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2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  2019 年婦女司法工作議程   

  

利用銳進、全面的提案為紐約州全體婦女加強生育、經濟和社會公平   

  

工作議程取締強姦訴訟的訴訟時效限制；規定大型團體保險公司加強提供體外受

精保險；對單身父母設立家庭賦權社區學院試點計畫；強制規定所有保密協議必

須包含可供員工提交申訴用的特定語言   

  

鞏固了  2018 年婦女工作日程取得的成就，繼續推進平等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  2019 年紐約州婦女司法工作議程。這些銳進的全面

提案鞏固了州長  2018 年取得的成就，旨在為紐約州全體婦女改善生育、經濟和社

會公平。2019 年紐約州婦女司法工作議程的全文請見此處。   

  

「在保護和推進婦女和女童的權利方面，紐約州開展的工作超過了美國其他各

州，但是，因為本屆聯邦政府企圖廢除《羅伊訴韋德案  (Roe v. Wade)》和其他保

護措施，我們不能固步自封，」州長葛謨表示。「基於我們以往取得的成就，  

包括確立美國最強有力的性騷擾法律和批准《生育健康法案  (Reproductive Health 

Act, RHA)》，新的婦女司法工作議程將直接回擊華盛頓  (Washington) 對婦女權利

的攻擊，並保障紐約州始終處在這場重要鬥爭的最前沿。」   

  

「我們在將近一個月前通過了為之鬥爭多年的《生育健康法案》，藉此創造了歷

史，」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今天的活動上表示。「但是，我們仍

有很多工作要做，以求實現社會、經濟、種族和性別正義。2019 年婦女工作議程

延續了我們的工作，在威脅使我們前功盡棄的極端保守派做主的時代開展行動。

我們審視實現平等的真實意義時看到了下一代的新《平等權利修正案  (Equal 

Rights Amendment, ERA)》，這是下一個時代已經演變的《平等權利修正案》，該

工作議程在多個方面體現了我們為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而更新的優先工作。」   

  

「這是一項銳進的積極議程，但是，葛謨州長這屆政府絕不迴避鬥爭。我們將竭

盡所能創造公平的環境，并提升婦女的地位，以便紐約州每個民眾都能充分實現

潛力，」州長秘書兼婦女與女童委員會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 主席梅麗

莎·德羅薩  (Melissa DeRosa) 表示。「我們將合力清除已經察覺的現實障礙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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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並繼續把紐約州樹立為平等和機會的典範，供全國效仿。隨著《生育健康

法案》獲得通過，我們已經目睹了集體支持的力量，以及我們在拒絕索取應得的

東西時有多么強大。我們將付出同樣的精力開展每場鬥爭，並努力取得相同的結

果。我了解特朗普  (Trump) 總統領導下，我們當中許多人最近兩年有多麼沮喪。

但是，我們也需要這次振聾發聵的警告。我們把自滿變成了行動，行動帶來了成

果。我們發出了自己的心聲並挺直了脊梁，我們不會就此止步。」   

  

2019 年紐約州婦女司法工作議程的重點內容包括：   

  

加大對職場騷擾的保護力度   

  

紐約州引領全國反擊性騷擾，葛謨州長去年把美國最全面的性騷擾系列法案作為  

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的內容簽署成為法律。但是，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從而

保護工人，並追究施虐者的責任。因此，葛謨州長將鞏固紐約州已經取得的成

就，推進立法採取下列措施：   

•  修改『嚴重或普遍』的性騷擾行為構才能發起訴訟的要求，藉此降低高要

求，供員工按照《紐約州人權法  (New York Human Rights Law)》追究僱主的

性騷擾責任；   

•  強制規定僱用合同的所有保密協議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NDA) 聲明員

工仍可向州或地方機構投訴性騷擾或歧視行為、作證或參與政府調查，  

從而保護員工的申訴權；以及   

•  確保員工了解自身權利，規定所有僱主在工作場所醒目位置張貼性騷擾教

育海報。  

  

移除強姦的訴訟時效   

  

