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11 月 11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在退伍軍人節簽署了保護和支持退伍軍人及其家人的一攬子立法  

  
第 S.7124A/A.7388B 號立法規定了越戰時期服役的退伍軍人的定義  

  

第 S.3623/A.7514 號立法允許退伍軍人配偶在受到軍事調動影響時領取失業救濟金  

  
第 S.701A/A.1140A 號立法規定設立女性退伍軍人諮詢委員會，以支持和協助退伍軍人

服務部為本州所有女性退伍軍人提供定位、教育和宣傳服務  

  
第 S.3638/A.7472 號立法規定成立退伍軍人就業機會工作組  

  
第 S.2977A/A.6100A 號立法要求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和療養院確定入住者是否為退伍軍

人，以便幫他們聯繫獲取福利  

  
第 S.7125/A.2658 號立法授權韋斯特切斯特郡免除退伍軍人組織的費用  

  
第 S.6452/A.3920 號立法允許退伍軍人和預備役人員在申請或更新駕照時獲得福利資訊  

  
第 S.5245A/A.6249A 號立法規定為現役軍人的配偶和子女提供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城

市大學的州內學費連續優惠  

  
第 S.5743A/A.6528A 號立法幫助其父母或監護人因軍令被調往紐約州的學生更快入

學。  

  
第 S.5543A/A.7685 號立法擴大了軍隊強化認可獎勵與致敬獎學金的資格範圍  

  
第 S.763/A.5447 號立法擴大了退伍軍人在公務員任命和晉升中獲得附加分的資格  

  
第 S.6535/A.4089 號立法允許渡輪運營商免費運送身穿制服的士兵、海員和海軍陸戰隊

士兵  

  
薇薇安娜．德科恩 (Viviana DeCohen) 牧師新近被任命為紐約州退伍軍人服務部主任  

  
照片可以在這裡找到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flickr.com%2Fphotos%2Fgovkathyhochul%2Falbums%2F72157720183999695&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1a29f7a3f8c4477de09808d9a5303ec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22448908492937%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Wb8jULZMG7woAqbrfyoWLwMQi3XTenftlaMIGb%2FLfmo%3D&reserved=0


  

州長凱西．霍楚爾今日簽署了支持和保護退伍軍人及其家庭的一攬子立法。  

  

「我們的現役軍人和退伍軍人為保護我們的民主和自由做出了崇高的貢獻，現在輪到我

們支持他們及他們的家人了」，霍楚爾州長表示。「我們今天簽署這些法案，就是在採

取措施確保退伍軍人和現役軍人獲得他們需要的福利和資源，以及他們的狀況所要求的

靈活安排，以最好地照顧他們自己和家人。紐約的退伍軍人為我們挺身而出，我們將繼

續支持他們。」  

  

第 S.7124A/A.7388B 號立法將越南戰爭的開始時間從 1961 年 2 月 28 日更改為 1955 

年 11 月 1 日。這一變更是為了承認美軍在聯邦政府和紐約州政府認可的 1961 年 2 月 

28 日之前在越南共和國的軍事存在。隨著這項立法的簽署，紐約州的法律與聯邦政府保

持一致，並將確保紐約州的越戰退伍軍人將因在戰時服役而獲得應得的榮譽。  

  
第 S.3623/A.7514 號立法確保自願離開工作崗位去陪伴軍事調動配偶的個人有資格領取

失業救濟金。  

  
第 S.701A/A.1140 號立法規定設立女性退伍軍人諮詢委員會，其目的是支援和協助退伍

軍人服務部 (Division of Veterans' Services) 為紐約州的所有女性退伍軍人提供定位、教

育和宣傳服務。委員會將由十二名成員組成：六名由州長任命，兩名由參議院臨時主席

任命，兩名由議長任命，一名由參議院少數党領袖任命，一名由議會少數党領袖任命。

被任命者必須是預備役在內的任何分支機搆的女性退伍軍人，她們已光榮退役或具備資

格條件。  

  
第 S.3638/A.7472 號立法規定成立退伍軍人就業機會工作組。該工作組將負責舉行年度

公開聽證會，並就紐約州如何協助退伍軍人尋找和保持有意義的就業機會向立法機構提

出建議。該工作組將由州政府、私營部門和高等教育機構的利益相關者組成。  

  
第 S.2977A/A.6100A 號立法要求，任何療養院、輔助生活設施或無家可歸者收容所的所

有入住或居住登記表都要求詢問個人或其配偶是否曾在軍隊服役。確定退伍軍人或退伍

軍人配偶的身份，使國家能夠幫助這些個人獲得他們應得並有權獲得的福利。  

  
第 S.7125/A.2658 號立法授權韋斯特切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免除退伍軍人組織

