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20 年 3 月 1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與州議會針對帶薪病假法案達成三方協定，為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

的紐約民眾提供即時援助   

  

州長計畫法案保證工作保障措施，並為因新型冠狀病毒而被隔離的紐約民眾支付

工資   

  

立法還通過了在州長行政預算案中首先提出的全面帶薪病假提案   

  

州長上週宣佈，本州將為被隔離的州工作人員提供兩週的帶薪假期   

  

新型冠狀病毒移動測試中心今天在拿騷郡正式啟用，之前在新羅謝爾市也有類似

的測試中心   

  

本州將在薩福克郡、洛克蘭郡和斯塔頓島開設免下車移動檢測設施   

  

本州正在聯絡退休的護士和醫生，為醫院的醫務人員提供補充，這是州長開展的

醫院容量「激增」工作的一部分   

  

指示大紐約醫院協會和紐約州衛生保健協會與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  1199 分會合

作，制定計畫、創建臨時兒童護理機構，並擴大醫院的兒童護理設施，以確保為

醫院員工提供兒童看護服務   

  

紐約州新增  432 例冠狀病毒確診病毒，全州總計達  1,374 例；18 個郡出現新病例   

  

葛謨：「這是這個國家歷史上的非凡時刻，它將作為真正的危機和混亂的時刻載

入史冊。所以，我想對紐約民眾說的是：多一點敏感，多一點理解壓力，多一點

理解恐懼，多一點愛，多一點同情，多一點安慰，多一點合作。我們會挺過去

的，我們會一起挺過去的。」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與州議會達成三方協議，通過一項法案，保障就業保

護，並為因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而被隔離的紐約民眾支付薪酬。該項目法案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GPB_9_PAID_SICK_LEAVE_BILL.pdf


 

 

還包括永久綜合帶薪病假政策，該政策在州長  2021 財年行政預算案 (FY 2021 

Executive Budget) 提案中首次提出。   

  

州長此前於上週宣佈，本州將為所有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受到強制隔離令或預防

隔離令的州工作人員提供兩週的帶薪休假。   

  

州長宣佈本州的新型冠狀病毒移動檢測設施今天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開放。州

長還授權該州在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洛克蘭郡  (Rockland County) 和斯塔頓

島 (Staten Island) 開設新型冠狀病毒移動檢測設施。在此之前，3 月 13 日開放的

新羅謝爾 (New Rochelle) 移動檢測中心取得了成功。免下車的流動檢測設施有助於

讓生病或有感染新型冠狀病毒風險的人遠離衛生保健設施，因為他們可能感染他

人。這些設施是州長領導的全國計畫的關鍵部分，該計畫將在本週之前每天測試成

千上萬人是否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州長還宣佈，本州正在接觸合格的前醫生、護士和其他醫療專業人員，以補充醫院

的人員。州衛生廳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和州教育廳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已經向退休的衛生保健專業人員以及所有的護理、公共衛生和醫學學

校發出信函，鼓勵合格的衛生保健人員在新型冠狀病毒危機期間報名參加隨叫隨到

的工作。希望註冊的衛生保健專業人員可以通過 health.ny.gov/assistance 與州衛生

廳聯繫。  

  

葛謨州長還指示大紐約醫院協會  (Greater New York Hospital Association) 和紐約州

衛生保健協會  (Healthcar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State) 與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  

1199 分會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 1199) 合作制定計畫，創造

臨時兒童護理機會，並擴大其醫院的兒童看護設施，以確保為醫院員工提供兒童看

護服務。他們將在週五前向州政府提交聯合計畫。   

  

「控制這種病毒傳播的唯一最有效的方法是確保可能接觸過這種病毒的人不會與其

他人接觸。我在上週表示，我們將以身作則，為因新型冠狀病毒法案而被隔離的政

府工作人員提供兩週的工資保障，」葛謨州長表示。「我們今天通過的帶薪病假

法案將這些保護擴大到紐約州全體民眾，因為任何一個紐約民眾都不應該因為遵守

重要的公共衛生秩序而失去工作或收入。這是這個國家歷史上的非凡時刻，它將作

為真正的危機和混亂的時刻載入史冊。所以，我想對紐約民眾說的是：多一點敏

感，多一點理解壓力，多一點理解恐懼，多一點愛，多一點同情，多一點安慰，多

一點合作。我們會挺過去的，我們會一起挺過去的。」   

  

