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0 月 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錫拉丘茲  (SYRAC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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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萬美元用於開展以社區為基礎的項目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日宣佈  10 個機構將從《帝國州減貧計畫》中獲得逾  170 萬

美元，用於在錫拉丘茲市開展以社區為基礎的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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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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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計畫幫助社區制定出引導低收入紐約民眾實現經濟獨立的途徑，」葛謨州

長表示。「錫拉丘茲在這筆資金的幫助下，將和其他地區一起制定有效模式，使

其能夠解決本州最貧困地區的問題。我對這些工作表示稱讚，我也期待這些項目能

夠取得成效。」   

  

「我們關注於讓紐約民眾脫貧，並改善全州每個社區的生活水平，」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表示，「在《帝國州減貧計畫》的資金幫助下，紐約州中部地區聯合機構  

(United Way of Central New York) 將能夠為可靠戰略進行投資，從而透過就業培訓

項目、高危青少年服務、交通和讀寫能力協助等解決貧困問題。在這一戰略投資的

幫助下，錫拉丘茲的居民的未來會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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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市  (Troy)、錫拉丘茲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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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工作組設法識別高需求地區，並供投資建議及其他計畫建議，用於減少過貧困

生活的人數。工作組目前正在使用資金開展第一階段減貧計畫。  

  



 

 

紐約州中部地區聯合機構代表大錫拉丘茲治療機遇與積極就業機構  (Greater 

Syracuse Healing, Opportunity, Prosperity, Employment, Greater Syracuse HOPE) 對

資金進行管理，因前者就共同目標和主題與多個實體開展合作。這家市內非營利機

構與多家社區機構簽訂了合約，以幫助低收入居民解決教育、就業、住房和衛生等

先前由工作組發現的問題。   

  

這些機構有：   

  

•  協調護理服務，獲得  32.5 萬美元  - 為防止輟學和同輩指導項目撥款，僱傭  

11 名家庭支持人士為  150 名高危中學生及其家人提供支持服務。   

  

•  街頭成癮機構  (Street Addiction Institute)，獲得  20.5 萬美元  - 為 150 名參

加協調護理服務同輩指導項目的學生制定課後活動，旨在解決他們在遭到鄰

里引起的創傷後受到的挑戰。該機構將提供多項服務，用於提高在校出勤

率、成績，透過非傳統學術和行為強化干預工作加大家長的支持力度。   

  

•  匹斯有限責任公司  (PEACE Inc.)，獲得 7.5 萬美元  - 讓 100 名中學生參加到

公共意識活動中來，以幫助他們提高就業準備技能、增加公民參與度、提升

金融知識。該項目還旨在幫助參與者加大與社區的聯繫。   

  

•  房產總部有限責任公司，獲得  35.5 萬美元  - 提供財務咨詢服務，以幫助低

收入人群了解獲得額外收入和增加現有資產的可行選擇。該公司將與當地信

用工會簽訂分包合同，指派一名財務顧問和提供遞升貸款以對參加就業培訓

的人員提供幫助，這是項目的工作內容。   

  

•  錫拉丘茲東北社區中心  (Syracuse Northeast Community Center)，獲得  10 

萬美元  - 步行可至的非營利機構提供志願者機會，從而幫助不符合資格或退

出傳統就業培訓項目的人員重新就業。同時還提供針對預算制定和信用補救

的財務咨詢服務。錫拉丘茲東北社區中心將與東北霍利發展聯合股份有限公

司 (Northeast Hawle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nc.) 和兒童與家庭崛起服務公

司 (ARISE Child & Family Service) 合作。  

  

•  青年美好生活基金會，獲得  10 萬美元  - 教授金融素養和正確的資金管理知

識，使家庭能夠擴大資產並實現財務穩定。在為期  7 個月的試點項目開展

初期，每個註冊家庭在完成金融素養知識板塊後將獲得低額貸款，從而能夠

節省出或支付得起重要生活開支。   

  

•  紐約州立大學教育機會中心  (SUNY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Center)，獲得  

15 萬美元  - 新增兩名社區參與專家，為個人提供多種服務，包括天賦與技

能測試、職業化規劃和就業安置協助。   



 

 

  

•  錫拉丘茲市模範街區機構  (Syracuse Model Neighborhood Facility)，獲得 

18.3 萬美元  - 組建社區聯繫人，即每個社區中有影響力的人將指導其他居民

獲得可幫助他們脫貧的資源。社區聯繫人將利用一對一人際網和公共外展服

務使其街區參與其中，從而對社會資產、需求和機會形成更深層次的認識。   

  

•  錫拉丘茲慶典家園  (Jubilee Homes of Syracuse)，獲得  13.9 萬美元  - 購置

兩台廂式轎車接送老年人、殘障人士和其他需要就業相關運輸服務的人，這

些服務包括上班、去雜貨店、去藥店取藥、去主要衛生護理預約看病。   

  