強姦案件的訴訟時效對想要提起訴訟的受害者設立時間期限。尤其是對性暴力犯

罪，訴訟時效與妨礙受害者說出真相的痛苦經歷和沉默文化背道而馳。去年，  

數十年來沉默不言的受害者勇敢地說出了受虐經歷，並暴露了本州起訴施虐者的

能力隨時間流逝而受到限制。因為認識到這個事實，美國各州都延長或取締了對

性暴力犯罪的訴訟時效。雖然紐約溢出了一級強姦  (Rape in the First Degree) 的訴

訟時效，二級強姦  (Rape in the Second Degree) 和三級強姦  (Rape in the Third 

Degree) 中仍有五年的訴訟時效。因此，葛謨州長將在  2019 年推進立法，以移除

二級和三級強姦的訴訟時效。取締對這些罪行的訴訟時效，受害者將獲得充分的

機會來取得正義。   

  

對紐約州《同酬法  (Pay Equity Law)》進行現代化改革   

  



 

 

2017 年，州長指示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 針對紐約州的性別薪酬差距問題

出具報告，並提供建議用來打破不公正、不平等薪酬的惡性循環。勞工廳在全州

各地召開了薪酬平等聽證會，並在去年春季發佈了報告。葛謨州長根據報告提供

的建議立即採取行動，提出計畫法案用來擴大行政命令的範圍，包括設立薪酬歷

史禁令，用於禁止在紐約州境內經商的全體公私僱主詢問潛在僱員的薪酬歷史和

報酬。今年，葛謨州長將透過支持禁止調查薪金歷史的條款對這一工作予以支

持。此外，州長將推進立法以擴大『同工同酬』的定義，從而在種族、民族以及

性別的基礎上要求薪酬平等，並擴大對大體上相似工作提供平等薪酬的要求， 

從而為複雜問題增加靈活度。   

  

增加試管受精  (In-Vitro Fertilization, IVF) 和保留生育能力的保險範圍   

  

2017 年，紐約州規定所有保險機構提供生育服務，不得考慮婚姻狀況、性別取向

以及性別身份。2018 年，葛謨州長根據婦女工作議程，指示金融服務廳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審查各種方法，把體外受精  (in-vitro fertilization, 

IVF) 保險範圍整合到現有的不孕症保險範圍強制規定內。   

  

今年，葛謨州長將推動立法，擴大試管受精的保險範圍，並提供必要的生育保留

服務。這項立法將明確規定大型團體保險公司承保試管受精的保險範圍，還將規

定大型、小型和個人保險公司為患有某些疾病的婦女提供卵子冷凍服務，包括正

在接受癌症治療的婦女。此外，立法將包含可靠的保密規定，以確保紐約民眾獲

得這些重要的服務，而不得考慮其婚姻狀況、性別取向和 /或性別身份。   

  

確保州委員會成為紐約州的代表   

  

因為認識到多元化的領導人員增強了本州的實力，葛謨州長根據州長多元化與包

容性咨詢委員會  (Governor's Advisory Council 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的建議，

在  2017 年宣佈採取大膽措施來增加州政府勞動力隊伍中的少數族裔人數，包括推

進立法以加快僱用不同背景的高素質候選人並增加公務員備考和考試機會。葛謨

州長今年鞏固這一成就，設立目標用來確保他委派給本州各大委員會和大學理事

會的人員當中，女性佔比達到  50%，並體現紐約州種族和民族的多元化。   

  

為了提高婦女和有色人群的代表比例，並保障未來多元化領導人員的可持續性，

州長將指示首席多元化官和委任辦公室  (Appointments Office) 制定最佳實踐辦法和

戰略計畫用來招聘委員會成員。   

  

工作議程還包括下列提案：   

  

生育公平   

  



 

 

把《羅伊訴韋德案》編入紐約州憲法   

  

葛謨州長今年在  2019 年立法會議  (Legislative Session) 的前 30 天內通過了《生育

健康法案》，把《羅伊訴韋德案》的原則編入州法律。該法規將保障民眾獲得需

要的護理以保護其健康和生活，並確保醫療專業人員能夠提供這些重要的服務而

不必擔心刑事處罰。伴隨通過《生育健康法案》，葛謨州長將推進憲法修正案，

把《羅伊訴韋德案》的原則編入紐約州憲法，從而在紐約州永久保護墮胎權。   

  

在初中和高中開展健康關係教育   

  

葛謨州長將支持在初中和高中開展健康關係教育，要求紐約州教育廳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咨詢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DOH)、兒童與家庭服務

