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9 月 3 日 州長凱西．霍楚爾 

 
 

霍楚爾州長宣佈核准於計劃實行的第一個月內發放超過 8.5 億美元的除外勞工計劃資金 

  

已經發放 2.5 億美元福利；6 億美元正在進行最終核驗，將於月底前發放給符合資格的申請人 

  
90,000 名紐約民眾申請了除外勞工計劃，該計劃將為在新冠疫情期間失去收入且沒有資

格獲得其他福利的個人提供救濟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紐約州勞工部核准了超過 8.5 億美元的除外勞工計劃福利，

這筆資金將在該計劃實行的第一個月內發放。其中 2.5 億美元已經發放，餘下 6 億美元

正在進行最終核驗，預計將於月底前發放給符合資格的申請人該計劃於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接受以 13 種不同語言填寫的申請，並且紐約州勞工部在一個月內收到了超過 

90,000 份申請，其中近 50,000 份已獲核准。資金管理人最初估計，審查與受理將需要 

6-8 週時間，但州府機構之間的密切合作使得付款流程大幅簡化。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尚未結束，隨著我們繼續開展重建和經濟振興工

作，我們知道人們仍然需要協助」，霍楚爾州長表示。「除外勞工計劃資金對成千上萬

的紐約民眾而言是至關重要的生命線，他們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最嚴重的時期為維持

紐約州正常運轉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這正是我一直努力確保我們儘快發放資金的原

因。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提前發放資金，為這些人提供他們需要和應得的經濟救

濟。我對倡議者、社區組織和州立法機構使這一歷史性計劃成為現實而深表讚賞，並鼓勵

所有符合條件的紐約民眾積極申請」。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來襲時，這些勞工挺身而出，確保紐約繼續正常運行」，紐約州

審計長湯瑪斯．迪納波利 (Thomas P. DiNapoli) 表示。「我們正在盡力快速審查和處理

付款，以便符合條件的受助人能够獲得他們需要的幫助」。 

  
除外勞工計劃資金的設立旨在為給全州數千名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失去收入、沒

有資格享受政府發放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福利的勞工提供經濟救濟，現時正處於最後

核准階段。  

  



 

 

申請人可以全天進行線上申請，紐約州勞工部的 600 人多語言呼叫中心每週 7 天提供服

務，每天的服務時間為上午 7 點至下午 7 點。EWF 申請流程採用最先進的技術，包括 

EWF 虛擬助手（可在整個流程中向申請人通報申請狀態）。申請人亦可以與即時代表交

談，或在 24-48 小時內收到回電。13 中不同語言版本的申請書與常見問題解答文件可於

勞工部 EWF 頁面下載。 

  

除驗證身份與居住地外，經核准的申請人還可以根據其提供的工作資質文件等級獲得兩筆福

利資金中的一筆資金。符合一級資格之人將獲得 15,600 美元，符合二級資格之人將獲得 

3200 美元。迄今為止，已有 1 萬多名申請者獲准領取資金，另有近 4 萬人處於最後核准階

段。其中，99% 的人有資格獲得一級福利。經核准的申請人可藉由儲值卡領取一次性支付

資金，儲值卡將郵寄至申請書中所述的地址。允許使用儲值卡提取現金或從商家處購物。 

  
與失業保險索賠類似，徹底審查過程中內寘的保障措施和欺詐偵查旨在確保資金流向合格

的申請人，而非騙子。 

  

勞工部計劃推出實时儀錶板，以顯示最新的 EWF 計劃數據。  

  
數據點： 

• 自 2021 年 8 月 1 日以來，已有超過 90,000 名紐約民眾提交了申請。 

• 已經發放了近 2.5 億美元。 

• 6 億美元正在進行最後核准 

• 在迄今收到的非英語申請書中，三種最受歡迎的語言是西班牙文（32%）、漢語

（2.97%）和韓文（1.1%）。 

• 此外亦收到了阿拉伯文、孟加拉文、法文、海地克裡奧爾文、義大利文、波蘭文、

俄文和烏爾都文申請書。 

• 54% 的經核准的勞工年齡在 30 至 39 週歲之間 

• 獲得核准的申請書數目排名前十的郡縣 

o 皇後 (Queens) - 30% 

o 金斯 (Kings County) - 17% 

o 布朗克斯 (Bronx) - 15% 

o 紐約 - 7% 

o 拿騷 (Nassau) - 4% 

o 韋斯切斯特 (Westchester) - 4% 

o 薩福克 (Suffolk) - 4% 

o 里士滿 (Richmond) - 2% 

o 伊利 (Erie) - 1% 

o Monroe 

• 排名前十的郵政編碼 

1. 11368 - 4% 
2. 11373 - 3% 
3. 11220 - 3% 

https://dol.ny.gov/EWF


 

