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5 月 1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特洛伊  (TROY) 啟動《帝國州減貧計畫  (EMPIRE STATE POVERTY 

REDUCTION INITIATIVE, ESPRI)》資助的多個項目   

  

為  10 個機構提供近  60 萬美元用於開展  15 個以社區為基礎的項目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  15 個項目將從特洛伊市開展的《帝國州減貧計畫》

中獲得近 60 萬美元。這些項目是州長撥款  2,500 萬美元的項目的直接成果，用於

幫助 15 個社區制定由地區推動的戰略，用於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減貧並增加經濟機

會。  

  

「在這筆資金的幫助下，紐約州延續了其承諾，即幫助全州社區的低收入居民獲得

機會，為他們提供實現經濟獨立的途徑，」葛謨州長表示。「特洛伊是將與其他

地區一同開展已經在進行中的項目，從而為全州最貧困的地區實現積極變革並促進

經濟發展。」   

  

「我們關注於讓紐約民眾脫貧，並為全州做出戰略性的經濟發展投資，」副州長

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今天發佈公告時表示。「特洛伊市等城市正在振興

其中心區，但是也要關注變革周邊地區和提高生活質量。這筆項目資金是《帝國州

減貧計畫》的內容，旨在為北山  (Hillside North) 和中北 (North Central) 的社區居民

提供就業培訓項目，以及住房、教育和支持服務。」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在特洛伊市中北街區第二小學  (School 2) 參加活動時宣佈了這筆

資金。特洛伊市校區  (Troy City School District) 小學的學生將參加由這一項目資金

的公共藝術項目。   

  

州長在 2016 年公佈《帝國州減貧計畫》，此後不久，奧爾巴尼市  (Albany)、賓漢

姆頓市 (Binghamton)、布朗克斯區  (Bronx)、水牛城、埃爾麥拉市  (Elmira)、亨普斯

特德鎮 (Hempstead)、詹姆斯敦市  (Jamestown)、紐堡市 (Newburgh)、尼亞加拉瀑

布市 (Niagara Falls)、奧尼昂塔市  (Oneonta)、奧斯威戈市  (Oswego)、特洛伊市、

錫拉丘茲市  (Syracuse)、尤迪卡市  (Utica)、沃特頓市  (Watertown)、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合作設立工作組，負責監督地方工作並管理州資金。   

  

這些工作組最初設法識別高需求地區，並提供投資建議及其他變革建議，用於減少

過貧困生活的人數。工作組目前開始使用資金在第一階段開展減貧計畫。   



  

由於經濟機會委員會  (Commission on Economic Opportunity) 在社區中有著解決貧困

問題的悠久歷史，其在特洛伊市管理著資金。這一以城市為基礎的非營利機構與以

社區為基礎的機構訂立合約，並讓地區僱主幫助北山和中北社區的低收入城市居

民，使他們能夠參加就業發展項目，使用住房、教育和支持性服務，這些服務旨在

增加機遇，加強財政穩定性，加大社區參與度加強居民賦權、安全度，改善社區美

觀度，以及其他目標。   

  

這些機構有：   

  

