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19 年 5 月 3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發起宣傳活動訴求在本屆立法會期結束前完成姙娠代孕 (GESTATIONAL
SURROGACY) 合法化以及禁止使用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作為答辯 (GAY
AND TRANS PANIC DEFENSE)

姙娠代孕合法化可讓同性伴侶和受孕困難的伴侶透過輔助生殖孕育子女
禁止使用同性戀和跨性別者恐慌症作為法律答辯，將可禁止被控暴力犯罪者使用
同性戀恐懼症症和跨性別恐懼症作為法庭上可行的答辯策略
這兩項提案皆列為州長的行政預算案的一部分而推動
新宣傳活動網站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發起宣傳活動訴求在本屆立法會期於 6 月 19 日結束前完
成姙娠代孕 合法化以及禁止使用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作為答辯說法。該
兩項法案都是在州長的《2020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中提出，但並未獲得立法單
位通過，因此在剩餘的立法會期中已被視為排除在預算外。本宣傳活動的新專屬網
站請見此處。
「這兩個最令人反感的議題，我們必須加以改正。 第一個議題是關於利用同性戀恐
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作為答辯。依照目前的法律，刑事案件的被告可提出其因為發
現受害者是同性戀者或跨性別者造成自己情緒上無法接受才犯案，就不需為其行為
擔負完整的責任。如此將會使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制度化和成文化，此狀
況竟然還存在於法規中，實在令人厭惡，」 葛謨州長表示。「第二項現存法令中
必須摘除的則是對代孕的禁止。目前，若同性戀伴侶或不孕伴侶想要生育子女，
在 47 個州裡只要和一位女性簽訂代孕生育契約即可，但在紐約州卻並非如此。
在本立法會期結束前，我們必須修正這兩項違反我們相信的理 念，又對女同性戀
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LGBTQ) 族群不公不義，令人厭惡的法規。」
「紐約是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權利行動的
誕生地，而且我們也在訴求平權和大眾保障等議題引領趨勢，」 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透過《性別表達非歧視法案 (Gender Express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 GENDA)》和成功立法取締性傾向轉變治療，我們不斷實施
各種步驟來確立正義與平等。但我們的工作尚未結束。立法讓姙娠代孕合法化，
以及終止接受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的法庭答辯，將可延續我們的努力，
確保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民眾可安心發展
家庭，不需受到仇恨和暴力的威脅。」
姙娠代孕合法化
姙娠代孕可讓同性戀者伴侶以及受孕困難伴侶在輔助生殖醫學的進步下協助生育子
女。目前的州法不僅禁止姙娠代孕，甚至無法清楚定義經由生殖技術生育的兒童，
法定的父母究竟是哪一方。為擴大紐約州生殖 健康法令的包容性，州長遂在
《2020 財政年度預算案》中提案立法撤銷代孕契約的禁令，如此也可確保契約中
全體各方的保障。
禁止使用同性戀恐懼症或跨性別恐懼症作為答辯
目前，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這類答辯理由使得對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
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族群施以暴力犯罪的者能夠因此減輕 量刑。
在某些案件中，透過歸咎受害者的實際或認知的性取向或性別認同，他們甚至可以
逃避定罪。通過本法案將可彌補州法的漏洞，當前法律允許個人在襲擊他人後，
可根據認為或發現的受害者的性別、性別認同或性取向，使用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
別恐懼症作為答辯理由。
紐約市反暴力專案 (New York City Anti-Violence Project) 執行總監比佛利·提勒瑞
(Beverly Tillery) 表示，「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一直站在前線努力確保全州女
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獲得法律保障。然而即
