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20 年 2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舉辦『愛成就家庭』活動以使姙娠代孕合法化   

  

州長的預算提案為代孕合同和代孕者人權法案確立了標準，為父母和代孕者提供

了美國最強有力的保護措施   

  

立法還簡化了『第二父母收養』程式，消除了過時的障礙，並擴大了對紐約民眾

組建家庭的常識性保護措施   

  

州長成立多元化的『愛成就家庭』活動委員會，旨在為預算提案組織和建立支持   

  

發起請願書，成立新網站和發佈視訊感言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日舉辦「愛成就家庭  (Love Makes a Family)」活動以使姙娠

代孕合法化，並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  (LGBTQ) 人群

與因受孕問題無法組建家庭的人們予以支持。該活動內容包括成立愛成就家庭委員

會 (Love Makes a Family Council)，發起紐約民眾可讚成州長提案的請願書，建立

活動新網站和發佈視訊感言。這一提案在州長的  2020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  (FY 

2020 Executive Budget) 中首次被提出，是州長  2020 州情咨文 (2020 State of the 

State) 和 2021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  (FY 2021 Executive Budget) 的主要內容。   

  

「紐約是首個通過婚姻平等法的大州，我們是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

別者和酷兒權利的全國領袖。僅有三個州還不允許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

跨性別者和酷兒人群與因受孕問題而苦惱的人們使用姙娠代孕組建家庭，而我們就

是其中的一個州，這點令我們丟臉，」葛謨州長表示。「這一過時的法律違背了

我們的價值觀，我們必須徹底將其廢除，並為代孕者和父母推行全國最嚴厲的保護

法，使他們能夠加入到代孕的流程中來。今年我們必須通過姙娠代孕法，並加速第

二父母收養程式進程以確保婚姻和家庭平等的完整性。」   

  

「全體紐約民眾本該享受到組建和擴大家庭的機會，」副州長凱西·霍楚爾表示。

「紐約引領了實現婚姻平等的道路，並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

和酷兒社區設立了權利和保護措施。使姙娠代孕合法化和幫助所有夫婦是一項早就

該完成的工作，這其中包括因受孕問題受到困擾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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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者和酷兒夫妻。我們承諾會為代孕者和父母爭取更強大的保護手段，並對全

州的家庭予以支持，這是我們為所有人實現完全平等的全面工作內容。」   

  

安迪·科恩  (Andy Cohen) 表示，「我多年前來到紐約是為了可以自由地生活，但我

卻不得不離開紐約去組建家庭。長久以來，紐約一直是推動婦女與女同性戀、男同

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社區利益的領袖，現在是通過《親子安全法案  

(Child-Parent Security Act)》以傳承這一傳統的時候了。透過開展愛成就家庭活動，

葛謨州長正在引領保護現代家庭的道路。」   

  

米歇爾·布托  (Michelle Buteau) 表示，「對於代孕有太多誤解。我希望在談論這個

話題和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以後，我們能夠糾正這些誤解，並齊心協力為已經承受

太多的婦女們分憂。我想感謝葛謨州長在優先考慮代孕這項工作上的領導力  - 不

論家庭如何得到組建，愛能成就家庭。」   

  

女孩兒也編程  (Girls Who Code) 公司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瑞什瑪·索佳妮  

(Reshma Saujani) 表示，「對於很多人來說，代孕是為沒有充足資源的地方帶來

的一劑希望。或是為完全沒有資源的地方帶來的希望。這是恩寵。是愛。現在是紐

約州通過《兒童保護法案  (Child Security Act)》的時候了。我們的家庭、代孕者和

兒童應受到現代化家庭法的全面支持和保護。」   

  

紐約女性律師協會  (New York Women's Bar Association) 亞力克西斯·希瑞爾  

(Alexis Cirel) 表示，「有受孕問題的婦女必須去外州透過代孕擁有孩子，這簡直難

以置信。代孕在很多個州都是規範的安全行為，其使不能孕育自己孩子的夫婦能夠

在這個世界上獲得孩子，並組建自己的家庭。我支持州長在紐約合法化代孕以幫助

無數家庭的提案，感謝他沒有放棄爭取這一重要權利。」   

  

