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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跟隨州眾議員布朗斯丹的臉書和推特

照片上是聖心女童子軍第4000軍團成員在我們社區第21屆
情人節為退伍軍人送禮活動中捐贈的禮物。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參加 Key Luck Club 俱樂部在貝賽老人
中心舉辦的春節聯歡。

祝賀州眾議員布朗斯丹年度萬聖節散文和繪畫大賽的
獲獎者。州眾議員布朗斯丹和第203公立學校的 Amber 
Zhou、Peihong 藝術工作室的  Amy Zhou 和第115公立學
校的 Nora Gupta 一起合影。 (沒有參加合影的獲獎者是 Our 
Lady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學校的 Danielle Dennehy 。)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在 Fort Totten 與一戶軍屬家庭合影，該
軍屬家庭獲得他辦公室舉辦的第六屆玩具捐贈活動中的捐
贈玩具。

在社區中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宣布，他幫助通過了州預算案，提
供有史以來增加最多的教育經費、創立了全國首項幫助學
生上大學的免學費計劃、挽救了當地的老人中心、以及作
出了重大承諾確保每一個紐約人都能喝到乾淨的飲用水。 

“今年的州預算案不僅僅是一個支出的計劃，而是一

個推動我們州向前進的詳細藍圖，”州眾議員布朗斯丹
說，“2017-2018年度的預算案繼續我們的發展，並證明我
們致力於創新、創造機會、以及支持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這項預算案為我們共同的紐約價值觀提供經費。”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為本地圖書館獲得100多
萬美元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從州經費中為本地各圖書館獲得

100多萬美元，包括北坡、白石和道格拉斯頓／小頸區

等圖書館分館。

“我感到非常自豪能夠為皇后郡東北區的各圖書館

提供急需的經費，”州眾議員布朗斯丹說，“小頸區的

居民應該有資格擁有跟其他區的分館一樣具有現代化

設施的圖書館。因此，我很高興能為北坡社區圖書館

提供 $500,000 經費，修建一個外部自助入口和符合

美國殘疾法規定的入口。北坡區圖書館的借書者將可

以在七天二十四小時的任何時間去還書，不需要等圖

書館開門，而且，老年人和殘疾人能更容易地使用圖

書館提供的各項服務。”
“我們各個圖書館是我們社區的重要資源，尤其是對

於學生和老年人，圖書館提供安靜的學習場所以及免費

的互聯網上網，”州眾議員布朗斯丹說，“我撥給白石區

圖書館 $500,000 資助，用於修建一個新屋頂，使我們

的社區能夠持續多年地使用這個圖書館。”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撥款 $125,000 給道格拉斯頓／小頸

區圖書館修換門窗。 

“我們非常感謝州眾議員布朗斯丹與我們的觀點不

謀而合，為公眾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和信息，”皇后

郡圖書館館長及行政官 Dennis M. Walcott 說，“他證

明了自己不僅僅對皇后郡圖書館許下諾言，而且還實

現了諾言。”

投資我們的學校和孩子 
 預算案中增加了10億美元的教育資助，共計257億美元，

比去年的預算增加了4.1％ ，是紐約歷史上最大的教育投

資，重新證實州眾議院堅定不移地致力於讓每一個學生走

上成功之路。 
“今年的州預算案投資我們的學校，致使每一個學生都能

獲得有助於塑造未來的教育，”州眾議員布朗斯丹說，“真的

沒有比投資我們的孩子更好的投資了。給予我們的學校所需

的經費和資源，我們將能保護一些重要的教學項目，有助於

學生的學習、成長、並獲得成功。”

建立傑出獎學金，支持州立大專院校

該預算案大幅度投資於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及

其分校，通過獎學金項目和機會項目讓更多的人能夠接受

高等教育。

“紐約州和全國各地的工薪家庭眼看著大學教育成本飆升，

因為高薪酬的工作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不斷大量要求大學文

憑，”州眾議員布朗斯丹說，“今年的預算案允許符合條件的學

生免費就讀公立大專院校，幫助更多的年輕人實現大學夢。 ”
州預算案提供經費建立傑出獎學金，這是一項開創性的舉

措，為年收入在 $125,000 以下的紐約家庭的孩子就讀紐約州

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免學費。家庭年收入在 $125,000 以
下的學生就讀紐約私立大學也有資格獲得 $6,000 獎學金。

傑出獎學金將逐步實施，從2017-18學年開始，家庭年收入

限制是 $100,000，2018-19 學年是 $110,000，2019-20學年

是 $125,000。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在他的社區辦公室會見聖心童子軍第49團。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 州預算案推動皇后郡東北區向前進



