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禁

法院授权的、基于社区的支持性服务 

阅读这本小册子可了解整个纽约市的ATI计划。 
致电或邮件联系该计划申请转介。 

市长刑事司法办公室（Mayor's Office of 

Criminal Justice, MOCJ）为非营利机构提

供资金，以运行替代监禁（Alternative to 

Incarceration, ATI）计划。ATI计划是由法

官在法庭上强制执行的转移项目，为参与

者在社区提供全面的支持性服务，而不是

坐牢或服刑。ATI计划减少了法院对监禁

的依赖，降低了监狱人口，并允许人们留

在他们的社区，同时提升稳定和福祉。

替代 

2022年7月 

Crimin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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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计划接受住在和/或在计划服务地区有案例的委托人转介。

计划 行政区 目标人群 页码

CASES:  
Nathaniel ACT

Brooklyn,  
Manhattan

18岁及以上；SMI； 
轻罪和重罪

4

Nathaniel Community Success Brooklyn,  
Manhattan

16岁及以上；精神疾病； 
轻罪和重罪

4

newSTART Manhattan 16岁及以上；轻罪 5

Reframing Opportunity Alternatives & 
Resilience (ROAR)

Bronx, Brooklyn, 
Manhattan

16-27岁； 
轻罪和重罪

5

Center for Community Alternatives:  
Community Solutions

Brooklyn 13岁及以上； 
轻罪和重罪

6

Center for Court Innovation:  
Bronx Community Solutions  
Brooklyn Justice Initiatives  
Manhattan Justice Opportunities 
Queens Community Justice Center 
Staten Island Justice Center

 
Bronx
Brooklyn
Manhattan
Queens
Staten Island

 
18岁及以上； 
轻罪

 
6 
7 
7 
8 
8

Common Justice Bronx, Brooklyn, 
Manhattan

16-26岁；有被害人的 
暴力犯罪

9

Community Health  
Action of Staten Island

Staten Island 18岁及以上；行为健康； 
轻罪和重罪

9

Exalt 全市 15-19岁； 
轻罪和重罪

10

Exodus Transitional Community Manhattan 18岁及以上；男性： 
轻罪和重罪

10

Fortune Society  
Freedom

Bronx, Brooklyn, 
Manhattan, 
Queens

16岁及以上； 
轻罪和重罪 

11

Housing Works Brooklyn, 
Manhattan

18岁及以上； 
轻罪和重罪

11

NY Foundling  
Families Rising

全市 13-27岁； 
轻罪和重罪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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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计划接受居住在和/或在计划服务地区有案例的委托人转介。

计划 行政区 目标人群 页码

Osborne Association 
Court Advocacy Services

全市 13岁及以上： 
轻罪和重罪

12

El Rio Bronx 18岁及以上；药物 
使用障碍；轻罪 
和重罪

13

Justice Works Bronx 16-30岁； 
轻罪和重罪

13

Second Look 全市 13岁及以上； 
被拘留在Rikers的女性 
暴力幸存者； 
轻罪和重罪

14

Rising Ground-STEPS 
To End Family Violence 
Criminalized Survivors Program

全市 13岁及以上； 
性别暴力幸存者； 
轻罪和重罪

14

Urban Youth Alliance
BronxConnect & ManhattanConnect

Bronx, Manhattan 13-27岁； 
轻罪和重罪

15

Women’s Prison Association 
JusticeHome

全市 16岁及以上；女性； 
轻罪和重罪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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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注意：计划接受居住在和/或在计划服务地区有案例的委托人转介。

NATHANIEL ACT 
行政区：Brooklyn, Manhattan

目标人群：18岁及以上，患有严重精神疾病
（Serious Mental Illness, SMI），有资格获得
纽约市主动式社区治疗（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ACT），且被指控犯有轻罪或包括暴
力重罪（Violent Felony Offense, VFO）等重罪。

申请条件：无指控排除条件

服务： 
•	  循证以及国家许可的强化流动精神卫生治疗
•	  精神病学、护理、临床治疗、病例管理和

同伴支持 
•	  教育和职业培训
•	  赋权和自力更生
•	  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
•	  住房援助
•	  综合性双重障碍治疗
•	  用药管理
•	  金钱管理
•	  计划后过渡规划
•	  复发预防