為滿足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須接受強制或預防檢疫或隔離令的雇員的即時需求，

州長提出的法案將訂明下列事項：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during-novel-coronavirus-briefing-governor-cuomo-announces-new-york-state-will-contract-28
file:///C:/Users/Executive%20Chamber/Desktop/health.ny.gov/assistance


 

 

•  雇員人數少於  10 人的雇主且淨收入少於 100 萬美元，會在檢疫令期間提供

工作保障，並保障其雇員在檢疫期間享有帶薪家庭假期及殘疾福利（短期殘

疾），包括以工資代替他們的薪金，最高可達  15 萬美元。  

•  雇員人數為  11-99 人的雇主和雇員人數少於  10 人的雇主且淨收入超過  100 

萬美元，將在檢疫令期間提供至少  5 天的帶薪病假和工作保障，並保障其

雇員在檢疫期間享有帶薪家庭假期及殘疾福利（短期殘疾），包括以工資代

替他們的薪金，最高可達  15 萬美元。   

•  雇員人數在  100 人或以上的雇主，以及所有公共雇主（不論雇員人數），將

提供至少 14 天的帶薪病假，並保證在隔離令期間的工作保障。   

  

檢疫法規的規定將在法案通過後立即生效，確保紐約州的工人能夠利用這些福利。   

  

該法案還包括由州長提出的全面帶薪病假提案，該提案是州長《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和 2021 財年行政預算案的內容，該預算案將在法案通過  180 天后生

效。具體而言，該法案規定：   

•  員工人數少於  4 人，淨收入低於  100 萬美元的雇主每年將提供至少  5 天的

無薪病假。  

•  員工人數為  5-99 人的雇主，員工人數少於 4 人且淨收入超過  100 萬美元的

雇主每年將提供至少  5 天的帶薪病假。  

•  員工人數至少  100 人的雇主每年將提供至少  7 天的帶薪病假。  

  

最後，州長確認新增  432 例新型冠狀病毒病例，紐約州全州確診總數至此達到  

1,374 例。1,374 名經病毒檢測呈陽性的人員當中，按地域劃分的情況如下：   

  

紐約市：644 例（新增  187 例）  

威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380 例（新增 157 例）  

拿騷郡 (Nassau County)：131 例（新增 24 例）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84 例（新增 21 例）  

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23 例（新增 11 例）  

洛克蘭郡 (Rockland County)：22 例（新增 9 例）  

達奇斯郡 (Dutchess County)：16 例（新增 6 例）  

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15 例（新增 4 例）  

門羅郡 (Monroe County)：10 例（新增 1 例）  

薩托拉加郡  (Saratoga County)：9 例（新增  4 例）  

阿爾斯特郡  (Ulster County)：8 例（新增 1 例）  

伊利郡 (Erie County)：7 例（新增 1 例）  

斯克內克塔迪郡 5 例（新增  1 例）  

阿勒格尼郡  (Allegany County)：2  

格林郡 (Greene County)：2  



 

 

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County)：2 例（新增 1 例）  

普特南郡 (Putnam County)：2  

湯普金斯郡  (Tompkins County)：2 例（新增 1 例）  

布魯姆郡 (Broome County)：1  

克林頓郡 (Clinton County)：1 例（新增 1 例）  

特拉華郡 (Delaware County)：1  

赫基默郡 (Herkimer County)：1  

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 County)：1  

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1  

倫斯勒郡 (Rensselaer County)：1 例（新增 1 例）  

沙利文郡 (Sullivan County)：1 例（新增 1 例）  

泰奧加郡 (Tioga County)：1  

懷俄明郡 (Wyoming County)：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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