支持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

州長葛莫對紐約市老人中心削減

資助的建議在預算案中被拒絕了。

今年2月，州眾議員布朗斯丹在海灣

台 Selfhelp Clearview 老人中心舉行

集會，抗議州長建議把預算案中的

標題XX社會服務資金轉用於其他預

算項目。 
“現在我放

心了，州預算

案駁回了州長

葛莫要把過去

用於支持老人

中心的標題XX

資金轉為他用

的建議。恢復

這筆資金可以

避免紐約市的

65家老人中心

關閉，若關閉的話將對成千上萬老

年人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州眾議員

布朗斯丹說。 
該預算案對退休社區的服務 

(NORCs) 增加了撥款，比如塞謬爾

Y的 Clearview 援助項目、Deepdale 
Cares 護理項目和退休社區組織 
（NORC WOW）, 共計2百萬美元。

退休社區組織幫助老人留在社區中，

他們在那裡交友、建立互助網絡。

州眾議院連續兩年先在眾議院的預

算案通過這些方案，然後確保其在

最終州預算案中通過。

“老年人在我們的社區中建立了他

們自己的生活，並在幫助社區發展

壯大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州眾議員布朗斯丹說，“今年

的預算案幫助皇后郡東北區的老年

居民留住在家中，繼續成為我們社

區的一部分。”

該預算案還撥出一千三百五十萬 

美元支持長期護理項目，其中包括

恢復的一千萬美元，以維持配偶拒

絕項目，確保夫妻中若有一人生病

需要住進護理院時，不會喪失他們

一生的積蓄。

“一個配偶已經要面對把親人搬出

家、送往長期護理院的悲傷情景，不

應該再讓其放棄他們的經濟保障，”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說，“該項目幫助

他們保留住他們辛苦賺來的積蓄維

持生活。”

投資乾淨水，  重建搖搖欲墜的基
礎設施 

預算案為水的基礎設施撥款25億美元，
包括2億美元用於紐約市流域飲用水和廢
水處理基礎設施的改善，幫助維修和更換
舊管道和水管，保證飲用水乾淨，並採取
預防措施，例如徵用水源地域以防止水被
污染。 

“我們家庭中飲用、洗澡和做飯的水必
須絕對安全，”州眾議員布朗斯丹說，“我
們正在採取關鍵措施，在太晚之前就維修
好我們破舊的管道和水管。”

維護紐約人的安全

隨著近幾個月來仇恨犯罪的加劇，州預

算案在紐約設立了一個仇恨犯罪工作組，

旨在預防、調查和偵察仇恨犯罪案件，並

發表有關打擊仇恨犯罪和其他形式歧視行

為的報告。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為老年人申
請福利項目提供幫助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與老人服務公司合
作，為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福利
資格諮詢服務，福利項目包括老人藥
品保險計劃（EPIC）、糧食券、家庭
能源補助項目、醫療補助方案、聯邦
耆老處方藥物計劃、老年屋主免稅計
劃和老人免加租計劃。

您若要與案例工作人員預約，請打電
話到州眾議員布朗斯丹的辦公室，電
話號碼是：718-357-3588 。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參加由北美印度教協會和皇后郡美籍韓

國人協會舉辦的印度和韓國獨立日的慶祝活動。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把在他舉辦的年度向退伍軍人捐贈禮物

活動中收到的禮物送至位於 St. Albans 的紐約州退伍軍人

之家。州眾議員布朗斯丹與退伍軍人、他的工作人員以及

來自 Benjamin N. Cardozo 高中的師生合影。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 州預算案推動皇后郡東北區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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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鄰居：

 本通訊重點介紹了我在我們選區和奧本尼為我們社區所作的事情。您若想加入我的電郵名單以
便更頻繁地獲得最新消息，請給我發一個電郵，我的電子郵箱是： braunsteine@nyassembly.gov。

 我的辦公室一如既往地為你服務。您若在州政府或地方政府辦事中遇到問題，請不要猶豫，跟
我們聯繫。我和我的工作人員在這裡隨時幫助您申請各種福利項目、提供政府各個項目的信息、
並提出解決我們社區問題的立法方案。

愛德華 C. 布朗斯丹 州眾議員，第26選區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被小頸區／道格拉斯頓區紀念日遊行

委員會命名為2017年度人物。 州眾議員布朗斯丹與其他議員和社區領袖一起在小頸區塞謬

爾場 Y 參加抗議反猶太主義的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