使我們獲得這麼多進展，仍然存在許多有待完成的目標。今天，我有幸能和州長一
起奮鬥爭取姙娠代孕合法化以及徹底禁止使用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作為法
庭答辯之辭。當有人提出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作為法庭答辯，同時也就是
藉由怪罪受害者表現其本色來正當化自己的暴行。我們不能容忍有人在我們的法庭
上使用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作為答辯的理由。這些法案將改變全州紐約人
的生活，但只要立法單位不採取行動，法規上就仍會保留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
懼症答辯這種惡劣的作法，而尋求姙娠代孕的同性伴侶也將再次失望。為了讓我們
紐約州持續為所有人推動正義，無論其性向、性傾向或性別身分為何，我們必須採
取這項步驟。」
大紐約地區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酒吧協
會 (LGBT Bar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主席暨全國跨性別者酒吧協會
(National Trans Bar Association) 副主席克里斯汀·普拉塔·布洛德 (Kristen Prata
Browde) 表示，「儘管華盛頓當局 (Washington) 對我們懷抱敵意，但今年我們在
紐約為爭取平權而戰獲得了巨大的收穫。不過即使是在我們紐約州，法律仍存在鼓
吹歧視的成分，讓我們阻礙重重。禁止姙娠代孕，妨礙了所有性傾向的伴侶得到可

行的選項來生育子女，打擊建立家庭的美夢之餘，也在這些充滿愛心和希望的伴侶
身上添加了更多負擔。所有紐約民眾都應該能夠建立家庭，或者該說我們應該鼓勵
所有民眾建立家庭。有合法的代孕選擇，我們就能幫助他們實現這各目標。更令人
困擾的是，時至今日紐約州法庭仍接受同性戀恐懼症 和跨性別恐懼症答辯這種伎
倆。僅因為別人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就攻擊他人，根本不能作為藉口，被告的定罪
應該完全根據其犯罪的性質而成立。我帶領的組織大紐約地區女同性戀者、男同性
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酒吧協會以及我本人身為驕傲的變性紐約
客，都極為感激葛謨州長強力聲援通過此法案以及持續推動帝國州各地所有女同性
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的權益。」
家庭平等協會 (Family Equality Council) 執行長史坦 J. 斯洛安 (Stan J. Sloan)
牧師表示，「我很驕傲能和葛謨州長一起奮鬥，為整個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
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族群帶來更完整的平等。這兩條法案能否通
過，對於推動長期飽受排斥和歧視的族群在組建自己的家庭和在刑事犯罪系統這兩
方面的權益而言，至關重要。透過擴大同性伴侶建立家庭的選項，以及透過在法律
判例中徹底排除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答辯的行為，這兩條法案將讓整個紐
約的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民眾朝獲得平權
更進一步。我在此敦促立法單位在本立法會期尾聲將近前採取行動處理這些關鍵重
要性的法案。」
范·德納 (Van Degna) 一家人表示，「紐約州有許多伴侶都難以建立自己的家庭，
我可以以親身經歷告訴你，當你得知自己的選項有多麼受限，那種精神上的耗損有
多大。紐約在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權益以
及女性權益方面一直都是領導者，實在沒有想到紐約仍然禁止代孕，而無法受孕的
伴侶和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伴侶都不能利
用這些醫學的進步來建立家庭。請想像一下，我們這個州如此充滿愛心，要當父母
的人和代理孕母如果能更親近，一起走完這趟了不起的旅程該有多好。紐約 應該站
起來，讓代孕徹底合法化了，我在此感謝葛謨州長帶領這場戰爭。」
蘭達法律服務 (Lambda Legal) 臨時執行長理查·伯恩斯 (Richard Burns) 表示，
「讓姙娠代孕合法化以及在紐約排除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答辯說法，是帶
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非異性戀者族群邁向徹底平等的
下一步。對紐約州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非異性戀民眾而言，
