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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 2019 財政年度 (FISCAL YEAR, FY) 預算案撥款 1,850 萬美元切斷黑
幫組織 MS-13 征召並支持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綜合青少年計畫
1,600 萬美元的撥款將擴展教育計畫、增加就業機會，

並提供全面的青少年支持用於阻止加入幫派
另外 250 萬美元撥款將支持紐約州在拿騷郡 (Nassau) 和薩福克郡 (Suffolk) 實施
槍支暴力終結計畫 (Gun Involved Violence Elimination, GIVE) 和
『槍支 (GUNS)（倒序拼寫）』計畫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 2019 財政年度已頒布預算案撥款 1,850 萬美元面向
有風險的青少年設立多渠道計畫，該計畫將幫助長島地區社區切斷黑幫組織
MS-13 的幫派征召渠道。這筆資金將拿出 1,600 萬美元支持為弱勢青少年增加課
後活動、案件管理服務以及就業機會，並實施社區和地方執法計畫用於防止青少年
加入幫派。還將提供共計 250 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在長島地區實施槍支暴力終結
計畫 和『槍支』計畫，這些計畫為執法機構和社區機構提供資源，利用可靠的循
證策略幫助打擊槍支暴力和幫派暴力。這筆出資額將鞏固紐約州去年取得的進展，
並確保青少年獲得工具和資源以避免加入幫派。
「紐約州將不會容忍 MS-13 帶給我們社區的惡行和恐慌，我們關注教育年輕居民
並為之提供保護，從而進一步開展工作以驅逐這些暴力犯罪分子，」 州長葛謨
表示。「實施這項全面方案，藉此投入重要的計畫，從而幫助打擊幫派征召、
在校內和放學後接觸年輕的男女，並幫助保護紐約民眾防止被害，因為 我們設法在
本州徹底清除 MS-13 勢力。」
MS-13 是一個國際犯罪幫派，於 1980 年代出現在美國。他們參與多種犯罪活動並
且極其暴力，經常參與野蠻暴力行為，爾這僅僅是為了增加該幫派的惡名。長島地
區過去幾年的暴力犯罪事件數量大幅減少，但是暴力犯罪活動近期又開始抬頭，
包括一系列毫無意義的謀殺案，這些活動可以直接追溯至 MS-13 幫派。這筆資金

是葛謨州長設立的全面策略的最新舉措，用於在長島地區徹底清除 MS-13，並保
護紐約州社區。
面向長島地區有風險的青少年實施全面計畫
擴展帝國州課外計畫 (Empire State After-School Program)：200 萬美元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撥款 200 萬美元，在紐約州兒童和家庭服務辦公室 (State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刑事司法服務處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DCJS)、州警察局辦事處 (Division of State Police)、郡執行機構 (County
Executives) 和當地執法機構認定的長島高危區域內 ，今年把帝國州課外計畫
(Empire State After School Program) 擴展至各大學校和非營利機構。 這項擴大後的
計畫將使得年輕人能夠在課後參加體育、音樂、藝術和其他教育計畫，預防他們參
與或涉及潛在的黑幫活動。
為有風險的青少年增加就業機會和培訓機會： 500 萬美元
這項卓有成效的紐約州青少年就業計畫將撥發將近 500 萬美元的專款，用於為最
有可能加入幫派的青少年提供就業機會和培訓機會。該計畫將指導青少年獲得就業
崗位和職業培訓崗位，並給企業提供納稅 獎勵，以激勵企業僱用 16 至 24 歲失
業、輟學的青少年。這個承諾將幫助提供渠道給可能因財務困境而被迫參與犯罪活
動的青少年。
提供幫派預防教育計畫：200 萬美元
今後三年將撥款 200 萬美元支持地方教育計畫，這些計畫關注面向初中生和高中
生開展早期干預和暴力預防工作。 該計畫與校區以及社區機構合作，將為學生提
供咨詢、群體活動及其他社會服務，用於幫助學生避免幫派征召、同伴壓力、暴力
以及違法行為。執法機構與學校以及社區機構合作提供幫派預防教育，用於幫助在
校青少年和輟學的青少年分享這筆 50 萬美元的投資。
為弱勢青少年開發全面的支持服務： 300 萬美元
為了給移民青少年提供成功所需的資源，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包含的 300 萬美元
投資將分三年提供，用於支持全面的案件管理。這項服務將用於支持弱勢青少年，
尤其是新移民兒童，MS-13 征召活動通常重點關注這些兒童。 這項個案管理將包
含醫療與心理健康支持、成癮治療、創傷與家庭咨詢、語言培訓及其他社區支持服
務，用於促進積極的社會情感發展，以及與社區的緊密關聯。
成立新社區援助團隊： 400 萬美元
為了在『熱點地區』識別幫派活動並加以處理 ，並支持地方與行動情報 和增加服務
有關的請求，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支持向長島地區部署州警察局社區援助團隊
(State Police Community Assistance Team)。該團隊共有 11 個成員，將包括 6 個警

