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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安德魯  M. 葛謨  |  州長 

 
葛謨州長宣佈巴克萊錦標賽攜手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巡迴賽  (PGA TOUR) 和紐約州

立大學  (SUNY) 在本州範圍內支援暴力行為的受害者  

 
PGA TOUR 向「SUNY 全力支持您  (SUNY's Got Your Back)」  

計畫捐款  10,000 美元   

 
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員協會  (Professional Golfers Association, PGA) 的球員攜夫人、

SUNY、州政府機構和倡議者展開合作，為在避難所尋求保護的受害者們提供  

5,000 份個人護理用品包   

 
SUNY 自  4 月以來已經組裝了近  9,000 份用品包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 (Andrew M. Cuomo) 今日宣佈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巡迴賽  (PGA 

TOUR) 捐獻  10,000 美元支持「SUNY 全力支持您  (SUNY's Got Your Back)」計畫。

該計畫是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警察局的合作計畫，旨在為遭到性暴力和個人間暴力

侵害的受害者們提供個人護理用品包。在巴克萊高爾夫球錦標賽首輪比賽開賽的前

一天，PGA TOUR 和  PGA TOUR 夫人協會與幾十名來自  SUNY 的志願者、州政府

機構、倡議組織和學生們一起在  Bethpage 州立公園組裝了  5,000 份個人護理用品

包，幫助因逃離虐待關係而到避難所尋求保護的受害者們。  

 

「針對任何人的暴力行為都是不可原諒的，我們將繼續站起來積極反對性暴力和家

庭暴力所帶來的苦難，不論這種苦難發生在何處，」葛謨州長指出。「巴克萊錦

標賽是我國頂尖的高爾夫球錦標賽之一。今天的活動再次證明我們能夠團結起來，

給那些在生命中尋求新起點的人們帶來一些安慰。」  

 

「SUNY 全力支持您」計畫於  4 月啟動，現已向紐約全州範圍內受到暴力侵害的

受害者和倖存者們提供了  4,000 多份個人護理用品包，內含洗漱用品、資料宣傳單

以及一份私人信函。自本計畫啟動以來，SUNY 現已總共組裝了近  9,000 份護理用

品包。志願者、包括  PGA TOUR 及其夫人協會的成員，於今日在本次錦標賽「專

業-業餘組比賽  (Pro-Am Competition)」的入口附近的帳篷內組裝個人護理用品包。

此舉預計將吸引超過  10,000 名粉絲。舉辦這次活動的目的還在於在全州範圍內提

高人們防範家庭暴力和性侵害的意識。  

 

「『SUNY 全力支持您』計畫是由  SUNY《教育法第九篇修正案》(Title IX) 協調人

協會發起的一項草根階層活動。該活動還與紐約州反家庭暴力和性侵害的聯盟、以



及紐約州警察局保持合作，」SUNY 理事會主席  H. 卡爾·麥考爾  (H. Carl McCall) 

指出。「這次活動的舉辦源于葛謨州長對防範性暴力和個人間暴力行為的關注—

—包括校園內外——以及眾多志願者所做出的個人承諾。現在，在  PGA TOUR、

巴克萊錦標賽、PGA TOUR 夫人協會的支持下，『SUNY 全力支持您』計畫在所

獲資源上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使得我們有能力向全紐約的避難所提供其所需資

源。」 

 

「主辦巴克萊錦標賽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能夠回饋紐約 /新澤西大都會地區，」

巴克萊錦標賽執行董事彼得·米勒  (Peter Mele) 指出。  「我們很榮幸能與  SUNY 合

作，參與『SUNY 全力支持您』的計畫。」  

 

自葛謨州長簽署了「夠了！(Enough is Enough)」法案後，州警察局專門成立了校

園性侵受害者部  (Campus Sexual Assault Victims Unit)，旨在提高公眾意識，加強宣

傳教育。本部門目前擁有  11 名專屬高級調查員，旨在通過加強防範教育，降低校

園的性侵比率。在此過程中，他們將作為大學工作人員的培訓資源，並在涉及性暴

力指控的案件中，為本地執法部門提供調查支援。  

 

州警察局還在本次活動中購置了許多個人護理用品包，並參與了志願工作。這次活

動進一步推動了警察局於本月發起的公共意識宣傳活動，即在今年秋季大學開學時，

幫助學生們提高對校園性侵的意識。此外，校園性侵受害者部還計畫到本月底前，

走訪本州 53 所高等院校，參加  80 場學生入學資訊活動。  

 

