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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協調各州政府機構之間的工作，打擊紐約州大學校園內的低齡飲酒

現象  

 
在秋季開課之時，各州政府機構將合作推廣州長在各大學校園中成功推行的安全

計畫  

 
 

安德魯 M. 葛謨 (Andrew M. Cuomo) 州長於今日宣佈各州政府機構和高等院校將加

強協調，在紐約州各高等院校秋季開課之時，在高校校園和大學城內防範低齡飲酒

現象的發生。紐約州酒精與物質濫用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OASAS)、紐約州酒類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Liquor Authority, LSA)、紐約州機動車輛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DMV)和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NYSP)正在整合資源，

在紐約州的各大校園中防範低齡飲酒的現象。這些工作將以下列措施為基礎，即：

州長承諾的在紐約大學校園中保護大學生、加強安全措施；以及近期州長簽署的

「夠了！(Enough is Enough)」立法。隨著大學生開學在即，這些措施將在本月開

始推行。 

 

「大學生低齡飲酒可能導致徹底改變生活的嚴重後果。隨著秋季開學在即，我們正

採取措施幫助大學生更加瞭解這一冒險行為，」葛謨州長指出。  「這些協調工作

將在現有工作成果的基礎上，在全州的各大校園中，避免發生不必要的悲劇，構建

一個更加安全的學習環境。」  

 

以下州政府之間的合作旨在保護大學生：  

 

紐約州酒精與物質濫用服務辦公室  (OASAS) 活動幫助家長與大學生討論低齡飲酒

和藥物使用所帶來的危險  

紐約州酒精與物質濫用服務辦公室  (NYS OASAS) 積極採取措施防範低齡飲酒，杜

絕成癮，防患於未然；並正在啟動第二期「從討論到預防  (Talk2Prevent)」活動，

為家長提供資源，幫助他們瞭解如何與大學生討論低齡飲酒和藥物使用所帶來的危

險。該機構還提供各類資源介紹低齡飲酒和違禁藥物使用所帶來的風險，供大學和

社區內的機構使用，具體包括：海報、事實表和明信片。本月內，全州範圍內的大

學和社區合作夥伴還將收到一封信函，告知其如何獲取「從討論到預防」活動的資

料。「餐桌工具包  (Kitchen Table Tool Kit)」的設計則是為家長、老師、心理諮詢人

員和社區提供指導，瞭解如何談論海洛因和處方類鴉片藥物的濫用。該資料還刊登

https://oasas.ny.gov/
https://oasas.ny.gov/
http://www.sla.ny.gov/
http://www.sla.ny.gov/
https://dmv.ny.gov/
https://dmv.ny.gov/
https://www.troopers.ny.gov/
http://talk2prevent.ny.gov/prevent-high-risk-drinking-in-college
https://www.combatheroin.ny.gov/kitchen-table-toolkit


在打擊海洛因網站上。 

 

NYS OASAS 預計近期還將發佈《招標書》，幫助紐約州的各大高等院校加強物質

使用的防範措施。根據標書，公立大學將有資格獲得防範低齡飲酒和處方藥濫用的

補助金，並建立校園聯盟。  

 

NYS OASAS 專員阿爾林·岡薩雷斯-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Sánchez) 指出：「我

想感謝葛謨州長和本州的合作機構團結起來杜絕紐約州的年輕人飲酒或使用其他藥

物。每位家長和監護人都期待看到自己的孩子能夠在畢業典禮時領取他們的大學文

憑。這些州政府領導的措施將有利於確保學生遠離物質使用，順利完成學業，並在

畢業後能夠活出充實而健康的人生。」  

 

紐約州酒類管理局  (SLA) 為酒吧、餐廳和酒館所有人提供培訓  

SLA 與帝國州餐廳和酒館協會  (Empire State Restaurant & Tavern Association, 

ESRTA) 將展開合作，面向全州範圍內的酒吧、餐廳和酒館所有人和員工提供一系

列免費培訓。這類為期一天的培訓將關注：銷售酒精類飲品的法律責任、實踐技能

培訓，幫助售酒執照持有人及其員工能夠履行其法律責任。  

 

SLA 現已在  Kingston、Troy、Cortland 和  Oneonta 舉辦了這類培訓。今年秋季，

SLA 和  ESRTA 計畫在  Rochester、Syracuse、Long Island、Newburgh、Utica、

Binghamton、Buffalo 和  Tarrytown 舉行這類培訓。  

 

SLA 局長文森特·布萊德利  (Vincent Bradley) 指出：「我讚賞葛謨州長協調紐約州

執法部門和各類防範資源，採取積極的合作方式，防範青年人對酒精的濫用。這些

免費培訓是紐約州幫助認真負責的售酒執照持有人遵守法律的一項舉措，使得他們

能夠持續創造工作機會、促進本地經濟發展、並在安全的環境下取得商業成就。」  

 

ESRTA 執行董事斯科特·韋斯勒  (Scott Wexler) 指出：「售酒執照持有人十分感謝

紐約州酒類管理局幫助他們理解經營過程中必須執行的複雜規定。這類培訓為他們

提供了有益指導和援助，並將致力於長期守法經營。這不僅對經營有益，還對業主

和普羅大眾有益。」   

 