转介联系人： 
ATI接案评估小组（ATI Intake Assessment 
Team）  
courtreferrals@cases.org | 646-784-4151

NATHANIEL COMMUNITY 
SUCCESS (NCS)
行政区：Brooklyn, Manhattan

目标人群：16岁及以上，患有精神疾病，被指
控犯有轻罪或包括暴力重罪（VFO）等重罪。

申请条件：不能初步诊断为严重发育障碍

服务： 
•	  风险和保护因素的临床评估（关注动机和

弹性）
•	  综合治疗与成功规划
•	  临床案例管理
•	  动机性面谈和CBT技巧，以支持决策、健康

生活、减少药物使用、提高社交技能和社区
融合

•	  与初级保健和药物使用服务相结合的协调门
诊精神卫生服务，包括在替代量刑和就业服
务中心（Center for Alternative Sentencing 
and Employment Services, CASES）的州
许可的Nathaniel诊所

•	 自愿任务后服务，以支持实现具体目标
•	 提供的资源（衣服、电话、食物），以满足

基本需求

转介联系人： 
ATI接案评估小组（ATI Intake Assessment 
Team）  
courtreferrals@cases.org | 646-784-4151 

mailto:courtreferrals@cases.org
mailto:courtreferrals@cas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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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NEWSTART
行政区：Manhattan

目标人群：16岁及以上，被指控犯有轻罪 
（主要在提审时）。 

申请条件：无排除条件

服务： 
•	  快速、专业的风险和需要筛选
•	  强化个人支持以培养动机、弹性、社交技

能和社区融合（包括与持续服务的联系）
•	  动机性面谈和CBT技巧，以提供创伤知情

护理，帮助促进健康关系、治疗准备、 
艾滋病毒预防，以及了解成瘾和用药过量
预防

•	  针对重复参与者的专门干预措施
•	  自愿任务后服务，以支持实现具体目标，

例如住房
•	 提供的资源（衣服、电话、食物），以满

足基本需求并减少在社区复发的机会
•	 强化个人支持，以培养动机、恢复力、 

社交技能和社区融合，特别强调社区转介
和与服务的联系

转介联系人：
Kendall Sullivan 
ksullivan@cases.org | 347-675-3650
cases.org/newstart/

REFRAMING  
OPPORTUNITY  
ALTERNATIVES &  
RESILIENCE (ROAR)
行政区：Bronx, Brooklyn, Manhattan

目标人群：16-27岁，被指控犯有轻罪或包括暴
力重罪（VFO）等重罪。

申请条件：不能初步诊断为严重发育障碍、严重
药物使用障碍或需要ACT治疗的严重精神疾病

服务： 
•	  风险和保护因素的临床评估（关注动机和 

弹性）
•	  综合治疗与成功规划
•	  服务侧重于决策、社交技能、社区融合、 

减少药物使用
•	  强化个性化支持，包括内部高中同等学历

（High School Equivalency, HSE）教育、
带薪实习和就业支持

•	  居家家庭疗法 – Adolescent Portable 
Therapy

•	  基于CBT的个人和团体咨询与工作准备模式
•	  创伤知情的CBT专门针对经历过严重创伤的

高风险暴力行为的青少年

转介联系人：
ATI接案评估小组（ATI Intake Assessment 
Team）  
courtreferrals@cases.org | 646-784-4151

mailto:ksullivan@cases.org
http://cases.org/newstart/
mailto:courtreferrals@cas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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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COMMUNITY  
ALTERNATIVES

CENTER FOR  
COURT INNOVATION

COMMUNITY SOLUTIONS
行政区：Brooklyn

目标人群：13岁及以上，被指控犯有轻罪或包
括暴力重罪（VFO）等重罪。

申请条件：不会对社区造成严重危险或出现需
要更高水平护理的精神症状

服务： 
•	  案例管理
•	 CBT咨询（包括道德认同疗法【Moral 

Reconation Therapy, MRT】，互动日志）
•	  教育支持
•	  小组（创伤知情治疗、自我管理、家庭 

暴力、健康生活、健康关系）
•	  实习/学徒制
•	  就业准备培训
•	  心理健康服务
•	  指导
•	  缓解报告/法庭辩护
•	 OASAS许可的门诊药物使用治疗，包括为

