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表： 2018 年 1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採取措施保護數以千計的移民不受特朗普 (TRUMP) 總統終止薩爾瓦
多移民臨時保護身份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TPS) 決定之影響

聯邦政府決定終止現居在紐約州境內的 16,200 名薩爾瓦多移民和數以千計的海地
移民和尼加拉瓜移民的臨時保護身份 (TPS)
州長現指示紐約州州務院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為紐約各地社區增加各類資源
現敦促尋求資訊和法律咨詢的居民致電新美國移民熱線 (New Americans
Hotline)：1-800-566-7636
新美國移民辦公室 (Office for New American) 外展中心 (Outreach Centers)、
「捍衛自由計畫 (Liberty Defense Project)」將擴大外展活動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指示紐約州州務院對受到特朗普政府武斷終止薩爾瓦多
(El Salvador)、海地 (Haiti) 和尼加拉瓜 (Nicaragua) 移民的臨時保護身份之決定的影
響的社區提供更多獲取額外資源的機會。在紐約州境內居住的 114,127 名薩爾瓦
多移民中，有 16,200 人都是 TPS 的受益人，並將受到聯邦政府終止針對該國的
TPS 認可決定之影響。
「在逃離了一場慘絕人寰的自然災害後，許多薩爾瓦多人在我國境內找到了安全港
灣，並已在十幾年間將美國作為自己的家園。他們工作勤奮、繳納稅收、購置房
產、建立家庭——所有一切都是為了實現『美國夢 (American Dream)』，」州長葛
謨表示。「聯邦政府的決定將拆散家庭、擾亂小型企業，使得那些已經成為美國
社會一員的人們面臨著不確定的未來，這一決定是不光彩、不公正的。我們將夜以
繼日地與受到影響的紐約民眾保持聯繫，確保他們知曉自己的權利和法律方案，
保護這些辛勤勞動的男男女女們。」
昨天，特朗普政府宣佈終止現居美國的薩爾瓦多移民的 TPS 認定，該政策將於
2019 年 9 月 9 日生效。自 2001 年這一中美洲 (Central American) 國家遭受了一場

慘絕人寰的地震以來，薩爾瓦多移民就已經獲得 TPS 認定。在終止薩爾瓦多移民
的 TPS 認定之前，特朗普政府還於近期終止了針對海地和尼加拉瓜的 TPS 認定，
分別影響了全國 50,000 人和 2,800 人。
葛謨州長現已指示紐約州州務院下屬的紐約州新美國移民辦公室和「捍衛自由計
畫」針對本州境內受到影響的居民和社區加大外展和交流溝通，確保他們瞭解自己
的權利和法律方案。
自 1990 年來，美國 (United States) 已經針對遭受社會動蕩、暴力事件、自然災害
或流行疾病影響的 10 個國家提供了移民 TPS 認定。現已獲得 TPS 身份的移民在
全國各地大約有 342,570 人——他們均擁有在美國境內工作和居住的法定權利。
薩爾瓦多、海地和洪都拉斯 (Honduras) 是美國境內擁有最多 TPS 受益人的國
家。
紐約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紐約是捍衛移民權利的一
座燈塔，我們的法律合作夥伴對於保護這類人群至關重要。新美國移民辦公室和
『捍衛自由計畫』現已準備就緒，幫助多樣移民社區應對聯邦政府推出的這一重大
變化。」
第 9 選區的美國國會代表伊維特·克拉克 (Yvette Clark) 日前支持了一項立法，
使得在 2017 年 1 月 1 日時仍受到 TPS 保護的每位移民向法官展示他們一旦被迫
回國將會面臨極端困難，允許他們正式申請永久居留權，他指出， 「我國一直以
來都歡迎那些逃離祖國發生的突發、有時甚至是極其惡劣狀況的 TPS 受益人們，
並給予他們在美國重新奮鬥的機會。這些辛勤勞作的人們和他們的孩子已經在我國
開始了新的生活，並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中的一部分。他們中有許多人都是企業主、
美髮師、老師、護士和醫生。他們是我們的鄰里和朋友。我讚賞州長持續對這些人
員做出承諾，並與他們肩並肩站在一起，保護我們的社區。」
西裔聯盟 (Hispanic Federation) 主席荷西·卡爾德龍 (Jose Calderon) 表示，
「特朗普政府決定終止薩爾瓦多移民的臨時保護身份 ，此舉違背了美國做出的充當
無法安全返回祖國的人們的安全港的承諾。終止 TPS 並不會使我們變得更加富有
或安全。相反，此舉將給我們的經濟帶來無法彌補的損失、冷酷無情地拆散家庭、
導致成熟社區面臨動蕩局面（近三分之一的 TPS 身份持有人均在其社區內擁有房
產。） 我們與葛謨州長站在一起，呼籲國會立即矯正這種極不公正的決定，通過
法案為 TPS 長期持有人提供永久居留權。」
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 (Northern Manhattan Coalition for Immigrant Rights，
NMCIR) 執行主管安吉拉·費爾南德茲 (Angela Fernandez) 先生指出，「在聯邦政
府終止了 277,000 名薩爾瓦多移民的 TPS 身份之際，我們要讚賞葛謨州長的遠見
卓識，在紐約州新美國移民辦公室中設立『捍衛自由計畫』。 『捍衛自由計畫』
允許像我們這樣的組織，以及本州各地的這類組織，能夠為那些最易被剝奪權利的

