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1 月 5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公佈「公平議程」  

  
紐約州首位女性州長將會籌辦性別平等委員會，以此確保權利平等  

  
新的種族平等計畫將會提升紐約州有色族群的權利  

  
州長提出措施，確保彩虹族群獲得尊重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公佈一項「公平議程 (Equity Agenda)」並納入《2022 年州情咨文 

(2022 State of the State)》「公平議程」將會推動實施廣泛計畫，以促進和支援性別平

等、種族平等、反仇恨、社會正義事務和提升彩虹族群社區、移民、新移民和退伍軍人的

權益，保障每位紐約民眾的健康、安全、經濟機會和基本尊嚴——且其實現紐約之夢。  

  
「紐約被公認為是平等和進步運動的發源地，我亦致力於透過廣泛計畫促進和支援性別平

等、種族平等、反仇恨、社會正義事務和提高彩虹族群社區、移民、新移民和退伍軍人的

權益，以此推動紐約州為之自豪的進步精神傳承。」霍楚爾州長表示。「我的政府制定

的『公平議程』不僅能夠保護所有紐約民眾的基本權利，也能創造更多機會，讓來自不同

背景、擁有多元信仰和身份的民眾追求紐約夢想。」  

  
霍楚爾州長公平議程的第一部分議題側重確保性別公平和平等權利。霍楚爾州長將會採取

以下措施以實現上述目標：  

  
• 設立性別平等委員會：紐約州在 2017 年成立了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以讓州政府的政策能夠促進女性權益和平

等地位。霍楚爾州長將會提議把委員會改為性別平等委員會，以擴大覆蓋範

圍和影響力。新的委員會由內閣成員和州內社區領袖組成，並將作為州長的

諮詢機構，致力於推動紐約真正實現性別平等的願景。委員會將採取交叉型

工作方式，以提高婦女、女童、變性和非常規性別人群的需求，重點關注服

務不足人群和有色族群社區。  

• 保護所有民眾的生育權益：霍楚爾州長將以其保護所有紐約民眾的生殖健

康和權利的長期工作為基礎，提高行動力度，擴大家庭計畫補助金專案，支

援安全網路供應商，並立法支援墮胎保險，確保在紐約尋求生育醫療護理的

任何民眾都能獲得所需服務。  



• 本屆會議通過一項《平等權利修正案》由於女性、有色族群和其他邊緣化

社區在就業、政治地位和經濟機會等方面長期遭遇不平等問題，因此紐約必

須展現其確保所有紐約民眾獲得平等權利的承諾。霍楚爾州長將與立法機構

合作，在本屆會議上通過一項《平等權利修正案》。  

  

爲了確保紐約州成為各種背景和信仰人群的安全處所，「公平議程」將會促進反仇恨、種

族公平和正義事務，以此造福所有紐約民眾。霍楚爾州長將會採取以下措施以實現上述目

標：  

  
• 加強國內力度最大的反歧視法：紐約的《人權法 (Human Rights Law)》是

全國首部州府反歧視法；紐約州也是第一個設立常設機構實施反歧視法的州

府。近年來，《人權法》的覆蓋面逐漸擴大，案件數量也不斷增加，但紐約

州人權局 (Division of Human Rights, DHR) 的資金和人員編製卻在下降或

停滯不前。資金和人員短缺對人權局的工作帶來負面影響，有礙實施新的措

施，延長調查時間，也可能會令人權局無法完成聯邦合約規定的調查目標。

除此之外，我們亦有機會填補《人權法》中的漏洞，進一步擴大覆蓋面，改

善人權局的投訴流程。霍楚爾州長將會提議增訂《人權法》以解決上述問

題，保護更多紐約民眾。  

• 設立仇恨與偏見預防部門，改善處理流程和實施預防措施：霍楚爾州長將

在人權局中設立一個仇恨和偏見預防部門，部門將以社區作為基礎，快速協

調並處理仇恨和偏見事件。這一部門的工作職責包括開展公眾教育和宣傳工

作，在本地社區中擔任早期預警系統的角色，並迅速調派工作人員前往出現

偏見事件的地區和社區。  

• 提高置換個人基本財產的限額，擴大仇恨犯罪和其他暴力行為受害者的補

助：這項提議旨在提高個人基本財產 (Essential Personal Property, EPP) 