 

4. 11355 - 3% 
5. 11377 - 2% 
6. 11372 - 2% 
7. 11354 - 1% 
8. 10458 - 1% 
9. 10467 - 1% 
10. 10468 - 1% 

  
紐約州勞工專員羅伯塔．里爾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我們部門有望將在幾周內

全面處理超過 90,000 份美國首創計劃的申請書。我為整個團隊的不懈努力感到自豪，他

們為一項全新的計劃提供全面保障，該計劃目前正在協助成千上萬的紐約家庭」。 

  

州參議員傑西卡．拉莫斯 (Jessica Ramos) 表示，「在整個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

全州數十萬紐約民眾未獲得財政支持，但救濟終於有望了，這對有色人種社區而言是急需的

福音。我們仍在努力使過去一年半中失去收入的所有人均能獲得這筆資助，但隨著支票開始

送達除外勞工家庭，我們感謝他們能够補足租金，並幫助他們的孩子為新學年做足準備」。 

  

州下院議員卡門．德．拉．羅薩 (Carmen De La Rosa) 表示，「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

最嚴重期間，我們的社區被排除在政府援助之外，並且我們目睹了大量痛苦和絕望，因此誕

生了除外勞工計劃資金。最終，此等急需的救濟已經開始惠及全州的家庭。我們期待著繼續

與霍楚爾州長與勞工部合作，消除准入障礙，確保盡可能多的家庭能够領取該筆資金」。 

  
除外勞工聯盟的比安卡．格雷羅 (Bianca Guerrero) 表示，「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 

18 個月後，受影響的社區終於獲得了他們應得的緊急救濟。90,000 名除外勞工在前 30 

天內提交了申請書，這證明了該計劃的迫切需要。除外勞工聯盟由紐約州 200 個組織組

成，為組織除外勞工及其社區推動這一時刻的達成而感到自豪。紐約州必須為全國移民勞

工的權利開創新先例。我們將繼續密切監督該計劃的實施，以確保所有符合條件的紐約民

眾均能申請此項救濟」。 

  

新移民社區賦權 (New Immigrant Community Empowerment, NICE) 執行董事努埃

爾．卡斯特羅 (Manuel Castro) 表示，「過去 18 個月內，我們親眼目睹了 2019 冠狀病

毒病疫情給移民社區帶來的破壞，以及他們現在面臨的巨大需求。因此，在過去的一個月

內，NICE 每天都會舉辦咨詢，幫助數百名移民勞工及其家屬申請除外勞工計劃資金，該

計劃不僅能挽救生命，而且對我們城市的經濟復蘇至關重要。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

後，移民勞工在疫情中心紐約市的醫療前線從事基礎性工作。但在他們失業後，他們被排

除在任何形式的疫情救濟範圍之外。這些資金對所有辛勤工作的個人及其家庭皆至關重

要，他們已經等待了一年多的時間，並在我們的社區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湯普金斯縣勞工中心執行董事皮特．梅耶斯 (Pete Meyers) 表示，「除外勞工計劃資金為推

動全州社區經濟增長的勞工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經濟援助。對於為本州做出巨大貢獻，但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失去工作卻無法獲得福利的紐約民眾而言，這是正確的做法」。 

  



 

 

農村與移民部執行主任理查德．維特 (Richard Witt) 表示，「我們很高興看到這些急需的

福利惠及紐約州的骨幹勞工，他們藉由勞動為本州的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尤其是農業勞工

在本州的經濟復蘇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們主張確保他們獲得應有的尊嚴與公平支援。 

  
具里程碑意義的 EWF 立法於 4 月獲得通過後，勞工部立即開始與除外勞工聯盟代表以及

其他為移民人口服務的政府機構密切合作，以確保該計劃能度身定制地滿足其尋求惠及的

社區的需求。瞭解到許多與受影響社區密切合作的組織面臨的資源限制後，勞工部向全州 

75 個非營利社區組織 (CBO) 提供了 1500 多萬美元的贈款，以提供直接申請援助、教育

和訓練。這些社區合作夥伴還為該計劃的各個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包括製定法規，大幅

增加申請人可提交的證明文件數目，以確定資格和申請書。 

  
經核准的隨時協助申請人的 CBO 的全面清單可於 dol.ny.gov/cbolist 下載。除合作夥伴 

COB 的文宣外，紐約州勞工部還開展了一項有關 EWF 的宣傳活動，包括在社群媒體、

電視、廣播、報紙、捷運和公車上使用英文、西班牙文和漢語發佈廣告。 

  

現時，福利金以先到先得方式發放給經核准申請人，因此鼓勵紐約民眾盡快於 dol.ny.gov/ewf 

提交申請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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