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OCFS)、醫療專家、教師、學生以

及家庭以設立工作組來更新本州的醫療標準，面向  6 至  12 年級的學生提供具備

醫療準確性的、最新全面的健康關係資訊。6-12 年級教學資訊應包括經家長准

許，在所有公立學校課堂提供具備醫療準確性的全面性別教育、與《適可而止法  

(Enough is Enough Law)》使用的內容相同的定義、約會暴力以及健康教育。新標

準還適用於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運營或許可的所有住宿治療中心。紐約州全體

青少年必須獲得工具以降低性騷擾、性暴力、青少年約會暴力的發生率，給青少

年傳授知識來幫助其做出安全、獲得授權且受尊敬的選擇。   

  

減少產婦死亡率和發病率以及種族差異   

 

根據去年取得的成就以及產婦死亡率工作組  (Maternal Mortality Taskforce) 的建

議，葛謨州長將推行一系列政策，從而減少紐約州的產婦死亡率和種族差距：   

•  開展全面教育和培訓計畫，減少全州醫療機構潛在的種族歧視。   

•  在全州主要社區擴大社區衛生工作者  (Community Health Worker, 

CHW) 計畫，從而提供需要的社會支持、資訊和宣傳。   

•  頒布立法以設立全州產婦死亡率審查委員會  (Maternal Mortality 

Review Board)。  

•  設立創新數據倉庫，提供關於產婦死亡率和發病率以及種族差距的接

近實時的資訊，從而支持本州、醫院和醫療服務機構的專項質量改進

工作，並改善全州產婦結果。   

•  葛謨州長將與美國婦產科醫生協會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ACOG) 合作，指示衛生廳設立產後護理專家工作

組  (Expert Workgroup on Postpartum Care)，針對分娩後的關鍵時期提

供建議。  

  



 

 

加強鄉村遠程圍產期醫療服務   

  

葛謨州長將指示衛生廳設立全面的遠程醫療計畫，從而增加提供合適的醫療服

務，包括給紐約州鄉村地區的高風險孕婦和產後患者提供專家。衛生廳將實施下

列戰略四點計畫，從而鼓勵在本州鄉村地區發展產科服務機構的地區網絡。   

•  撥款  500 萬美元給地區圍產期中心和其他醫療服務機構，從而擴大

其在鄉村社區的遠程醫療能力。   

•  由本國專家組建圍產期遠程醫療工作組  (Perinatal Telehealth 

Workgroup)，概括介紹主要策略和障礙供產科服務機構擴大遠程醫療

服務和咨詢服務，並了解全州主要鄉村社區的具體需求。   

•  接觸參加鄉村醫療覆蓋面發展計畫  (Rural Health Care Access 

Development Program) 的醫院，支持擴大圍產期遠程醫療計畫。   

•  設立試點項目來創建回聲項目  (Project Echo) 遠程指導計畫，聘用服

務於特定鄉村區域的產科服務機構並增強其技能。   

  

確保在工作場所尊重母乳餵養   

  

葛謨州長將提出立法，用來明確指出哺乳是《紐約州人權法  (New York Human 

Rights Law)》涵蓋的妊娠相關疾病，母乳餵養和哺乳是受保護的權利，僱主必須

在工作場所給予合理的安排。如果僱主不這樣做，將根據紐約州法律被認定為歧

視行為，僱主將承擔責任。   

  

保護懷孕學生和育兒學生的教育權   

  

為了確保懷孕歧視預防措施拓展至學校環境，葛謨州長提議把懷孕學生和育兒學

生的  IX 類保護措施編入州法律並擴大這些保護措施，並鼓勵學校審查與缺課相關

的委員會政策，這樣一來，懷孕學生和育兒學生就能如期畢業。   

  

繼續開展『了解您的權利、獲知真相  (Know Your Rights, Get the Facts)』宣傳活

動   

  