SLA 除了向售酒執照持有人提供培訓，介紹其職責以外，現已大大增強了執法力

度，打擊向未成年人銷售酒類的行為。葛謨州長於  5 月啟動了「別找藉口  (No 

Excuses)」活動，旨在減少低齡飲酒現象。這一在全州範圍內推廣的教育培訓活動

包括：向本州內的餐廳和酒精專營店發放超過  15,000 份用於張貼的資料。2015 年，

SLA 對  1,552 起售酒執照持有人向未成年人銷售酒精的案件提起了公訴。該數字

比  2010 年的  1,036 起案件增加了  50%。SLA 還增加了培訓場次，從而減少向未成

年人銷售酒精的行為，並通過「酒精認知培訓計畫  (Alcohol Training Awareness 

Program, ATAP)」的認證與推廣，幫助售酒執照持有人杜絕違法行為，防患於未然。

售酒執照持有人及其員工完成的  ATAP 培訓次數已從  2011 年的 5,803 次增加到了  

2015 年的  14,549 次，上升幅度高達  150%。  

https://www.combatheroin.ny.gov/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launches-no-excuses-campaign-combat-underage-drinking-new-york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launches-no-excuses-campaign-combat-underage-drinking-new-york


 

紐約州機動車輛管理局  (DMV) 啟動的「經營防範  (Operation Prevent)」活動在各

大學城推廣  

DMV 的「經營防範  (Operation Prevent)」活動旨在預防在購買酒精類飲品時使用偽

造身份證件的行為，制止向未成年人銷售酒類。DMV 調查員與當地機構保持合作，

在已知的低齡飲酒熱點區檢查身份證件。防範低齡人員獲取酒類能夠保證他們的安

全，並為所有民眾保證道路安全。葛謨州長宣佈在  2015 年間，DMV 調查員在本

活動中逮捕了  760 人，沒收了超過  750 份偽造身份證件。  

 

夏季期間，本活動重點關注一些頗受民眾歡迎的場所，例如紐約州的各大演唱會現

場。隨著夏日演唱會季的熱度日漸消退，DMV 調查員則將與  SLA 和執法機構展開

緊密合作，把工作重點放在高校附近。2015 年  11 月在 Albany 市的 The Smokin's 

Bull 進行的一次合規檢查中，在總共 125 名顧客中約有  115 名小於  21 歲。執法部

門最終逮捕了  70 多人。 

 

去年，葛謨州長還向返校學生發放了一份警告，告知其在互聯網上購買偽造身份證

件所帶來的危險。近年來，DMV 調查員已經發現了十幾個案例，即：在網上從海

外公司那裡購買偽造身份證件的低齡偽造證件持有人最終都成為了網上身份盜用行

為的受害者。  

 

DMV 副執行長官特裡·伊根  (Terri Egan) 指出：「感謝葛謨州長支援『經營防範』

活動，使得  DMV 能夠貢獻一份力量，保護紐約大學生不受低齡飲酒危險的侵害。

DMV 及其在政府各個層級的合作夥伴將在接下來幾個月間全力出動，檢查紐約州

的各個大學城，制止低齡飲酒，維護紐約的道路安全。」  

 

紐約州警察局  (NYSP) 的校園性侵受害者部將致力於保護大學生不受性暴力的侵害  

州警察局校園性侵受害者部的成員則負責在大學入學資訊活動中進行宣傳、為利益

攸關方提供培訓、並就各類話題發表演講（包括校園內酒精濫用和性暴力之間的聯

繫）。本部門的使命，源于葛謨州長簽署的標誌性的「夠了！ (Enough is Enough)」

立法，旨在透過向學生、工作人員和利益攸關方提供外展活動，減少校園性暴力的

發生率。本部門還將與州警察局接到的校園性犯罪報案的調查工作保持協調，在校

園和本地執法機構的請求下，提供調查支援。  

 

作為這些努力的一部分，葛謨州長還於  8 月宣佈本部門啟動了一次涉及面更廣的

公眾外展活動，具體包括：看板、社交媒體，以及將在全州範圍內播出的廣播公共

服務宣傳。這次活動的目的是面向大學生和廣大群眾介紹校園性暴力。  

 

紐約州警察局長喬治  P. 比奇二世  (George P. Beach II) 指出：「校園性侵受害者

部的調查員不僅需要處理案件，還需要積極向學生和利益攸關方講解導致這類犯罪

的因素，其中就包括酒精濫用。透過在學生之間進行大力宣傳，提高意識，我們希

望能夠看到我們的努力取得成效，校園性侵案能夠有所減少。」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2015-efforts-deter-underage-drinking-resulted-nearly-760-arrests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2015-efforts-deter-underage-drinking-resulted-nearly-760-arrests
http://dmv.ny.gov/press-release/press-release-11-13-2015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warns-new-yorks-college-students-about-dangers-buying-false-identification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state-police-public-awareness-campaign-educate-new-yorkers-about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state-police-public-awareness-campaign-educate-new-yorkers-about


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校園警察局長保羅  M. 伯格  

(Paul M. Berger) 指出：「入學期間是一段重要的宣傳時期，能夠在低齡飲酒真正

成為影響學生和社區安全之前，向學生們進行廣泛宣傳。州長對各項州政府資源的

協調毫無疑問將幫助  SUNY 在與入學新生會面並提供培訓時、和與老學生進行交

流時，向他們展開宣傳。」  

調查研究顯示每年全國有：   

 

   超過 1,800 名大學生死於與酒精相關的傷害。  

  

   696,000 名大學生曾受到另一名飲酒學生的攻擊。  

 

   97,000 名大學生曾受到與酒精相關的性侵害。   

 
 

此外，NYS OASAS 的報告指出：   

 

   在 21 歲前飲酒可以阻礙腦部發展，導致在二十幾歲時出現潛在的學習困

難問題。 

 

   過早飲酒還與成績差、曠課和輟學率上升有著聯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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