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患者提供的MAT（药物
辅助治疗）

转介联系人:
Lucy Chrysiliou 
lchrysiliou@communityalternatives.org 
718-858-9658分机433 | 917-705-3081 

Katherine Leptokaropoulos
kleptokaropoulos@communityalternatives.org | 
917-605-0629，718-858-9658分机426

BRONX COMMUNITY  
SOLUTIONS
行政区：Bronx

目标人群：18岁及以上，被指控犯有轻罪 
（包括在提审时）。

申请条件：无排除条件

服务：
•	  情绪管理
•	  行为健康管理
•	  案例管理
•	  社区服务
•	  驾驶员责任计划
•	  人口贩卖幸存者服务
•	  个人咨询
•	  恢复性司法程序设计
•	  社会服务课程（就业、行为健康、纳洛酮旁

观者培训、药物使用支持）
•	  治疗准备
•	 反思行为（Rethinking Behavior）、 

反应项目（Project React）、治愈项目
（Project Heal）、法院到劳动力 
（Court-to-Workforce）和青年方案（预防
再犯[Up & Out]、指导计划）

转介联系人：
Jerrard Harris
BCS_ATI@courtinnovation.org | 917-940-0519

mailto:lchrysiliou@communityalternatives.org
mailto:kleptokaropoulos@communityalternatives.org
mailto:BCS_ATI@courtinnov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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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COURT INNOVATION

BROOKLYN JUSTICE 
INITIATIVES
行政区：Brooklyn

目标人群：18岁及以上，被指控犯有轻罪 
（包括在提审时）。

申请条件：无排除条件

服务：
•	  行为健康管理
•	  案例管理
•	  社区服务
•	  冲突解决小组
•	  驾驶员责任计划
•	  毒品教育工坊
•	  就业准备小组
•	  目标设定工坊
•	  人口贩卖幸存者服务
•	  个人咨询
•	  新思维工具
•	  治疗准备
•	  就业基本服务
•	  治愈型农业活动
•	 基于艺术的计划

转介联系人： 
Dana Rivera 
BJI_ATI@nycourts.gov | 347-404-9908

MANHATTAN JUSTICE  
OPPORTUNITIES
行政区：Manhattan

目标人群：18岁及以上，被指控犯有轻罪 
（包括在提审时）。

申请条件：无排除条件

服务：
•	  福利注册
•	  案例管理
•	  社区服务
•	  寻求初级保健
•	  驾驶员责任计划
•	  公民参与
•	  个人咨询
•	  在职培训和就业服务
•	  心理健康治疗
•	  同侪导航
•	  恢复性司法
•	  药物使用治疗
•	  治疗准备
•	  预防再犯（Up & Out）小组
•	  青年方案 

转介联系人： 
Joe Barrett 
MJO_ATI@nycourts.gov | 929-213-9270

mailto:BJI_ATI@nycourts.gov
mailto:MJO_ATI@nycourt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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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COURT INNOVATION

QUEENS COMMUNITY  
JUSTICE CENTER
行政区：Queens

目标人群：18岁及以上，被指控犯有轻罪 
（包括在提审时）。

申请条件：无排除条件

服务： 
•	  驾驶员责任计划
•	  团体工坊
•	  个性化咨询服务
•	  盗窃责任计划
•	  劳动力发展
•	 情绪管理计划
•	 案例管理
•	 治疗准备计划

转介联系人： 
Haddijatou Waggeh
queensati@nycourts.gov | 646-352-3804

STATEN ISLAND  
JUSTICE CENTER
行政区：Staten Island

目标人群：18岁及以上，被指控犯有轻罪 
（包括在提审时）。

申请条件：无排除条件

服务： 
•	  案例管理
•	  社区服务
•	  驾驶员责任计划
•	  就业准备
•	  个人咨询 
•	  专业年轻人计划
•	  盗窃责任计划
•	  情绪管理小组