2018 年，葛謨州長指示衛生廳開展了解您的選擇公眾意識宣傳活動  (Know Your 

Options Public Awareness Campaign)，為紐約民眾聯繫生育健康護理服務，包括計

劃生育、孕期保健和墮胎服務。全面臨床指導方針是計劃生育服務的黃金標準，

紐約州的每個婦女都應當了解其所在區域內目前提供的服務。2019 年，州長將把

這項多方面的戰略意識宣傳活動擴展至全州。紐約州拒絕倒退，拒絕危害紐約民

眾的權利和醫療服務。這項公眾意識宣傳運動設計用於打擊欺詐性地宣傳有關生

殖健康的誤導性的、醫學上不准確的資訊，並確保紐約州全體婦女都不加思索地

了解她們享有的選擇權。   



 

 

  

設立子宮肌瘤和子宮內膜異位症的研究與公眾宣傳活動   

  

為了擴大以子宮肌瘤和子宮內膜異位症為中心的意識宣傳和研究活動，州長設立

下列計畫：   

•  首先，葛謨州長將呼籲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研究子宮肌瘤和子宮內膜異位症的診斷和治療方法。   

•  第二，葛謨州長將指示衛生廳召開專家圓桌會議，並發佈最佳實踐指

導方針，確保子宮肌瘤和子宮內膜異位症的診療採用高護理標準，  

並在全州促進平等提供治療服務。   

•  第三，衛生廳與婦女與女童委員會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  

合作，召開社區聽證會來了解有色人群婦女在獲取婦產科醫療服務方

面面臨的障礙，並提供解決方案來減少種族差異並支持婦產科醫療服

務。   

•  最後，衛生廳將支持婦女醫療計畫和孕婦保健計畫，給社區機構提供

教育來幫助其加強認知、獲取和利用全面的婦產科服務和初級醫療保

健服務，以及生育健康服務，包括計劃生育、懷孕、生育，並促進機

構機構與患者實現積極溝通和相互尊重，包括提供與獲取第二醫療意

見的權利相關的資訊，從而促進提供優質的社區醫療服務。   

在全州開展嬰兒安全睡眠活動以避免造成嬰兒死亡   

  

葛謨州長指示衛生廳和紐約州兒童和家庭服務辦公室聯合開展一項新項目，旨在

進一步減少可避免的嬰兒死亡。首先，葛謨州長將使  5 月成為嬰兒安全睡眠月  

(Infant Safe Sleep Month)，旨在提高安全睡眠和避免因危險睡眠環境而造成可避免

死亡的意識。紐約州兒童和家庭服務辦公室和衛生廳將開展一場公眾意識新活

動，內容有廣播、電視和社交媒體，以及在公共交通系統和主要交通樞紐處張貼

海報。州政府還將在全州開展一場媒體活動，旨在為家長、祖父母、看護人培訓

關於安全睡眠的典範做法。   

  

衛生廳將與美國兒科學會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和美國婦產科醫生協會

合作，並將服務範圍延伸至包括兒科醫生和產科醫生在內的醫療服務提供方。  

其次，紐約州兒童和家庭服務辦公室將擴大安全睡眠工具的發放範圍，使其分發

到近  1 萬戶家庭中。安全睡眠工具包括印有安全睡眠資訊的門鉤，一本關於安全

睡眠的嬰兒讀物，一個嬰兒睡眠布袋，這是可以取代可能會導致嬰兒窒息的毛毯

的安全替代品。這一工作將面向危險睡眠習慣更加普遍的地區和因危險睡眠習慣

而造成嬰兒死亡率高的地區開展。工具將分發給無家可歸人士收容所、家暴收容

所、離家出走和無家可歸青年收容所、母嬰項目、家訪項目、為孕婦和新生兒父

母服務的社區項目。   



 

 

  

社會正義   

  

批准《平等權利修正案  (Equal Rights Amendment)》  

  

因近期華盛頓對性別平等進行了攻擊，所以這一存在了數十年的錯誤無法改正。

保證紐約的憲法能夠代表紐約的價值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棘手。因此，葛謨州

長今年將再次推動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把性作為受保護的類別添加到  

《紐約州憲法  (New York State Constitution)》第  1 條第  11 款。在這一變動下，

《紐約州憲法》第  11 章第  1 條將變為：任何人不得被剝奪本州法律或其任何內

容賦予的平等保護。任何人不得因種族、膚色、性別、信條或宗教受到任何人或

任何公司、任何企業或機構、任何州政府、政府部門或該州的分支機構對其公民

權利的歧視。   

  

批准《家暴倖存者司法法案  (Domestic Violence Survivors Justice Act)》  

  

