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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长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啟動第二輪『歸化紐約 (NATURALIZE NY)』計畫，協助紐約民眾
入籍成為公民

計畫將豁免 1,500 名符合條件的低收入工薪移民的入籍手續費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啓動了第二輪『歸化紐約』計畫 —— 該公私合作關係的
開創性先例旨在鼓勵紐約州符合條件的移民入籍成 爲美國公民。該計畫在入籍流程
中提供完善的支持 —— 包括免費資格審查、申請協助、入籍考試準備以及第二輪
抽獎活動，爲多達 1,500 位符合入籍條件的低收入移民提供入籍申請費代金券。
『歸化紐約』計畫由紐約州新美國人辦事處 (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New
Americans) 與羅賓漢基金會 (Robin Hood Foundation)、紐約社區信託基金 (New
York Community Trust)，包括斯坦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喬治梅森大學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和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SUNY Albany) 在內的多
所大學以及媒體機構共同管理。
「紐約的故事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共同撰寫的，他們希冀在這裡為自己與家人
創造更美好的生活，」葛謨州長指出。「在此動盪不安之際，我們發出了一條明
確的信息 —— 我們歡迎你們加入紐約這個大家庭，我們知道多元化正是我們的實
力所在。」
『歸化紐約』計畫由紐約州新美國人辦事處 與羅賓漢基金會、紐約社區信託基金，
包括斯坦福大學，喬治梅森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在內的多所大學以及
媒體機構共同管理。
葛謨州長去年七月推出了『歸化紐約』計畫，並在最初的六個月幫助超過 3,200 個
紐約移民加入美國國籍，其中包括 2,250 多個低收入移民。低收入移民在該計畫的
幫助下，可以節省聯邦申請費用。計畫包括入籍申請費代金券抽獎活動。將近 960
個紐約移民在 2016 年登記參加首輪隨機抽獎活動，其中 389 人獲得費用代金券，
並於去年 12 月向聯邦政府提交了申請。計畫的第二輪抽獎將發放多達 1,500 張代
金券。

該計畫的第二輪活動將繼續提供相關資源，幫助數以千計符合入籍資格的紐約民
眾，他們可以在 www.NaturalizeNY.org 上註冊參加該計畫。
「對所有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的民眾而言，紐約代表著機會與融合之地，所有人均
為發展本州經濟，豐富我們的文化生活貢獻了一己之力，」 紐約州務卿羅薩納·羅
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去年的『歸化紐約』活動反響熱烈，證明了本州
豐富悠久的移民歷史生生不息，歷久彌堅。紐約將繼續秉承其引以為榮的傳統，歡
迎來到這裡尋求美國夢的人們。」
『歸化紐約』在整個入籍過程中提供免費的全面支持，包括資格審查、申請協助、
入籍考試準備和聯邦費用豁免申請協助。除了 爲紐約人提供機遇外，『歸化紐約』
還助力州經濟發展。
城市研究所 (Urban Institute) 在 2015 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移民入籍成爲公民
後，收入平均提高 8.9 個百分點。收入的提高也帶來更多稅收和更低的公共福利依
賴度。對紐約市 (New York City) 而言，這意味着如果所有符合條件的移民都成爲
公民，可增加 7.89 億美元的稅收，加上公共福利使用的降低，可帶來 8.23 億美
元的淨收益。
申請費代金券抽獎活動
據美國人口普查顯示，紐約州有 91.5 萬個綠卡持有者有資格成 爲美國公民，其中
紐約市約有 65.472 萬人。城市研究所在 2015 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這些人沒
有申請入籍主要與申請費用有關。低收入移民可以申請免除聯邦費用，但對許多收
入超過豁免資格的潛在申請人而言，申請入籍的費用是一大障礙 。例如，年收入為
3.5 萬美元的個人沒有資格獲得聯邦費用豁免，但申請入籍的費用卻大約等於其一
周的工資。
為了支持多達 1,500 個入籍申請人，紐約州、羅賓漢基金會和紐約社區信託基金投
資超過 125 萬美元，通過費用資助代金券為其支付 725 美元的申請費。這筆資金
將由項目合作夥伴直接支付給聯邦政府， 幷涵蓋入籍流程所需的全部費用。代金券
將在八月份抽獎活動後發放，並由來自新美國人辦事處、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
校、斯坦福大學和喬治梅森大學的人員共同管理。
相關資格取決於家庭人數和收入。潛在申請人可訪問 www.NaturalizeNY.org 進行入
籍預審，以確定自己是否符合資格並註冊參加抽獎活動，如需獲取更多資訊，請致
電新美國人熱線 1-800-566-7636。
估計大約 46.4 萬名紐約移民有資格申請聯邦政府入籍申請費用豁免 。許多人不知
道自己具備免費申請的資格。到目前為止，『歸化紐約』已通過該計畫的免費資格

