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5 月 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2022 財年預算將在兒童保育方面投資 50 億美元，實現兒童保育可用性

工作組報告中提出的許多建議  

  
投資將支持必需的工作人員和兒童保育提供者，並改善獲得高品質、負擔得起的兒童保

育的機會  

  
兒童保育可用性工作組報告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最近頒佈的紐約州 2022 財年預算案 (New York State FY 

2022 Budget) 包括一項歷史規模的 50 億美元的兒童保育投資，通過州政府和聯邦政府資

助的舉措，旨在重啓我們的經濟，支持必需的工作人員和兒童保育提供者，並為所有需要

該服務的符合條件的紐約州工薪家庭改善獲得優質、負擔得起的兒童保育服務的機會。預

算執行了葛謨州長的兒童保育可用性工作組 (Child Care Availability Task Force) 報告中

提出的大量建議。葛謨州長組建了兒童保育可用性工作組，將私人和公共利益相關者聚集

在一起，研究提高負擔能力和獲得兒童保育的創新方法。  

  
「父母不應該在工作和養家糊口之間做出選擇，也不應該在負擔得起的優質兒童保育服務

之間做出選擇，」葛謨州長表示。「冠狀病毒 (COVID) 疫情只會加劇我們社會中已經存

在的問題和不平等問題，隨著我們繼續重建和恢復，兒童保育將在讓紐約民眾重返工作崗

位和重新開放我們的經濟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包括在今年預算案中的歷史規模投資將有助

於支持工人家庭和兒童保育機构，在這一前所未有的時代，這兩個機构非常重要，因此我

們可以比以往更好、更强大和更具包容性地重建家園。」  

  
州長秘書兼紐約州婦女與女童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 

主席梅麗莎·德羅薩表示，「長期以來，由於缺乏安全、負擔得起的兒童保育，無數婦女

的職業發展受到阻礙，我們致力於徹底結束這一趨勢。兒童保育工作組彙集了紐約州最優

秀和最聰明的人才，為這些問題找到創新的解決方案，由於他們的辛勤工作，今年的州預

算案包括了歷史規模的資金，用於將開始使事情變得正確的計畫。這是為紐約州婦女創造

公平競爭環境的又一步驟，我們致力於繼續設法降低在職父母的托兒費用，同時擴大這個

偉大州每個角落的家庭獲得優質托兒服務的機會。」  

  
「早在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之前，我就努力解决兒童保育危機，這場危機已經

讓婦女、家庭和我們的經濟倒退了太久，」副州長兼紐約州兒童保育工作組 (New York 

State Child Care Task Force) 副主席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次疫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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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了工作場所和家庭的不平等。紐約州繼續致力於改善所有家庭獲得高品質和負擔得起的

兒童保育的機會，並加倍支持那些難以維持生計的家庭。」  

  
州長還開始執行另一項工作組的建議，訓示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OCFS) 和紐約州兒童和家庭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審查聯邦和州的法規以確定改革和精簡的機會，包括

取消多餘的背景檢查，因為這會新增兒童護理機构的行政負擔和成本。  

  
在過去十年中，葛謨州長一直堅持不懈地致力於改善兒童保育服務，並支持有育齡兒童的

家庭。自 2011 年以來，紐約州每年承諾提供約 8 億美元，幫助低收入紐約民眾獲得高品

質的醫療服務。包括以兒童為重點的稅收抵免和學前教育專案，對有兒童保育服務適齡兒

童的家庭的支持總額接近 28 億美元，自 2011 財年以來新增了 5 億多美元。  

  
除州預算提供的年度支持外，聯邦政府還提供 23 億美元的刺激資金（2021 年《冠狀病

毒應對和救濟補充撥款法案 (Coronavirus Response and Relief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Act)》提供 4.69 億美元，2021 年《美國救援計劃法案 (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of 2021)》提供 18 億美元資金）。資訊包括：  

• 12.5 億美元用於穩定補助金，以保持兒童保育機构的開放  

• 2.25 億美元，將獲得和補貼的資格擴大到聯邦貧困水准的 200%  

• 2,500 萬美元，為必需的工作人員提供托兒補貼  

• 2.91 億美元，用於支持為期 12 個月的托兒補貼資格確定週期  

• 5,000 萬美元用於支持兒童保育計畫的便利注册  

• 1.92 億美元，將家庭補貼共付額限制在聯邦貧困線以上收入的 10% 以內  

• 1.2 億美元，為每年最多 24 次缺勤提供托兒補貼  

• 1 億美元用於新增和擴大兒童保育「沙漠」的兒童保育能力  

• 4,000 萬美元用於為兒童護理提供者提供清潔、個人防護設備和其他用品  

• 3,900 萬美元，支持紐約品質之星計畫 (Quality Stars NY)，並在兒童保育

系統中改進科技  

  
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主任兼工作組副組長希拉 J. 普爾 (Sheila J. Poole) 表示，「父母

