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5 月 2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家庭暴力事件激增後，州長秘書兼紐約州婦女和女童委員

會主席梅麗莎·德羅薩設立工作組，以尋求解決危機的創新辦法   

  

認識到這一問題的範圍和威脅，工作組將確定以倖存者為中心的創新解決方案，

並超越以往提供服務的方式   

  

建議將於  5 月  28 日，星期四提交給葛謨州長   

  

與去年相比，四月份的家庭暴力報告總體上升了  30%，三月份的事件報警電話與

去年相比上升了  15%  

  

與  2019 年同期相比，在  2020 年第一季度，紐約市以外的大型警察局報告的親密

伴侶受害案件增加了  12%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家庭暴力  (domestic violence, DV) 事件激增

後，州長秘書兼紐約州婦女和女童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 主席梅麗莎·德羅薩  (Melissa DeRosa) 今天宣佈設立新工作組，以尋求解決

這一危機的創新辦法。工作組將確定幫助家庭暴力倖存者解決方案，其具體目標

是超越以往提供服務的傳統方式。該工作組將向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提出建議，

葛謨州長將於  5 月 28 日，星期四做出最後的政策決定。   

  

「自從這場疫情開始以來，紐約州的家庭暴力案件數量急劇增加，」葛謨州長表

示。「雖然我們已經採取了積極的行動，幫助一些最脆弱的紐約民眾獲得所需的

幫助並擺脫施虐的人，但隨著我們進入新常態，我們還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使我

們提供的服務現代化。我期待著審閱梅麗莎·德羅薩和整個工作組提出的創新解決

方案，並制定新行動計畫，幫助阻止這種危險的家庭暴力上升。」   

  

「在這個前所未有的時期，紐約州率先向家庭暴力的倖存者提供獲取幫助所需的

關鍵服務，」州長秘書兼紐約州婦女與女童委員會主席梅麗莎·德羅薩表示。「遺

憾的是，現實情況是，隨著這場疫情的繼續，我們仍然看到紐約州各地報告的家

庭暴力案件的數量在增加——我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幫助陷入危險境地的婦



 

 

女。我很自豪能與這個多元化的工作組一起為州長制定建議，這樣我們就能創造

性地解決家庭暴力問題。」   

  

工作組將由梅麗莎·德羅薩擔任主席。成員名單如下：   

•  斯科特·科威茨  (Scott Berkowitz) - 強姦、虐待和亂倫全國網路  (Rape, 

Abuse and Incest National Network, RAINN) 創始人兼總裁   

•  亞力杭德拉  Y. 卡斯蒂略 (Alejandra Y. Castillo) 先生 - 美國基督教女

青年會 (YWCA USA) 執行長  

•  卡瑪·科特曼  (Karma Cottman) - 尤吉瑪公司  (Ujima, Inc) 執行理事美國

對黑人社區婦女暴力問題中心  (National Cente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he Black Community)  

•  納旦尼爾 M. 費爾德  (Nathaniel M. Fields) - 城市資源研究所  (Urban 

Resource Institute, URI) 總裁兼執行長   

•  露絲 M. 葛籣 (Ruth M. Glenn) - 全國反家庭暴力聯盟  (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NCADV) 總裁兼執行長   

•  珮格·哈薩卡羅  (Peg Hacskaylo) - 全國安全住房聯盟 (National Alliance 

for Safe Housing, NASH) 創始人兼執行長   

•  吉姆·亨德遜  (Jim Henderson) - 受虐婦女司法項目  (Battered Women's 

Justice Project) 緩刑和家庭暴力專家   

•  格蕾絲·黃  (Grace Huang)，法學博士 - 亞太性別暴力問題研究所  

(Asian Pacific Institute on Gender-Based Violence) 政策理事  

•  譚德 R. 拉格羅尼  (Tandra R. LaGrone) - 自我心聲機構  (In Our Own 

Voices) 執行理事  

•  新迪·利維  (Cindi Leive) - USC-安嫩伯格新聞與傳播學院  (USC-

Annenber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高級研究員   

•  湯婭·拉芙蕾絲  (Tonya Lovelace) - 有色婦女網路公司  (Women of Color 

Network Inc, WOCN) 執行長  

•  大衛·曼德爾  (David Mandel) - 安全與協力研究所  (Safe & Together 

Institute) 執行理事  

•  卡洛 V. 曼森 (Karol V. Mason) - 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院長  

