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9 月 2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針對川普  (TRUMP) 總統和聯邦政府在颶風瑪利亞  (HURRICANE 

MARIA) 過後未給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提供資源和救濟事件取得的訴訟進展   

  

州長帶頭開展工作，幫助在紐約州境內安置流離失所的波多黎各民眾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與美國民權組織拉美裔公義  (Latino Justice)  

合作，確認紐約州境內安置的流離失所的波多黎各民眾，這些民眾因聯邦政府不當

應對去年今天登陸的颶風瑪利亞而受到影響。目前，紐約州已找到了安置在紐約州

境內的流離失所的波多黎各民眾，這些人將充當原告，起訴川普  (Trump) 總統和聯

邦政府在這場災難事件中提供不公正的處置，不給該島提供服務和資源，這次合作

將促進本州的工作。其中幾個準原告參加了紀念活動，州長今天早些時候在該活動

上發表了講話。  

  

「我們紀念一場最可怕的風暴襲擊美國一週年，現在和當時一樣明顯，川普  

(Trump) 總統忘記了波多黎各民眾，」州長葛謨說。「這個國家沒有二等公民，  

然而，我們目睹了華盛頓  (Washington) 政府公然的不平等行為，響應佛羅里達州  

(Florida) 和德克薩斯州  (Texas) 發生的災害，卻不管我們在波多黎各的美國同胞，

甚至不提供基本的必需生活品。我們的聯邦政府必須對這些不道德的可恥行為承擔

責任，我們利用這次訴訟給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民眾尋求正義，並繼續支持波多黎各

民眾，直到這座島嶼完成重建和修復，並且比以往更加有適應力。」   

  

「我們正在援助波多黎各同胞公民，確保在去年颶風瑪利亞造成破壞後，這些民眾

在紐約州獲得康復和安全，」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參加今天的活動

時表示。「我們與拉美裔公義合作起訴川普  (Trump) 總統政府在風暴過後的重建工

作方面嚴重不作為。紐約州支持兄弟姊妹反擊聯邦政府這種缺乏援助和保護的行

為，這種行為持續影響遭受這場災難的家庭。」   

  

儘管報告持續顯示將近  3,000 人死於這場颶風，颶風瑪利亞因此成為美國歷史上最

可怕的一場災難，川普  (Trump) 總統卻從政治角度處理這件事，拒不認同這些報告



 

 

是事實。川普  (Trump) 總統稱聯邦政府對颶風瑪利亞的響應行動是『不可思議的成

功』，顯而易見，他不能也不願認可這場颶風造成的破壞，以及提供必要的援助來

幫助該島重建。  

  

本月初，州長宣佈承諾帶頭起訴聯邦政府明顯差別化地響應和對待受主要襲擊德克

薩斯州的颶風哈維  (Harvey) 影響的公民和受摧毀波多黎各及其他區域的颶風瑪利

亞影響的公民。區別包括：  

  

•  等待三週： 聯邦政府的直升機等待了三週才飛往波多黎各上空，這些直升

機對挽救受難者和運輸緊急物資至關重要，相比之下，美國北方司令部  

(U.S. Northern Command) 的 73 架直升機在颶風哈維過後六天就飛往休斯頓  

(Houston)。 

•  資金短缺： 颶風過後九天，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批准為颶風哈維的受害者提供  1.418 億美元的

單項補助金，卻只給颶風瑪利亞的受害者提供了  620 萬美元的單項補助金。  

•  食物和飲水短缺：  颶風哈維過後的最初九天，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給休斯

頓提供了 510 萬份餐食、450 萬公升飲水、2 萬多張防水布。同期，聯邦緊

急事務管理局只給波多黎各提供了  160 萬份餐食、280 萬公升飲水、大約  

5,000 張防水布。  

•  資源稀缺：  颶風哈維過後九天，聯邦政府在休斯頓地區部署了  3 萬多個應

急處理人員和響應人員，相比之下，在颶風瑪利亞過後九天只部署了  1  

萬人。此外，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只用了  10 天就批准了德克薩斯州的長期

賑災工作，相比之下，用了  43 天才批准波多黎各的賑災工作。  

•  賑災措施令人無法接受：  每次颶風過後七十八天，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批

准 39% 的聯邦申請書用於救濟颶風哈維的受害者，相比之下，針對颶風瑪

利亞只批准了  28% 的聯邦申請書。  

  

葛謨州長已撥款大約  1,300 萬美元支持紐約州境內安置的因颶風瑪利亞而流離失所

的 1.1 萬多個民眾。作為這項承諾的內容，200 萬美元的初始投資將提供給合作組

織，供這些組織為弱勢的波多黎各民眾聯繫就業、住房、福利諮詢和醫療保健等所

需的服務。葛謨州長還承諾給流離失所的波多黎各民眾提供高達  1,100 萬美元的住

房資金和勞動力資金：設立  100 萬美元的計畫給流離失所的波多黎各民眾提供可

靠的個案管理服務，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給就業培訓和安置活動。  

  

