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 月 2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採取新行動為紐約州女童賦權   

  

『了解-知情  (Be Aware-Be Informed)』學習模組將使年輕人能夠建立健康的關係   

  

提案書從屬於  2018 年紐約州婦女工作日程，將賦權構建健康的關係、設法彌合科

學、技術、工程、數學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STEM) 

領域的性別差距、為女童提供指導和領導機會、並確保在公立學校提供月經用品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採取新行動為紐約州女童賦權，這從屬於其  2018 年

紐約州婦女工作日程：平等權利、平等機會。  提案書將賦權年輕人構建健康的關

係、設法彌合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的性別差距、為全州女童提供指導和領

導機會、並確保在公立學校提供月經用品。  

  

「紐約州引領全國支持婦女權利，打破平等障礙，這一使命始於婦女和女童，」

州長葛謨表示。「紐約州利用這些提議展示我們為婦女終生賦權的承諾，並向女

童表明她們可以從事各種工作。  我們的  2018 年婦女工作日程將繼續為紐約州的

婦女提高標準，制定政策用於為年輕女性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紐約州婦女選舉權委員會  (New York Women's Suffrage Commission) 主席兼副州

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眾所周知，婦女的生活由其作童年經歷塑

造。為了給紐約州境內的女童創造良好的開端，我們的婦女工作日程將確保女童和

男童學習區分健康關係和虐待，並在課堂內接受具備醫學精確度的適齡性教育。  

我們還將關注指導並介紹非傳統的高收入職業，從而為女童提供工具以成長為自信

的成功女性。徹底改變文化的唯一途徑就是在婦女生活的每個階段實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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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issa DeRosa) 表示，「我們對婦女與女童委員會的

要求很簡單：推進本州境內的婦女權利、確保本州所有政策考慮婦女和女童的權

利。我們利用這一系列提案採取重要措施創造途徑以培養領導力，因為我們希望女



 

 

童夢想遠大。我們知道，只有女童從一開始就接受這種社交和教育才能實現這個目

標——女童未來的工作和職業生涯需要這種社交和教育。」   

  

設立『了解-知情』學習模組，用於使年輕人能夠建立健康的關係   

疾病控制中心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稱，紐約州學生報告的身體約會暴力高

於全國平均水平，紐約州高中學生有超過六分之一的人舉報稱被迫參與性活動。  

紐約州執法人員每年處理五十多萬起家庭暴力事件，在導致婦女兒童無家可歸的原

因當中，家庭暴力占  25%。此外，超過  42% 的約會暴力事件發生在校園內，但其

中只有 3% 的學生通知了成年人。研究表明，這些不安全的約會行為模式最早可

始於十一歲。但是，事實表明，與預防約會暴力相關的教育能夠把這種事件減少  

60%。紐約州所有青少年必須獲得工具用於減少性騷擾、性暴行、青少年約會暴力

的發生率。  

  

葛謨州長建議紐約州教育廳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和紐約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合作設立 K-12 年級的健康關係學習模組。這類課程包含的

內容定義與卓有成效的《適可而止法  (Enough is Enough law)》相同，用於帶動全

體學生達成共識。其他主題包含的適齡資訊涉及性騷擾、性暴行以及青少年約會暴

力的對抗和避免方式，以及具有醫學精確度的性健康資訊。這些行動將有助於確保

學生在學校保持安全，並獲得受尊重的待遇。紐約州將使學校學生能夠在個人生活

中做出健康的決定。  

  

設法為最年輕的學生提供計算機科學和科技教育，用於彌合性別薪酬差距   

計算機科學教育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科學屬於當代增長最快、薪酬最高的部門，

也是紐約州需求量最大的職業，雖然  93% 的家長報告稱其希望子女學生計算機科

學，但是紐約州大多數公立學校在課堂上不提供計算機科學教育。  

  

此外，學習計算機科學的學生存在較大的性別差距。2015 年，紐約州有  3,801  

個計算機科學畢業生；其中只有  18% 的人是女性。2016 年，紐約州只有  3,761  

個高中生參加了大學預修  (Advanced Placement, AP) 計算機科學考試；其中只有  

25% 的人是女性。  

  

今年，葛謨州長將提供紐約州最大規模的州投資，透過在計算機科學和科技領域提

供教師支持和資源來擴大優質計算機科學教育，尤其是面向青少年學生，從幼稚園

開始並設立直到高中的課程。在幼年時接觸學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研究顯示，  

女童成年後很少選擇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的職業，即使數學才能同樣優秀

也不例外。州長提議每年撥款  600 萬美元給智慧起點  (Smart Start) 計畫，該計畫

將撥款給學生用於培養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教師。所有學校都有資格申請參加該計

畫，但撥款將優先發放給最亟需的學校。透過提供教師支持使之成為計算機科學領

域的內部專家，越來越多的學生將接觸到計算機科學，並自願選擇學習這門科學。

獲得撥款的學校將與其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合作，面向地區企業或用人單位今後的需求來定制課程。  



 

 

  

此外，州長將召集教師和業界夥伴成立工作組，用於為各類學校設立模範的計算機

科學標準。我們如今在幼年時期就為青少年提供計算機科學技術，從而使之做好準

備參加未來的工作。  

  

繼續開展卓有成效的紐約州指導計畫  (New York State Mentoring Program)  

