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7 月 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利用《帝國州減貧計畫  (EMPIRE STATE POVERTY REDUCTION 

INITIATIVE, ESPRI)》資助賓漢姆頓市  (BINGHAMTON) 的多個項目  

 

斥資  900,000 美元國家撥款啟動  12 項計畫  

 

這筆投資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Southern Tier Soaring)》計畫，  

這項計畫是本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帝國州減貧計畫》將資助賓漢姆頓市的  12 個項

目。這些項目是《帝國州減貧計畫》的直接成果，州長撥款  2,500 萬美元給該計

畫，用於幫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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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投資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這項計畫是本

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透過《帝國州減貧計畫》，我們為社區人民創造了擺脫貧困的機會，并向實現

經濟獨立發展，」州長葛謨表示。「我期待這些項目取得成果，并對賓漢姆頓市

為改善其居民生活而作出的努力表示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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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ffa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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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拉丘茲市  (Syracuse)、特洛伊鄉  (Troy)、尤迪卡市  (Utica)、沃特頓市  

(Watertown)、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合作設立地方工作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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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組目前開始利用《帝國州減貧計畫》資金實施第一階

段的減貧計畫。  

 



 

 

賓漢姆頓市已獲批可接受撥款的  12 個項目有：  

 

•  紐約中南部母嬰圍產期網絡  (Mothers and Babies Perinatal Network of 

South Central New York)，斥資  206,000 美元  -《婦女賦權圈  (Women's 

Empowerment Circle)》項目為賓漢姆頓市單親母親和懷孕婦女提供全面的支

持服務。為實現其目標，項目參與者將會得到尋找安全經濟住房，接受預

防性和基本衛生保健，解決交通需求問題方面的幫助。  

 

•  紐約中南部鄉村健康網絡  (Rural Health Network of South Central New 

York)，斥資  169,000 美元  -《交通就業項目  (Transportation Employment 

Program)》將對因交通匱乏而無法找到工作的個人提供幫助。該項目包括交

通折扣券服務，使參與者能夠到達工作地點或提供職業培訓的地點。其還

包括拼車服務，在上班地點接送上班族，參與者每月只需支付該服務費用

的一半。 

 

•  布魯姆郡城市聯盟  (Broome County Urban League)，斥資  168,000 美元 - 

該撥款用於提供培訓和就業協助，旨在發展科技、教育和勞動技能，將參

與者更好的安置在就業市場上。作為實現就業的可能性辦法，接受培訓的

人將學習多種新媒體模式，這也是此項計畫的內容之一。  

 

•  布魯姆郡聯合之路  (United Way of Broome County)，斥資  100,000 美元  -

《賓漢姆頓社區擁護者計畫  (Binghamton Community Advocates Project)》  

將提供一套完備的支持系統，用於幫助社區居民消除尋找有酬工作、教育

機會和經濟住房的障礙。擁護者還將支持和鼓勵居民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  紐約州北部地區少數民族經濟聯盟  (Upstate Minority Economic Alliance)，

斥資  75,000 美元  - 此項撥款將對支持少數民族所有企業的建立和增長實行

一項多管齊下的措施。其包括一項貿易學徒計畫，這是一個幫助參與者制

定商業計畫的課程，旨在幫助他們建立和發展自己的企業，并申請少數民

族和婦女所有工商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 

MWBE) 的國家證書，使他們能夠有效地在國家契約下競爭。  

 

•  救世軍  (The Salvation Army)，斥資  65,500 美元  -《希望之路  (Pathway of 

Hope)》項目針對無業或未充分就業的學齡兒童父母開展，重點幫助他們解

決家庭無法實現自給自足的根源問題。  

 

•  犯罪受害者援助中心  (Crime Victims Assistance Center)，斥資  61,000 美元  

- 犯罪受害者援助中心與賓漢姆頓希望區  (Binghamton Promise Zone) 合作

共同發起一項針對處於危險中的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校內項目，這些人群有

過不良經歷和創傷，包括被迫害、性虐待、酒精和藥物濫用、目睹過家庭



 

 

暴力、商業性剝削以及加入過槍支團夥。其目標是與參與進來的青少年及

其家庭建立有效聯繫，減少進一步創傷，降低貧困帶來的影響以及幫助家

庭發展。 

 

•  布魯姆郡天主教慈善機構  (Catholic Charities of Broome County)，斥資  

35,000 美元  - 一處社區賦權中心將為低收入人群和家庭提供服務、支持和

監管。 

 

•  WSKG 公共遠程通訊委員會  (WSKG Public Telecommunications 

Council)，斥資  30,000 美元  - 《紐約州南部地區日誌  (The Southern Tier 

Journal)》是一部 8 集電視連續劇，揭示了地方貧困的嚴重程度，貧困人群

在當地面臨的挑戰，以及真實人群、企業和社區幫助他人過上更好生活的

真實故事。  

 