的某些費用。這項豁免有助於該地區設立和改進退伍軍人崗位，使退伍軍人能夠體驗到

與服役期間相似的社區感。  

  
第 S.6452/A.3920 號立法允許退伍軍人和預備役人員在申請或更新駕照時獲得福利資

訊。這將確保退伍軍人瞭解他們根據聯邦和州法律可能有權享有的福利。  

  
第 S.5245A/A.6249 號立法規定為在紐約駐紮的現役軍人的配偶和子女提供紐約州立大學和紐
約城市大學的州內學費連續優惠。  

  



第 S.5743A/A.6528 號立法允許根據軍令遷移的軍人家庭的子女在將就讀的學校預備入

學。這種提前入學確保了平穩過渡，並減輕學年期間缺課和換課的壓力。  

  
第 S.5543A/A.7685 號立法取消了 1990 年 8 月 2 日及其之後的兵役要求，擴大了紐約

州的軍隊強化認可獎勵與致敬 (Military Enhanced Recognition, Incentive and Tribute, 

MERIT) 獎學金的資格範圍，使得所有陣亡和殘障軍人的子女和配偶有資格獲得該獎學

金。  

  
第 S.763/A.5447 號立法取消了只有參戰的退伍軍人才能獲得加分的限制，規定所有服過

役的男性和女性都能夠獲得用於公務員任命和晉升的加分。  

  
第 S.6535/A.4089 號立法授權郡監督委員會要求在該郡內運營的渡輪為在兵役期間身著

制服的美國武裝部隊成員提供免費交通服務。免除費用是對為我們國家服務的男女戰士

的一種感謝。  

  
參議院多數党領袖安德里亞．斯圖爾特．庫森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表示，

「作為退伍軍人的同胞，我在心中為所有退伍軍人留有一個特殊位置。我們的退伍軍人

和現役軍人為捍衛和維護我們國家的自由作出了勇敢的犧牲。他們響應號召為國家服

務，我們應該感謝他們。」 我要感謝霍楚爾州長在退伍軍人節簽署了這一攬子法案，以

幫助提供他們應得的服務和支援。讓退伍軍人回歸平民生活是參議院民主黨多數派的首

要任務，這一攬子法案將推進這一使命。」  

  
參議員約翰．E．布魯克斯 (John E.Brooks) 表示，「在這一天，我們停下來表彰那些

以最光榮的方式為國家服務的退伍軍人。這些男女戰士致力於捍衛我們美國人享有的自

由，我認為作為紐約退伍軍人委員會主席，在紐約州參議院支援他們是一種榮幸。霍楚

爾州長今天簽署這些重要的立法向退伍軍人致敬並滿足他們的獨特需求，我對此表示讚

賞。」  

  
參議員雪莉 B. 梅爾 (Shelley B.Mayer) 表示，「退伍軍人組織在服務退伍軍人社區方面

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在參議院發起的這項法案將允許韋斯特切斯特郡免除與退伍

軍人組織的基本改建相關費用，使他們的設施投資變得更輕鬆——包括提高老年退伍軍

人的服務可用性。這些空間對於讓退伍軍人聚集在一起並保持他們在現役期間的聯繫感

至關重要。雖然我們永遠無法完全回報他們的服務，但我很高興我們能夠透過這項新法

律支持他們。感謝我的議會夥伴、議員納德．薩耶格 (Nader Sayegh) 和凱西．霍楚爾州

長對這項工作的支持。」  

  
參議員安德魯．古納德斯 (Andrew Gounards) 表示，「無論退伍軍人是否參加過戰

爭，我們都應該感謝他們。當他們回國後繼續在政府部門工作，繼續為公眾服務時，我

們應該全面為他們提供相同的福利，使他們更容易繼續服務。感謝霍楚爾州長將此問題

作為優先事項。」  

  