人們提供最高品質的移民法律權利捍衛服務。 在這種情況下，這意味著為許多
TPS 持有人帶來改變，使他們在唯一可稱之為家園的國家內能夠繼續居留，爾不
是被遞解出境。」
中美洲難民中心 (Central American Refugee Center) 律師愛麗斯·達馬斯 (Elise
Damas) 表示，「聯邦政府決定終止 TPS 認定將對紐約州境內居住的我們的薩爾
瓦多鄰居們帶來災難性的影響，但面對這種不公正的待遇，我們必須奮起反抗。
紐約州一直以來都歡迎新美國移民的到來，我們將不允許華府 (Washington) 的反
移民情緒改變這種現狀。」
其他資源和新美國移民熱線
任何受到 TPS 決定影響的人員均可聯繫新美國移民熱線： 1-800-566-7636。該熱
線是一個提供多語言服務的免費熱線，能夠使用 200 多種語言提供實時援助。
任何人均可撥打這一熱線獲取資訊和推介，不論其公民身份或文件狀態如何。熱線
撥打採取保密和匿名的形式。該熱線由天主教社區服務中心 (Catholic Charities
Community Services) 負責管理，其工作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 9 點至晚上 8
點（東部時間）（聯邦法定節假日除外）。
新美國移民辦公室下設的 27 個街區機會中心 (Opportunity Centers)、專攻移民法的
律師們以及「捍衛自由計畫」的成員們將為來自所有受影響國家的 TPS 身份人員
提供免費最新資訊和建議，並能提供個人咨詢服務。咨詢服務還針對可能進行的移
民狀態調整提供指導和篩查。
如需尋找一個新美國移民辦公室機會中心，請 點擊此處。如需查看新美國移民辦公
室機會中心的地圖，請點擊此處。
即將舉行的「瞭解您的權利 (Know Your Rights)」研討會和咨詢服務會將在以下日
期召開。具體召開地點將在確定後立即透過熱線和網頁公佈：
www.newamericans.ny.gov。
•
•
•

2 月 8 日 - 西裔聯盟和紐約上路 (Make the Road New York)
2 月 15 日 - 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和西裔聯盟
2 月 22 日 - 構建更美好的未來的機會 (Opportunities for a Better
Tomorrow)

紐約州新美國移民辦公室
葛謨州長設立紐約州新美國移民辦公室，旨在幫助那些新進來到紐約州、渴望為我
們的經濟做出貢獻並成為紐約州大家庭中一員的人們。紐約州新美國移民辦公室幫
助新美國移民全面參與紐約州的民事和經濟生活。

該辦公室致力於使得紐約州更加熱情好客、歡迎新美國移民，並透過以下方式促使
他們取得成功：
•
•
•
•
•
•
•
•

構建一個以街區為基礎的「機會 (Opportunity)」中心網絡；
擴大其它語言使用者的英語課程計畫 (English-for-Speakers-of-OtherLanguages，ESOL) 培訓的範圍；
為新美國移民申請歸化程式做好準備；
將新美國移民和企業資源聯繫起來，充分發揮他們的創業精神；
發展和利用新美國移民的專業技能；
透過民事參與和其他機遇加強新美國移民和其社區之間的聯繫；
減少欺詐和詐騙人員對新美國移民的哄騙；和
集合本州資源更好地服務於新美國移民。

紐約州「捍衛自由計畫」
「捍衛自由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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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葛謨州長宣佈對該計
畫投入歷史性的 1,140 萬美元。
「捍衛自由計畫」由州政府新美國移民辦公室負責管理，並與律師事務所、法律協
會、倡議組織、主要大學和學院以及律師協會展開合作。
「捍衛自由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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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幫助移民填寫歸化申請、僱傭授權和永久居留權申請等等；和
為移民和社區提供「瞭解您的權利」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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