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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未成年人飲酒嚴打行動結果

紐約州酒類管理局 (State Liquor Authority，SLA) 針對全州超過 500 處場所進行
掃蕩，並處罰了 141 名向未成年人銷售酒類的持照人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DMV) 另外逮捕了 271個使用
偽造的身份證件購酒的未成年人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紐約州酒類管理局和機動車輛管理局聯合打擊未成年
人飲酒行動取得的成果。在八月、九月和十月這段執法工作期間，紐約州酒類管理
局派出未足齡的誘餌前往 506 處場所，發現 141 起向未成年人非法銷售的案例。
此外，紐約州汽車監理廳的調查員逮捕了 271 人，這些人的年齡低於 21 歲，企圖
使用偽造的身份證件購買酒精飲料。
「未足齡飲酒可能導致不良的決定和危險情況，甚至可能產生遺憾終身的後果或不
必要的悲劇，」州長葛謨表示。 「透過持續性的執法工作，我們將繼續打擊這些
危險的行為，並鎖定違法銷售酒類的未成年與未足齡成人的店家。」
紐約州酒類管理局 在 30 個郡執行了 41 次未成年誘捕行動，調查員將未成年誘捕
人員派往 506 間持有酒類銷售執照的處所，包括：餐廳、酒吧、雜貨店、便利店
和烈酒商店。誘捕人員從此處清單上列出的 141 間商戶那裡購得了酒類產品。爾
此處列出的 365 間商戶則拒絕對未成年誘捕人員銷售酒類。
在調查過程中，紐約州酒類管理局調查人員與未成年誘捕人員分別進入持照處所，
在非法交易發生之時進行觀察和核實。由 紐約州酒類管理局查獲的向未成年人出售
酒精的酒牌持牌商店面臨每次違規高達 10,000美元的民事罰款，首次違法的罰款
從2,500美元至3,000美元不等。再犯者也面臨著潛在的暫停或吊銷牌照。
約州汽車監理廳則執行了下列使用偽造證件案例的逮捕：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逮捕 31 人
•
•
•
•

在薩拉托加郡表演藝術中心 (Saratoga Performing Arts Center，SPAC)
內舉行的盧克‧布萊恩 (Luke Bryan) 音樂會上逮捕了 9 人
在薩拉托加郡表演藝術中心內舉行的搖滾小子 (Kid Rock) 與布蘭特
利·吉爾伯特 (Brantley Gilbert) 音樂會上逮捕了 2 人
在薩拉托加郡表演藝術中心內舉行的柴克布朗樂團 (Zac Brown) 音樂
會上逮捕了 8 人
在奧爾巴尼 (Albany) 的校隊酒廊 (Varsity Lounge) 逮捕了 12 人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逮捕 21 人
•
•
•

在湖景露天劇場 (Lakeview Amphitheater) 內舉行的盧克·布萊恩音樂會
上逮捕了 2 人
在戈德鎮 (Geddes) 的湖景聖約瑟夫健康露天劇場 (St. Joseph's Health
Amphitheater at Lakeview) 內舉行的搖滾小子音樂會上逮捕了 2 人
在克特蘭 (Cortland) 的紅壺酒吧 (The Red Jug)、黑馬沙龍 (The Dark
Horse Saloon) 和哈利東尼餐廳 (Harry Tony's) 等場所逮捕了 17 人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逮捕 91 人
•
•
•
•
•
•

在達里恩湖 (Darien Lake) 的音樂會設施內舉行的狄耶克斯・班特利
(Dierks Bentley) 音樂會上逮捕了 13 人
在達里恩湖的設施內舉行的傑森·阿爾丁 (Jason Aldean) 音樂會上逮捕
了 34 人
在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的唯一夜總會 (One Nightclub) 和黑膠夜總
會 (Vinyl Nightclub) 內逮捕了 7 人
在達里恩湖的設施內舉行的 G-Eazy 音樂會上逮捕了 18 人
在羅切斯特市地索馬頓酒吧 (Somerton's Public House) 和蜻蜓酒館
(Dragonfly Tavern) 逮捕了 6 人
在布洛克波特 (Brockport) 的紅壺酒吧和石場釀酒公司 (Stone Yard
Brewing Company) 逮捕了 13 人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逮捕 36 人
•
•