不應該在工作和做對孩子最好的事情之間做出選擇。這個問題對有色人種家庭和生活在低

收入社區的人造成了過重的影響，它絕對必須停止。每一個孩子都應該得到早期學習的好

處，這將伴隨他們一生。每個父母都應該去工作，並知道他們的孩子是安全的，受到良好

的照顧。」  

  
紐約州勞工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廳長羅伯特·芮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我感謝葛謨州長認識到，負擔得起和可獲得的兒童保育是社會問題，

影響到我們社區的每一個角落，從家庭到企業，無論社區或經濟狀況如何。 我要感謝這

個特別工作組的成員，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到數小時的艱難對話中，分析了堆積如山的數

據，提出了解决這一複雜問題的創新和現實的方案。」  

  



 

 

托兒服務特別工作組的成員包括托兒機構團體的代表、權益倡導團體、商業團體的代表、

代表托兒機構的團體、多個州機構和地方社區服務部門的代表。  

  
兒童保育可用性工作組成員：  

• 梅麗莎·德羅莎 (Melissa DeRosa)，總督秘書、行政辦公室代表  

• 凱西·霍楚爾，紐約州副州長，工作組副組長  

• 希拉·普爾 (Sheila Poole)，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主任，工作組副組長  

• 羅伯特·芮登 (Roberta Reardon)，紐約州勞工廳廳長，工作組副組長  

• 安德裏亞·安東尼 (Andrea Anthony)，紐約日托委員會 (Day Care Council of New 

York) 執行主任  

• 希瑟 C. 布瑞瑟提 (Heather C. Bricceti)，紐約州商業委員會 (Business Council of 

New York State) 總裁兼執行長  

• 索尼婭·布朗 (Sonja Brown)， 下哈德遜穀勞動力發展研究所 (Lower Hudson 

Valley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stitute) 區域主任  

• 賈達·卡拉漢 (Jada Callahan)，家長  

• 梅雷迪斯·門齊斯·奇門托 (Meredith Menzies Chimento)，早期護理和學習理事會 

(Early Care and Learning Council) 執行主任  

• 希爾達·羅薩里奧·埃舍爾 (Hilda Rosario Escher)，伊比利亞-美洲動作聯盟 (Ibero 

American Action League) 前執行長，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DC) 成員  

• 安妮·戈德曼 (Anne Goldman)，教師聯合會 (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 非教

育廳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成員副主席  

• 麥克·黑因 (Mike Hein)，臨時救濟與殘障補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OTDA) 主任  

• 德德·希爾 (Dede Hill)，舒勒分析和文宣中心 (Schuyler Center for Analysis and 

Advocacy) 政策主任  

• 克裏斯汀·科爾 (Kristen Kerr)，NYAEYC 執行董事  

• 蘇·科瓦萊斯基 (Sue Kowaleski)，紐約家庭兒童保育協會 (Family Child Car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理事會成員，南阿迪朗達克兒童保育網 (Southern 

Adirondack Child Care Network) 協調員  

• 蒂芙尼·馬龍 (Tiffany Malone)，ABC 學習和遊戲公司 (ABC Learn and Play) 業主

/運營商  

• 拉瑞·馬可斯 (Larry Marx)，兒童議程 (Children's Agenda) 執行長  

• 尤蘭達·麥克布萊德 (Yolanda McBride)，兒童援助會 (Children's Aid) 公共政策主

任  

• 莎拉 G. 梅裏克 (Sarah G. Merrick)，奧農達加郡社會服務局 (Onondaga County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局長  

• 詹·奧康納 (Jenn O'Connor)，紐約兒童虐待防治有限公司 (Prevent Child Abuse 

New York) 政策和文宣主任  

• 蕾妮·萊德 (Renee Rider)，紐約州兒童和家庭委員會執行主任  



 

 

• 詹妮弗 L. 馬裏恩·羅哈斯 (Jennifer L. Marion Rojas)，薩福克兒童保育委員會 

(Child Care Council of Suffolk, Inc.) 執行董事  

• 貝蒂 A. 羅莎 (Betty A. Rosa)，紐約州教育廳 (NYS Education Department) 廳長  

• 伊恩·羅森布魯姆 (Ian Rosenblum)，紐約教育信託基金 (The Education Trust- 

New York) 執行董事  

• 雪麗 L. 斯卡沃內 (Sheri L. Scavone)，紐約西部婦女基金會 (Western New York 

Women's Foundation) 執行董事  

• 邁克爾·施密特 (Michael Schmidt)，稅務和財政廳 (Department of Tax and 

Finance) 廳長  

• 伊麗莎白·斯塔克斯 (Elizabeth Starks)，肖托夸湖兒童保育中心 (Chautauqua 

Lake Child Care Center) 執行董事  

• 凱特·塔蘭特 (Kate Tarrant)，紐約市立大學 (CUNY) 紐約早期職業發展研究所 

(New York Earl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研究主任  

• 凱利 L. 托賓 (Kelly L. Tobin)，科特蘭郡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of Cortland 

County) 執行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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