參議員彼得．哈克姆 (Peter Harckham) 表示，「我們的退伍軍人及其家人應享受聯邦

和州法律規定的所有優質福利。感謝霍楚爾州長簽署了我提出的法案，該法案將確保醫

療保健和住宅保健提供者在他們的登記表上確定個人的退伍軍人身份。對許多人來說，

這將增加醫療保險的可用性，並有助於確定相關服務的資格——這項簡單的調查將支持

我們退伍軍人的福利，且從長遠來看將挽救生命。」  

  
參議員安娜．M．卡普蘭 (Anna M.Kaplan) 表示，「在武裝部隊服役的女性贏得的不僅

僅是充滿感激的社區的讚賞，她們還贏得了回家後獲得支援她們的專案和服務的權利。

很多時候，女性退伍軍人在獲得她們所能獲得的服務方面面臨障礙，我們的政府，在為

我們所有的英雄服務時，需要做得更好。我很自豪能夠發起立法，成立紐約第一個正式

的女性退伍軍人諮詢委員會，為全州的女性退伍軍人提供支持和宣導，我也很感謝凱

西．霍楚爾州長簽署該項法案，確保我們的退伍軍人不會被遺漏。」  

  
參議員以利亞．賴希林．梅爾尼克 (Elijah Reichlin-Melnick) 表示，「紐約向退伍軍人

致敬，並為全國退伍軍人提供了一些最有力的支持計劃。不幸的是，許多退伍軍人不知

道這裡為他們提供各種服務、支援和福利。我很自豪能夠發起這項法案，該法案要求車

管所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DMV) 幫助退伍軍人瞭解紐約為他們提供的計劃，

並要求車管所將退伍軍人的聯絡資訊傳送給退伍軍人服務部。儘管幫助退伍軍人仍有很

多工作要做，但工具箱中的這個新工具將幫助更多的退伍軍人獲得他們應得的福利和服

務。我感謝衆議員佛瑞．迪諾維茨 (Jeffrey Dinowitz) 在議會中支持這項法案，並感謝霍

楚爾州長簽署這項重要立法。」  

  
參議員詹姆斯．斯庫菲斯 (James Skoufis) 表示，「我們已經對我們的軍事人員提出了

很多要求，他們不應該為了確保他們的家人感到穩定和得到支持而不得不越過額外的障

礙。透過允許學生在到達學校之前註冊入學，我們為他們未來的成功鋪平了道路。感謝

霍楚爾州長為我們的軍人家庭做了正確的事情。」  

  
參議員羅布．奧爾特 (Rob Ortt) 表示，「作為在阿富汗參加過『持久自由行動』的退伍

軍人，我親身體會到我們的退伍軍人及其家人為國家做出的犧牲。最重要的是，作爲一

個州，我們必須提供必要的資源來幫助國內的軍人家庭，並確保我們支持退伍軍人，讓

他們在退役後獲得一切成功的機會。我很自豪能夠發起其中兩項重要的立法，並讚揚紐

約州重視幫助我們的退伍軍人在退役後的職業生涯中取得成功。」  

  

衆議員迪迪．巴雷特 (Didi Barrett) 表示，「在退伍軍人節，我們歷史性地向我們的軍

人及其家人致敬，感謝他們為保衛國家所做出的犧牲，因此，我特別高興的是，霍楚爾

州長選擇今天簽署立法，重申紐約州對他們的服務的認可。我帶頭發起這兩項法案，要

求擴大軍隊強化認可獎勵與致敬獎學金計畫的資格，並根據紐約州法律，將越戰開始日

期從 1961 年 2 月 28 日改為 1955 年 11 月 1 日。這兩項法案都使我們更多的退伍軍人

及其家屬能夠獲得重要的國家福利。擴大軍隊強化認可獎勵與致敬獎學金資格——旨在

增加嚴重和永久殘障退伍軍人及其家屬、被視為 MIA 的軍人家屬以及更多「金星家庭」



的資格——早就該實施了。我希望這些變化將鼓勵我們的退伍軍人及其家人實現他們的

教育夢想，他們已經付出了難以置信的高昂代價。」  

  

衆議員小彼得．阿巴特 (Peter Abbate, Jr.) 表示，「我很榮幸發起這項立法，要求為所

有退伍軍人提供公平待遇，使他們能夠獲得公務員任命和晉升加分。自願保護我們偉大

的國家並為之服務的男男女女理應得到這些福利。我讚賞霍楚爾州長簽署這一法律。」  

  
國會議員愛德華．布勞恩斯坦 (Edward Braunstein) 表示，「值此退伍軍人節之際，我

們向為國家服務的人們致敬，我很自豪能夠看到簡化軍人家屬入學手續的法案在簽署後

正式立法。這項立法將有助於緩解軍人家庭面臨的獨特的入學挑戰，並在他們把紐約州

為家的同時，為他們的孩子提供盡可能最好的教育體驗。我感謝霍楚爾州長簽署這項法

案，並感謝斯庫菲斯參議員在這方面的合作。」  

  