在瓊斯海灘劇場 (Jones Beach Theater) 內舉行的布萊德·派斯裡 (Brad
Paisley) 音樂會上逮捕了 14 人
在瓊斯海灘舉行的告示牌金曲 100 (Billboard Hot 100) 音樂會上逮捕了
22 人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逮捕 44 人
•

在伊薩卡 (Ithaca) 的穆尼酒館 (Moonies Tavern) 和銀色瓊斯酒吧 (Silky
Jones Bar) 逮捕了 44 人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逮捕 48 人
•
•

在水牛城 (Buffalo) 的掌舵雞尾酒吧 (The Steer) 和主要場地酒吧 (Main
Place Bar) 逮捕了 24 人
在弗雷多尼亞 (Fredonia) 的老地盤旅館 (Old Main Inn)、桑尼酒吧
(Sunny's Bar)和穆爾頓酒館 (Muldoons) 逮捕了 24 人

在這些逮捕中沒收的假證件來自於紐約州、紐澤西州 (New Jersey)、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麻塞諸塞州 (Massachusetts)、 康乃迪克州 (Connecticut)、羅德島
州 (Rhode Island)、佛蒙特州 (Vermont)、新罕布夏爾州 (New Hampshire)、緬因州
(Maine)、馬里蘭州 (Maryland)、德拉瓦州 (Delaware)、加里福尼亞 (California)、俄
亥俄 (Ohio)、伊利諾斯州 (Illinois)、南卡羅萊納州 (South Carolina)、弗吉尼亞州
(Virginia)、西維吉尼亞州 (West Virginia) 和佛羅里達州 (Florida)。
嚴打行動是「預防行動」的一部分。後者是 DMV 啟動的一項全年計畫，旨在針對
酒吧、飲酒商戶、音樂會、各類活動和其他未成年人常去的區域重點調查。在「預
防行動」的突襲過程中，紐約州汽車監理廳與紐約州酒類管理局調查員和執法部門
展開合作，檢查身份證件。一旦有人被發現使用偽造身份證件則可能遭到被捕，並
在至少 90 天以上至 1 年的時間內被沒收執照。
紐約州酒類管理局主席文森特 G. 布拉德利 (Vincent G. Bradley) 表示，「預防向
未成年人士銷售酒精類飲料始終是紐約州酒類管理局的優先工作之一。和紐約州汽
車監理廳以及執法機構進行大規模的執法行動，將繼續成為防止年輕人濫用酒精的
積極預防措施。」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常務副廳長兼州長交通安全委員會 (Governor’s Traffic Safety
Committee) 代理會長特裡·伊根 (Terri Egan) 表示，「若你得到一張偽造的身分證
件，其實和它看似來自何州無關。我們的調查員很快就能辨認出造假，並將你逮捕
起來。我們希望未滿 21 歲的年輕人能夠以負責任的方式狂歡、慶祝。他們不應該
試圖購買酒精飲料。若他們試圖使用假身分證件或他人的身分證件來購買酒精飲
料，那麼他們必須清楚，這已經構成犯罪而且我們會嚴正看待此事。」
在積極執行未足齡飲酒的法規之外，紐約州酒類管理局將持續向持有酒類經營執照
的人提供教育培訓以避免違法行為。 在今年秋季，紐約州酒類管理局和帝國州餐

廳酒館協會 (Empire State Restaurant and Tavern Association) 將再次在全州舉辦一
系列免費的合規訓練計畫。訓練已於 10 月 29 日在水牛城開始，計畫將在卡南代
瓜市 (Canandaigua)、梅爾維爾 (Melville)、納紐埃特 (Nanuet)、普萊西德湖村
(Lake Placid)、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和德賴登 (Dryden)。 這些計畫將持續一整
天，目標是向酒吧、餐廳、酒館老闆及其員工重點介紹與售酒相關的法律責任，並
提供實用技能培訓，用來幫助持有營業執照的人及其員工履行法律責任，包括預防
向未成年人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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