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20 年 2 月 2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發起「我們州不存在仇恨」運動，以打擊紐約州的仇恨、分裂和反猶太

主義   

  

州長設立的預算提案包括國內第一部反恐怖主義法   

  

給容易遭受仇恨犯罪的宗教非營利組織投資  2,500 萬美元   

  

預算案將包括紐約州學生多樣性和寬容的教育課程   

  

預算案投資  200 萬美元支援州警察局仇恨犯罪工作組   

  

設立新網站和請願書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發起「我們州不存在仇恨  (No Hate in Our State)」運動，

其中包括在  2021 財政年度預算案中提出的一系列全面提案，以打擊紐約州的仇

恨、分裂和反猶太主義。這項運動包括通過全國第一部國內反恐怖主義法、給容易

遭受仇恨犯罪的宗教非營利組織投資  2,500 萬美元、為紐約州學生開設多元化和寬

容的教育課程，並投資  200 萬美元支持州警察局仇恨犯罪工作組  (State Police Hate 

Crimes Task Force)。作為這項運動的一部分，州長還推出了新網站來提供更多有

關這些提案的資訊，並鼓勵紐約民眾在運動請願書上簽名以示支持。   

  

「反猶太主義和仇恨犯罪的浪潮正在本州和本國蔓延，這是一種病毒。我以為紐約

州不會受到影響，但我錯了」葛謨州長表示。「我想明確表示，反猶主義在紐約

州沒有立足之地。今年，我們將採取大膽的立法行動以遏制暴力、保護我們的公

民、教育我們的人民瞭解仇恨的起因和可怕後果，從而與這一日益高漲的仇恨浪潮

作鬥爭。」   

  

通過《仇恨犯罪反恐怖主義法案  (Hate Crime Anti-Terrorism Act)》   

紐約反猶太主義和其他歧視襲擊數量增加，令人擔憂。為解決這一問題，州長提出

了全國首個國內恐怖主義法律，使其涵蓋由仇恨引起的大規模暴力事件，新制定  

A-1 級別重罪，其處罰方式可重至不可假釋的終身監禁。根據這項提案，因為一群

人實際或認為的種族、膚色、國籍、血統、性別、性別認同或表達、宗教、宗教習

https://www.governor.ny.gov/programs/no-hate-our-state
https://now.ny.gov/page/s/no-hate-in-our-state
https://www.governor.ny.gov/programs/no-hate-our-state
https://now.ny.gov/page/s/no-hate-in-our-state


 

 

俗、年齡、殘疾或性取向而對其發動大規模槍擊，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

釋。這一變革將有效地恰當處理這些行為：即作為恐怖主義罪行，承擔與其他恐怖

主義罪行相同的懲罰。這一提案最初由州長在  2019 年 8 月 15 日提出，是州長 

2020 年州情咨文 (2020 State of the State) 和 2021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 (FY 2021 

Executive Budget) 的主要內容。   

  

保護易受仇恨犯罪侵害的組織   

2021 財政年度預算案將額外投資  2,500 萬美元給容易遭受仇恨犯罪的宗教非營利

組織和非宗教非營利組織，並將擴大資格標準，包括礼拜堂。這筆資金鞏固了本州

通過保護社區抵制仇恨犯罪撥款計畫  (Securing Communities Against Hate Crimes 

Grant Program) 給這些組織提供的  4,5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對抗仇恨。   

  

關於多元化及容忍的教育課程   

州長提出為紐約州的學校增加課程，從而教授公民價值觀和本州關於多元化和宗教

自由悠久歷史的內容。州長還提議炮臺公園城管理局  (Battery Park City Authority) 

制定出一份計畫，旨在為猶太遺產博物館增加大屠殺內容，使其成為全州在校兒童

的教學點。此外，州長正在推動立法，要求紐約市的每個學生參觀一座涵蓋與大屠

殺相關主題的博物館，以加深他們對這些歷史事件的理解。   

  

為州警察局仇恨犯罪工作組提供資金   

州長於 2018 年成立了州警察局仇恨犯罪工作組，以應對紐約州各地因偏見引發的

威脅、騷擾和暴力的增加問題。2021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包括  200 萬美元資金，用

於支持工作組當前開展的工作，並加強監控煽動暴力、偏狹、販賣非法物質和恐怖

主義的數字媒體。此外，州長還建議紐約州警察局與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處  (NYS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以及紐約州人權處  (NYS Division of Human 

Rights) 合作，培訓紐約州各地的地方執法機構，使他們掌握調查仇恨犯罪的有效

技術。  

  

美國主要猶太組織主席大會  (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 副會長馬爾科姆·霍恩雷恩  (Malcolm Hoenlein) 表示，「當猶太社