转介联系人： 
Alyssa Calandra
acalandra@nycourts.gov

mailto:queensati@nycourts.gov
mailto:acalandra@nycourt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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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JUSTICE

COMMUNITY 
HEALTH ACTION  
OF STATEN ISLAND

行政区：Bronx, Brooklyn, Manhattan

目标人群：16-26岁，因涉及被害人的暴力重
罪被起诉（通常是一级和二级抢劫和袭击， 
但计划也接受更严重的案例）。

申请条件：不能有严重的药物使用或心理健康
疾病；案例不能是家庭暴力、性暴力或亲密伴
侣暴力

服务： 
•	  导致责任协议的恢复性司法界 
•	  为与被害人（或“代理被害人”）一起参与

恢复性司法界做充分准备
•	  侧重于满足协议条款的案例管理和方案拟订
•	  毒品与心理健康治疗支持
•	  教育和就业支持
•	  个人咨询
•	  暴力干预小组（专注于创伤、社区、 

家庭、暴力和控制、健康关系）
 
转介联系人： 
Lauren Lipps
llipps@commonjustice.org | 917-902-5262
BKOutreach@commonjustice.com

行政区：Staten Island

目标人群：18岁及以上，患有行为健康疾病，
被指控犯有轻罪或非暴力重罪。

申请条件：无排除条件

服务： 
•	  案例管理
•	  减少伤害
•	  个人和团体咨询
•	  药物辅助治疗（Medication Assisted 

Treatment, MAT）
•	  心理健康治疗
•	 OASAS许可的门诊药物治疗
•	  恢复准备

转介联系人： 
alternativetoincarceration@chasiny.org

mailto:llipps@commonjustice.org
mailto:BKOutreach@commonjustice.com
mailto:alternativetoincarceration@chasi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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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LT

EXODUS  
TRANSITIONAL 
COMMUNITY

行政区：全市 

目标人群：15-19岁，被指控犯有轻罪或包括暴
力重罪（VFO）等重罪。

申请条件：不能已经拥有高中文凭/HSE，必须
是四年级阅读水平，主要需求不能是心理健康
或药物滥用治疗

服务： 
•	  教育带薪实习（$18/小时），涉及艺术、

建筑、电影、音乐、烹饪等领域
•	  转学，登记/GED或TASC登记
•	 个性化目标规划和支持（个人、教育、就

业和刑事司法回避）
•	  实习前培训（包括文化适应课程、技能评

估、预算编制、技术培训）
•	  四大核心技能培养和专攻：沟通、批判性

思维、资源管理、创造性问题解决
•	  每周研讨会
•	 出庭和报告
•	  校友网络
•	  校友实习（$20/小时）
•	 教学
•	 大学、职业和贸易学校奖学金

转介联系人：
Alex Griffith 
alexgriffith@exaltyouth.org 
347-621-6100分机109

行政区：Manhattan

目标人群：18岁及以上男性，被指控犯有轻罪
或包括暴力重罪（VFO）等重罪。

申请条件：无指控排除条件

服务： 
•	  法院辩护
•	 基本需求（食物、捷运、服装）
•	 CBT小组（包括MRT、互动日志、健康教

育、Seeking Safety、健康关系、情绪管理、
家庭暴力）

•	  公民参与
•	  就业服务（实习、领导力发展、职业培训和

留任支持）
•	  工坊激励
•	 教育活动
•	 全面、支持性的案例管理，全天候提供 
•	  住房援助
•	  个人咨询
•	  心理健康服务
•	 OASAS许可的门诊药物使用治疗 

（包括药物辅助治疗）
•	  毒理学
•	  变革性指导
•	  通过Center for Trauma Innovation提供创伤

知情服务
•	 毕业奖励/激励、典礼和参与证书

转介联系人： 
Carmen Arroyo 
carroyo@etcny.org | 917-216-4584

mailto:alexgriffith@exaltyouth.org
mailto:carroyo@etc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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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UNE 
SOCIETY HOUSING WORKS

