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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撥款逾  1,330 萬美元用來減少紐約州槍支暴力和犯罪  

 
槍支暴力終結計畫  (Gun Involved Violence Elimination，GIVE) 資金用於在  

紐約州  17 個縣打擊暴力犯罪  

 
支持循證工作、技術援助、培訓、設備、人員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發放逾  1,330 萬美元資金用來在參與本州槍支暴力犯

罪終結計畫的  17 個縣幫助執法機構有效打擊槍支暴力犯罪。槍支暴力終結計畫現

已進入第四年，提供技術援助、培訓、設備、檢察官和犯罪分析師等人員，用來幫

助社區減少暴力犯罪。  

 
「本屆州政府始終不懈努力打擊我們社區內的槍支暴力，並幫助預防其衍生的不必

要的悲劇，」葛謨州長表示。「槍支暴力終結計畫為執法機構提供資源和培訓用

於增進公共安全、強化受犯罪活動影響最深的社區，並為全體民眾把紐約州建設得

更加強大安全。」  

 
槍支暴力終結計畫撥款給  17 個縣的 20 家警察局，本州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以外地區發生的暴力犯罪有  83% 是由這些縣報告的。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  

(state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DCJS) 負責管理這筆資金，持續  12 個

月，從 2017 年  7 月 1 日開始，持續到  2018 年  6 月  30 日結束。這些機構及其縣

執法合作夥伴將獲得撥款，包括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緩刑部、警長辦公室。  

 
多個縣獲得撥款用於專項整治槍支暴力：奧爾巴尼縣  (Albany)、伊利縣  (Erie)、門

羅縣  (Monroe)、韋斯徹斯特縣  (Westchester)、奧農達加縣  (Onondaga)、薩福克縣  

(Suffolk)、拿騷縣  (Nassau)、斯克內克塔迪縣  (Schenectady)、奧蘭治縣  (Orange)、

尼亞加拉縣  (Niagara)、奧奈達縣  (Oneida)、達奇斯縣  (Dutchess)。另外五個縣獲得

撥款用於專項整治加重恐嚇行為，這些行為在其各自的社區內推動了犯罪行為：阿

爾斯特縣 (Ulster)、肖托夸縣  (Chautauqua)、洛克蘭縣  (Rockland)、倫斯勒縣  

(Rensselaer)、布魯姆縣  (Broome)。撥款按地區細分如下：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奧爾巴尼縣：奧爾巴尼縣警察局  (Police Department)、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警長辦公室  (Sheriff’s Office)、緩刑部  (Probation 

Department) 將共享  765,513 美元撥款。 

•  斯克內克塔迪縣：斯克內克塔迪縣警察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警長辦公

室、緩刑部將共享  80 萬美元撥款。  

•  倫斯勒縣：特洛伊市  (Troy) 警察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警長辦公室、緩刑

部將共享 476,703 美元撥款。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奧農達加縣：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警察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警長辦公

室、緩刑部將共享  1,162,017 美元撥款。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門羅縣：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警察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警長辦公

室、緩刑部將共享  1,744,060 美元撥款。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薩福克縣：薩福克縣警察局、警長辦公室、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緩刑部、犯

罪實驗室 (Crime Laboratory) 將共享  1,039,852 美元撥款。  

•  拿騷縣：拿騷縣和亨普斯特德鎮  (Hempstead) 警察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警長辦公室、緩刑部將共享  969,051 美元撥款。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  達奇斯縣：波基普西市  (Poughkeepsie) 警察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警長辦

公室、緩刑部將共享  341,350 美元撥款。  

•  奧蘭治縣：紐堡市 (Newburgh) 和米德爾頓市  (Middletown) 警察局、地區檢

察官辦公室、警長辦公室、緩刑部將共享  829,592 美元撥款。  

•  洛克蘭縣：斯普林瓦利村  (Spring Valley) 警察局、警長辦公室、緩刑部將共

享  102,500 美元撥款。  

•  阿爾斯特縣：金斯頓市  (Kingston) 警察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警長辦公

室、緩刑部將共享  219,925 美元撥款。 



•  威徹斯特縣：楊克斯市  (Yonkers) 和弗農山市  (Mount Vernon) 警察局、地區

檢察官辦公室、公共安全局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緩刑部將共享  

1,149,954 美元撥款。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  奧奈達縣：尤提卡市  (Utica) 警察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警長辦公室、緩