•  瓊 S. 邁耶 (Joan S. Meier) - 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School) 法律教授、喬治華盛頓大學國家家

庭暴力法律中心  (National Family Violence Law Center at GW) 主任  

•  康妮·尼爾  (Connie Neal) - 紐約州反家庭暴力聯盟  (New York State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NYSCADV) 執行理事   

•  安娜 L. 奧利維拉 (Ana L. Oliveira) - 紐約婦女基金會  (The New York 

Women's Foundation) 總裁兼執行長   



 

 

•  萊絲麗·奧爾洛夫  (Leslye Orloff) - 美利堅大學華盛頓法學院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 全國移民婦女宣導項目  (National 

Immigrant Women's Advocacy Project) 理事  

•  法爾紮納·薩福拉  (Farzana Safiullah) - 國家家庭暴力資源中心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on Domestic Violence, NRCDV) 執行長  

•  琳恩·赫特·柏蘭 (Lynn Hecht Schafran)，法學博士 - 法律動力基金會  

(Legal Momentum) 國家司法教育計畫  (National Judicial Education 

Program) 法律主任、婦女法律辯護和教育基金  (Women's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 主任  

•  露西·瑞恩·辛普森  (Lucy Rain Simpson) - 國家土著婦女資源網  

(National Indigenous Women's Resource Network, NIWRN) 執行理事  

•  喬·托瑞 (Joe Torre) - 家庭安全基金會  (The Safe at Home Foundation) 

聯合創始人兼主席，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ajor League Baseball, 

MLB) 特別顧問  

•  派特麗夏·托托吉特勒  (Patricia Tototzintle) - 全國拉丁@健康家庭和社

區網路 (National Latin@ Network for Healthy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執行長  

•  黛博拉 D. 塔克 (Deborah D. Tucker)，公共管理碩士  - 國家家庭和性

暴力中心 (National Center on Domestic & Sexual Violence, NCDSV) 主

席  

•  黛博拉 J. 瓦吉尼斯 (Deborah J. Vagins) - 美國結束家庭暴力網路機構  

(National Network to End Domestic Violence, NNEDV) 總裁兼執行長   

•  特洛伊·文森特  (Troy Vincent) - 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  (NFL) 足球運營

執行副主席、全國終結家庭暴力的支持者   

•  卡洛琳華沙  (Carole Warshaw)，醫學博士  - 美國家庭暴力、創傷和心

理健康中心  (National Center on Domestic Violence, Trauma & Mental 

Health) 理事  

•  喬安娜·扎諾尼  (Joanne Zannoni) - 紐約州反家庭暴力聯盟  (New York 

State Coalition Against Sexual Assault, NYSCASA) 執行理事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持續流行和必要的社交距離準則，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脆弱和

不安全，而孤立在家裡不能夠擺脫他們的施虐者，有報導家庭暴力案件數量上

升。今年四月，本州家庭暴力熱線接到的電話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30%，從二月到 

2020 年三月，這一數字增長了  18%。州員警還報告說，今年三月的家庭暴力事件

電話比去年增加了  15%。此外，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處  (NYS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稱，與  2019 年同期相比，在 2020 年第一季度，紐約市以外的大

型員警部門報告的親密伴侶受害案件增加了  12%。  

 

紐約州暫停 (NYS on PAUSE) 行政命令生效後，家庭暴力預防辦公室  (Offi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OPDV) 和許多州機構的合作夥伴一直在努力尋求



 

 

策略來把安全資訊呈現給受害者，這些資訊位於通常無法獲得的地方，包括公共

事業或稅務 /金融的社交媒體帳戶上。此外，有關部門還在採取重大行動，在雜貨

店、藥店和家居維修店等重要零售商處懸掛熱線號碼的安全傳單。   

 

今年四月，本州開通了家庭暴力熱線，以及新的文本程式和保密線上服務，以幫

助受虐者，並提供可能挽救生命的求助方式。尋求幫助的紐約民眾可以撥打電話  

1-800-942-6906、發短信  844-997-2121，或在新的機密網站  www.opdv.ny.gov 上與

專業人士聊天。文本和線上服務將配備  24 小時，每週  7 天的家庭暴力預防辦公

室工作人員，他們是家庭暴力領域的專家。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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