FREEDOM
 
行政区：Bronx, Brooklyn, Manhattan, Queens

目标人群：16岁及以上，被指控犯有轻罪或包
括暴力重罪（VFO）等重罪 

申请条件：无排除条件

服务：
•	  案例管理
•	  个人和团体咨询 

（情绪管理、改变思维[Thinking 4 A 
Change]、自我强大[Seeking Strength]、 
互动式写作[Interactive Journaling]、 
就业准备[Job Readiness]以及替代暴力
[Alternatives to Violence]）

•	 OMH许可诊所的门诊精神健康治疗服务
•	 OASAS许可诊所的门诊药物使用治疗服务
•	 家庭服务（健康关系，24-7 Dads小组）
•	 社区福利项目
•	 三份热食
•	 交通援助
•	 获得福利
•	 教育援助
•	 就业服务
•	 住房服务

转介联系人： 
Randi Rothschild 
rrothschild@fortunesociety.org | 718-662-6166

行政区：Brooklyn, Manhattan 

目标人群：18岁及以上，被指控犯有轻罪或包
括暴力重罪（VFO）等重罪。

申请条件：不能以性侵犯作为即时指控

服务： 
•	 案例管理
•	 卫生厅（Department of Health, DOH）许可

的初级保健诊所（包括药物辅助治疗、妇女
保健、变性人保健、艾滋病毒检测和护理、
精神病服务）

•	 食品和营养服务
•	 团体咨询（CBT、Seeking Safety、情绪

管理、健康、自我管理、“Relationships 
Matter!”计划）

•	 伤害降低（包括更换注射器）
•	 住房安置援助
•	 纽约健康之家再加入队
•	 OASAS许可的药物使用诊所
•	 心理健康办公室（Office of Mental Health, 

OMH）许可的心理健康诊所

转介联系人： 
Elaina Camacho 
E.Camacho@housingworks.org
917-577-1664 | 212-465-8304分机4848

mailto:rrothschild@fortunesociety.org
mailto:E.Camacho@housingwork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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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 FOUNDLING
OSBORNE  
ASSOCIATION

FAMILIES RISING
行政区：全市 

目标人群：13-27岁，被指控犯有轻罪或包
括暴力重罪（VFO）等重罪

申请条件：不能有主动自杀或杀人倾向； 
不能被视为符合“性犯罪者”的临床标准
（“性犯罪者”与反社会行为同时发生的符
合条件）；13-17岁的参与者必须有愿意参
与计划和咨询过程的成年护理者

服务： 
•	 基于家庭的功能性家庭疗法（Home-

based Functional Family Therapy, FFT）
来处理药物使用、消极同伴参与、家庭冲
突和逃学问题的治疗

•	 每周进行1-2次家庭治疗
•	 宵禁监测
•	 学校出勤报告
•	 法庭需要或要求的尿液分析药物测试

转介联系人： 
Mollie Beebe 
Mollie.Beebe@NYFoundling.org | 347-573-1450

COURT ADVOCACY  
SERVICES
行政区：全市

目标人群：13岁及以上，被指控犯有轻罪或
包括暴力重罪（VFO）等重罪。

申请条件：无排除条件

服务： 
•	 案例管理
•	 法庭辩护和减轻处罚

转介联系人： 
Andrea Goupalsingh
agoupalsingh@osborneny.org | 347-766-9084

mailto:Mollie.Beebe%40NYFoundling.org%20?subject=
mailto:agoupalsingh%40osborneny.org%20?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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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RIO
行政区：Bronx

目标人群：18岁及以上患有药物使用障碍，
被指控犯有轻罪或包括暴力重罪（VFO）等
重罪。

申请条件：无排除条件

服务： 
•	 案例管理
•	 基于CBT的个人和团体咨询（包括

DBT、MRT、Seeking Safety、 
Thinking for a Change）

•	 就业援助
•	 小组工坊（重点是健康的人际关系、沟

通、情绪管理、职业技能、教育、独立生
活技能、刑事司法系统基础知识）

•	 OASAS许可的药物使用诊所和远程保健
服务

•	 同侪支助小组
•	 毒理学

转介联系人： 
Harold Steenwerth
hsteenwerth@osborneny.org
718-707-2604 

JUSTICE WORKS
行政区：Bronx

目标人群：16-30岁，被指控犯有轻罪或包括
暴力重罪（VFO）等重罪。

申请条件：不能有严重的心理健康或药物使
用问题或严重的认知障碍/延迟 

服务： 
•	 替代暴力项目（Alternatives to Violence 

Project, AVP）解决冲突计划
•	 案例管理
•	 可靠的信使指导
•	 教育支持
•	 个人咨询
•	 互动日志
•	 在职培训
•	 MRT雇佣
•	 带薪实习