•  《特洛伊市修復與改造計畫  (Troy Rehabilitation and Improvement 

Program, TRIP)》，獲得  300,420 美元：資金用於支持五個項目：  

地產管理帶薪實習項目，用於幫助社區成員習得實用經驗  （10 萬美

元）；對住房共同應用程式的可行性研究，用於幫助個人搜索平價住

房，並為房主提供找到租戶的更便捷途徑  （6 千美元）；兩個全職崗

位，用於幫助家庭確定目標，並讓其獲得可實現自給自足目標的資源  

（93,624 美元）；社區參與度程序，用於解決北山和中北社區的回收

和禁止丟棄的問題  （20,796 美元）；組建特洛伊無毒品社區聯盟  

(Troy Drug Free Community Coalition)，這是一個以證據為基礎的社區

戒斷戰略和賦權項目  （8 萬美元）。   

•  聯合住房  (Unity House)，獲得  122,463 美元：資金用於支持兩個項

目：一項大使項目，用於為酒店業和客服業提供每週  20 小時的就業

技能帶薪培訓；開展《特洛伊遠見  (Troy LOOK)》，其全年為青少年

和家庭提供夜晚觀影體驗，旨在培訓社區青少年和成人之間的積極關

係，開展街區清潔項目，以及旨在消除霸凌和暴力的導師項目。   

•  泰普有限責任公司  (TAP, Inc.)，獲得  1.8 萬美元：為制定營銷計畫

《回家真好  (Good2BHome)》，該計畫用於在制定街區銷售和修復  10 

棟閒置大樓，從而增加可住用房並加強街區穩定性。   

•  聯合成就  (CollectivEffort)，獲得  1 萬美元：製作一系列可作為社區指

導標準的影片，旨在改善城市的居住條件。影片將分享給城市官員和

開發商。其意圖是擬合商業、政界和居民社區間的鴻溝，並設立居住

條件的優良新標準。   

•  首府地區藝術中心  (Arts Center of Capital Region)，獲得  2.5 萬美

元：為開展《我的街區  (MY STREET)》項目，即在中北和山區街區特

洛伊市校區第二小學開展的，供青少年參與的公共藝術項目，其以社

區為基礎。搞項目將有助於學生建立對其周邊環境的承諾，如街道、

公園和彼此。   

•  首府拼車  (Capital Car Share)，獲得  1.25 萬美元：制定一項拼車項

目，使中北和北山社區需要幫助的個人在支付月會費後就能在線或致

電租車，這使交通更便捷，從而支持了工作留用率。   



•  艾克有限責任公司  (Ark, Inc.)，獲得  50,250 美元：制定課後學術項

目，旨在支持和加強社交、情緒和學術能力，從而讓高危青少年參與

進來，並提供就業探索和就業準備服務。   

•  518 積極加強機構  (518 Positive Reinforcement)，獲得  1.5 萬美元：

成立《踢踏舞  (TapN)》踢踏舞入門項目，為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提供有

氧運動，並建立對積極活動的承諾，同時豐富的體驗還能讓學生在學

習重要的計算和數學能力之時，提高身心和情緒發展。   

•  特洛伊男孩女孩俱樂部  (Troy Boys and Girls Club)，獲得  3.2 萬萬美

元：開展《開始就業 (Career Launch)》（獲得 1.5 萬美元）和《未來

領袖 (Future Leaders)》（獲得 1.7 萬美元）項目，豈能培養就業探索

和就業準備技能，以及支持就業發展提供方幫助青少年造訪當地商業

和大學，從而學習就業和教育機會。   

•  聯合住房和《特洛伊市修復與改造計畫》，獲得  22,463 美元：制定

無家可歸人士干預和金融素養項目，提供短期應急財政協助和創傷案

例管理，從而幫助家庭避免出現無家可歸的情況。   

  

《帝國州減貧計畫》提供的額外資金可用於對特洛伊市的第七大道公園  (7th 

Avenue Park) 進行改善。該市正處於項目的完成階段，很快就會宣佈資金的明細。   

  

「為解決貧困問題，當地制定的方案通常都是最有效的，因為他們與社區緊密相

連。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這一項目正在重新思考我們解決與貧困相關並會造成貧

困的問題，」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代理主任塞麥克·黑恩  (Mike Hein) 

表示，「這裡和其他地區制定的模型由項目予以支持，其賦予當地領導人從根源

上解決貧困的權力，並實現積極的變革。」   

  

紐約州州政府秘書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anna Rosado) 表示，「葛謨州長認識到

社區想要繁榮發展，就必須為那些不幸的居民提供資源。《帝國州減貧計畫》向苦

於貧困者伸出援手，從而加強社區的團結，讓居民充滿自豪感，促進每個地區內外

的實際發展。這些宏偉計畫有助於創建一個平等的經濟競爭環境，使我們都能繁榮

發展。」  

  

州非營利組織跨機構協調員弗蘭·巴特雷  (Fran Barrett) 表示，「葛謨州長在解決貧

困的根源和收入不平等問題上已取得成功，帝國州減貧計畫是這一成功的延續。  

透過《帝國州減貧計畫》，葛謨州長使紐約州低收入人群能夠制定策略用來消除他

們面臨的障礙，以實現經濟和社會流動性。這是激勵人心的時刻，因為特洛伊市民

正同心協力，力求取得豐富殷實的成果。今天啟動的這些獨一無二的系統改革項目

是全州 15 個《帝國州減貧計畫》地區工作圓滿完成的絕佳例證。我們欣賞特洛伊

地方領導人員的工作，並期待看到這項工作將給特洛伊諸多家庭帶來的影響。」   

  

經濟機會委員會主席凱瑟琳·馬茲奧  (Katherine Maciol) 表示，「每個項目都代表著

由社區提出的設想，這些設想旨在改善特洛伊是北山和中北區。與該市其他地區相



比，這兩個地區都不成比例地遭受著貧困。我們希望我們透過《帝國州減貧計畫》

提出的共同願景將為低收入個人和家庭賦予更多權力，使他們能夠克服這一長期存

在的、從根本上扼殺他們機會的社會經濟問題。感謝葛謨州長對這一項目、這些計

畫，以及當地指定的戰略的支持，這些方案都旨在幫助紐約民眾打破貧困循環。」   

  

參議員奈爾·佈雷斯林  (Neil Breslin) 表示，「作為《帝國州減貧計畫》的工作內

容，這 15 個項目都獲得了資助，其將對我們的社區產生直接的積極影響。減貧和

增加機會是推動我們州向前發展的主要經濟驅動力。感謝葛謨州長和臨時救濟及殘

障補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對這些當地指定項目的

投資。」  

  

眾議員約翰  T. 麥克唐納三世  (John T. McDonald III) 表示，「《帝國州減貧計畫》

為社區和當地機構提供了資金，使其能夠為解決貧困的根源制定方案。我跟激動能

看到特洛伊市的《帝國州減貧計畫》能夠開展這些項目，這些項目由最能理解問題

的人員制定而成。感謝葛謨州長、臨時救濟及殘障補助辦公室、經濟機會委員，  

以及所有參與到這一過程中的社區合作夥伴。」   

  

特洛伊市市長帕特里克·馬登  (Patrick Madden) 表示，「如果不解決貧困的挑戰，

那麼城市就無法繁榮發展，這些挑戰影響著特洛伊市中北和北山社區的家庭。  

《帝國州減貧計畫》在我們當地開展的《聯合特洛伊  (One Troy)》項目已經幫助制

定了一項基本戰略，用於打破這些地區的貧困循環、穩定社區，並為居民創造新的

經濟機會。感謝葛謨州長和我們州的代表們對《帝國州減貧計畫》的支持，其提供

的資金可用於在特洛伊這些弱勢地區開展創新項目。」   

  

州長設立的非營利協作機構 (Nonprofit Coordination Unit)、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

援助辦公室、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紐約州撥款與變革小組  (New York State Grants and Reform Team) 於 

2017 年在全州各地召開聽證會，用於討論州長項目的最新資訊，並為地方政府聯

繫非營利機構和商業團體。其他參與的社區都處在不同的階段用於制定地方建議並

加以實施，預計將在最近幾個月內公佈各自的減貧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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