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2017 年 5 月 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簽署法案批准紐約州賦稅減免全額工會會費  
 

新措施每年將為  50 多萬個辛勤工作的民眾節省大約  3,500 萬美元資金或人均   

70 美元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簽署新法案，准許紐約州賦稅減免全額工會會費。《2018 

財政年度已頒布預算案  (FY 2018 Enacted Budget)》規定在州層面上分項登記減扣

額的紐約州納稅人可以減免相當於聯邦層面目前因  2% 下限禁止減免的工會會費金

額。減扣措施預計每年為  50 萬個辛勤工作的民眾節省大約  3,500 萬美元資金或人

均大約 70 美元。  

 

「在工會於國家層面上遭到攻擊的時刻，紐約州正在加倍努力保護工會工作並提高

中產階級的地位，」葛謨州長表示。「透過准許全額減免工會會費，我們不止提供

經濟福利，更堅定地證明了我們關於透過捍衛工會工作來接觸中產階級的不屈承

諾。」  

 

目前，繳納州賦稅和地方賦稅，並提供慈善捐款和支付按揭貸款利息的紐約民眾更

有機會在其聯邦納稅申報單上申請分項減免。為繳納聯邦賦稅而做分項登記的民眾

也可在其紐約州納稅申報單上做分項登記。  

 

一個不太常用的附加減免項可用於申請各類雜項費用，例如工會會費、專業協會會

費、工作服費用、稅務籌劃、現金支付的工作開支。設立下限，規定僅限工會會費

超過納稅人調整後總收入  (Adjusted Gross Income，AGI) 2% 的金額可獲得減免。因

此，該下限可防止在聯邦層面上減免大份額的工會會費，反之會導致無法為納稅人

的紐約州退稅額，即聯邦應稅所得調低『上限』起點。  

 

《2018 財政年度已頒布預算案》糾正了這種不平等現象，並規定對紐約州納稅人

減免全額工會會費。新減免規定適用於目前僅獲准減免部分工會會費以及工會會費

超過其收入  2% 的紐約州民眾，以及目前因雜費減免總額低於  2% 既定聯邦下限

而未獲得減免工會會費的紐約民眾。  

 

新措施預計每年為大約  50 萬個辛勤工作的紐約納稅人節省  3,500 萬美元資金或人

均 70 美元。  



 

該法案鞏固了州長關於強化和支持勞工組織的承諾。2015 年，紐約州在全國率先

規定設立 15 美元的最低薪酬、通過了本國最強有力的帶薪家庭休假計畫，並設立

了聯合執法工作組  (Joint Enforcement Task Force) 用於保護工人抵禦欺詐和虐待。

最近三年，州政府為  8.4 萬個工人追回了創紀錄水平的  1.09 億美元未付薪酬。  

 

與此同時，紐約州還正在實施全國多個世代以來最遠大的一項基礎設施計畫。紐約

州與地方及聯邦夥伴合作，投資  1,000 億美元給全州基礎設施項目，用於促進經濟

發展、創造就業並增加機會。紐約州利用這些投資更新改造全州道路、橋樑、寬帶

網絡、公共建築及其他重要基礎設施，並為數千人創造就業機會。  

 

參議員瑪麗索·阿爾坎塔拉  (Marisol Alcantara) 表示，「紐約州引領全國為工薪階

層家庭爭取利益，透過准許工會成員從賦稅中扣減工會會費，我們提供重要的經濟

福利用來幫助工會變得更強大。從《中產階級復興法案  (Middle Class Recovery 

Act)》到 15 美元的最低薪酬，我很自豪與葛謨州長並肩合作，為紐約州全體民眾

增加經濟機會。」  

 

女眾議員米歇爾·提圖斯 (Michele Titus) 表示，「紐約州採取空前未有的措施強化

勞工組織，並為紐約州全體民眾  建設更美好的未來。我們了解勞工組織是中產階

級的核心，勞工組織取得成功時，我們都將取得成功。這份公告再次證明眾議院和

州長致力於支持工會並提升辛勤工作的紐約民眾的地位。」  

 

紐約州美國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  (New York Stat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AFL-CIO) 主席馬里奧·奇倫托 

(Mario Cilento) 表示，「代表紐約州美國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的  250 萬個成

員，我感謝葛謨州長再次帶頭認可工會成員的價值，以及為勞工運動提供又一個有

用工具用來組織工薪民眾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這項新福利將為全州私人部門、公共

部門以及建築業工會的成員返還大約  3,500 萬美元資金。在勞動人民加入工會的權

利當前愈發受到威脅的時期，我們尤其歡迎這項新福利。我要感謝發言人希斯提  

(Heastie)、多數黨領袖弗蘭納甘  (Flanagan)、獨立民主會議主席克萊恩  (Klein) 傾聽

本州工薪民眾的心聲，並了解這項新規定將為紐約州全體民眾的生活帶來怎樣的積

極影響。」  

 

美國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紐約市中央勞工聯盟  (New York City Central Labor 

Council) 主席文森特·阿爾瓦雷斯  (Vincent Alvarez) 表示，「該措施將幫助辛勤工

作的紐約民眾保留更多薪酬，其中很多人已然為養家而苦苦掙扎，並讓這些人在紐

約市過上體面的生活。我代表紐約市參加勞工運動的  130 萬個工薪民眾感謝葛謨

州長支持勞動人民。」  

 

成員達 10 萬人的大紐約建設與建築工會委員會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 主席蓋里·拉巴貝爾 (Gary LaBarbera) 表示，