紐約州警察局長喬治  P. 比奇二世  (George P. Beach II) 指出：「教育是防範校園

性侵害的主要方式之一。通過這類活動，我們的調查員可以提高人們對這個問題的

意識，教授他們一些防範策略，並強調受害者和旁觀者在性暴力發生時立即報案的

重要性。」  

 

除了獲得了  PGA TOUR、PGA TOUR 夫人協會和巴克萊錦標賽的支援以外，

「SUNY 全力支持您」計畫還獲得了紐約警察局、科特蘭  JM Murray 中心、大紐約

專業廣告協會  (SAAGNY)、紐約州預防家庭暴力辦公室、史泰博公司  (Staples)、

CVS健康連鎖藥店  (CVS Health)、Field Notes 文具公司和  Dupli Envelopes and 

Graphics 公司下屬的  Notes Inc. 公司的鼎力支持。如需瞭解更多有關「SUNY 全力

支持您」計畫的資訊，請造訪：www.suny.edu/gotyourback。  

 

紐約州反對性侵聯盟執行董事瓊安娜 ·紮諾尼  (Joanne Zannoni) 指出：「我們由衷

地感謝這麼多家不同組織給予我們的財務支援和前所未有的個人承諾。慷慨的捐助

將幫助成千上萬性侵害和個人間暴力的受害者們；本次活動還將提高大家對困擾紐

約婦女、兒童和成年男性的性侵害和家庭暴力這一問題的意識。」  

 

紐約州反對家庭暴力聯盟執行董事康妮 ·尼爾  (Connie Neal) 指出：「我們很高興

地看到  PGA TOUR 能夠給予『SUNY 全力支持您』計畫大力支持；這項合作將幫

助紐約州遭到親密伴侶暴力侵害的成千上萬的倖存者。約會暴力和跟蹤騷擾是大學

校園中學生面臨的兩種主要危險。我們讚賞  SUNY 針對這些問題進行廣泛宣傳，

http://www.suny.edu/gotyourback


並表明立場，同時為本州各大社區內的倖存者們提供實質性支援。」  

 

SUNY 專案協調人約瑟夫·司托奇  (Joseph Storch) 指出：「『SUNY 全力支持您』

計畫的推行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目標。最初我們預計在  2016 年可配備 2,016 份

個人護理用品包。然而截至目前，各大校園已經完成或承諾提供超過  4,000 份。最

初，我們請求  PGA TOUR 提供一筆小額捐款。然而他們卻決定提供一筆大額捐款，

並舉辦一天的活動組裝  5,000 份個人護理用品包，並立即分發到本地各機構中。對

於  PGA TOUR、PGA TOUR 夫人協會和巴克萊錦標賽的積極貢獻和慷慨解囊，我

們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紐約州預防家庭暴力辦公室執行董事格溫 ·萊特  (Gwen Wright) 指出：「向家庭暴

力或性侵害受害者提供支援是應對襲擊後續事宜的關鍵第一步。但最終，我們仍舊

需要就這些問題提高公眾意識，讓大家知道這些問題每年都會為本州成千上萬的民

眾帶來負面影響。我們希望這類與  PGA TOUR 的合作能夠繼續關注在葛謨州長的

領導下我們正在推廣的關於防範家庭暴力和性侵害的重要對話。」  

 

紐約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主管伊莉莎白  ·科隆尼  (Elizabeth Cronin) 指出：「隨著

州政府加大力度幫助犯罪行為中的無辜受害者，我們越來越感到，即使一點點幫助

和安慰也能幫助一個人重拾信心——特別是那些受到親密伴侶虐待或受到性侵害的

受害者。支持  SUNY 的工作，我們倍感自豪。我們希望這些用品包能夠成為幫助

這類犯罪的受害者重新恢復正常生活的第一小步。」  

 

家庭暴力發生在各種規模的社區，影響著紐約的各種人群。2015 年，僅在紐約市

就有超過 22,000 名因親密伴侶造成的家庭暴力受害者，而在  Nassau 和  Suffolk 縣

則有約 5,200 名親密伴侶暴力受害者。而在本州的其他郡縣內，據警方報告共有近  

27,000 名親密伴侶家庭暴力受害者。大部分受害者都為女性；這類親密伴侶關係

則包括同性戀和異性戀。  

 

研究顯示，大學校園中的性侵害現象也普遍存在，且報案率很低——根據美國大學

協會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在 2015 年授權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

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報告自己是性侵倖存者或是未遂性侵倖存者。此外，根據美

國司法統計局的資料，近  5% 的大學女生則報告曾經因遭到強姦而向執法部門報

案。然而僅有  16% 的遭到強姦和性侵害的女學生曾經獲得過受害者服務機構提供

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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