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1 月 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230 萬美元以在錫拉丘茲市  (CITY OF SYRACUSE) 支持青年機

會並打擊暴力   

  

支持課後活動、精神健康和咨詢服務、職業培訓項目和暴力預防   

  

在進行用於多方面的投資后將開展強制行動和加大社區參與度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將斥資  230 多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課後活動、精神

健康和咨詢服務、職業培訓項目，以及在紐約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針對高

危青年開展的以社區為基礎的其他項目。  在這些項目上進行的投資將延續不斷開

展的工作，包括本月初宣佈的加強執法和社區參與度，從而杜絕近期在錫拉丘茲

市青年人中造成傷害的暴力行為。  

  

「在近幾周錫拉丘茲市暴力事件大量出現后，我們致力於提供所有所需資源以保

障這一社區的安全和和平，」州長葛謨表示。「這一針對多方面開展的項目將解

決暴力的根源，為兒童和青年提供更多機遇，同時還有助於提高公共安全性。」   

  

「我們在錫拉丘茲市為項目和服務進行投資，從而打擊槍支暴力並提高居民的生

活水平，」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一有社區成員、地方執

法和推選官員參與的項目將在本地區擴大精神健康服務和職業培訓項目。這筆資

金將進一步幫助減少錫拉丘茲市的貧困和暴力活動，並為青少年和家庭提供新機

會。」  

  

過去幾周在錫拉丘茲市發生大量暴力事件后，葛謨州長宣佈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需在本州增加巡邏和執勤，並與地方執法部門和其他政府部門合作以加強

情報交流。這次宣佈還包括一項聯合社區領袖、神職人員、執法人員和推選官員

的州計畫，旨在制定出長期方案以阻止未來的暴力活動和解決引起此類無目的行

為的社會經濟問題。  今天的宣告是在錫拉丘茲市鞏固以上工作的下一步舉措，  

這些工作是多方面投資的部分內容。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new-law-enforcement-actions-combat-violence-syracuse


紐約州追加撥款以分配到和用於支持下列項目：  

  

為課後活動和晚間活動投資  80 萬美元   

作為州長《2018 年州情咨文  (2018 State of the State)》的內容，2018-2019 年度制

定的預算案  (2018- 2019 Enacted Budget) 於  1 月首次公佈，其建立在前一年  3,500 

萬美元的投資額基礎上，並為《帝國州課後活動項目  (Empire State After School 

Program)》追加了 1,000 萬美元的撥款。這筆追加的撥款將使各學區獲得  5 年撥

款，每名學生獲得  1,600 美元。  其中 80 萬美元獎勵給錫拉丘茲市學區  (Syracuse 

City School District)，另有  500 個為現有課後項目預備的名額即將公佈。為符合獲

得獎金的條件，各校區已採用質量指標評估環境、教職員工與學生的互動、以及

學生的學習成績。  

  

該撥款將獎勵給丹佛斯中學  (Danforth Middle School)、林肯中學  (Lincoln Middle 

School)、格蘭特中學  (Grant Middle School)、韋斯特賽得布洛傑特學院  (Westside 

Blodgett Academy)、天主教慈善會  (Catholic Charities) 和聯繫社區服務  (Contact 

Community Services)，用於創造新機遇和支持現有項目，從而更好地為該地區兒

童和青年人服務。  

  

投資  100 萬美元在錫拉丘茲市促進青少年就業培訓，並鞏固就業機會   

紐約州經由紐約州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 發佈價值 100 萬美元的《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s)》，用來幫助青年男女獲得就業培訓、學徒訓練和職業機

會。這筆資金將提供給在需求率最高的地區關注就業準備培訓和青少年就業的當

地組織。 這筆資金將直接支持就業探索和准入、生活輔助服務、保留資源，例如

導師制和同伴支持。  

  

投資  30 萬美元為處於危險中的青年提供在職學習項目   

紐約州將為在職學習項目投資至少  30 萬美元，並與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進行合

作，從而幫助  30 多名處於危險中的個人在兩年的時間里進行技能發展、職業培

訓和就業安置。符合獲得這筆撥款的項目必須採取一套全面方案以開發與現有職

場相關的軟技術和硬技術，包括口頭表達能力、書面寫作能力、時間觀念，以及

職業培訓。參與這些項目的青年將獲得現場職業培訓和學徒機會，以及新的教育

機會、社區服務體驗、領導力體驗、公民參與體驗和咨詢服務。  

  

投資  15 萬美元讓社工參與《街頭外展計畫  (Street Outreach Program)》  

州刑事司法服務處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管理的 SNUG 街頭外展計

畫是用來打破幫派與槍支暴力循環的一項重要資源。錫拉丘茲市項目由本州提供

共計將近 50 萬美元的資金予以支持，包括今年新增的  14 萬美元，將僱用與社區

有聯繫並能夠在發生暴力犯罪時做出響應的暴力干預人員。這些受過專門培訓的

工作人員還能識別衝突，並在衝突造成更多暴力和報復行為前加以解決。為提供

額外支持，紐約追加了  15 萬美元的撥款，從而為錫拉丘茲模範街區設備公司  

(Syracuse Model Neighborhood Facility) 當前正在運營的  SNUG 街頭外展計畫新增



兩名社工。這些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還將為計畫工作人員提供重要的支持，並充

當正規醫療體系的重要環節。  

  