「數十年來，葛謨州長始終堅定並自豪地支持勞工組織。透過從賦稅中減免工會會



費，他推進了這一自豪的傳統、再次提高我們辛勤工作的勞動階級兄弟姐妹的地

位，並幫助這些人保住更多薪酬。我們自豪地支持該計畫，並感謝葛謨州長領導強

化勞工組織和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更多經濟機會。」  

 

紐約州建設與建築工會委員會  (NYS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會

長吉姆·卡希爾 (Jim Cahill) 表示，「別的州設法削弱勞動階級，而葛謨州長卻竭

盡所能強化工會組織，並支持我們的權利，從而為紐約州全體民眾創造更多機會。

葛謨州長設立的預算案准許工會成員從賦稅中減扣工會會費，這將幫助工會組織變

得更加強大並支持其發展。葛謨州長在該問題上發揮了無可比擬的領導力，我們希

望全國各州效仿紐約州的範例。」  

 

美國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紐約旅館業者委員會  (New York Hotel & Motel 

Trades Council) 會長彼得·瓦爾德 (Peter Ward) 表示，「多年以來，安德魯 ·葛謨

州長始終是勞工組織最好的朋友。我們很自豪與州長共同奮鬥，他實現了帶薪家庭

休假和 15 美元的最低薪酬，我們很自豪為勞動人民今天開創性的成功奉獻出一份

力量。我代表本組織的  3.5 萬個會員及其家庭，衷心感謝葛謨州長今天幫助紐約州

的勞動人民爭取到又一次勝利。」  

 

1199SEIU 醫療工作者東部聯盟  (1199SEIU United Healthcare Workers East) 主席

喬治·格雷沙姆 (George Gresham) 表示，「這是一項符合情理的舉措，將讓紐約

州賦稅政策與聯邦政策保持一致，並讓辛勤工作的紐約民眾在物價上漲的時期多保

留一點兒錢在口袋裡。我們感謝葛謨州長和議會在近期通過的州預算案中納入該舉

措。」  

 

教師聯合工會  (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 主席邁克爾·穆格魯 (Michael 

Mulgrew) 表示，「該法案體現了對工會組織的支持，以及為保護普通人的權利而

開展的工作。別的州正在壓低這些權利。但紐約州沒有這樣做。我要感謝州長和發

言人重視中產階級和工薪家庭。」  

 

國際服務業員工工會地方  32BJ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 

Local 32BJ) 會長赫克托·菲格羅亞 (Hector Figueroa) 表示，「我們感謝葛謨州長

把《中產階級復興法案》簽署成為法律，並減免工會會費以確保紐約州支持工會成

員。葛謨州長再次帶頭為紐約州普通大眾爭取利益。連同去年批准的具有歷史意義

的全州 15 美元的最低薪酬和帶薪家庭病假，紐約州正引領全國為中產階級的利益

奮鬥。感謝葛謨州長支持工薪家庭。」  

 

紐約州護士協會  (New York State Nurses Association) 執行理事兼註冊護士吉爾·

福瑞羅 (Jill Furillo) 表示，「代表紐約州護士協會的  4 萬多個會員，我們感謝葛謨

州長把該法案簽署成為法律。該法律將切實強化中產階級的實力，並讓紐約州工薪

民眾拿回辛苦賺得的報酬。該法律發出明確的訊息：我們將始終為紐約州的勞動者

而奮鬥，為這些人提供更好的工資、更好的福利以及更好的保護，因為這是正確的

事。」  



 

汽車工人聯合會  (UAW) 9A 區主席朱利·庫瑟納  (Julie Kushner) 表示，「葛謨州長

允許辛勤工作的民眾減免工會會費，這再次兌現了對勞工組織許下的承諾。連同州

長為給紐約民眾削減賦稅而開展的其他工作，該舉措將環境工會成員的負擔，並幫

助為紐約州全體民眾建設更美好的未來。利用該舉措，葛謨州長發出明確的訊號，

即紐約州信任勞工組織。我感激州長發揮領導力，並期待繼續與之合作，建設更加

強大繁榮的紐約州。」  

 

梅森坦得斯地區委員會  (Mason Tenders District Council) 商務經理羅伯特·波納扎 

(Robert Bonanza) 表示，「葛謨州長再次證明了他是紐約州勞動人民的朋友。該

計畫將認可勞工組織的價值，並設立激勵措施供其他人加入工會，並開始進入中產

階級。」  

 

韋斯切斯特郡-帕特南鎮勞工委員會  (Westchester-Putnam Labor Council) 會長托

馬斯·卡瑞 (Thomas Carey) 表示，「葛謨州長一次次堅定捍衛紐約州中產階級家

庭的利益。他代表我們工薪階層中產階級民眾不懈開展宣傳，這明確表明本州支持

工會組織。由於州長今年制定的預算案，工會成員如今能夠免繳工會會費，這幫助

這些人留住更多辛苦賺得的報酬，並壯大紐約州中產階級。」  

 

哈德遜谷勞工聯盟  (Hudson Valley Labor Federation) 主席羅恩·迪亞茲 (Ron Diaz) 

表示，「從紐約三角內衣工廠  (Triangle Shirtwaist) 到 15 美元的最低薪酬，紐約州

在保護和推進工人權利方面始終擁有傳奇的歷史。今天，葛謨州長鞏固在捍衛和增

加工人基本權利方面已經令人印象深刻的傳統，設立  15 美元最低薪酬、國內最強

有力的帶薪家庭休假計畫、返還  1 億多美元的未付薪酬，如今准許工會成員從賦

稅中減扣工會會費。這些成就鋪平了道路供全國其他地區仿效，我很自豪與葛謨州

長並肩合作，繼續為紐約州工薪階層民眾爭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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