區面臨令人震驚的襲擊激增時，葛謨州長向全國其他地區展示了真正的領導能力，

對抗仇恨，拒絕給反猶太主義通行證。我很自豪與州長站在一起，他繼續與反猶太

主義作鬥爭，並發起這一新的全面運動，解決安全、教育和問責問題，進一步保護

猶太社區抵禦我們面臨的威脅。」   

  

美國猶太人大會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 主席傑克·羅森  (Jack Rosen) 表示，

「當我們繼續看到針對我們社區發動的令人不安的仇恨和暴力浪潮時，葛謨州長不

僅堅定地團結一致，而且還採取積極行動保護被邊緣化的社區，並教育下一代徹底

結束仇恨。感謝州長帶頭解決這個問題。」   

  

https://www.governor.ny.gov/apply-securing-communities-against-hate-crimes-grant-program
https://www.governor.ny.gov/apply-securing-communities-against-hate-crimes-grant-program


 

 

弗拉姆管理公司  (Flaum Management Company, Inc.) 執行長戴維德  M. 弗拉姆  

(David M. Flaum) 表示，「仇恨犯罪背後的首要動機是恐嚇和恐嚇，但我們拒絕屈

服於此。我們感謝葛謨州長在保護紐約州猶太社區的安全和尊嚴方面發揮的領導作

用。他扭轉仇恨蔓延的計畫具有多方面的戰略意義，我們期待看到所有這些提案得

到立法機關的批准。」   

  

北美世界猶太人大會  (World Jewish Congress North America) 執行主任貝蒂·  

埃倫伯格  (Betty Ehrenberg) 表示，「在我們渡過這些充滿挑戰的時期時，葛謨州

長為紐約州展現了領導能力。他為反對仇恨和分裂所採取的重大行動是處理這些問

題的重要例子。我們感謝他所做的工作，並將繼續與他站在一起，反對使我們分裂

的力量。」   

  

奧特斯達夫公司  (Outerstuff) 創始人兼執行長索爾·韋迪格  (Sol Werdiger) 表示，

「隨著仇恨犯罪繼續以我們從未見過的速度增長，紐約州在調查這些犯罪並將罪犯

繩之以法方面比其他任何州都更積極主動。州警察局仇恨犯罪工作組一直在安撫公

眾，讓他們相信沒有仇恨製造者會逃脫對這些卑鄙行為的制裁。我感謝州長大大增

加了這個單位的經費，這樣他們就可以繼續開展關鍵工作。」   

  

紐約猶太聯合上訴聯合會  (UJA-Federation of New York) 執行長埃裡克  S.  

哥德斯坦  (Eric S. Goldstein) 表示，「葛謨州長今天提出的提案將為打擊反猶太主

義和各種形式的仇恨鋪平道路。我們自豪地與葛謨州長合作，努力確保所有非營利

性組織、學校和教堂擁有保護自己和社區所需的資源。感謝葛謨州長的領導和堅定

支持猶太社區。」   

  

猶太社區關係委員會  (Jewish Community Relations Council, JCRC) 執行主任邁克

爾·米勒  (Michael Miller) 表示，「從與成千上萬的紐約民眾一起遊行穿過布魯克林

大橋 (Brooklyn Bridge)，到他今天概述的提案，葛謨州長始終為猶太社區挺身而

出。今天，我們自豪地與葛謨州長站在一起，他宣佈了打擊反猶主義的新計畫。這

個全面的議程包括教育、執法和保護措施，我們渴望看到它得到實施。」   

  

反誹謗聯盟  (Anti-Defamation League) 執行長喬納森  A. 格林布拉特  (Jonathan A. 

Greenblatt) 表示，「隨著反猶太主義襲擊達到歷史最高水準，我們正面臨著針對

居住在紐約州和新澤西州  (New Jersey) 地區的猶太人發起的仇恨性暴力。我們感

謝州長的領導和他幫助扭轉仇恨浪潮的承諾。今天概述的提案承諾提供  7,000 萬美

元資金，為猶太人和非營利性組織提供安全與內心的安寧，是打擊仇恨的重大計

畫。」  

  

弗雷斯特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orest City Enterprises, Inc.) 執行主席；猶太遺產

博物館  (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 董事會主席布魯斯  C. 拉特納  (Bruce C. 

Ratner) 表示，「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必須確保讓下一代瞭解大屠殺的



 

 

歷史，我們感謝葛謨州長設法強制要求紐約州公立學校學生接受大屠殺  (Holocaust) 

教育。猶太遺產博物館渴望與葛謨州長合作，共同打擊反猶太主義和各種形式的偏

見。」  

  

東正教協會  (Orthodox Union) 執行副主席艾倫·費根  (Allen Fagin) 表示，「葛謨州

長正在通過一系列務實和鼓舞人心的安全建議，引領所有社區走向更安全的未來，

這些建議將繼續使紐約州成為保護所有社區的領導者。葛謨州長樹立了一個榜樣，

我們希望全國其他州都能效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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