的最高賠償金額額。目前的最高賠償額度為 500 美元，自 1998 年以來保

持不變。在過去的 20 年中，由於通貨膨脹和其他生活費用增加，這一上限

金額已經不能滿足 2022 年犯罪受害者的需求，一般也無法彌補受害者的個

人基本財產損失。霍楚爾州長將會提議修改受害者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Victim Services, OVS) 所頒佈的法規，將個人基本財產物品的賠償上限從 

500 美元提高到 2,500 美元。雖然這一提議將會提高賠償金額的上限，但

個人基本財產物品亦會適當調整，以保障受害者健康和安全所需的物品為

限。此舉將能平衡犯罪受害者的需求和州內有限的財政資源。  

• 促進紐約州大麻行業的公平和經濟公正：紐約州的合法大麻產業正在持續

發展，而州府預計將會發放成人娛樂許可證。但是，發展這個估值高達 42 

億美元的產業必須為所有紐約民眾創造機會，特別是長期被邊緣化社區中的

民眾。爲了推動這一目標，霍楚爾州長將會設立一個 2 億美元的公私合營

基金，以支援尋求社會公平的申請人規劃和發展業務。許可證費用和稅收收

入將會作為基金資金，並利用大量私人投資。  

  



儘管紐約州的少數族裔和女性持有企業的利用率超過了 30%，但相對於需求而言，州內

的少數族裔和女性持有企業享有的計畫資源仍然嚴重不足，面臨嚴峻挑戰。紐約州對於少

數族裔和女性持有企業的支援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霍楚爾州長的「公平議程」將會採取

以下措施以推動相關工作：  

  
• 提高少數族裔和女性持有企業的認證速度，解決積壓的認證問題：由於缺

乏資源和針對少數族裔和女性持有企業的投資，計畫多年來一直未能及時處

理收到的申請，拖延了認證申請人的等待時間。等待認證的少數族裔和女性

持有企業亦因此錯失機會，無法獲得州內的長期合約和大型專案。爲了解決

這一問題，霍楚爾州長將會投資帝國州發展公司 (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指示公司增加針對少數族裔和女性持有企業的員工，

專門處理新申請和續期申請，確保配備充足的工作人員，能夠處理新接收的

申請，防止申請進一步積壓。  

• 設立效率更高的少數族裔和女性持有企業專職部門，以解決積壓的上訴案

件：帝國州發展公司除了簡化和支援認證流程，還會設立新的部門，專門

處理行政上訴案件，包括對拒絕少數族裔和女性持有企業認證的質疑。此項

工作將會部署工作人員和資源處理目前積壓的待處理行政上訴案件，同時也

會預留充足的人員，以便及時處理接下來的上訴案件。  

• 促進少數族裔和女性持有企業獲得低息貸款的平等機會「連結存款計畫 

(Linked Deposit Program)」(182) 可以幫助紐約州現有企業獲得低利率融

資，降低借貸成本。符合條件的企業可以從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儲蓄和貸

款協會、農場信貸機構和 Pursuit 貸款機構（前身為紐約商業發展公司 

(New York Busines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獲得貸款。但是，雖然

「連結存款計畫」是重要的經濟發展工具，為紐約州眾多企業提供支援，但

問題是少數族裔和女性持有企業參與計畫的比例卻較低。在「連結存款計

畫」的 20 億美元款項中，少數族裔和女性持有企業只獲得其中的 1.165 億

美元，參與比例低於 6% (183)。霍楚爾州長將會擴大現有「連結存款計

畫」的資格，將社區發展金融機構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DFIs) 納入計畫之中，增加少數族裔和女性持有企業等小企業

獲得低利率貸款的機會。  

  
紐約的彩虹族群遭遇歧視、家庭排斥、貧困、身體和精神問題的比例更高。霍楚爾州長將

會採取以下措施保護紐約州的彩虹族群社區：  

  
• 支援彩虹族群健康服務：紐約州長期致力於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

戀、變性人、非常規性別和非二元性別群體的工作，並在多屆政府中劃出專

項資金，支援「紐約州彩虹族群衛生與公眾服務倡議 (New York State 

LGBT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Initiative)」的工作。但是，由於預算變