儘管目前《詹娜法  (Jenna's Law)》允許法官在某些狀況下對倖存者進行不確定判

決，但這還遠遠不夠。《詹娜法》要求罪行是對施暴者實施的，虐待是引起犯罪

的因素，以及施暴者是犯罪者的家人或同屋住戶。這就無法使因施虐者強迫而實

施的罪行、反抗與不是倖存者同屋住戶或家人的施暴者實施的罪行、被不是倖存

者同屋住戶或家人的施暴者命令下實施的罪行包括在內。為消除這些擔憂，葛謨

州長將推進《家暴倖存者司法法案》，該法案建立在《詹娜法》的基礎上，其還

將涵蓋更有意義的減刑，以及制裁施暴者的罪行和命令施暴者施暴的罪行。該法

案還將允許少數符合要求被監禁的倖存者據其先前受害的經歷申請重新量刑和提

前釋放。《家暴倖存者司法法案》使紐約能夠採取重要措施解決生活被暴行摧殘

的倖存者多年以來面臨的不公正問題，使倖存者再次犯罪或再次被監禁的可能性

降低。  

  

為杜絕家暴建立新模式   

  

葛謨州長將推行法律，從而廢除要求家暴受害者承擔家暴收容所部分開銷的陳舊

制度，並取消家暴受害者在尋找收容所時必須申請公共援助的要求。他們不應在

尋找安全住所等緊急服務時受限。葛謨州長指示州政府部門對家暴資金展開全面

審核，旨在使州政府成為全國在開展消除家暴惡行的工作上反應最快、最有效

率、效果最好的州。葛謨州長還將指示杜絕家暴辦公室  (Offi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受害者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Victim Services) 和校園安全辦公

室  (Office of Campus Safety) 團結一心開展工作。這一聯合開展的工作將移除限制

各部門運轉和資金流的不必要法定障礙，為目前各機構還沒有開展的計畫提供永

久框架，並使州政府能夠充分利用聯邦撥款機會加快延展工作的開展，從而提高

被傷害的意識且更好地為受害者服務。   



 

 

  

最後，為保證改革工作能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中繼續開展，州長還任命了一個由

州政府部門代表和地方相關人員組成的工作小組，旨在對紐約州的家暴服務系統

進行審核，並提出改善建議。這一工作小組將由州政府家暴撥款按次序進行支

持，從而使家暴服務提供機構能夠更適當的解決家暴中的因果關係，滿足受害者

需求，並實現高效率。這一調整將減少機構和州鎮府部門的匯報壓力，使州政府

能夠根據最佳舉措制定全面的資金戰略，為機構提供可以滿足家暴受害者個人需

求的靈活度，並實現更有效的項目評估。   

  

取締報復性色情行為   

  

葛謨州長提議在其先前開展的法律工作基礎上將以損害個人健康或名譽為意圖，

公開或威脅公開色情圖片或視訊的行為列為罪行。首先，這一新法律將禁止非法

出版有雙方在內並含有色情內容的出版物，因一方合理期待此類材料不會被公

開。具體來說，此類犯罪將被歸類為  A 級可判刑罪行，任何散佈含有私密色情內

容圖片或視訊的個人將被判處一年徒刑或三年監管。其次，新法律將使受害者能

夠尋求法院命令，要求從網站上刪除私人照片，並要求對因非法出版造成的財產

損失進行賠償。總而言之，州長的舉措將進一步保護紐約的弱勢民眾免受不可接

受的虐待侵犯，並將侵犯他人隱私的罪犯繩之以法。   

  

擴大《人權法  (Human Rights Law)》的保護範圍，覆蓋全州境內所有公立學校   

  

在  2012 年的判決中，紐約州上訴法庭  (New York State Court of Appeals) 發現僅有

私立學校收到《人權法》的保護，州人權部  (Division of Human Rights, DHR) 無權

調查公立學校學生的霸淩、騷擾或其他歧視行為。葛謨州長將再次推行法案用於

修改《人權法》，從而改善這一不公正現狀，並保護公立學校的全體學生和學校

免受歧視。紐約州全體學生必須獲得權利用於追尋不受歧視或侵犯的教育。   

  

消除保護被強暴者法鴻溝   

  

