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8 月 2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創新計畫，為犯罪受害者提供民事法律援助，並擴建紐約州犯罪受

害者法律援助  (NEW YORK CRIME VICTIMS LEGAL HELP) 網站  

  

這次合作為伊利郡  (Erie)、吉尼西郡  (Genesee) 和尼亞加拉郡  (Niagara) 的個人提

供其他解決爭端的辦法和法律援助，以解決因他們受害造成的民事案件   

  

犯罪受害者可以利用新網站瞭解自己的權利、尋找資源和獲得幫助   

  

這兩項倡議都是犯罪受害者法律網路的組成部分，該網路由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  

(State Office of Victim Services) 創建並提供資金，以改善司法服務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公佈一項服務於伊利郡、吉尼西郡和尼亞加拉郡的創新計

畫，為犯罪受害者提供法律服務、辯護和其他解決爭端的辦法，使他們能夠解決

因受害而產生的民事案件。州長還宣佈擴建紐約州犯罪受害者法律援助網站，  

該網站幫助受害者瞭解自身的權利、聯繫資源和獲取援助。這兩項倡議都是犯罪

受害者法律網路的組成部分，該網路由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創建，旨在幫助確保

受害者的利益在住房、移民、監護、就業和其他事務中得到體現。州受害者服務

辦公室向多項計畫提供了總計  8,300 萬美元的聯邦資金，這些計畫的目的是在  

2023 年前擴大司法服務的覆蓋面。   

  

「很多時候，犯罪受害者最終只能靠自己在法庭系統中導航，因為民事法律援助

可能很稀缺，而且很難獲得，尤其是在農村社區，」葛謨州長表示。「在尋求正

義的過程中，任何人都不應被孤立，這些全面服務將為紐約民眾提供至關重要的

幫助，幫助他們在度過一段艱難時期後重新走上生活正軌。」   

  

「紐約州致力於確保犯罪受害者在案發後，以及此後的幾週、幾個月、幾年裡立

即得到需要的支援，」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今天發佈公告時表

示。「家庭暴力、性暴力、虐待老人和其他犯罪的倖存者往往面臨困難的處境，

需要尋求幫助。這筆資金將提供至關重要的援助，並為法庭以外的法律問題提供

獨特的解決辦法。這些舉措是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旨在保護我們最脆弱的居

民。」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d211d306-8e297464-d2132a33-000babd9f75c-f8173333aafef071&q=1&u=https%3A%2F%2Fcrimevictimshelpny.org%2F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46878db1-1abf2ad3-46857484-000babd9f75c-c930b2ae22e60901&q=1&u=https%3A%2F%2Fcrimevictimshelpny.org%2F


 

 

副州長霍楚爾今天上午在水牛城  (Buffalo) 強調了本州在為犯罪受害者提供民事法

律援助方面的投資，並正式啟動了為伊利郡、吉尼西郡和尼亞加拉郡服務的合作

計畫。兒童與家庭服務機構  (Child & Family Services) 裁決及正義中心  (Center for 

Resolution and Justice) 正在與老年民眾法律與正義中心  (Center for Elder Law & 

Justice) 以及街區法律服務機構  (Neighborhood Legal Services, NLS) 合作，在五年

內獲得超過  430 萬美元的資金以實施該計畫，這是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在紐約州

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WNY) 提供的最大規模的民事法律援助撥款。這個總

部設在水牛城的機構是由受害者服務辦公室資助的  61 個受害者援助計畫之一，  

該機構截至  2023 年共計將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獲得大約  8,140 萬美元資金。   

  

紐約州第八司法區  (Eighth Judicial District) 行政法官寶拉·費洛萊托  (Paula 

Feroleto) 閣下在其儀式法庭宣佈這一公告時表示，「在犯罪發生後很長一段時間

內，受害人會繼續遭受情感、身體和經濟上的傷害。雖然我們不能讓時間倒流，

阻止犯罪，但我們能夠而且必須盡一份力量幫助無辜的受害者恢復正常的生活。

這項工作完全符合首席法官珍妮特·迪菲奧雷  (Janet DiFiore) 提出的卓越倡議  

(Excellence Initiative)，我尤其感到鼓舞的是，作為首席法官議程的一個關鍵組成部

分，調解處於核心重要位置。這表明，政府各部門致力於合作高效地解決問題時

可以取得什麼樣的成就。」   

  