•  賓漢姆頓地區可持續發展聯盟  (Binghamton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Coalition)，斥資  15,000 美元  - 該項撥款對一項廣告拓展活動進行支持， 

旨在增加社區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靈活度，支持他們在賓漢姆頓北部地區

建立糧食合作社以解決食品不安全問題。  

 

•  布魯姆泰奧加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  (Broome Tioga NAACP) / 經濟發展委員

會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ttee)，斥資 10,000 美元  - 賓漢姆頓市找

到工作的青年人比例持續增長，《青年人就業準備計畫  (Youth Employment 

Preparation Program)》將對此予以關注。該計畫將對過去的邊緣青年予以支

持，為他們提供職業發展、招聘會，以及計算機培訓和證書。  

 

•  紐約周立大學研究基金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斥資  6,000 美元  - 布魯姆郡《高等教育入學、留級、成功項目  

(Higher Education Access, Retention, Success, HEARS) 》將與關注教育和公

民參與度的成人合作，為參與者提供領導力、團隊合作、項目策劃、項目

實施和評估活動所需要的各種技能。該項目的目的是使參與者參加各類研

討會，幫助他們為以社區為基礎的一項計畫拓展思路。  

 

「作為《帝國州減貧計畫》的一部分，我們為全州各社區撥款，用於解決會繼續

對紐約民眾造成影響的嚴重貧困問題，」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想確保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能夠得到所需機會和資源，過上更加穩

定的生活。該項在賓漢姆頓市減貧項目中的投資將為居民提供更多的經濟機遇，

并補充《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使本地區得到振興。」  

 

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主任塞繆爾  D. 羅伯特  (Samuel D. Roberts) 表示，「每個



 

 

社區在解決貧困問題時所面臨的障礙都是不同的，這些為當地設計的措施可用於

解決每個社區的需求問題。透過《帝國州減貧計畫》，葛謨州長開發出一個模

型，令當地領導能夠用最有效的方法解決造成貧困的根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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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遭遇貧困的人們提供幫助，這反過來也能夠加強社區團結，讓居民充滿自豪

感，促進每個地區內外的實際增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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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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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使紐約低收入人群為消除他們所面臨的

障礙設計出相關策略，以實現經濟和社會流動性。這是激動人心的時刻，因為賓

漢姆頓市民正為取得切實成果而共同努力。今天啟動的這些獨一無二的系統改革

項目是全州  16 個《帝國州減貧計畫》地區工作圓滿完成的絕佳例證。我們稱讚

賓漢姆頓市地方領導的工作，并期待看到這一努力將為賓漢姆頓市家庭生活帶來

的影響。」  

 

女眾議員唐娜·盧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貧困是像我們這樣的紐約州北部

地區社區所面臨的核心問題之一。居民、服務部門和社區領導間的合作已經幫助

《賓漢姆頓-布魯姆反貧困計畫  (Binghamton-Broome Anti-Poverty Initiative, 

BBAPI)》認清了我們的優勢和劣勢。布魯姆郡聯合之路已組建一支多元團隊對這

些新計畫予以支持，我非常希望這些計畫會在我們的努力下得到切實成效，解決

當地的貧困問題。」  

 

布魯姆郡郡長傑森·迦納爾  (Jason Garnar) 表示，「布魯姆郡領導人已組織社區和

部門領導為當地青年人和成人提供工作準備服務、學徒培訓和宣傳。」  

 

賓漢姆頓市市長里奇·大衛  (Rich David) 表示，「儘管近年來很多人都在談論賓漢

姆頓的崛起，而現實卻是許多居民，尤其是兒童仍然生活在貧困中。紐約州對我

們社區近 100 萬美元的直接投資將幫助低收入家庭和人群脫貧，並對已在前線努

力的眾多部門給予支持。我們所有人都將繼續共同努力，消除社區貧困，使賓漢

姆頓市的生活更加美好。感謝葛謨州長的支持，以及《賓漢姆頓 -布魯姆反貧困計

畫》其他成員數月來的辛勤勞動。」  

 

布魯姆郡聯合之路執行董事傑奎琳·戈車曼  (Jacqueline Gerchman) 表示，「布魯

姆郡聯合之路非常榮幸能成為《帝國州減貧計畫》中《賓漢姆頓 -布魯姆反貧困計

畫  (BBAPI)》的核心機構，并為社區服務。我們與社區居民、當選官員和受貧困影

響的個人合作，豐富了該計畫參與者的生活和社區項目內容。我們社區的工作將



 

 

透過紐約州第二階段  (Phase II) 撥款完成，我們非常激動能在賓漢姆頓市和布魯姆

郡繼續與貧困作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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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在全州各地召開聽證會，用於討論州長設立的《帝國州減貧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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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州減貧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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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