審查及協助填寫免費申請，幫助 2,250 多人獲得豁免。
家庭收入為聯邦貧困線 (Federal Poverty Guidelines) 150% 或以下的個人有權享有
聯邦費用豁免，而『歸化紐約』抽獎活動向收入為聯邦貧困線 150 - 300% 的人士
開放。
天主教紐約教區慈善事務 (Catholic Charities, Archdiocese of New York) 行政總監
凱文·沙利文 (Kevin Sullivan) 稱，「我們不僅要熱忱歡迎新移民，而且要切實尋求
使移民和難民融入紐約的途徑。這意味著為來到這個國家的新移民提供成功發展的
機會。此舉有助於所有紐約移民貢獻各自的能量、才華與活力，使紐約繼續保持商
業、市政和文化等領域的領先地位。『歸化紐約』是確保移民有機會進一步全面融
入我們的社區，並為新家園作出持續貢獻的又一個途徑。」
紐約社區信託基金 (The New York Community Trust) 項目主管肖恩·莫爾黑德
(Shawn Morehead) 與羅賓漢基金會常務董事韋約姆 ·巴爾 (Veyom Bahl) 指出，
「『歸化紐約』為低收入工薪移民提供了成為美國公民和實現更大經濟穩定性的獨
特機會。我們為能夠參與這項計畫倍感自豪，該計畫將為移民社區敞開方便之門，
幫助他們克服入籍的資金障礙。」
西裔聯盟 (Hispanic Federation) 主席荷西·卡爾德龍 (José Calderón) 表示，
「『歸化紐約』開展的工作對我們的社區至關重要。鑑於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的政治狀況，其影響和反響尤為重要。 西裔聯盟十分榮幸能夠再次為這項工
作貢獻一份力量，並萬分感謝葛謨州長和州務卿羅薩多 (Rosado) 為確保其成功而
作出的承諾。我們期待繼續與他們以及州新美國人辦事處密切合作，保護和提昇我
們的移民社區。」
亞美聯盟 (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 行政總監姚久安 (Jo-Ann Yoo) 稱，「在我
們的新美國人辦事處中心，我們看到紐約民眾對入籍服務的需求急劇增加 。低收入
和工薪家庭面臨的一個最大的障礙是申請費用高昂 。我們十分讚賞葛謨州長以及紐
約州新美國人辦事處的同事們為至少 1,500 名低收入的紐約民眾創造了成為美國公
民的機會，消除了許多紐約工薪民眾面臨的最嚴峻的一個障礙 。正值新移民遭受詆
毀之際，我們很欣賞我們的領導人採取的高瞻遠矚之舉，以確保所有來紐約定居的
人士都受到歡迎與重視。」
『紐約市立大學立即入籍！ (CUNY Citizenship Now!)』項目主任艾倫·韋尼克
(Allan Wernick) 指出，「『紐約市立大學立即入籍！』項目很榮幸能與『入籍紐
約』計畫展開第二年度合作並提供相關支持！ 作為全美最大規模的大學校園入籍
與移民法律服務項目，我們為成千上萬的紐約民眾提供協 助，而對入籍申請援助的
需求正在不斷增長。『立即入籍！』和我們數百名志願者十分期待與紐約州新美國
人辦事處合作，幫助紐約移民克服入籍資金的障礙。」

持續保持紐約的領導地位
『歸化紐約』延續了葛謨州長的工作，幫助移民和少數族裔群體充分參與紐約的市
政與經濟生活。
在 2011 年他就職的第一箇年頭裏， 葛谟州長曾頒佈第 26 號行政令，要求提供直
接公共服務之州機關就重要的表格和說明向公眾提供免費的口譯和翻譯服務。在 葛
谟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還：
•
•

設立了紐約州新美國人辦事處，是全美首個依法成立的州級移民辦事處，用
於幫助那些渴望爲我們的經濟做貢獻幷成為紐約州大家庭一員的新移民。
啓動了一項綜合性舉措，以保護移民免受移民相關欺詐，包括簽署法令，對
從事移民協助服務欺詐的罪犯判處重罪。

最近，葛谟州長剛剛成立了結束工作剝削的專案組和美甲行業執行專案組，以確保
工人得到公平的對待，也讓僱主更好的理解他們的權利和責任。
成爲美國公民
聯邦政府僅嚮滿足國會所確立的要求的擁有合法地位之移民授予公民身份。成 爲公
民這一過程被稱爲歸化，通常包括嚮聯邦政府提交申請、提交指紋資訊用於聯邦調
查局的罪犯背景檢查、通過語言和公民考試，以及接受聯邦移民官面試等一系列手
續。走完此流程后，移民還不能成爲美國公民，還必須在公民身份儀式上作效忠宣
誓后才能真正成爲美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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