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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安德魯  M.葛謨  |  州長 

 
葛謨州長宣佈成立多機構最低工資執行與外聯工作組  (MULTI-AGENCY MINIMUM 

WAGE ENFORCEMENT AND OUTREACH UNIT) 以保障紐約民眾獲得公平工資  

 
多個州機構的  200 多個調查人員合作執行新最低工資標準  

 
發佈新職工保護網絡工具用於查詢職工所在地區的最低工資：ny.gov/MyWage  

 
建議未獲得合理工資的職工撥打最低工資熱線電話  1-888-4-NYSDOL 

 
全州各地開展公眾意識宣傳活動向紐約民眾通知加薪事宜   

 
英語版廣告請見這裡  和  這裡；西班牙語版广告請見這裡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成立由  200 人組成的多機構最低工資執行與外聯工作

組，該工作組負責確保所有最低工資職工都獲得合理的工資。該執行與外聯工作組

在美國首開先河，將幫助企業了解自己的責任，並幫助職工了解其根據新工資條例

享有的權利。  

 

今年早些時候，葛謨州長簽署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立法，紐約州因此成為全國首個

頒布  15 美元最低工資的州。2016 年  12 月  31 日，最低工資上調階段計畫的首個

標準生效。  

 

「紐約州率先成為美國首個實施  15 美元最低工資的州，因為從事全職工作的人不

該過著窮困的生活，」葛謨州長表示。「最低工資首次上調現已生效，新成立的

執行工作組將確保職工被付以應得的薪酬，並向藐視法律的僱主問責。我建議所有

未獲加薪的最低工資職工撥打勞動部  (Department of Labor) 熱線電話 (1-888-4-

NYSDOL) 以確保自己做好一天的工作就得到一天應得的工資。」   

 

「伴隨這個新執行與外聯工作組的成立，我們支持州長具有歷史意義的立法和工

作，以確保紐約全體民眾都獲得應得的工資，」勞動部部長羅伯塔·利爾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  「從事全職工作的人不該被迫過著貧困的生活，我感謝

葛謨州長設立最低工資熱線電話、創建職工保護網絡工具、並提供必要的調查人員

用於執行最低工資上調。紐約州是由辛勤工作的民眾創建的，因此，我們將竭盡所

能確保這些民眾做好一天的工作就得到一天應得的工資。」   

http://ny.gov/MyWa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mGrvJfPmPk&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Q-4tukOr7g&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80QH68TyKM&feature=youtu.be


 

執行與外聯工作組：   

  多機構方法：  該工作組將由多個州政府機構接受過專門訓練的工作人員組

成，這些機構包括勞動部、稅務部  (Department of Taxation)、勞工賠償局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州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訓練有素的工

作人員將向職工和企業宣講新最低工資率涵蓋的各項具體要求。此外還發佈

了職工保護網絡工具和熱線電話供企業和職工使用，以確保紐約全體民眾獲

得合理的薪酬。  

 

  執行：在紐約州勞動部的領導下，州政府調查人員將確保向企業問責、答

復職工的申訴並積極開展調查以執行新最低工資法。約有  200 個來自多個州

機構的調查人員將按重要程度安排最低工資教育活動和執行活動。僱主如不

向僱員支付合適的最低時薪，將需響應繳納每小時  3 美元的罰金。除了  

100% 的民事罰款，僱主還必須補發工資和  100% 的違約金。勞動部可以審

核僱主的全體僱員和支付的工資。  

 

  外聯：工作組將向紐約州各地的主要利益相關方提供最低工資調整培訓課

程和在線研討會，以幫助企業識別其僱員的工資率。工作組將攜手地區商會

和經濟開發區；移民小企業；工會；行業團體以及職工權益組織。工作組將

為職工和企業提供協助，包括協助那些母語不是英語的人。  

 

  支持：工作組將為職工和企業制定並分發新的宣傳教育資料，用來幫助其

了解新法律規定的與其有關的權利和責任。上週，州政府開展公眾意識宣傳

活動，用來向紐約民眾提醒工資上調事宜並宣告熱線電話。公益公告請見  

YouTube 這裡  和 這裡；  電視節目  (h264，mp4) 請見這裡。西班牙語版廣告

在  YouTube 這裡；電視節目  (h264，mp4) 請見這裡。 

新最低工資網絡工具  

 

