RFP2018-11.pdf#_blank


 

 

撥款由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管理，由紐約州教育廳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提供建議，獲得撥款的各方將在四年撥款期內獲得年度分期撥款，  

視資金可用情況而定。如需了解更多資訊或申請，請點擊此處。  

  

給長島地區額外提供  25 萬美元的暑期青少年就業計畫  (Summer Youth 

Employment Program) 資金   

  

利用紐約州暑期青少年就業計畫給長島地區額外提供  25 萬美元資金，用來支持

長島地區的社區為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提供暑期工作。2017 年，全州超過  1.9  

萬個青少年利用該計畫在多個工作場所獲得僱用，幫助這些青少年獲得寶貴的工

作經驗、就業培訓以及過渡生活技能。  

  

撥款  300 萬美元給洛克維爾中心天主教慈善機構  (Catholic Charities of Rockville 

Centre)，用來給移民青少年提供支持服務   

  

洛克維爾中心天主教慈善機構被選中提供  300 萬美元的撥款，這筆撥款此前由葛

謨州長公佈，用來為有可能被招募加入黑幫組織  MS-13 的青少年提供全面的支持

服務。這項個案管理服務將面向弱勢青少年，尤其是新移民兒童，提供醫療和精

神健康支持、成癮治療、創傷與家庭咨詢、語言培訓及其他社區支持服務。  

  

洛克維爾中心天主教慈善機構在成功服務移民和難民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其中

包括人口販運受害者，透過與其他社區夥伴合作來穩定高風險青少年的生活，  

從而防止這些青少年參與黑幫活動。   

  

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主任

塞繆爾  D. 羅伯特  (Samuel D. Roberts) 表示，「對全州的低收入青少年而言，  

暑期工作是利用充實且具建設性的工作經驗來反擊財務困境的好機會，這些經驗

有助於幫助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以取得未來的成功。由於葛謨州長發揮領導作

用，這筆額外的資金將面向有風險的青少年，這些人曾牽涉拿騷郡和薩福克郡的

青少年司法制度。」   

  

紐約州勞工廳  (Labor) 廳長羅伯塔·利爾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伴隨本州

設法消除暴力黑幫組織在長島地區造成的影響力，葛謨州長採取新穎的辦法。  

紐約州勞工廳很自豪參與這項工作，我們期待幫助長島地區社區內有風險的青少

年實現成果。」   

  

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代理主任希拉  J. 普爾  (Sheila J. Poole) 表示， 

「課後計畫為孩子們提供安全、支持性並且有利於成長的場所用來度過課後時

間，並使家長放心。這些計畫推動孩子們取得學術成就和社會成就，使之終生

受。」  

  

https://ocfs.ny.gov/main/bcm/RFP2018-12/RFP2018-12.pdf#_blank


 

 

教育部長瑪麗艾倫·艾利亞  (MaryEllen Elia) 表示，「這很簡單，學生們參與能夠

吸引其興趣的充實課後活動時，將避免參加黑幫及其他危險的活動。葛謨州長今

天公佈的資金將大力保護我們的孩子並豐富其生活。」   

  

校務委員會  (Board of Regents) 會長貝蒂  A. 羅薩  (Betty A. Rosa) 表示，「孩子

們的安全是我們的頭等要事。校務委員會和我感激葛謨州長提供亟需的資源，  

用來預防暴力，並幫助學生們參加安全、充實且有教育意義的活動。」   

  

州眾議員菲爾·拉莫斯  (Phil Ramos) 表示，「黑幫組織正在大肆破壞我們的街

區、威脅我們的家庭並剝奪孩子們的童年及其未來。我們已經投入大量精力用來

加大處罰並強化執法活動，但仍需投資於預防計畫，這些計畫能夠減少黑幫暴力

活動，並給孩子們提供更好的選擇。因為這些重要的投資，我們的同胞將能夠保

護孩子，並確保其有機會切實發揮其全部潛力。」   

  

拿騷郡郡長勞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我們需要合作打擊黑幫組織   

MS-13 帶來的威脅，並保護我們在拿騷郡和紐約州各地的社區。感謝葛謨州長確

保我們擁有各類計畫和資金用來牽制黑幫組織  MS-13、找出暴力活動的根源，並

提供新機會給最容易參與各類黑幫活動的青少年。」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我們與州

夥伴合作，從而確保利用多渠道方法抗擊黑幫組織  MS-13，並制止其招募活動。

感謝葛謨州長設法在州預算案中提供州資金，以便社區組織和利益相關方獲得資

源用來防止青少年加入黑幫。」   

  

薩福克郡立法委員莫妮卡  馬丁內茲  (Monica Martinez) 表示，「為了清除黑幫暴

力，我們必須利用全面辦法教育學生並賦權給他們。利用葛謨州長今天公佈的撥

款，我們在布倫特伍德鎮  (Brentwood) 和中伊利普斯村  (Central Islip) 的地方社區

將作出更好的準備，從而預防太久以來困擾我們社區的黑幫暴力活動，並加以解

決。我很自豪支持州長和政府內的諸位同事截斷黑幫招募渠道，並強化各類社區

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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