保護被強暴者法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重要的保護，使其受性侵犯的歷史不會在其

尋求法律正義時被利用。然而，目前紐約的保護被強暴者法律存在鴻溝，使眾多

受害者無法得到保護，經常處於受侵害奉獻中的人群尤其如此。目前的法律不適

用於性交易犯罪受害者，且其無法對被判為賣淫罪且其罪行被利用的人群提供保

護。為保障所有受性暴力危害的人能得到其應有的保護，葛謨州長將在  2019 年

提議制定擬合這些鴻溝的法律。   

  

經濟正義   

  

對紐約的《同酬法》進行現代化改革   



 

 

  

2017 年，州長指示勞工廳針對紐約州的性別薪酬差距問題出具報告，並提供建議

用來打破不公正、不平等薪酬的惡性循環。勞工廳在全州各地召開了薪酬平等聽

證會，並在去年春季發佈了報告。葛謨州長根據報告提供的建議立即採取行動，

提出計畫法案用來擴大行政命令的範圍，包括設立薪酬歷史禁令，用於禁止在紐

約州境內經商的全體公私僱主詢問潛在僱員的薪酬歷史和報酬。今年，葛謨州長

將透過支持禁止調查薪金歷史的條款對這一工作予以支持。此外，州長將推進立

法以擴大『同工同酬』的定義，從而在種族、民族以及性別的基礎上要求薪酬平

等，並擴大對大體上相似工作提供平等薪酬的要求，從而為複雜問題增加靈活

度。   

  

成立代表和公司透明度工作小組  (Task Force on Representation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以鞏固紐約的價值觀   

  

為保障所有公司能在紐約價值觀下開展其業務，葛謨州長將在  2019 年成立代表

和公司透明度工作小組。該工作小組將由商界和社區領導組成，他們將共同決定

最有效的州干預手段，用於保障公司在主要問題上的透明度，如勞工多元化、  

公平報酬、公司領導層多元化，用於告知工作小組的建議和州政府未來舉措，  

從而鼓勵私營部門進行多元領導。葛謨州長將指示州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  

和勞工廳與人權部開展調查，對目前紐約州開展業務的公司董事會性別和種族不

平等問題進行系統審查。該工作小組將在  2019 年年底提出其建議，使其成為  

2020 年必要立法的考量因素。   

  

為紐約的兒童看護基礎設施投資   

  

今年，葛謨州長將採取一系列舉措，從而擴大全體紐約民眾對可靠平價的兒童看

護服務享受範圍。這些提議將共同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並加大勞工參與度，同時

還能保證紐約兒童能夠同步受到優質看護和教育。   

•  保障享受優質兒童看護服務：為確保獲得兒童看護補貼的家庭能夠繼

續享受到平價的優質兒童看護服務，葛謨州長將追加  2,600 萬美元的

投資用於增加津貼的價值。這一追加撥款將幫助低收入家庭享受到平

價規範的兒童看護服務。   

•  為地區戰略投資：作為紐約州經濟戰略規劃的驅動力，葛謨州長為地

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 REDCs) 

分派的任務包括把兒童看護定為其《2019 年戰略規劃  (2019 Strategic 

Plans)》的工作重心。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2019 年工作手冊  (2019 

REDC Guidebook) 要求各地區對該地區的兒童看護需求和享受兒童看

護平價服務對地區經濟的重要影響納入考量範圍，並制定出針對該地

區的戰略用於擴大獲得優質平價兒童看護服務的範圍。   



 

 

•  啟動兒童看護者獎學金：對於保證享受可靠兒童看護服務而言，僱傭

和留住兒童看護人員非常重要。紐約有超過  8.4 萬名早教工作人員。

然而，由於兒童看護機構工資機構較少，如何留住員工是一個挑戰。

約  65% 的兒童看護工作者的家庭參加了一個或多個公共收入支持項

目。為保障紐約州能夠把有資質的員工吸引到並留在兒童看護中心和

具有州州政府牌照的兒童看護機構工作，葛謨州長將啟動兒童看護者

獎學金，用於為在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或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在職學生支付學

