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6 月 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市  (NEW YORK CITY) 西村  (WEST VILLAGE) 世界驕傲節接待中

心  (WORLDPRIDE WELCOME CENTER) 盛大開放   

  

新中心將突出紐約州作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LGBTQ) 社區友好之地的地位，  

並推動世界驕傲節活動的舉辦   

  

今天開始是紐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驕傲月  (LGBTQ 

Pride Month)  

  

中心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世界驕傲街接待中心盛大開放，該中心位於紐

約市西村克里斯托佛街  112 號 (112 Christopher Street)，距石墻國際紀念碑  

(Stonewall National Monument) 僅幾步之遙。世界驕傲節是國際上規模最大的女同

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驕傲遊行慶典活動，該活動將於本月來

到紐約市，這是美國第一次舉辦這一活動，屆時恰逢石墻  50 週年慶 (Stonewall 50) 

慶典活動。   

  

「驕傲節是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社區和全體紐約民眾的

特殊月，今年帝國州  (Empire State) 在石墻  50 週年慶之際承辦世界驕傲節，有很

多值得我們慶祝和紀念的內容，」葛謨州長表示。「從通過婚姻平等法律和  

《性別表達非歧視法案  (Gender Express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 GENDA)》，再

到我們保護跨性別人士不受川普  (Trump) 政府侵害的長期工作上，紐約在捍衛女同

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權利上一直都是國家領袖，我們也將一

直和我們深愛的這一社區站在一起。因本 6 月將有數百萬人來到我們州，世界驕

傲節接待中心會突出紐約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權利運

動的起源和成就，並推廣我們州安全、熱情、不容忍憎恨的特點。」   

  

「不應有人因其性別認同而受到歧視或暴力，特別是在這個女同性戀、男同性戀、

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權利運動起源的州，」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為使我們凝聚成為帝國州的多元化而感到驕傲。在我們紀念

石墻 50 週年慶之時，新建的世界驕傲節接待中心象征著社區和平等，坐落在石墻

https://esd.ny.gov/sites/default/files/WorldPride-Welcome-Center.pdf


 

 

國家紀念碑旁邊。在我們帶領全國歡迎所有人之時，我們將繼續包容我們的歷

史。」  

  

紐約州世界驕傲節接待中心是由紐約市驕傲組織 /傳統驕傲組織  (NYC 

Pride/Heritage of Pride) 與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社區中心  

(LGBT Community Center) 聯手建成的，坐落在石墻旅館  (Stonewall Inn) 原址几街區

外的地方。1969 年 6 月 28 日，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

社區成員在石墻旅館開始為其  6 提案的自發性示威遊行，今天這一舉動被認為是

現代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權利運動的催化劑。接待中心

透過時間線畫廊展示了紐約在爭取平等權利上的努力，內容有  20 世紀 50 年代的

瑪特欣協會  (Mattachine Society) 和碧麗提斯的女兒  (Daughters of Bilitis)，20 世紀 

60 年代石墻運動的興起，以及  21 世紀前十年葛謨州長在本州把《婚姻平等法》  

簽署進法律。   

  

接待中心隨處可見醒目的驕傲節彩虹色。遊客可在自拍墻和我愛紐約女同性戀、  

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  (I LOVE NY LGBT) 標誌拍照。中心的屋頂上

創造性的展示了驕傲節旗幟的解讀，彩虹色也和中心書架和照明融為一體。   

  

接待中心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推動旅遊業。視訊墻展示了本州深受女同性戀、男同性

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遊客喜愛的景點，同時還推廣了在世界驕傲節同時開

展的特殊活動。可互動的我愛紐約  (I LOVE NY) 小亭使遊客可以測試其對本州的知

識，或建立履行檔案，從而根據其興趣推薦景點。   

  

州長法律顧問阿方索·戴維  (Alphonso David)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

在保障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人群平等權利並為他們提供

保護的工作上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我們州是進步的象征，這是因為作為紐約民眾

的我們慶祝多元化，並確保我們的法律能夠彰顯我們的價值觀。世界驕傲節接待中

心向推動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平等而奮鬥的激進人士致

敬，其使這一偉大保護和團結精神的體現。」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執行長兼專員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世界驕傲節接待中心體現了紐約州的重要作

用，其為數百萬名將要參加世界驕傲節慶典活動的人們推廣平等權利，展示全州著

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活動和景點。」   

  

紐約州旅遊廳執行主任羅斯  D. 萊維  (Ross D. Levi) 表示，「我愛紐約一年多以來

向全球遊客發出邀請，吸引他們來紐約州體驗世界驕傲節慶典活動。我們很激動新

建的接待中心將鼓勵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遊客繼續在今

年的世界驕傲節活動和未來假期中探索本州的奇跡。」   

  



 

 

紐約市驕傲組織 /傳統驕傲組織的執行主任克里斯·弗雷德里克  (Chris Frederick)  