受害者服務辦公室主任伊麗莎白·克羅寧  (Elizabeth Cronin) 表示，「犯罪受害者

維權人士始終認為，民事法律服務是迫切需要的，尤其是住房和移民問題，以及

涉及監護、支持和保護令的家庭法庭案件。聯邦資金在全州範圍內的投入使我們

得以建立全面的合作網路，為個人提供資訊和當地法律資源，幫助他們處理複雜

的民事事務，無論他們住在哪裡。」   

  

裁決及正義中心的計畫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提供了其他解決爭端的途徑，可以

不用審判就能解決問題，以及傳統的法律代理。該項目於九個月前開始為客戶提

供服務，在此期間，為  518 名犯罪受害者提供免費援助，形式包括調解、衝突輔

導、恢復性司法以及傳統的法律諮詢和代理。幾乎所有這些客戶都是家庭或家庭

暴力以及虐待或忽視老年人行為的受害者。   

  

兒童與家庭服務機構裁決及正義中心主任朱莉  M. 洛什  (Julie M. Loesch) 先生表

示，「我們很高興能夠領導與具有前瞻性思維的法律服務組織的合作，這些組織

明白正義對尋求正義的人意味著不同的東西。  對一些人來說，正義意味著道歉，

或者讓那些傷害過他們的人有機會聽到他們的聲音。  對另一些人來說，正義意味

著通過經濟補償或獲得重要利益來糾正錯誤，從而使他們能夠繼續前進。  對另一

些人來說，正義意味著重新開始和結束長期衝突。這些類型的成果通常是利用交

替的爭端解決方案來實現的，僅僅依靠法律代理是不可能實現的。」   

  

https://ovs.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nearly-16-million-grants-provide-civil-legal-assistance-crime-victims


 

 

社區法律服務機構家庭單位監督律師派特·麥格拉思  (Pat McGrath) 表示，「這項

撥款可能會為那些遭受家庭暴力創傷的人創造改編，使他們有機會與街區法律服

務機構的各個部門、我們的合作機構，裁決及正義中心和老年民眾法律與正義中

心合作。對許多人來說，這可能會帶來顛覆性的改變。」   

  

老年民眾法律與正義中心執行長凱倫·尼科爾森  (Karen Nicolson) 先生表示，  

「這種獨特的夥伴關係解決了犯罪受害者在獲得服務方面面臨的許多差距，並為

我們的客戶帶來了公正。為犯罪受害者提供免費民事法律服務是我們社會的一項

重要需求。我們期待著共同努力以縮小服務差距，並幫助那些最需要幫助的

人。」  

  

犯罪受害者法律網路包括兒童與家庭服務機構，以及其他  60 家接受受害者服務

辦公室撥款的非營利組織，使各組織能夠雇用或與法律專業人員簽訂合同，並接

受紐約州犯罪受害者法律援助網站推薦的潛在客戶。該線上門戶網站最初在伊利

郡、吉尼西郡和尼亞加拉郡試運作，現在可以把紐約市  (New York City) 以外每個

郡的受害者與民事法律援助聯繫起來。紐約市的犯罪受害者也可以通過這個門戶

網站查找有關自身權利的資訊、瞭解更多關於其法律問題的資訊，並訪問資源，

如法律表單以及與其他服務機構的連結。   

  

2018 年 10 月試運作以來，已有  5,700 多人獲得了紐約州犯罪受害者法律援助網

站提供的法律幫助。該門戶網站設有方便用戶使用的篩選工具，讓罪案受害人確

定自身可能有哪些法律需求，然後找出有關的資源；可搜索的法律服務幫助目錄

與篩檢程式，用於篩選出能夠協助解決特定問題的組織；自助資源圖書館，用於

向用戶告知其權利；以及即時聊天功能，可以即時訪問推薦資訊。   

  

犯罪受害者的宣導者和服務提供機構也可以使用篩選工具和法律幫助目錄來協助

其服務的個人，犯罪受害者可以連接由受害者服務辦公室資助的計畫，這些計畫

提供諮詢、庇護所和其他援助，此外還幫助受害者向該機構申請經濟援助。   

  

除了利用 150 萬美元的聯邦資金與三個非營利組織合作建立門戶網站外，受害者

服務辦公室最近還承諾提供  290 萬美元的聯邦資金，以確保犯罪受害者在未來三

年能夠獲得這些關鍵資源和援助。該機構把這筆資金發放給帝國正義中心  (Empire 

Justice Center)，該中心與公益網路  (Pro Bono Net) 以及奧爾巴尼大學  (University 

at Albany) 人類服務研究中心  (Center for Human Services Research) 合作，擴大法

律專業人士的門戶網站和網路，幫助犯罪受害者。   

  