转介联系人： 
Keisha Boatswain
kboatswain@osborneny.org
646-261-9717

mailto:hsteenwerth@osborneny.org
mailto:kboatswain@osborneny.org


14

OSBORNE 
ASSOCIATION

RISING GROUND- 
STEPS TO END 
FAMILY VIOLENCE

SECOND LOOK
行政区：全市

目标人群：13岁及以上的女性和性别膨胀
者，被拘留在Rikers  Island的RMSC，被指控
犯有轻罪或包括暴力重罪（VFO）等重罪。

申请条件：无排除条件

服务： 
•	 法院辩护，包括保释辩护和减轻处罚
•	 案例管理

转介联系人：
Allison McCullough
amccullough@osborneny.org | 718-637-6575

CRIMINALIZED 
SURVIVORS PROGRAM
行政区：全市

目标人群：13岁及以上基于性别的暴力幸存
者，其生存者身份与其被捕有关，包括被指
控犯有轻罪或包括暴力重罪（VFO）等重罪
的人。主要服务于女性（原性别者和跨性别
者），但也服务于男性（原性别者和跨性 
别者）。

申请条件：无排除条件

服务： 
•	 辩护
•	 案例管理
•	 经济赋权计划（包括金融知识、工作技

能、基础教育）
•	 药物依从性支持
•	 精神症状管理
•	 以创伤为中心的基于CBT的个人和团体

咨询（包括Seeking Safety、Beyond 
Violence、决策、健康关系）

转介联系人： 
Julia Shaw
stepsreferrals@risingground.org    
jshaw@risingground.org | 646-808-5878

mailto:amccullough@osborneny.org
mailto:stepsreferrals@risingground.org
mailto:jshaw@risinggro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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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XCONNECT &  
MANHATTANCONNECT
行政区：Bronx, Manhattan

目标人群：13-27岁，被指控犯有轻罪（A级
或B级）或包括暴力重罪（VFO）等重罪的人

申请条件：不能被指控性侵犯或谋杀、绑架、
纵火（某些例外情况适用）之类的A-1重罪；
不能有严重的慢性药物成瘾（某些例外情况适
用）或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

服务： 
•	 案例管理
•	 CBT小组（情绪管理小组、7 Challenges 

Brief、恢复指导）
•	 法庭要求时进行毒品检测和宵禁追踪
•	 教育支持（包括数学和识字）
•	 就业准备培训和就业援助
•	 家庭参与
•	 家访
•	 个人和团体咨询
•	 指导
•	 基于学校的辩护

转介联系人： 
Jose Marte 
917-312-0378 | josem@bronxconnect.org

Shawn Saulsbury
(718) 402-6872，分机105 | 347-833-0273 
referrals@bronxconnect.org
646-983-1123 | 646-931-2475

JUSTICEHOME
行政区：全市

目标人群：16岁及以上的女性（包括女性识别
者、跨性别者和性别不合者），被指控犯有轻
罪或包括暴力重罪（VFO）等重罪。

申请条件：无排除条件

服务： 
•	 个人和团体咨询（Seeking 

Safety、Beyond Anger & 
Violence、Parenting Journey）

•	 支持小组（关注自我护理、恢复、 
情绪健康、创伤诱因等）

•	 创伤反应性个体化病例管理

转介联系人： 
Melissa Osborne 
mosborne@wpaonline.org | 646-415-4889

Miriam Goodman 
mgoodman@wpaonline.org | 347-803-3535

mailto:josem@bronxconnect.org
mailto:referrals@bronxconnect.org
mailto:mosborne@wpaonline.org
mailto:mgoodman@wpaonlin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