•  奧農達加郡律師志願者項目  (The Volunteer Lawyers Project of Onondaga 

County)，獲得  8.4 萬美元  - 指派一名全職律師對項目參與者提供協助，為

其提供包括創立小企業等法律協助，消除因犯罪記錄而引起的就業障礙。該

律師將創立不需預約的法律診所，並僱傭其他律師自願者或法學學生對前來

咨詢的客戶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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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istance, OTDA) 主任麥克·黑恩  (Mike Hein) 表示，「這些項目象征著當地集思

廣益的願景，旨在幫助低收入居民並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原因。在葛謨州長的領導

下，這一項目正在幫助社區對與貧困有關的常見問題進行重新思考，並制定出更加

有效的模式。」   

  

紐約州州政府秘書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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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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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錫拉丘茲市長本·瓦什  (Ben Walsh) 表示，「2018 年美國調查局  (Census Bureau) 

美國社區調查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的最新數據顯示，錫拉丘茲的貧困率

從 32.4% 下降到 30.5%，但還有許多工作需要我們去完成。《帝國州減貧計畫》

的新撥款將幫助我們市的機構開展打擊貧困的工作，並使錫拉丘茲保持向上發展勢

頭。」  

  

參議員羅伯特  E. 安多納奇二世  (Robert E. Antonacci II) 表示，「重點資助這些計

畫將對錫拉丘茲地區在減貧方面產生重大影響。這些社區機構對想要為自己和家人

建立更美好生活的人來說非常重要。這些項目旨在為需要額外幫助的人提供學習技

能和創造經濟機會。」   

  



 

 

眾議員帕梅拉  J. 亨特 (Pamela J. Hunter) 表示，「我議區中存在的貧困問題是全

國最嚴重的。隨著這一計畫的開展，我希望能夠轉變錫拉丘茲的情形，使更多家庭

過上財務穩定和獨立的生活。在我擔任代表期間，我與眾多機構在協調這一計畫方

面開展合作。我確信在他們的合作下，我們將為社區取得更大的成效。」   

  

眾議員威廉·馬格納銳里  (William Magnarelli) 表示，「紐約州中部地區承諾會鞏固

社區發展，並消除導致廣泛貧困的問題。州長的《帝國州減貧計畫》撥款將幫助地

方非營利機構獲得成功，從而順利克服這些挑戰、改善服務，並幫助更多需要幫助

的人群。」   

  

州參議員瑞秋·梅  (Rachel May) 表示，「錫拉丘茲是全國最貧困的城市之一。這裡

有熱愛社區的人，他們透過打擊貧困、增加就業和建設社區使其變得更好。我們已

經開始見到令人欣慰的變革。我們必須對這一勢頭予以支持。有很多團體已經和鄰

里直接合作，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該市不會得到發展。葛謨州長為這些機構撥款

逾 170 美元資金，這是令人振奮的消息。我期待在打擊錫拉丘茲和第  53 參議會選

區 (53rd Senate District) 的貧困方面繼續開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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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錫拉丘

茲市民正同心協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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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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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錫拉丘茲地方領導人員的工作，並期待看到這項工作將給錫拉丘茲諸多家庭帶

來的影響。」   

  

大錫拉丘茲治療機遇與積極就業機構行政總裁奧瑟撒  B. 季亞頓  (Ocesa B. Keaton) 

表示，「我們對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和州長辦公室提供的機會感到

激動。《帝國州減貧計畫》的資金為我們提供了令個部門和政府合作夥伴合作的機

會，使他們能夠制定出創新戰略以解決核心貧困問題。獲得資助的戰略展現了錫拉

丘茲居民的需求，他們正在遭受或曾經遭受過貧困。我們的合作提供了財政規劃、

社會企業家精神和全面創傷應對服務，從而為最需要幫助的居民創造了機會。」   

  

錫拉丘茲共同委員會  (Syracuse Common Council) 主席兼錫拉丘茲治療機遇與積

極就業機構聯合主席海倫·哈德遜  (Helen Hudson) 表示，「我想感謝葛謨州長為解

決我們社區這一關鍵需要所提供的的機會，感謝他認識到在沒有全面計畫的情況

下，我們無法克服貧困問題。《帝國州減貧計畫》資金為我們提供了與錫拉丘茲地

區各部門合作所需的資源，從而賦予貧困人群幫助其家庭和改善生活的機會。」   

  



 

 

紐約州中部地區聯合機構主席南希·科恩·伊頓  (Nancy Kern Eaton) 表示，「在葛謨

州長的《帝國州減貧計畫》幫助下，這些項目才得以開展，該計畫是解決我們社區

中引起貧困的根源問題的創新方法。為兒童及其家庭工作、解決創傷問題、解決就

業發展和安置問題、解決上班交通問題、幫助人們視線財務穩定和解決法律問題，

這些都為人們提供了解決經濟不穩定並實現成功的機會。錫拉丘茲的人們團結一致

制定出切實的解決方案，我們很自豪能在這些工作上開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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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