更，該筆資金已被削減，而我們必須注入資金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為了

支援彩虹族群社區，霍楚爾州長將會直接支援健康服務、文化能力教育和培



訓及組織能力的工作，確保紐約州這一彩虹族群現代運動的發源地能夠繼續

引領這一征途。  

• 確保在州立懲教機構中提供個人性別認定待遇：變性人、非二元性別和雙

性人群體在懲戒機構中經常遭遇騷擾、暴力和歧視問題。在全國範圍內，變

性囚犯在監禁期間受到攻擊的可能性比普通囚犯高出近 10 倍。爲了確保對

刑事司法系統中的變性、非常規性別和雙性人群提供一致的保護和公平待

遇，霍楚爾州長將會提出立法，要求妥當處理州內和地方懲教設施中的監禁

人員，讓其能夠獲得符合其性別身份的日用品、衣物和其他物品。州長的提

案將能確保在尊重監禁人員性別身份的情況下，為其提供個性化的知情安

置，並制定措施保護相關人員的安全。  

• 在所有面向公眾的州府機構中提供「X」性別選項：2021 年 6 月簽署的

《性別承認法案 (Gender Recognition Act, GRA)》允許紐約民眾在州駕駛

執照上選擇「X」性別標記。這一重要舉措有助確保所有紐約民眾，包括變

性和非二元性別人群，可以擁有準確反映其性別身份的檔案。但是，雖然眾

多州內機構也會收集性別相關資料，但大多數不受《性別承認法案》規管，

無需遵守為民眾在向機構確認性別時提供「X」選項的規定。爲了確保紐約

民眾在獲取州內服務時能夠準確表明其性別身份，霍楚爾州長將會提議擴大

《性別承認法案》的規管範圍，要求更多面向公眾的州內機構在收集性別資

料時加入「X」選項。  

  
紐約州是由移民建設而成的，因此州府有責任為移民提供與其貢獻相符的支援。霍楚爾州

長將會採取以下措施以加強移民服務：  

  
• 增加「捍衛自由專案 (Liberty Defense Project)」資金：「捍衛自由專

案」是新美國人辦公室 (Office for New Americans, ONA) 與全州倡議組織

和法律援助團體之間的公私合作專案聯盟，旨在為紐約州各類移民提供免費

的法律援助和代理服務。這一專案被譽為全國移民代理的典範。爲了加強此

類重要的移民法律援助，霍楚爾州長將會增加「捍衛自由專案」的資金，以

確保專案能夠繼續提供現有服務，同時亦能幫助更多需要規避聯邦移民執法

的紐約民眾，並資助與移民法律相關的聯邦訴訟新工作，提高社工的能力，

幫助解決移民家庭的生活困境，讓移民拘留所的釋放人員能夠順利過渡。上

述舉措將能實施國內力度最大、由州府領導和協調的整合服務。  

• 加強新美國人辦公室：新美國人辦公室成立於 2012 年，是紐約州作為移民

燈塔這一傲人傳承的見證。新美國人辦公室的工作讓紐約在移民社區服務方

面處於全國領先地位，並經常填補聯邦政府無法或無意為新移民提供資源的

空白工作。新美國人辦公室負責管理資助專案，並負責監督一個社區服務提

供者網路。這一網路為紐約移民提供各種幫助，包括公民身份申請和勞動力

發展等。新美國人辦公室目前運營 39 個機遇中心，為居住在紐約的 440 多

萬新美國人提供服務。在 2020 年，新美國人辦公室附屬機構幫助新美國人

提交了近 2,250 份公民身份和暫緩遣返青少年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DACA) 申請，而新美國人辦公室網路為紐約移民提供