費，這些學生需在持有州政府牌照的兒童看護機構每週工作至少  20 

個小時。能夠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時兼職工作的能力對於家庭和教師

來說都有好處，這有助於建立一支穩定的勞動力隊伍。   

•  為兒童看護建立通用申請標準：為安排兒童看護服務，紐約的家庭需

打電話聯繫各個機構，了解收費和的空缺的信息。這一繁瑣的程序使

家長要從其繁忙的工作日抽出時間打電話了解同樣的信息。為改善這

一程序，葛謨州長將指示兒童和家庭服務辦公室與兒童看護資源和推

介機構  (Child Care Resource and Referral Agencies) 合作，共同為國

內的兒童看護服務制定出第一個通用申請標準，從而使家庭為其子女

尋找兒童看護服務時減輕填寫多個申請表的負擔。兒童和家庭服務辦

公室將確保這一申請程序推廣到全州範圍。   

  

開展家庭授權社區大學試點項目   

  

為擬合性別薪酬差距並抵消「粘地板」效應，葛謨州長將開展一項試點項目，  

為在紐約州立大學和在紐約市立大學社區大學校園上學的單親家長提供個性化支

持。這一創新項目每年將對  400 名家長提供長達三年的支持。參與者將享受校園

內的兒童看護服務、強化個性化建議、包括輔導、就業資訊和轉入  4 年學制學校

援助在內的教育支持。這些全面的支持系統將確保單親家長能夠得到高等教育機

會，並幫助他們自己及其子女擺脫貧困。   

  

擴大《帝國州課外計畫  (Empire State After-School Program)》範圍   

  

葛謨州長透過《帝國州課外計畫》為放學後的兒童增加了安全的支持性去處。  

在過年的兩年時間裡，葛謨州長為具有高需求的社區提供了  4,500 萬美元，創造

了  28,125 個優質的課後活動名額。為保障為每個兒童提供其需要的安全去處，  

州長提議追加  1 千萬美元在全州高需求社區增加了  6,250 個名額。今年的撥款將

優先為幫派活動頻繁的地區撥款，也將重點考慮無家可歸的學生和其他在放學後

沒有安全去處的學生。   

  

透過《精明開端項目  (Smart Start)》為計算機科學教育繼續投資   

  



 

 

2018 年，葛謨州長透過開展《精明開端項目》為計算機科學進行了本州數額最大

的投資。《精明開端項目》旨在透過為計算機科學和科技領域提供教師支持和資

源來擴大優質計算機科學教育，尤其是面向青少年學生，從幼稚園開始並設立直

到  8 年級的課程。此外，州長還指示州教育廳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成立

工作小組以制定計算機科學示範標準，從而振興  21 世紀計算機科學和技術標

準。為繼續擬合在學習計算機科學時的性別鴻溝，葛謨州長將於  2020 財政年撥

款  600 萬美元，使更多的學校可以參加到《精明開端項目》中來。這筆資金、  

計算機科學新標準和其他可獲得成就的課程將有助於確保下一代女孩能夠在計算

機科學和技術領域為取得成功做好準備。   

  

成立全州首個青少年委員會  (Youth Council)  

  

為擴大青少年的民主參與制度，州長將成立本州首個青少年委員會。該委員會將

由  62 名 13-21 歲的青少年組成，每個青少年代表一個郡。他們將工作兩年，並為

州長和政策制定者就青少年棉鈴的主要問題提出建議，包括延展和溝通策略。  

該委員會每年至少會面三次，還將就教育、青少年正義、環境和公民參與度問題

提出政策建議。此外，針對青年女性和女該的問題，尤其是網絡霸凌、性侵犯和

性騷擾、女性賦權等問題，還有小組委員會專門對這些問題進行解決。   

  

2019 年所見即所能—《政府中女性  (Girls in Government)》計畫   

  

葛謨州長將透過新的《政府中女性》計畫，為女子提供可以學習到其對政策可造

成何種影響的機會，這是一個無黨派的項目，旨在鼓勵 8 到 12 年級的女孩參與

到政府事務和公共決策中來。該項目將為女孩介紹宣傳和公共政策機制，並為年

輕女孩教授與她們自身和所處社區相關的公共事務和問題。她們將親眼所見州政

府內部工作港式，並與推選官員和資深員工會面。青少年有機會提供全球視角，

理解支持公民參與度和成為全球公民的原理，這些都非常重要。該項目將不僅賦

予年輕女孩打破常規思考的權利，還將培養青少年在決策過程中發聲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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