新職工保護網絡工具請見  ny.gov/MyWage。該網絡工具將幫助人們查詢僱主根據新

工資率應向其支付的最低工資。最低工資可能受日期、僱傭地點以及各種小費的影

響。 

該工具可能不涵蓋最低工資法的其他方面，這些方面可能導致進一步調整支付的工

資。其他問題可以使用最低工資熱線電話提交。  

 

新最低工資熱線電話  

 

執行與外聯工作組將調查向州政府報告的每起職工申訴。工作組強烈建議所有未獲

得合理工資的職工，以及所有懷疑自己未獲得公平工資的人聯繫最低工資熱線電話  

1-888-4-NYSDOL (6-9-7-3-6-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mGrvJfPmPk&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Q-4tukOr7g&feature=youtu.be
https://www.hightail.com/e?phi_action=app/orchestrateDownload&sendId=3046630553&emailId=4c97c925551dfd3998212e98c4bd841c&s=19104&cid=tx-0200220735020000000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80QH68TyKM&feature=youtu.be
https://rcpt.hightail.com/3046369692/2029e9f0154573a9a5bb13306148ca56?cid=tx-02002207350200000000&s=19104
http://ny.gov/MyWage


 

訓練有素的調查人員將積極調查潛在的最低工資違規問題，並答復透過最低工資熱

線電話和職工保護網站收到的申訴。工作組將由說多種語言的調查人員提供支持。

此外，州機構向僱員和客戶提供全面的語言訪問服務，用以幫助處理每起申訴。  

 

2016 年  4 月，州長批准領先全國的立法，規定為紐約州全體職工提供  12 週帶薪

探親假和 15 美元的最低工資。除了帶薪探親假，新最低工資將於  2020 年前在紐

約州各地逐步落實，紐約州數百萬民眾支持紐約前任州長馬里奧 ·葛謨  (Mario 

Cuomo) 發起的『公平宣傳活動  (Campaign for Justice)』促成了新最低工資，該宣

傳活動用於讓工薪階層取得公平可觀的工資。上調最低工資將影響到紐約州  230 

萬民眾，約佔紐約州勞動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這些職工將獲得更高的工資，消費

力將因此提高  157 億美元。 

 

成立州執行與外聯工作組鞏固了葛謨州長在過去六年為保護職工權益而開展的全面

工作。2015 年 5 月，州長宣佈成立工作組解決美甲沙龍行業苛待職工的問題，

2015 年  7 月，州長簽署立法用於保護並支持美甲沙龍職工，並成立多機構工作組

在  14 個行業打擊剝削和苛待職工的現象，這些職工包括按日計酬的散工、農場

工、家政工、餐館僱工、洗車工。  

 

15 美元最低工資階段計畫  

 

15 美元最低工資立法作為  2016 - 17 年州預算的一部分獲得通過，標誌著州長努力

為紐約州工薪家庭恢復經濟正義和公平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地區階段計畫如下：  

  被大企业（至少有  11 名员工）雇用的纽约市工人，最低工资将在  2016 年

年底上調至  11 美元，然後每年上調 2 美元，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达到  

15 美元。 

  被小企業（10 名或更少員工）僱用的紐約市工人，最低工資將在  2016 年

年底上調至  10.50 美元，然後每年上調  1.50 美元，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達到  15 美元。 

  拿騷縣 (Nassau)、薩福克縣 (Suffolk)、威徹斯特縣  (Westchester) 的工人，

最低工資將在  2016 年年底上調至  10 美元，然後每年上調  1 美元，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達到  15 美元。 

  按照預算司  (Division of Budget) 司長與勞動部協商確定的指數計畫，紐約

州其他地方的工人，最低工資將在  2016 年年底上調至  9.70 美元，然後每年

再上調 0.70 美元，直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達到  12.50 美元 - 此後最低工

資將繼續上調至  15 美元。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signs-15-minimum-wage-plan-and-12-week-paid-family-leave-policy-law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multi-agency-enforcement-task-force-tackle-abuse-nail-salon-industry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statewide-task-force-combat-worker-exploitation-and-abuse-throughout


據估計，最低工資上調將影響到  200 多萬人。以下是收入低於每小時  15 美元的工

人總數的地區細目：  

地區   
收入低於每小時  15 美元的工人總

數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134,319  

紐約州中部  (Central NY)  91,790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154,765  

哈德遜谷 (Hudson Valley)  261,452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355,514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50,929  

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40,387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71,888  

紐約州西部  (Western NY)  174,101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861,895  

總計   2,197,040  

 
 

更多資訊請見  www.ny.gov/minimumwage。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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