的法律諮詢時間累計達到 1,300 個工作日。霍楚爾州長將會增加新美國人

辦公室的資金，助其擴大關鍵服務。  

• 立法規定語言准入政策，並新建語言准入辦公室：紐約州的全州語言准入

政策要求所有面向公眾的州內行政機構提供各種語言的口譯服務，並根據人

口普查資料將重要檔案翻譯成州內使用最多的 10 種非英語語言。爲了加強

和改進針對英語水平有限紐約民眾的語言准入服務，霍楚爾州長將會設立一

個永久性的語言准入辦公室——是繼夏威夷之後國內設立的第二個同類辦公

室，負責協調和監督全州語言准入政策的實施。霍楚爾州長還將致力立法規

定州內的語言准入政策，新的語言准入辦公室將為制定和實施全國力度最大

的語言准入法律提供重要幫助。  

  
我們應該感謝州內退伍軍人為國家提供的服務。霍楚爾州長將會採取以下措施促進州內的

退伍軍人計畫：  

  
• 加強對本地退伍軍人服務機構的支援：聯邦福利系統在過去十年變得更加

複雜，越來越多的退伍軍人需要依靠專業援助以爭取福利和提出上訴。郡級

的退伍軍人服務機構為全州退伍軍人提供重要服務，理應獲得工作所需的州

府資源。爲了向紐約州的退伍軍人提供其應得的支援，霍楚爾州長將會提高

郡市的退伍軍人服務機構最低年度資金——從 1 萬美元增加到 2.5 萬美

元，增幅達到 150%。  

• 擴大全州的約瑟夫·P. 德懷爾同儕退伍軍人支援計畫 (Joseph P. Dwyer 

Peer-to-Peer Veterans' Support Program)：「約瑟夫·P. 德懷爾同儕退

伍軍人支援計畫」成立於 2012 年，為從服役生涯過渡到平民生活，並面臨

創傷後應激障礙、創傷性腦損傷和抑鬱症問題的退伍軍人提供支援。州府目

前在 20 多個郡中為德懷爾計畫提供資金。霍楚爾州長將會撥出資金，擴大

這一計畫在州內的覆蓋範圍，確保紐約各地的退伍軍人都能獲得這一重要支

援。  

• 擴大退伍軍人的「新鮮互聯計畫 (FreshConnect Program)」，以對抗糧

食安全問題：紐約州的退伍軍人「新鮮互聯計畫」為「補充營養援助計畫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SNAP)」受益人提供額外資

金，用於購買農貿市場和農場攤位產品。霍楚爾州長將會加撥 225,000 美

元的資金，以擴大退伍軍人的「新鮮互聯計畫」，讓計畫能夠為退伍軍人群

體提供更好的服務。紐約州將與退伍軍人服務部 (Division of Veterans' 

Services, DVS) 合作，將「新鮮互聯計畫」的票券直接分配給各郡的退伍

軍人服務計畫，以大幅提高覆蓋範圍和兌換率。  

• 擴大退伍軍人歡迎中心資訊亭的推廣範圍：找到退伍軍人並使其享有應得

福利是退伍軍人服務部和國內退伍國內服務機構所面臨的挑戰。爲了為更多

的紐約州退伍軍人提供服務，退伍軍人服務部制定了一項試點計畫，開發觸

控式螢幕資訊亭，讓使用者能夠安全快捷地連結針對退伍軍人及其家人的資

源。爲了擴大這一重要服務的使用範圍，州府將在州內退伍軍人較多的地區

增加資訊亭數量，並以人流量較高的地區歡迎中心和交通樞紐作為重點。  



• 支援軍人過渡至平民生活的途徑：對於退伍軍人而言，從軍隊服役生涯過

渡到平民生活往往相當困難，退伍後第一年的自殺、無家可歸、失業和犯罪

機率都會較高。爲了幫助退伍軍人順利過渡，聯邦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合作，

制定了「服役期滿 (Expiration of Term of Service, ETS)」贊助計畫，幫助

退伍軍人順利度過這一困難時期。志願贊助者可透過「服役期滿」計畫幫助

退伍軍人走出軍旅生涯，迎接新的生活。爲了幫助紐約州的退伍軍人參加這

一富有成效的計畫，霍楚爾州長將會發佈全州性倡議，幫助確保各個郡都能

找到「服役期滿」贊助商。  

• 擴大和提高僱用退伍軍人的稅收優惠：根據目前的「僱用退伍軍人稅收優

惠計畫 (Hire-A-Veteran Tax Credit)」，僱用符合資格退伍軍人一年或以上

（每週至少 35 小時）即可獲得稅收優惠。但是，一些多餘的限制規定令這

一計畫未能充分發揮其作用。爲了支援紐約州內尋求工作的退伍軍人和希望

僱用退伍軍人的企業，霍楚爾州長將會擴大退伍軍人的資格範圍，取消目前

對於殘疾和非殘疾退伍軍人的區別對待，並允許僱用合資格退伍軍人（從事

至少一年的兼職工作）的企業享有優惠，以此擴大和提高僱用退伍軍人的稅

收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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