衆議員瑪麗安．布滕肖恩 (Marianne Buttenschon) 表示，「我提出的法案在今天簽署

後成為法律，這為有抱負的軍人家庭的學生提供了一條負擔得起的優質高等教育途徑。

許多軍人及其親人都熟悉搬遷，但在這種情況下，強迫學生突然改變他們的教育計畫或

支付昂貴的州外學費是不公平的。我們的軍人及其家人為我們的國家做出了巨大的犧

牲，他們應該得到每一個成功的機會。我將繼續支持他們，並為他們爭取應得的資

源。」  

  

衆議員邁克爾．庫西克 (Michael Cusick) 表示，「不幸的是，我們的退伍軍人往往沒有

充分利用他們可以得到的服務。在美國軍隊服役使我們的退伍軍人有權獲得各種各樣的

資源，這些資源是非常有益的。無論是由於缺乏意識還是缺乏獲取途徑，許多這些資源

往往沒有得到充分利用。要求住宿機構在登記表上詢問以前的兵役情況，將確保任何退

伍軍人在入住時都能確認身份，並獲得他們可獲取的資源和服務。我們的退伍軍人為我

們的國家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我們有責任為他們提供他們所需的資源。在我們慶

祝退伍軍人節之際，我感謝霍楚爾州長簽署這項立法，我們共同致力於為那些曾為我們

服務的人服務。」  

  

衆議員傑佛瑞．迪諾維茨 (Jeffrey Dinowitz) 表示，「退伍軍人往往不知道或不確定他

們可以獲得哪些福利。這些人勇敢地為我們的國家服務，我們應盡我們所能確保他們每

個人都知道我們的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為退伍軍人提供的資源。要求車管所向任何申請在

州身份證上注明退伍軍人身份的人提供這些資訊，這是常識。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立

法在兩院一致通過，並由霍楚爾州長簽署正式立法。」  

  

衆議員馬蒂爾德．弗朗圖斯 (Mathylde Frontus) 表示，「軍人及其家人為我們的國家做

出了巨大的犧牲，包括在需要的時候願意徹底改變生活環境，搬到全國各地。我們至少

可以提供他們應得的支持和福利。這項法案將糾正我們失業制度中的一項疏忽，確保因

調任而被迫離職的軍人配偶能夠在尋找新工作時獲得福利。我很自豪這項法案能夠得到

通過，也很高興霍楚爾州長在退伍軍人節簽署了這項法案，以紀念我們的軍人英雄。」  

  



衆議員納德．薩伊格 (Nader Sayegh) 表示，「退伍軍人組織在確保退伍軍人能夠繼續

體驗他們曾經作為現役軍人感受到的社區感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就是為什麼我發起

了這項立法，透過使韋斯特切斯特郡立法機構免除許多建設專案相關費用，為退伍軍人

組織提供建築基本改建方面的幫助。感謝參議員雪萊．梅耶 (Shelley Mayer) 在參議院支

持這項法案，並對凱西．霍楚爾州長在退伍軍人節簽署這項立法表示讚賞。」  

  

衆議員史蒂夫．斯特恩 (Steve Stern) 表示，「作為紐約州衆議院 (New York State 

Assembly) 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 (Committee on Veterans' Affairs) 的成員，我很榮幸能

與那些為保衛我們偉大的國家和衆多家庭做出巨大犧牲的勇敢的男女戰士一起工作，並

為他們服務。這就是為什麼我如此自豪地支持並通過要求設立退伍軍人就業工作組的立

法，以幫助退伍軍人找到並維持高薪工作。一名士兵去保衛我們的國家，但在他或她回

家後很難找到有意義的工作，這是不可接受的。感謝霍楚爾州長簽署了這項重要的立

法，我將繼續致力於確保我們的退伍軍人得到他們應得的認可、支援和服務。」  

  

衆議員莫妮卡．華萊士 (Monica Wallace) 表示，「今天，約六分之一的現役軍人是女

性，近 200 萬女性光榮地為國家服務。我們有責任幫助她們確定和解決這些勇敢的女英

雄們在重返平民生活後面臨的挑戰。該委員會將確保紐約的退伍軍人計畫和服務滿足響

應號召的女性面臨的獨特需求。感謝霍楚爾州長簽署了這項重要的立法，同時也一如既

往地感謝那些無私地冒著生命危險保衛我們國家的英勇男女戰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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