每年約有 1.3 萬個學生從高中輟學，占本州學生總數的  6% 以上。殘障學生和英

語學生的輟學率更高。美國教育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把指導

認定為預防輟學的策略。  

  

對超過 1.4 萬個青少年開展的研究發現，有成人導師提供指導的青少年比其同齡人

入讀大學的概率高兩倍。但是，貧窮青少年僅半數的人報告稱其有成人導師。研究

發現，有導師的青少年違法或發生物質濫用問題的可能性更低。導師在幫助不同背

景的學生取得成功方面有重要作用。獨立研究發現，具備支持性的指導關係的女童

與沒有導師的女童相比，參與欺凌行為的可能性低四倍。  

  

葛謨州長認可擁有支持力的家長在孩子的生活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因此在  2015 年

重新設立了紐約州指導計畫。1984 年，按照其丈夫馬里奧·葛謨 (Mario Cuomo)  

州長的請求，馬蒂達·拉法·葛謨  (Matilda Raffa Cuomo) 夫人設立了紐約州指導計畫

並予以實施，該計畫是美國首個全州特有的基於學校的一對一指導計畫，目標是防

止輟學。今天，紐約州指導計畫服務於紐約州  97 個學校場所的  1,766 個學生。  

  

設立『如果你能想象到，就能成功  (If You Can See It You Can Be It)』日，供女童

了解什麼是能做到的事   

兒童保護基金會  (Children's Defense Fund) 著名公民權利領袖與創始人瑪利亞· 

賴特·埃德爾曼  (Marian Wright Edelman) 的一句名言，『人們很難去做自己想象不

到的那類事。』  婦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追求平等權利，但是社會仍未達到要

求。有人認為只要努力工作，你就能成為自己想成為的那類人，這與性別無關，  

但是仍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用於幫助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紐約州支持這一觀點。  

  

為了鼓勵更多女童從事『非傳統』職業並在所有領域追求領導職位，葛謨州長宣佈

開展『如果你能想象到，就能成功』活動。『帶著女兒上班日  (Take Our 

Daughters to Work Day)』於 25 年前在紐約州設立，作為其內容，紐約州將強化內

部計畫，並與紐約州頂級企業合作，為更多年輕女孩提供機會用來陪伴『非傳統』

領域內的女性領袖一起工作。紐約州還將設法為無家可歸的、寄養家庭內的以及低

收入地區的年輕人聯繫其生活地點提供的各類計畫。此外，紐約州還將開展『如果

你能想象到，就能成功』公益廣告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PSA) 活動，並設

立學習模組，用於為更多女童提供工具以實現不可限量的未來。  

 

確保在公立學校提供女性衛生用品   



 

 

紐約州很多年輕女性缺乏女性衛生用品，這些用品與廁紙和肥皂一樣必要，但很難

得到或無法免費得到。在紐約州，約有  42% 的兒童生活在低收入家庭內。就掙扎

求生的家庭而言，每月提供每包  7 至  10 美元的衛生護墊或衛生棉條是非常昂貴

的。  美國甚至把經期衛生與人權聯繫起來。  

  

葛謨州長今年將提出法案，規定校區在洗手間內為  6 至  12 年級的女生提供免費的

女性衛生用品。紐約州將憑藉這個重要的措施帶頭解決這個不平等問題和歧視問

題，從而確保女生的學習不會因缺乏生理需求產品而受阻。  

  

帝國州計劃生育行動組織  (Planned Parenthood Empire State Acts) 總裁兼首席執

行官羅賓·查普利·高斯頓  (Robin Chappelle Golston) 表示，「州長和婦女及女童

委員會  (Women and Girls Council) 明白知識就是力量，我們支持行政辦公室預算提

案  (Budget Proposal) 囊括『了解-知情』學習模組。為青少年提供需要的工具用於

獲得健康安全的關係，以造福於紐約州全體民眾。為全體青少年提供具有醫學精確

度的適齡教學，而不考慮這些青少年的生活環境，這是至關重要的。我們期待與州

長以及委員會合作實現這個目標。」   

  

美國生育健康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productive Health) 所長安德里亞· 

米勒  (Andrea Miller) 表示，「葛謨州長和婦女與女童委員會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把預算案提出的幼稚園至  12 年級全面性健康計畫納入到『了解-知情』學習模組

內。全體學生獲得資訊用於做出健康的決策，我們的學校獲得資源用於提供該資訊

時，紐約州將變得更加健康。」   

  

纽约公民自由联盟  (New York Civil Liberties Union, NYCLU) 執行理事多納·利伯曼  

(Donna Lieberman) 表示，「利用『了解 /知情』學習模組，葛謨州長和婦女委員

會認可支持青少年教育、發展及個性需要指導，以及構建與健康關係以及體魄相關

的技能。我們期待合作確保本州每個學生獲得這些全面的性教育內容。」   

  

紐約州實現願景聯盟  (NYS Make the CASE Coalition) 副主席吉莉安·法森  (Jillian 

Faison) 表示，「我們聯盟感謝州長和婦女與女童委員會透過『了解，知情』學習

模組把幼稚園至  12 年級全面性健康計畫納入到預算案內。我們期待與行政辦公室

合作，確保全體兒童獲得必要的資訊以做出與其身體相關的健康決定。健康的孩子

造就健康的紐約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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