員、3 個調查員、1 個高級調查員、1 個監督員，這些人與地方執法機構以及社區
機構合作，支持這些機構開展工作打擊幫派犯罪。
紐約州利用槍支暴力終結計畫和『槍支』計畫支持減暴工作
槍支暴力終結計畫撥款：190 萬美元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繼續支持州刑事司法服務處槍支暴力終結計畫，該計畫是全
國公認的方法，利用循證策略減少暴力活動。今年，拿騷郡和薩福克郡將獲得共計
190 萬美元的槍支暴力終結計畫撥款，用於資助社區外展工作、培訓、設備以及人
員，例如檢察官和犯罪分析員。長島地區的警察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緩刑局以
及警長辦公室將分享這筆支持資金。
『槍支』計畫街道外展資金：68.75 萬美元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還繼續支持在長島地區實施州刑事司法服務處『槍支』計
畫。這項計畫在亨普斯特德鎮 (Hempstead) 和維丹奇村 (Wyandanch) 實施，與地
方執法機構合作，為社區機構提供資源，用於開展街道外展工作，並指導青少年遠
離暴力活動。今年，這兩個機構將獲得共計 68.75 萬美元資金，比前一年度增加
7.85 萬美元資金。
長島幫派暴力抗擊活動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包含的撥款代表著葛謨州長在長島地區帶頭開展最新工作，
用於根除幫派暴力活動。去年四月，州長指示州警察局向長島部署資源，幫助抗擊
MS-13 黑幫組織，包擴向布倫特伍德 (Brentwood) 和中伊斯利普市 (Central Islip)
增派 25 名州警員，執行高能見度的巡邏工作；並展開臥底行動，特別針對和滲透
已知擁有大量幫派活動的社區。州警察局還提供了六名新調查員參加聯邦調查局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 組織的長島黑幫活動任務組 (Long Island
Gang Task Force)。該任務組由超過 30 名來自聯邦、州政府和當地執法合作夥伴
的成員構成，旨在幫助各大機構整合情報和其他資源，執行全面的幫派活動調查。
葛謨州長還在最近宣佈部署一隻由 10 名州警員構成的新黑幫暴力預防小組 (Gang
Violence Prevention Unit)。該小組將探查幫派活動早期預警跡象，與薩福克郡警察
局 (Suffolk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展開密切協調，啟動「培訓教育人員
(Educate the Educators)」專案，幫助老師和教職員工認識到黑幫參與和招新的早期
跡象，為學生提供培訓，告知其街道黑幫組織所帶來的危險。 今天的公告發佈了
州長《州情咨文》第 4 份提案，這份《州情咨文》於去年十二月在立法會議前公
佈。
參議員菲爾·博伊爾 (Phil Boyle) 表示，「紐約州投資於幫派預防策略、教育計畫
以及槍支安全計畫，我們因此與其他州區別開來，這些投資支持在長島地區加強社

區外展活動，以及減少暴力犯罪活動。葛謨州長、我在紐約州參議會內的同仁以及
本地區的地方領導人員做出堅定承諾並開展合作，這筆最新投資因此將把我們的工
作提升到新高度，並接觸比以往更多數量的學生。感謝社區團結合作，因為我們致
力於徹底根除 MS-13。」
州眾議員菲爾·拉莫斯 (Phil Ramos) 表示，「MS-13 太久以來在我們的社區內造成
嚴重破壞。我很自豪與州議會內的諸位同仁以及葛謨州 長合作，確保為長島地區提
供必要的資金，用於幫助制止這些危險的罪犯的腳步，並保護一些最弱勢的紐約民
眾。我期待青年男女參與更多的課後活動，並利用新的就業培訓機會，因為我們致
力於為全體居民創造更加光明的未來。」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薩福克郡
的犯罪活動持續減少並保持在歷史低位，我們承諾關注執法，以及切斷征召渠道，
從而利用全面方法根除 MS-13。在葛謨州長帶領下，這筆州投資將提供必要的資
源，用於幫助資助這個反幫派方法並保障社區安 全。」
拿騷郡郡長勞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長島地區開展聯合工作消除幫派暴
力造成的恐慌，並為社區重建和平，我對此感到自豪。由於葛謨州長持續發揮領導
力，他確保紐約州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撥發必要的資金用於開展所需的教育計
畫，並實施幫派預防策略以保障孩子們的安全。此外，他再次表明其支持警局內的
男男女女，確保這些人獲得所需的工具以打擊幫派暴力，並追究犯罪分子的責任。
我期待與州以及地方夥伴合作實施這些計畫，並幫助塑造紐約州青年男女的生
活。」
薩福克郡議會議員莫妮卡 R. 馬丁內茲 (Monica R. Martinez) 表示，「紐約州採取
全面方法教育我們的孩子並予以保護，與此同時合作根除 MS-13，這正是我們需
要的行動路線，用於確保全體居民獲得更加光明的未來。葛謨州長已帶頭為長島地
區提供重要資金，用於幫助消除街區內的恐慌，並為社區機構和學校提供需要的工
具用於徹底清除邪惡的幫派。感謝州領導人員合作確保提供這些資金，並與本地區
並肩合作保障學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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