女性使命股份有限公司  (The Chick Mission, Inc.) 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阿曼達·萊斯  

(Amanda Rice) 表示，「葛謨州長於  2020 年在紐約州再次推動了合法化姙娠代孕

的工作，對此女性使命股份有限公司表示稱讚。對於很多在後期治療中面臨受孕問

題的癌症倖存者來說，代孕提供了可以在這個世界上擁有孩子的絕佳機會。我們支

持州長在紐約合法化代孕的計畫。」   

  

收養與協助生殖律師學院  (Academy of Adoption and Assisted Reproduction 

Attorneys) 的丹尼詩·賽德爾曼  (Denise Seidelman) 表示，「紐約無法生育的家庭

應有機會安全組建自己的家庭，而不需為這件事而橫跨整個國家。我們州過去的法

律阻止了紐約民眾享受家庭的所有權利，現在是糾正這一問題的時候了。感謝葛謨

州長為使姙娠代孕合法化所做出的的長期承諾，並為透過醫療技術協助而被孕育的

孩子更新紐約州的親子法律。」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社區中心  (The Lesbian, Gay, Bisexual & 

Transgender Community Center) 執行主任格蘭達·特斯通  (Glennda Testone)  

表示，「紐約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人群不得不繼續

爭取代孕懷孕的權利，而這一權利在多個其他州已獲得批准。紐約州必須在保護和

推進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人群的權利問題上做出表率，

他們僅僅只是想和其他紐約民眾一樣擁有家庭。葛謨州長的提案顯示出他想繼續帶

頭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人群實現平等。」   

  

紐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律師協會  (LGBT Bar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董事會主席克里斯汀·普拉塔·布朗德  (Kristen Prata 

Browde) 表示，「代孕使有受孕問題的夫妻與紐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

戀、跨性別者和酷兒人群組建家庭的方法。感謝葛謨州長一直以來對我們的支持。

和我們一樣，他也會一直堅持到把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案推進成為紐約的法

律。」  

  

RESOLVE：全國不孕不育症協會  (RESOLVE: The National Infertility Association) 

萊薩·利維尼  (Risa Levine) 表示，「在發現需要代孕的幫助時，就算不去別的州，

不孕不育本身就已經很艱難了。現在是撤銷紐約過時法律的時機，並幫助不孕不育

的夫妻有機會組建他們應有的家庭。」   

  

家庭平等委員會  (Family Equality Council) 首席執行官斯坦  J. 斯隆  (Stan J. Sloan) 

表示，「每個人都享有擁有家庭的基本權利。我們不能繼續告訴想要代孕的女性

與紐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人群他們不能享受這一權

利，僅僅是因為立法者不願意改動一項過時的法律。感謝州長帶頭改革，我支持他

繼續終止姙娠代孕禁令的請求。」   

  

愛成就家庭委員會的成員有：   

•  安迪·科恩，精彩電視台  (Bravo TV) 製作人兼主持人   

•  米歇爾·布托，單口相聲演員、女演員和播客主播   

•  瑞什瑪·索佳妮，女孩兒也編程公司   

•  亞力克西斯·希瑞爾，紐約女性律師協會   

•  阿曼達·萊斯，女性使命股份有限公司   

•  布萊恩·埃塞爾  (Brian Esser)，紐約平等機構  (Equality New York)  

• 卡西·崎村  (Cathy Sakimura)，全國女同性戀權利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Lesbian Rights)  

•  克里斯汀·奎因  (Christine Quinn)，WIN 機構   

•  賽納拉·查理斯-皮埃爾 (Cynara Charles-Pierre)，家長   

•  辛西婭·達姆斯  (Cynthia Dames)，新驕傲議程  (New Pride Agenda)  