表示，「葛謨州長和紐約州為在今年成功舉辦世界驕傲節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

將在 6 月歡迎數百萬遊客的到來。這一必要的接待中心將為遊客告知石墻興起運

動、我們悠久的歷史，以及紐約市和紐約州的不同景點。我們鼓勵每個人都來遊覽

坐落在西村中心的世界驕傲節接待中心，並從數百萬個值得遊覽的景點之一開始今

年的旅程！」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社區中心執行主任格蘭達·特斯通  

(Glennda Testone) 表示，「在我們為紐約市舉辦世界驕傲節迎來數百萬遊客之

際，世界驕傲節接待中心和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社區中

心等景點展示了我們市關於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權利的

悠久歷史，並為人們提供了其慶祝驕傲節期間所需的信息，這點事非常重要的。  

與葛謨州長和紐約市驕傲節合作保障安全是我們的榮幸，從而保障了女同性戀、  

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社區應有的空間。」   

  

2019 年世界驕傲節慶典活動包括遊行、表演和節日，這些都能推廣女同性戀、  

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權利運動，我們將迎來來自美國和全球的約  

400 萬名遊客來到紐約。紐約州和我愛紐約始終鼓勵大家來到本州參加石墻  50 週

年慶和 2019 年世界驕傲節。在過去的一年中，我愛紐約和  2019 年世界驕傲節和

石墻 50 週年慶的組織者與紐約市驕傲組織 /傳統驕傲組織合作。我愛紐約已在全球

發起了多個驕傲活動，從而鼓勵大家來到本州參加活動。有特定印刷圖案和數字宣

傳的活動正在宣傳將在全州舉辦的世界驕傲節特殊活動。如需了解更多關於我愛紐

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活動，包括  2019 年世界驕傲節出行指

南 (WorldPride 2019 Travel Guide) 的資訊，請點擊這裡。  

  

紐約議會唯一公開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身份的議員布

拉德·霍伊曼  (Brad Hoylman) 表示，「半世紀前第一塊磚在石墻拋出，從而激起了

全球爭取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人權的運動。自那時起，

我們的社區就一直在為平等而奮鬥，包括今年在州議會  (State Legislature) 和葛謨

州長的努力下，我們終於保障了紐約跨性別者的平等權利。今天我很激動能看到紐

約世界驕傲節接待中心開放，這標誌著全球慶祝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  

跨性別者和酷兒人權運動的進步，感謝葛謨州長和帝國州發展公司的努力。」   

  

眾議員黛博拉·格里克表示，「我很高興紐約市今年能舉辦世界驕傲節，紐約州世

界驕傲節接待中心坐落在格林威治鎮  (Greenwich Village)，此處被認為是美國女同

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權利運動的中心，對此我更加激動。  

儘管我們有很多值得慶祝的事情，但是我們代表全球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

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社區還要繼續進行支持。在我們慶祝石墻  50 週年慶之時歡迎

遊客和激進者來到我的地區並繼續支持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

酷兒平等權利是一種榮幸。」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dcb00586-80963132-dcb2fcb3-000babd9fe9f-d61063b6f5192e3e&u=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8dbf6150-d13e5333-8dbd9865-000babd9069e-9904aa44780a8122&u=https://www.iloveny.com/lgbt/


 

 

  

紐約市議會  (New York City Council) 發言人考瑞·約翰遜  (Corey Johnson) 表示，

「50 年前，格林威治鎮的石墻興起運動激發了全球捍衛女同性戀、男同性戀、  

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的權利運動，今年世界驕傲節在紐約舉辦是再合適不過的

了。我很驕傲這一接待中心距離石墻旅館和我的委員會區域僅有幾街區之遙，這將

有助於參加世界驕傲節的遊客找到格林威治鎮和紐約的所有景點。」   

  

葛謨州長任職期間始終領導全國支持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

兒權利。2011 年，紐約州批准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婚姻平等法》並向全國發出訊

息，表明是時候終結一種最大的社會不平等現象了。2017 年，葛謨州長提名保羅·

費恩曼 (Paul Feinman) 入職本州最高法院，即紐約州上訴法院  (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他是在該法庭任職的首個公開同性戀身份的人。   

  

今年年初，葛謨州長把《性別表達非歧視法案》寫入法律，並立法禁止開展殘忍的

轉化療法，這是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社區的里程碑勝

利。此外，葛謨州長還承諾讓紐約州成為全國首個終止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 

(HIV/AIDS) 疫情的州，並強化醫療與保險法規用於保護跨性別的紐約民眾。   

  

2013 年，葛謨州長發起了我愛紐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旅行

項目，旨在透過廣告、社交媒體和實驗性營銷對耗資  700 億美元的國內女同性

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旅遊發出邀請。去年，州長為紀念女同性

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社區落成了紐約的官方紀念碑，被紀念的

對象包括 2016 年 6 月在奧蘭多郡脈動  (Orlando Pulse) 夜店槍擊事件中罹難的人

士，以及仇恨、偏狹和暴力行為的全體受害者。該紀念碑由藝術家安東尼·戈科萊

亞 (Anthony Goicolea) 設計，位於哈得遜河公園  (Hudson River Park) 格林威治鎮西

部邊緣地帶。2018 年，葛謨州長在奧本  (Auburn) 開放了紐約州平等權利傳統中心  

(New York State Equal Rights Heritage Center)，凸顯了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

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的歷史，這是紐約領導全體美國人追求公平的歷史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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