能夠建立心愛的家和免受『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這種所謂答辯所導
致種種針對我們族群的暴力惡意循環，實在非常 重要。立法單位必須在本立法會期
結束前對這些議題採取行動，否則紐約就會面臨失去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
戀、跨性別和非異性戀者平權領導州的聲望。蘭達法律服務非常讚賞州長對這些議
題的強力聲援。」

2013 年的攻擊凶殺案，兇手使用跨性別恐懼症作為答辯手段的一案受害者伊斯蘭·
涅托斯 (Islan Nettles) 之母狄蘿芮絲·涅托斯 (Delores Nettles) 女士表示，「同性戀
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答辯法只是那些偏執的人想要為他們卑鄙的犯罪脫罪的噁心
藉口，紐約州根本不該接受這種辯詞。實在不該讓任何因 為仇恨犯罪失去自己子女
的父母擔心攻擊自己孩子的兇手竟然能利用這種偏見的漏洞獲得寬宥，或甚至逍遙
法外。我非常感謝葛謨州長加強力道禁止這些答辯手段，也感謝他承諾要讓紐約成
為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非異性戀者更安全、更公道的地
方。」
男同性戀健康危機組織 (Gay Men's Health Crisis, GMHC) 政策研究員布萊恩·
羅密洛 (Brian Romero) 表示，「男同性戀健康危機組織的創立，有一部分是為了
提高對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後天免疫力缺乏症 (HIV/AIDS) 患者和女同性戀、男同性
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非異性戀者族群的關注。今天，紐約州的安德魯·葛謨州長
持續發揮領導力，呼籲撤除代孕法令這種惡法，以及不知所謂的同性戀恐懼症和跨
性別恐懼症答辯手段。所有紐約民眾都應該獲得組建家庭的權利。少了採用姙娠代
孕的權利，同性伴侶和面臨不孕正的伴侶都沒有辦法在本州孕育子女。此外，也沒
有人應該認為法律允許他們殺害紐約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非
異性戀民眾，特別是有色人種的變性女性。隨著我們即將慶祝石牆起義 (Stonewall
rebellion) 的週年紀念，我們要和州長一起呼籲立法單位，沒通過這些法案的立
法，請不要離開奧爾巴尼市 (Albany)。」
芭芭拉·喬伊·碧圖絲 (Barbara Joy Beatus) 女士表示，「葛謨州長一直都是為無法
發聲者奮鬥的戰士，尤其是飽受歧視以及長期無法獲得權益平等的人們。今天，
我和州長一起加倍要求行動處理這兩條關鍵性的立法。我們不會坐視紐約州的不平
等現象，而通過這些法案將標記紐約所有民眾能夠朝更完整的平等邁進一步。」
從葛謨州長就任至今，他一直都是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非異性
戀者權益的鬥士，最著名的行動就是在 2011 年通過《婚姻平等法 (Marriage
Equality Act)》。今年稍早，州長簽署了《性別表達非歧視法案》，禁止僱主、
教育機構、房東、債權人和其他人因性別認同 或表達歧視他人，且根據紐約州法律
把因性別認同或表達憎恨而實施的侵犯行為納入犯罪範圍。葛謨州長也簽署立法，
透過擴大教育法規下專業證照者的執業失職定義，將對十八歲以下未成年對象實施
變性療法包括在定義內，藉此禁止變性療法的實施。
最近，因預期《平價醫療法 (Affordable Care Act)》中重要的條款可能遭到撤銷，
葛謨州長指示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發佈條例禁止健保業者歧視跨性別患
者，並指示金融服務廳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發佈條例擴大跨性別人士
利用健康保險時的反歧視保障。這些指示都是直接因應川普政府提議撤銷一項 闡明
《平價醫療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的依性別無歧視保障的聯邦法規，該法規

表明所謂依性別的保障乃包括依性別認同的保障。一旦廢除這些保障，則近
90,300 位跨性別紐約民眾可能會遭受不公平、明顯且違法的歧視。
為直接因應聯邦政府在 2017 年撤銷對跨性別學生的聯邦保障，州長指示紐約州教
育廳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對各校區發布指令，依據紐約州法律加強跨性別
學生可獲得的歧視與騷擾保障。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 多 新聞
紐約 州 | 行政 辦 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 訂 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