撥款  7.5 萬美元支持學校社交媒體爭端解決與網絡凌虐預防活動   

州政府為錫拉丘茲市學區提供  7.5 萬美元以幫助學生解決社交媒體上出現的糾

紛。這些資金將用於改善學校的學習環境、打擊網絡欺凌，並預防衝突升級為暴

力活動。 目前切實需要為學生們提供指導和工具，用來調解與數字領域相關的爭

端，並宣傳課堂內的積極學習氛圍，尤其是那些騷擾活動的受害者。  

  

撥款  2.5 萬美元以協調以學校為基礎的精神健康和咨詢服務   

對目睹或經歷過暴力、經常在經歷過這些事件后遭遇創傷的兒童來說，精神健康

和咨詢服務非常關鍵。透過增加接受這些服務的途徑，兒童會更容易克服這一障

礙，從而讓他們在校期間能更好的集中精神和進行發展。為滿足這些學生的需

求，錫拉丘茲市學區的格蘭特中學將收到  2.5 萬美元的撥款，用於支持社區學校

精神健康撥款項目，以及在  2018-19 學年協調精神健康服務和咨詢。   

  

擴大招聘會以消除失業   

勞工廳將在錫拉丘茲和紐約中部地區舉辦專項招聘會，旨在把人們和職業培訓、

職業技能和就業機會聯繫起來以獲得成功。勞工廳制定了全國認可的策略，利用

專項招聘會把企業與技術工人聯繫起來。多達  225 家企業和  2,000 多個求職人員

參加了這些活動。  此外，外展活動利用群發電子郵件、社交媒體和預錄電話，  

從而把技術工人與新機會聯繫起來。  

  

參議員戴維·瓦勒斯基  (David Valesky) 表示，「有更多途徑接受課後活動協助、

使用社區中心、接受職業培訓和其他幫助后，我們可以為全市處於危險中的青年

提供適當服務，使他們能夠遠離槍支、幫派和暴力。錫拉丘茲市近幾週經歷了毀

滅性的痛苦。在州政府為這些重要項目撥款的幫助下，我們能夠阻止暴力活動，

並為真正幫助這些兒童發展提供更加安全的方案。」   

  

州眾議員比爾·馬格納銳里  (Bill Magnarelli) 表示，「毫無疑問獲得適當的健康服

務、參與課後活動和其他以社區為基礎的項目能夠幫助兒童遠離街頭，並回到通

向成功的正軌上來。在錫拉丘茲市青年經歷過前所未有的暴力事件后，很顯然我

們必須要為這一處於危險中的群體提供更多的必要服務。感謝葛謨州長對消除這

一不可思議的暴力活動所進行的持續支持。」   

  

州眾議員帕梅拉·亨特  (Pamela Hunter) 表示，「這筆資金一舉兩得，既能幫助錫

拉丘茲市在阻止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上賣出了下一步，又確保了該市能夠為需要

幫助的兒童提供必要服務。透過為兒童和青年人提供高效的宣洩方式以度過其空

間時間，我們杜絕了這一暴力行為並挽救了生命。葛謨州長提供這筆資金以幫助

社區打擊近幾週發生的暴力事件，對此我表示稱讚。」   



  

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郡長萊恩·麥克馬洪  (Ryan McMahon) 表示，

「這些投資將有助於解決近期在錫拉丘茲市滋生的暴力事件，還能為青年學習和

發展創造機遇。透過在我們社區開展這些長期投資項目，我們為錫拉丘茲市居民

的下一代進行了投資，並為我們的孩子建造了一個更加安全的社區。感謝紐約州

和葛謨州長認識到這些需求，感謝他們為把錫拉丘茲打造成一個每個兒童、居民

和家庭都享有機遇的地方所做出的努力。」   

  

市長本·瓦什  (Ben Walsh) 表示，「從第一天起，葛謨州長就許諾要支持錫拉丘茲

市打擊影響社區年輕居民的槍支暴力。在與州政府的合作中，我們採取了數項措

施，包括加強警察巡邏以提前阻止暴力的發生。這筆資金將用於支持本市的課後

活動、職業培訓和精神健康項目，從而進一步幫助本市阻止處於危險中的青年發

生暴力行為。感謝州長的持續支持。」   

  

錫拉丘茲市議會  (Syracuse Common Council) 主席海倫·哈德遜  (Helen Hudson) 

表示，「這些舉措將打擊錫拉丘茲市滋生的暴力事件，並為弱勢青年提供機遇以

幫助他們學習和發展。透過在我們社區開展這些長期投資項目，我們為錫拉丘茲

市居民的下一代進行了投資，並為我們的孩子建造了一個更加安全的社區。葛謨

州長認識到錫拉丘茲社區的需求，感謝他為把我們市打造成一個每個兒童、居民

和家庭都享有機遇的地方所做出的努力，對此我表示稱讚。」   

  

錫拉丘茲市學區區長傑米·艾麗西亞  (Jaime Alicea) 表示，「紐約州的這筆追加資

金將確保錫拉丘茲市學區的學生能夠長期繼續得到支持，並在安全和積極的學校

環境學習過程中保證參與度。很多家庭參加課後活動以確保其子女能在安全的環

境中受到額外的指導和培養。這筆資金將使我們已經開展的課後活動能夠繼續進

行，其還將使學校中更多學生能夠參與進來。新增投資將使我們能夠針對網絡欺

凌提供培訓，並為格蘭特中學提供額外的精神健康支持，對此我們心存感激。  

我們意識到不僅從學習上支持學生很重要，從社交和情緒方面對他們予以支持也

很重要。我們的學生支持服務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團隊和社區合作夥伴為

支持學生而努力。這筆州資金將為我們提供額外資源以保證這項重要工作能夠繼

續開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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