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4 月  3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在領事館和宗教機構提供移民服務的計畫   

  

捍衛自由項目  (Liberty Defense Project, LDP) 與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  (Northern 

Manhattan Coalition for Immigrant Rights, NMCIR) 合作，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領事館和宗教中心為有需要的弱勢移民提供必要的服務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一項新計畫，在紐約市的領事館和宗教機構提供免

費的法律服務、移民診所、瞭解您的權利座談會以及其他移民服務。州長在全國

首開先河的捍衛自由項目和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的這一開創性合作將惠及最弱

勢的移民，否則他們可能無法獲得這些服務。   

  

「聯邦政府推行政策阻撓移民來到美國，但紐約州認識到，多樣性一直是我們最

大的優勢，保護這一傳統符合我們的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葛謨州長表示。

「儘管我們是移民國家，但仍有太多的移民家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迫害，而這

項新計畫將使我們最脆弱的紐約民眾能夠在安全、支援他們的地方獲得所需的法

律援助。」   

  

「捍衛自由項目為紐約州的移民提供需要的服務和支援，以確保他們的權利和保

護，」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項與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

的合作將在紐約市的領事館和宗教中心提供這些服務，以確保將這些資源擴展到

紐約州最弱勢的移民。」   

  

許多移民都是聯邦政府政策、不法雇主、無良律師和 /或冒充律師的人以及其他企

圖妖魔化移民的人的受害者。因此，儘管這些紐約民眾迫切需要免費和專業的法

律援助，但他們往往過於害怕，無法獨自獲得這些服務。這些家庭和個人經常在

教堂、清真寺、猶太教會堂、佛教寺廟以及他們本國駐紐約州領事館的安全避難

所尋求庇護和指導。為了在安全支持性的環境中接觸到這些社區，葛謨州長的捍

衛自由項目將與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合作，直接在這些地點提供服務。   

  

幾十年來，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始終為曼哈頓北部地區  (Northern Manhattan)、

布朗克斯區  (Bronx)、韋斯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以及皇后區  (Queens) 的移民社區提供服務。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主要為低收入

移民服務，並與被認為是安全場所的組織建立了關係。捍衛自由項目和北曼哈頓



移民權利聯盟的聯合安全港計畫  (Safe Haven Program) 擴大了這一倡議，為紐約

市難以接觸到的民眾提供了可信的法律代理。   

  

領事館   

  

紐約市設有全世界  100 多個國家的領事館，為  440 萬個外國出生的紐約民眾提供

服務。這些機構是尋求服務的移民的避風港，包括更新護照和檔案以完成移民申

請。根據紐約州新美國人辦公室  (Office for New Americans, ONA) 的數據，紐約州

外國出生居民的十大原籍國是：   

•  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  

• 中國  (China)  

•  牙買加 (Jamaica)  

•  墨西哥 (Mexico)  

•  厄瓜多爾 (Ecuador)  

•  圭亞那 (Guyana)  

• 印度  (India)  

• 海地  (Haiti)  

• 薩爾瓦多 (El Salvador)  

•  哥倫比亞 (Colombia)  

  

捍衛自由項目與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將利用『安全港計畫  (Safe Haven 

program)』努力確保任何有需要的弱勢移民，包括上述移民來源國的移民，都能

在安全的地方獲得法律服務。   

  

在領事館，安全港計畫將包括：   

•  專職律師一對一移民諮詢：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專職律師和律師助理將

在現場提供預定的法律諮詢和其他服務。   

•  在領事館對僑民和領事館工作人員舉辦瞭解自己的權利座談會和教官訓練

課程座談會：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將召開座談會，內容包括當移民和海

關執法局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來到您家中時如

何應對、如何制定財務和家庭計畫，以及如何保護自己免受欺詐性公證員/

律師的傷害。   

•  為尋求免費法律援助和 /或代理的移民推薦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和新美國

人辦公室  (Office for New Americans) 其他合作夥伴：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

盟將針對有效推薦有移民需求的僑民協調並提供有關的培訓和材料。   

  

宗教機構   

  



紐約市有數百個不同的宗教機構，包括教堂、清真寺、猶太教會堂和佛教寺廟，

它們是移民教徒的安全場所。安全港計畫將與這些組織建立夥伴關係，並在其機

構中提供以下服務：   

•  正式的法律服務推薦計畫：安全港計畫將協調培訓和材料，以便最好地推

薦有移民相關需求的社區成員。   

•  全天運作的移民篩查診所：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將在宗教機構現場開設

移民篩查診所，以便接觸大量需要援助的移民。   

•  為宗教機構提供法律代理，幫助在邊境分離的家庭團聚：許多宗教機構積

極支持移民的權利，並在幫助家庭團聚方面走在前列。伴隨這些機構認定

有法律需求的家庭，捍衛自由項目和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將提供法律代

理。   

  

監管捍衛自由項目和新美國人辦公室的紐約州州務卿蘿莎娜·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移民知道他們可以在領事館和宗教場所尋求庇護和幫助。因此

我們與這些機構合作，使這些弱勢家庭和個人能夠獲得可用的最佳法律服務。  

正如葛謨州長明確表示的那樣：我們希望幫助移民在紐約州取得成功。有了北曼

哈頓移民權利聯盟的專業知識，我們現在能夠在安全方便的地方向需要幫助的人

提供幫助。」   

  

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執行主管阿爾巴·維拉  (Alba Villa) 表示，「北曼哈頓移民權

利聯盟與被認為是移民社區安全場所的實體有著深厚的聯繫，因此長期以來努力

服務於這些群體。我們感謝安全港項目幫助我們擴大這方面的工作，為難以接觸

到的民眾提供途徑以尋求可信法律代理，例如領事館和宗教機構。」   

  

