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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啟動「若能親見，即可實踐 (IF YOU CAN SEE IT YOU CAN BE IT)」
活動日，幫助女童了解發展可能

這項倡議將在 4 月 26 日把來自低收入社區和寄養系統 (Foster Care System)
的女童們與政府和商界領導人聯繫在一起
有意參加的各大企業也可在 4 月 15 日前到「若能親見，即可實踐」網站上登記
如需查看「女童日 (Day for Girls)」活動啟動視訊請參見此處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天宣佈啟動「若能親見，即可實踐」女童活動日，幫助
她們了解發展可能。2018 年 4 月 26 日，紐約州將與本州各地企業聯合起來，
向來自低收入社區和寄養系統中的女童們展示，除了女童的「傳統」職業發展道
路以外，還有哪些機會，特別是展示領導職務中的女性，開展為期一天的指導和
職場學習活動。本倡議從屬於葛謨州長提出的《 2018 年紐約婦女議程：平等權
利、平等機會 (2018 Women's Agenda for New York: Equal Rights, Equal
Opportunity.)。》
「紐約的理念是：如果你努力奮鬥，就能夠實現任何夢想，」 州長葛謨表示。
「我國的主要政策旨在為所有民眾提供公平的競技場，創造機遇，但我們將在紐
約為婦女的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向女童展示只要她們有理想有追求，就能夠做
到任何事情。」
兒童保護基金會 (Children's Defense Fund) 著名公民權利領袖與創始人瑪利亞·賴
特·埃德爾曼 (Marian Wright Edelman) 的一句名言，「若不能親眼所見，則身體力
行去實踐就是非常困難的。」 在連續執行 25 年推行「帶子女去上班 (Take Our
Daughters and Sons to Work Day)」的活動後，州長啟動的這一倡議將向女童展示
擺在她們面前的各類機會，包括來自科學技術組織、建築施工行業、政府機構、
新聞媒體和廣告宣傳等等領域。

紐約州婦女選舉權委員會 (New York Women's Suffrage Commission) 主席兼副
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在紐約的欠服務社區境內生活的年輕
女性需要了解在她們的一生中擁有數不勝數的取得成功的機會。『若能親見，
即可實踐』倡議將女童與紐約州的領導人們聯繫在一起，向她們展示在多樣化的
工作環境中擁有哪些可能性，鼓勵她們追逐夢想。我期待著能與一名年輕女性結
成對子，向她展示作為一名州政府官員的充實的一天。」
州長秘書兼紐約州婦女與女童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 主席梅麗莎·德羅薩 (Melissa DeRosa) 表示， 「婦女與女童委員會設立的
主要目標在於滿足下一代紐約婦女的需求。透過首屆『若能親見，即可實踐』
活動日，我們希望能夠讓女童們有機會體驗各行各業工作女性的一天。為了在各
個領域中縮小性別鴻溝，減少薪資差異，女童必須在年齡尚小時了解各種潛在職
業發展方向。我很高興地看到眾多企業和公司正在積極參與首屆活動。」
以下公司現已堅定承諾，為紐約州寄養系統和低收入社區中的女童們敞開大門：
•
•
•
•
•
•
•
•
•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AT&T)
CA 技術公司 (CA Technologies)
安保健康福利計劃 (Emblem Health)
易茨電商平臺 (Etsy)
吉百尼建築公司 (Gilbane Building Company)
萬事達卡 (Mastercard)
誓言公司 (Oath)
特納建築施工公司 (Turner Construction Company)
瓦比帕克公司 (Warby Parker)

為了向女童展示在政府工作的各種機會，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和州長內閣的各位專
員們將邀請女童們在「若能親見，即可實踐」活動日期間感受他們的工作情
況。 此外，以下州政府機構也堅定承諾，邀請年輕女童在政府部門中感受女性領
導人的工作。
•
•
•
•
•
•
•
•

公民服務廳 (Department of Civil Service)
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
紐約州機動車輛管理局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州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部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紐約州住宅局 (Dormitory Author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紐約州環境設施公司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Corporation)

•
•
•
•
•
•
•
•

高等教育服務公司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s Corporation)
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Housing and Community Renewal)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酒精毒品濫用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安保健康福利計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CEO)、州長婦女與女童委員會 (Governor's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 指導委員會成員凱倫·伊嘉尼 (Karen Igagni)
表示， 「安保公司很榮幸能夠參加本次州長推出的『女童日』倡議。我們期待著
接待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女性，向她們介紹我們背景多樣、成績斐然的女性領導
人，為她們走入職業生涯伸出援手。」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AT&T) 東北區總裁瑪麗莎·莎倫斯坦 (Marissa Shorenstein)
表示， 「向女童展示工作場所中的各類機會，能夠幫助她們認識到自己如何充分
發揮潛力。來自各行各業和不同社區中的婦女都曾見過和遇到過性別不平等所帶
來的影響——這使得我們更加堅定承諾要助婦女和女童一臂之力。美國電話電報
公司很榮幸能夠支持『若能親見，即可實踐』活動，我們期待著幫助這些未來的
女性領導人燃起奮鬥的熱情。」
萬事達卡公司內部傳媒高級副總裁蘇珊 ·沃納 (Susan Warner) 表示， 「萬事達卡
很榮幸能夠與安德魯·葛謨州長和紐約州一起宣傳『若能親見，即可實踐』活
動。 在過去五年間，我們已經透過『女童學技術 (Girls4Tech)』活動在 21 個國家
內向 40,000 多名女童進行了推廣，我們很高興能夠在 4 月 26 日在我司的紐約市
技術中心 (New York City Tech Hub) 內主辦第 145 屆活動，參與本次宣傳活動，
向女童展示她們需要學習各種技能以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STEM) 領域發展事業。」
CA 技術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副總裁艾麗卡 ·克裡斯滕森 (Erica Christensen)
表示， 「我們很高興能夠參加葛謨州長推出的『若能親見，即可實踐』活動，
鼓勵女童考慮在 STEM 領域內求學並走上職業生涯。 CA 技術公司承諾鼓勵性別
多樣性，促進婦女在技術行業內的發展。 這是我司的一項長期投資——我們致力
於支持下一代 IT 領袖，幫助彌補 STEM 的技能鴻溝。」
吉百尼建築公司第 5 代家族成員布倫南·吉百尼·考茨 (Brennan Gilbane Koch)
表示，「在吉百尼公司，我們見證了女性參與領導團隊、促進勞動力隊伍多樣化

所帶來的積極影響。鑒於此，我們正關注在招聘和升職 期間，提升女性參與各級
工作的比例。鑒於未來的發展也屬於女性，我們很高興能夠與州長一起鼓勵年輕
女性和女童考慮進入我們的行業，並關注本行業帶來的各種機遇。」
特納建築施工公司社區和公民經理人勞倫 ·祖書亞 (Lauren Tsuchuya) 表示，
「特納建築施工公司堅信，賦予年輕女性以能力是促進建築施工業吸引青年才
俊、推廣創新、走向未來的最佳投資。」
請在 4 月 15 日前點擊此處提交申請，使得貴公司能夠接待來自本州各地的女
童，幫助她們了解擺在面前的各種機遇。一旦一間公司填寫完成了 表格，州長辦
公室將開展工作，將該公司與來自本地區小學、初中和高中學校的學生們聯繫起
來。若一間公司目前已與一個學校團體建立了合作關係，他們也可以直接與該團
體進行聯繫。若您還存有任何其他疑問，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Valery.Galasso@exec.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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