帝國正義中心犯罪受害者法律網路項目負責人萊姆拉·帕塔薩拉蒂  (Remla 

Parthasarathy) 表示，「紐約州犯罪受害者法律援助網站旨在成為犯罪受害者獲

取民事法律資訊、資源和援助的單一入口。我們把提供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編寫的

法律內容確立為優先工作，著眼於以受害者為中心和賦權，為人們提供有用的資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FINALVAP_List_for_GAMC_PR101018.pdf#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FINALVAP_List_for_GAMC_PR101018.pdf#_blank


 

 

訊和能夠幫助他們的選擇。我們很高興能幫助為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和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人們提供這些工具。」   

  

公益網路計畫主任莉茲·基斯  (Liz Keith) 表示，「我們很自豪能夠參與這項開創性

的工作，為犯罪受害者擴大獲得民事法律援助的渠道。這次拓展是多年願景的頂

點，該願景結合了合作、技術和直接服務，以確保受害的紐約民眾不論身在何處

都能得到重要的援助。」   

  

奧爾巴尼大學人類服務研究中心  (Center for Human Services Research) 資深科學

家蘇珊·愛爾哈德-迪澤爾  (Susan Ehrhard-Dietzel) 表示，「奧爾巴尼大學人類服務

研究中心很榮幸能夠參與這項幫助犯罪受害者的持續合作。我們很高興看到該網

路擴展到紐約州各地，使受害者能夠方便地獲取資訊和服務。」   

  

紐約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為犯罪受害人及 /或其家人提供了安全網絡，幫助為符合

條件的個人提供醫療費用補償和咨詢費用補償、葬禮和安葬費用補償、工資損失

補償和支持，以及其他救助，這些服務不使用納稅人資金。該部門還資助了  200 

多項可提供直接服務的受害者協助計畫，包括全州範圍內的咨詢、宣導、法律服

務，等等。   

  

兒童與家庭服務機構是紐約州西部地區最古老的人類服務機構之一，致力於通過

預防、干預、教育和宣傳來加強家庭和促進兒童福利。該機構提供的計畫和服務

每年幫助 1 萬多個兒童、個人和家庭。   

  

社區法律服務機構在水牛城、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和巴達維亞鎮  

(Batavia) 設有辦事處，向低收入人士和殘疾人免費提供民事法律服務，包括廣泛

的技術援助和支助服務。   

  

1978 年以來，老年民眾法律與正義中心為老年人、殘疾人和符合經濟條件的人提

供全面的免費法律服務。他們還為老年人和殘疾人提供監護服務和託管服務。   

  

帝國正義中心的使命是提供宣導、培訓其他宣導者以及和優質的直接民事法律代

理，藉此保護和加強窮人、殘疾人或被剝奪公民權者的法律權利。   

  

公益網路的總部設在紐約市，是一家致力於開發創新技術和促進合作以促進司法

公正的非營利組織。   

  

奧爾巴尼大學人類服務研究中心擁有超過 20 年的經驗，為服務於弱勢群體的廣泛

機構開展評估研究、設計資訊系統，以及提供政策和規劃發展方面的資訊。   

  

紐約州犯罪受害者法律援助網站簡介   

http://www.ovs.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cf740619-934ca17b-cf76ff2c-000babd9f75c-6db06b9a842f1957&q=1&u=http%3A%2F%2Fwww.cfsbny.org%2F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14e5a5a3-48dd02c1-14e75c96-000babd9f75c-46f1f3520ae506b2&q=1&u=https%3A%2F%2Fnls.org%2F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6bdc2b2e-37e48c4c-6bded21b-000babd9f75c-33a3b1e13e067267&q=1&u=https%3A%2F%2Felderjusticeny.org%2F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04c345b0-58fbe2d2-04c1bc85-000babd9f75c-1bf17be3641787ea&q=1&u=https%3A%2F%2Fempirejustice.org%2F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dd970401-81afa363-dd95fd34-000babd9f75c-9d4f54ab5f539954&q=1&u=https%3A%2F%2Fwww.probono.net%2F
https://www.albany.edu/chsr/


 

 

紐約州犯罪受害者法律援助網站根據紐約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司法計畫辦公室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以及美國司法部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提供的第 

2014-XV-BX-K009 號撥款，由紐約州受害者服務辦公室及其合作機構、人類服務

研究中心、帝國正義中心以及公益網路設立。發佈的意見、調查結果和結論或建

議均為投稿者的意見，並不一定代表美國司法部的官方立場或政策。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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