•  丹尼詩·賽德爾曼，收養與協助生殖律師學院   



 

 

•  格蘭達·特斯通，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社區中心   

• 吉爾莫勒·查康  (Guillermo Chacon)，艾滋病拉丁裔委員會 (Latino Commission 

on AIDS)  

• 凱爾西·路易斯  (Kelsey Louie)，男同性戀健康危機組織  (Gay Men's Health 

Crisis)  

• 基亞拉·聖詹姆斯  (Kiara St. James)，紐約跨性別者支持集團  (New York 

Transgender Advocacy Group)  

•  克里斯汀·普拉塔·布朗德，紐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

酷兒律師協會   

•  萊薩·利維尼，RESOLVE：全國不孕不育症協會   

• 理查德·格拉茲  (Richard Grazi)，美國生殖醫學協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  

• 羅德·湯森  (Rod Townsend)，紐約市石墻民主人士組織  (Stonewall Democrats 

of NYC)  

• 羅恩·普爾-達彥 (Ron Poole-Dayan)，有寶寶的男士機構  (Men Having Babies)  

•  羅斯·克萊斯特  (Rose Christ)，紐約市石墻民主人士組織   

•  斯坦·斯隆，家庭平等委員會   

  

目前的紐約州法律禁止代孕，這給使用生殖技術懷孕的父母帶來了法律上的不確定

性。州長提議的立法將為代孕合同和代孕者人權法案確立標準，為代孕人士和父母

提供全國最強有力的保護，並簡化「第二父母收養」程式，消除過時的障礙，並對

希望組建家庭的紐約民眾擴大常識性保護。   

  

新法案將：   

•  取消本州對妊娠代孕的有害禁令。根據現行法律，有償代孕會受到罰款的處

罰，而無償代孕協議則無法執行，也沒有法律約束力。   

•  創建《代孕人士權利法案  (Surrogates' Bill of Rights)》，這將保證代孕人士獲

得全國最強力的保護、確保代孕人士擁有不受約束的權利以做出自己的衛生

保健決定，包括是否終止或繼續懷孕，以及代孕者有權獲得全面的醫療保險

和自主選擇的獨立法律顧問，所有費用由預定父母支付。   

•  為通過人工授精和卵子捐贈等生殖技術懷孕的兒童的父母提供法律保護。   

•  建立代孕合同的標準，以保護過程中的所有各方。   

•  為「第二父母領養」消除繁瑣和昂貴的障礙，相反，孩子還在子宮裡的時

候，只要去一次法院就可以確認自己是合法的父母。   

  

姙娠代孕合法化   



 

 

葛謨州長長期以來一直支持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的個人

權利，並努力確保紐約州全體民眾都有平等的能力在這個州建立和撫養家庭。姙娠

代孕可讓同性戀者伴侶以及受孕困難配偶在輔助生殖醫學的進步下協助生育子女。

目前的州法不僅禁止姙娠代孕，甚至無法清楚定義經由生殖技術生育的兒童，法定

的父母究竟是哪一方。另外四十七個州允許代孕。葛謨州長將再次支持解除這一禁

令的立法。   

  

簡化『第二父母領養』程式   

被稱為「第二父母領養」的法律程式目前對個人，尤其是同性伴侶，在尋求收養伴

侶的親生孩子時設置了許多過時的障礙。   

  

該過程可能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並會產生許多負擔沉重的費用，包括律師費、訴

訟費和社會工作者強制家訪的費用，這些費用最高可達  5,000 美元。除了提供背景

調查用的指紋，提出申請的父母還必須提供一封信函陳述他們的地位和薪水、一封

由其主治醫師出具的信函、一封由孩子的兒科醫生出具的信函以聲明孩子的健康狀

況良好、提出申請的父母在過去  28 年住過的所有住宅以及相關財務資訊。   

  

葛謨州長提出的立法將簡化這一過程，取而代之的是要求在孩子還在子宮裡的時

候，只要去一次法院，就可以承認合法的父母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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