參議員路易斯·賽普爾維達  (Luis Sepúlveda) 表示，「在紐約州，我們張開雙臂歡

迎移民，接納他們的價值觀和多元文化。新的安全港計畫不僅將為紐約民眾提供

需要的法律服務，還將為他們提供安全的場所，讓他們可以尋求庇護和指導。  

我感謝葛謨州長提出的這項重要倡議，它將幫助眾多移民在我們偉大的州真正感

到在家中般輕鬆自在。」   

  

波多黎各裔 /拉美裔工作組  (Puerto Rican/Hispanic Task Force) 組長馬瑞特扎·  

達維拉  (Maritza Davila) 眾議員表示，「捍衛自由項目已經在幫助許多移民家庭獲

得需要的法律服務，以便他們能夠得到正當的程式並與家人團聚。這項開創性的

合作將擴大這些成功的工作，以我們最脆弱的移民為目標，確保他們在紐約州感

到安全和受歡迎。我感謝葛謨州長不懈努力，確保紐約州仍然是全體民眾心目中

代表希望和接納的燈塔。」   

  

新美國人工作小組  (Task Force on New Americans) 組長維克多·匹查多  (Victor 

Pichardo) 眾議員表示，「紐約州有著悠久的歷史，歡迎和保護像我在布朗克斯區



的眾多鄰居那樣的移民。現在，有了新的安全港計畫，我們接觸到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多的弱勢社區移民，確保他們擁有留在家園所需的資源。我感謝葛謨州長建

立這一合作關係，它將改變紐約州眾多移民家庭的生活。」   

  

多明尼加共和國駐紐約州總領事卡洛斯·卡斯蒂略  (Carlos Castillo) 表示，「多明

尼加共和國總領事館歡迎葛謨州長辦公室  (Office of Governor Cuomo) 與我們社區

的重要機構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的合作，在我們領事館的安全場所內提供免費

的法律援助和支援，造福我們的僑民和移民社區。」   

  

牙買加代理總領事麗薩·布萊恩·斯瑪特  (Lisa Bryan Smart) 表示，「牙買加駐紐約

州領事館期待聽到更多關於安德魯  M. 葛謨州長的捍衛自由項目與北曼哈頓移民權

利聯盟的合作消息，因為我們確實想要尋找和支持創造性的方案用來解決紐約州

移民社區面臨的挑戰。如果我們要給服務水平低下的社區增強能力，諸如此類惠

及所有利益攸關方的合作關係是至關重要的。」   

  

墨西哥總領事館公共事務領事卡洛斯·格拉爾多·伊索  (Carlos Gerardo Izzo) 表示，

「墨西哥駐紐約州總領事館遵循我們保護在該地區生活的墨西哥人福祉的堅定使

命，將繼續加強與州和市當局的聯盟，以滿足我們社區在紐約州的發展需要。  

我們欣賞葛謨州長的決心和模範承諾，確保包括諸多墨西哥裔在內的移民在紐約

市領事館和宗教機構獲得免費的法律服務、移民診所、瞭解您的權利座談會和其

他有用的資源。」   

  

與各個實體簽訂的所有合同都將由紐約州審計長辦公室審批。   

  

新美國人辦公室和捍衛自由項目簡介   

新美國人辦公室於五年前成立，是美國首個依法設立的移民服務機構。新美國人

辦公室在全州都有機遇中心  (Opportunity Center)，其組織了數個一社區為基礎的

機構，為來到紐約的新美國人社區提供了數項服務和支持，包括法律服務和企業

援助。這些場所是社區接納移民的核心地點，為移民提供了蓬勃發展和為本州作

出貢獻所需的途徑。   

  

2017 年，葛謨州長推出捍衛自由項目，這是我國率先推出的州政府領導的公私合

作計畫，旨在援助移民（不論其身份如何）獲取法律服務和手續的機會。該專案

由新美國人辦公室負責管理，合作對象包括律師事務所、法律協會、倡議組織、

主要學院、大學以及律師協會。捍衛自由項目提供：   

•  在紐約州各地為移民提供免費法律咨詢和篩查。   

•  在遞解出境訴訟案件和其他案件中為移民提供直接代理。   

•  協助其他移民法律服務，特別是複雜案件的處理。   

•  為移民和社區提供瞭解您的權利  (Know Your Rights) 教育訓練。   



  

需要免費法律援助的移民在緊急情況下可撥打新美國人熱線  1-800-566-7636。 

所有的通話內容皆為保密。可提供逾  200 種語言的服務。   

  

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簡介   

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是曼哈頓北部區域和布朗克斯區服務時間最長的組織，  

專門致力於提供與移民相關的法律服務、教育和宣傳來幫助家庭團聚。過去的十

年裡，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的服務區域已經擴大到包括韋斯徹斯特郡、布魯克

林區和皇后區。   

  

1982 年以來，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已為  20 多萬客戶提供服務。這些客戶大多

數是來自世界各國的低收入移民。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與被視作移民社區安全

場所的實體有著深厚的聯繫，努力為難以接觸到的人群提供服務。我們服務的客

戶中，約有  90% 達到或低於聯邦貧困指標  (Federal Poverty Guidelines) 閾值的 

200%。我們略高於 50% 的客戶都有工作。我們的大多數女性客戶都是家庭健康

助理、保姆和餐廳員工，平均年薪從  1.5 萬美元到  2 萬美元不等。有工作的男性

客戶主要是餐廳員工、計程車司機、建築主管、建築工人和小企業主（企業

家），他們的平均年薪在  2 萬至  2.5 萬美元之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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