在六月，州長宣佈紐約州立大學理事會  (SUNY Board of Trustees) 和紐約市立大學

理事會 (CUNY Board of Trustees) 將為因颶風瑪利亞和颶風厄瑪  (Hurricane Irma)  

而流離失所的學生延後收取州內學費。因為延長授權，波多黎各和美屬維京群島  

(U.S. Virgin Islands) 的學生在 2018-2019 學年得以較低的費用上學，以減輕其家庭

負擔，使之從這些自然災害中復原。2017-2018 學年，255 個流離失所的學生享受

紐約市立大學  (CUNY) 學院的州內學費費率。紐約州立大學  (SUNY) 2018 年秋季錄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lead-effort-file-lawsuit-against-president-trump-and-federal-government-failure


 

 

取數據尚未公佈，但在  2017-2018 學年，仍有 137 個錄取自波多黎各並因颶風厄

瑪和颶風瑪利亞而流離失所的本科生享受到了州內學費費率。  

  

紐約州持續開展工作支持波多黎各   

  

颶風瑪利亞在  2017 年 9 月登陸以來，葛謨州長曾五次前往波多黎各，並持續為重

要社區提供關鍵資源。緊接著，紐約州成立了帝國州賑災與恢復工作組織  (Empire 

State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最終分發了在全州  13 個捐贈地點收集的至少  

4,400 個托盤的物資。紐約州還部署了  1,000 多個人員，其中包括數百名公用事業

工作人員和電力專家，幫助恢復電力和穩定電網。  

  

葛謨州長已撥款大約  1,300 萬美元支持紐約州境內安置的因颶風瑪利亞而流離失所

的 1.1 萬多個民眾。作為這項承諾的內容，200 萬美元的初始投資將提供給合作組

織，供這些組織為弱勢的波多黎各民眾聯繫就業、住房、福利諮詢和醫療保健等所

需的服務。葛謨州長還承諾給流離失所的波多黎各民眾提供高達  1,100 萬美元的住

房資金和勞動力資金：設立  100 萬美元的計畫給流離失所的波多黎各民眾提供可

靠的個案管理服務，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給就業培訓和安置活動。  

  

本月初，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將帶頭協助紐約州境內流離失所的波多黎各民眾起訴

唐納多·川普 (Donald Trump) 總統和聯邦政府在颶風瑪利亞過後未充分應對並提供

援助。  

  

在六月，州長宣佈紐約州立大學理事會和紐約市立大學理事會將為因颶風瑪利亞和

颶風厄瑪而流離失所的學生延後收取州內學費。因為延長授權，波多黎各和美屬維

京群島的學生在  2018-2019 學年得以較低的費用上學，以減輕其家庭負擔，使之

從這些自然災害中復原。2017-2018 學年，255 個流離失所的學生享受紐約市立大

學學院的州內學費費率。紐約州立大學  2018 年秋季錄取數據尚未公佈，但在  

2017-2018 學年，仍有  137 個錄取自波多黎各的因颶風厄瑪和颶風瑪利亞而流離失

所的本科生享受到了州內學費費率。  

  

今夏，葛謨州長宣佈持續整個夏季的紐約州支持波多黎各賑災與重建計畫  (NY 

Stands with Puerto Rico Recovery and Rebuilding Initiative) 圓滿達成。在整個夏季，

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共計  650 多個學生和技術工人志願者前往該島的社

區來援助有需求的民眾，這些社區仍在修復颶風瑪利亞和颶風厄瑪造成的破壞。  

在五次部署期間，根據記錄，志願者奉獻了將近  4.1 萬個小時，清理、修復、重建

住宅。這些人早已超越了修復  150 套住宅的目標，在  10 週時間內共修復了  178 

套住宅。  

  

葛謨州長和紐約議會代表團  (New York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繼續支持波多黎

各能獲得必要的聯邦政府援助。去年  12 月，葛謨州長和波多黎各州長里卡多 · 



 

 

羅塞洛 (Ricardo Rosselló) 以及紐約國會代表團成員發佈了《重建更好的評估報告  

(Build Back Better Assessment Report)》。該報告識別了需要投資的具體部門，包括

住房、電網、適應力、農業及其他部門。連同  4.87 億美元的公共安全與緊急響應

資金，以及  90 億美元的長期災後重建管理資金，總資金需求為  944 億美元。  

  

如需了解與波多黎各當前救災和減災工作有關的資訊，請造訪州長為波多黎各以及

美屬維京群島啟動的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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