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1 月 2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亨普斯特德  (HEMPSTEAD) 啟動《帝國州減貧計畫  (EMPIR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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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萬美元的州資金將支持啟動十一個項目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帝國州減貧計畫》將資助亨普斯特德鄉的九項專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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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強化社區，從而為居民連結脫離貧困和實現經濟獨立發展的機會，」  

州長葛謨說。「亨普斯特德努力為其社區帶來重大變革，對此我表示稱讚。我期

待這些項目能夠收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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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在亨普斯特德開展的減貧項目投資活動將為長島  (Long Island) 居民提供更

多的經濟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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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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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資助亨普斯特德鄉而獲批的九個項目有：  

  

長島社區發展公司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of Long Island)，獲得  

11 萬美元  - 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提供金融知識和長期培訓課程。  

  

家庭和兒童協會  (Family and Children's Association)，獲得  11 萬美元  - 該項大學

和職業準備項目將幫助高中學生不需參加大學無學分補習課程就能獲得分級考試所

需分數。  

  

莫里森導師  (Morrison Mentors)，獲得  9.8 萬美元  - 這一課後項目將為學生提供科

學、技術、工程和數學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拓展課程和朋輩輔導。  

  

多種信仰護理網絡  (The Interfaith Nutrition Network)，獲得  10.9 萬美元  - 低收入

和無家可歸人士可接受精神健康和藥物濫用咨詢，這些人群在獲得服務時有多重阻

礙。  

  

拉美裔咨詢中心  (Hispanic Counseling Center)，獲得  12.5 萬美元  - 社區健康雙語

工作人員將幫助社區居民減少困難和阻礙。  

  

領導力培訓學院  (Leadership Training Institute)，獲得  12.5 萬美元  - 為獲得帶薪

工作而開展的職業培訓將提供給  18 歲及以上人士。參與者將受到多種技能培訓、

認知行為培訓、專業指導、職業培訓材料和資源。  

  

亨普斯特德鎮職業資源部  (Town of Hempstead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Resources)，獲得  12.5 萬美元  - 18 歲及以上的鄉鎮居民將根據不同行業需求獲得

緊缺職業的教育和培訓，如衛生保健、商業服務、製造業和服務業。  

  

亨普斯特德鄉社區發展機構  (Village of Hempstea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gency)，獲得  20 萬美元  - 一家社區賦權資源中心將為困難個人和家庭提供資源

和咨詢服務，以維持其對住房安全、健康、人身安全和吃穿的基本需求。  

  

婦女機會康復中心  (Woman's Opportunity Rehabilitation Center)，獲得  9.8 萬美元  

- 有判刑風險和有犯罪前科的婦女將獲得職業培訓和軟實力培訓，從而可加大其工

作機會並降低其再犯罪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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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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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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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激勵人心的時刻，因為亨普斯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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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個《帝國州減貧計畫》地區工作圓滿完成的絕佳例證。我們讚賞亨

普斯特德地方領導人員的工作，並期待看到這項工作將為亨普斯特德諸多家庭的生

活帶來何等影響。」   

  

州參議員肯普·韓農  (Kemp Hannon) 表示，「這些重大的州投資將有助於解決影響

亨普斯特德鄉眾多人民的貧困圈問題。由這筆資金支持的項目將使居民在職場上立

足，這些項目旨在使年輕人獲得他們在人生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渠道。我讚賞地方領

導人為這一工作做出的努力，也感謝葛謨州長的支持。」   

  

參議員托德·卡米斯奇  (Todd Kaminsky) 表示，「為保證長島的長期繁榮，透過擴

大經濟機會賦予社區權力和獲得社區發展所需資源是非常重要的。感謝葛謨州長發

放的這筆重要撥款，我期待與非營利組織夥伴合作以確保這筆投資能夠物盡其用，

並為辛勤工作的長島居民帶來最多的福利。」   

  

眾議院副議長伊爾萊尼 ·胡珀  (Earlene Hooper) 表示，「對亨普斯特德鄉的這一繼

續承諾證明你們繳納的稅收得到了充分利用。我很驕傲州長能夠認同在州政府對亨

普斯特德鄉的長期承諾中，這些緊缺資金能夠做出貢獻。我很榮幸能與你們分享這

一消息。」   

  

拿騷郡  (Nassau County) 郡長勞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葛謨州長從  

《帝國州減貧計畫》中分撥的款項有助於對抗貧困，並為亨普斯特德鄉的軍民提供

機會。這一項目不僅對亨普斯特德居民有利，對拿騷郡也有利。感謝葛謨州長對拿

騷郡的持續支持。」   

  



 

 

亨普斯特德鎮鎮長勞拉 ·吉倫  (Laura Gillen) 表示，「為該鄉減少貧困和抗擊貧困是

亨普斯特德取得成功的關鍵。隨著社區機構為我們地區改善人民生活和增加機會努

力，這筆資金將有助於起到支持作用。感謝葛謨州長和州政府的重要資助。」   

  

亨普斯特德鄉鄉長頓·萊恩  (Don Ryan) 表示，「這筆州資金對於我們鄉開展前瞻性

戰略很有幫助，從而能對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援助。在葛謨州長的支持下，我們才能

在亨普斯特德開展能夠帶來積極變革的項目。」   

  

長島聯合之路  (United Way of Long Island)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特蕾莎  A. 雷格南特  

(Theresa A. Regnante) 表示，「長島聯合之路很榮欣能夠代表亨普斯特德鄉居民

帶頭開展這一工作。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能夠改變人們生活的長期重要合作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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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it.cwnls.com/app/itpage.nsf/unsubscribe.xsp?action=unsubscribe&id=1100PRES1F013A945FF87DAC85258351006D1BCB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