刑部將共享  618,036 美元撥款。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布魯姆縣：賓漢姆頓市  (Binghamton) 警察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警長辦公

室將共享 384,981 美元撥款。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伊利縣：水牛城  (Buffalo) 警察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警長辦公室、緩刑部

將共享 1,837,610 美元撥款。 

•  尼亞加拉縣：尼亞加拉瀑布城  (Niagara Falls) 警察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警長辦公室、緩刑部將共享  696,871 美元撥款。 

•  肖托夸縣：詹姆斯敦市  (Jamestown) 警察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警長辦公

室、緩刑部將共享  185,075 美元撥款。 

除撥款外，槍支暴力終結計畫為參與機構提供培訓，供其執行下列循證策略：  

 
熱點監管利用數據幫助執法人員把資源重點分配給最有可能發生犯罪的地區。警察

利用事件報告、呼叫請求服務及其他與持續發生犯罪活動的地區相關的資訊鎖定、

減少、預防犯罪。  

 
利用目標明確的威脅行動識別慣性罪犯，並打擊這些罪犯以加強關注、執法、檢

控。該方法關鍵在於執法機構、社區團體、社會服務組織合作，直接與罪犯溝通並

闡述持續犯罪行為導致的明確後果。  

 
透過環境設計來預防犯罪，識別並設法糾正社區誘發犯罪活動的特定區域的物理性

質，包括建築物、空地、照明、交通模式或其他環境因素。  

 
街道外展計畫僱用社區人員，這些人設法破壞暴力循環或預防報復行為。該策略還

僱用案件管理員為參與暴力活動的人員聯繫資源，以幫助其改變行為。  

 
參與槍支暴力終結計畫的機構還必須把程序正義整合到槍支暴力減少計畫中。程序

正義設計用於改善警察與社區的關係，確保執法機構和人員公平互動、與警察接觸



的人員相信其在這些接觸中獲得平等尊重的對待。  

 
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NYS DCJS) 行政副署長邁克爾  C. 格林  (Michael C. Green) 表示，「槍支暴力終結

計畫是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局與地方執法機構的合作，用於鼓勵和支持循證方法以

減少槍支暴力犯罪，並幫助整頓社區。這是一項長期戰略，已開始在本州受暴力犯

罪影響最大的地區顯現出成果。我們支持地方執法機構持續鞏固其透過槍支暴力終

結計畫獲得的知識和培訓，從而有效破壞在其社區內傾向於誘發持續犯罪的暴力循

環。」 

 
刑事司法服務署還贊助為期兩天的年度座談會，用於為參會機構提供培訓和實用資

訊，以幫助其執行這些循證策略。最近一次座談會於  2016 年秋季舉辦，共安排了  

17 次研討會、專題討論會以及演講，用來分析問題以減少紐約州槍支犯罪。為期

兩天的論壇提供培訓和實用資訊以幫助執行循證策略。今年的座談會於  2016 年秋

季舉辦，共安排了  17 次研討會、專題討論會以及演講，用來分析問題以減少紐約

州槍支犯罪。活動吸引到全州  72 個機構的  250 多個警察、檢察官、緩刑官及其他

執法專業人員。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還協調轄區專項培訓，並在所有參與槍支暴

力終結計畫的機構之間交流最佳實踐方法和有前景的策略。  

 
紐約州在各州中獨樹一幟，設法幫助確保各機構使用可靠的實踐方法減少這些可怕

的犯罪活動。紐約州與槍支暴力終結計畫的合作得到了聯邦司法援助局  (Federal 

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 和國家安全社區網絡  (National Network for Safe 

Communities) 的認可。  

 
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簡介  

 
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务署  (www.criminaljustice.ny.gov) 是一家多職能刑事司法支持機

構，負有多項職責，具體包括：執法培訓；搜集分析全州犯罪資料；維護犯罪記錄

資訊和指紋檔；與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合作監管紐約州  DNA 資

料庫  (DNA databank)；資助並監督緩刑與社區矯正計畫；管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

刑事司法資金；支持紐約州各地的刑事司法機構；管理紐約州『性犯罪登記  (Sex 

Offender Registry)』。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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