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19 年 6 月 1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和安迪·科恩 (ANDY COHEN) 共同支持在本屆立法會期結束前完成姙娠
代孕 (GESTATIONAL SURROGACY) 合法化以並禁止禁止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
別者作為辯護事由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LGBTQ) 宣導團體加入葛謨州長日益壯大的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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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使用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恐慌作為辯護事由，此舉將禁止被控暴力犯罪的人
士在法庭上使用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作為可行的辯護策略
這兩項提案皆作為州長的行政預算案的內容提出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和電視製片人兼主持人安迪·科恩今日共同支持在本屆立法會
期於 6 月 19 日結束前完成姙娠代孕合法化並禁止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
為辯護事由。該兩項法案都在州長的《2020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中提出，但並
未獲得州議會通過，因此在剩餘的立法會期中已被視為排除在預算案外。 5 月 30
日，州長啟動了宣傳活動和網站，致力於在本屆立法會議結束前通過這兩項提
案，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宣導團體也加入了州長日益
壯大的聯盟。
「在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平等問題上，我們即使算不
上國際領導者，也算得上是國家領導者，但我們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葛謨州
長表示。「立法會議期只剩下七天了，我們仍然需要通過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即代孕合法化和禁止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為辯護事由。我們需要立即完
成這些工作，因為紐約州是美國的多元化之都，我們相信多元化是我們最大的優
勢。我們慶祝多元化，我們不害怕多元化。我們相信最強大的字是愛，我們將以
愛、社區、接納、寬容的名義站起來，我們將為這個國家指明前進的道路。這是
讓世界感到自豪的最好方式，因為這些提案獲得通過，紐約州再次走在了前
面。」

「紐約州是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權利行動的誕生地，
而且我們也在為全體民眾爭取平權和保障等議題 方面引領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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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措施來確立正義與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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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延續我們的工作，
確保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民眾可安心發展家庭，不需
受到仇恨和暴力的威脅。」
安迪·科恩表示，「今天，我非常自豪地站在葛謨州長身邊，感謝他為女同性戀、
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群體所做的大量工作。從婚姻平等，到《性
別表達非歧視法案》，再到結束紐約州的代孕禁令，葛謨州長確保紐約州仍然是
美國進步之都。在 2019 年，任何人都不應該喪失撫養孩子的樂趣，不是在現代醫
學每天都在創造新的奇跡的時代，也不是在我們已經達成廣泛共識：組建家庭的
唯一先決條件是愛的時代。我期待《兒童 -父母安全法案 (Child-Parent Security Act,
CPSA)》成為法律，紐約州的現代家庭因此將 擁有自由和保障用來組建家庭，
無論這些家庭是如何創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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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性戀、
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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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納拉·查理斯-皮埃爾表示，「我很難用語言來表達人們與不孕症作鬥爭時經歷
的痛苦和失望，但我的故事並不只發生在紐約州和本國女性的身上。在決定 代孕
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前，我們很多人都經歷過這樣的掙紮。我要感謝葛謨州長在這
一問題上發揮的巨大領導作用，如此多的紐約民眾將以此體驗到把孩子帶到這個
世界上的快樂，無論您採取何種方式實現這一目標。」

紐約市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社區中心 (LGBT Community
Center) 執行主任葛籣達·特斯通 (Glennda Testone) 表示，「值此石牆事件
(Stonewall Riots) 50 週年之際，全世界都將紐約州視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
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權利運動的歷史前線，現在，我們的立法者需要採取行動並
證明我們今天仍在領導這場運動。紐約州必須通過一項禁止以恐懼同性戀 /跨性別
者作為辯護事由的禁令，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群體
伸張正義，這樣一來，就不可能再把針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
者和酷兒的暴力行為歸咎於這些群體的仇恨犯罪受害者。我們必須使代孕合法
化，使紐約州的法律現代化，使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
家庭擺脫目前很多人成為父母所經歷的漫長 、入侵性的過程。我們不能錯過這個
機會，在今年加強本州作為公民權利和人權捍衛者的地位。」
人權運動全國現場主任馬蒂·羅斯 (Marty Rouse) 表示，「紐約州經常站在爭取平
等的前沿。至關重要的是，我們的領導人要發出明確的訊息，即反女同性戀、
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暴力不具備正當理由，並確保全體父母都有
機會在沒有障礙的情況下組建家庭。禁止所謂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
跨性別者和酷兒恐慌防禦和更新代孕法律，紐約州因此將變得更安全，更歡迎女
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人群及其家 人，我們感謝葛謨州
長、諸位議員和社會活動人士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發揮大膽的領導作用。」
特雷弗項目 (The Trevor Project) 宣傳和政府事務負責人薩姆·布林頓 (Sam
Brinton) 表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青年，尤其是
年輕的跨性別女性，在危機中與特雷弗項目接觸，這些人帶著恐懼的感覺走在街
上，不敢表現出真實的自我。法律禁止以同性戀恐慌作為辯護事由，這提醒人
們，基於性取向或性別認同的暴力在紐約州沒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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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要讓紐約州成為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更安全、更
公道的地方。」
男同性戀健康危機組織 (Gay Men's Health Crisis) 執行長凱爾西·路易斯 (Kelsey
Louie) 表示，「在我們慶祝驕傲月 (Pride Month) 之際，我們也即將在奧爾巴尼郡
(Albany) 迎來為紐約州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做出改變的最後
期限。今天，男同性戀健康危機組織加入到安德魯·葛謨州長及其夥 伴組織的行
列，一起呼籲紐約州議會採取行動紀念石牆事件 50 週年。我們也呼籲廢除嚴厲的

代孕法和所謂的同性戀和變性人的『恐慌』辯護。紐約州的每一個人，包括同性
伴侶，都有權建立對他們來說有意義的家庭。跨性別者，尤其是有色人種的跨性
別女性，有權利感到安全，並受到法律的保護，而不是侵害。紐約州在推進針對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群體的必要立法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
我們要求議會在這兩個重要問題上再次這樣做。」
阿克曼研究所性別與家庭項目 (Gender & Family Project of the Ackerman
Institute) 創始人兼主任吉恩·瑪律帕斯 (Jean Malpas) 表示，「在我們紀念石牆暴
動 50 週年之際，必須代表紐約州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
民眾實施根本改革。本州禁止妊娠代孕，以及對恐同和恐變性犯罪的法律迴旋餘
地都是可恥的，其根源是對許多美國人繼續造成痛苦的陳舊成見。我們感謝葛謨
州長繼續致力於創造平等。」
男性生育組織 (Men Having Babies) 執行董事羅恩·普爾-達揚 (Ron Poole-Dayan)
表示，「《兒童-父母安全法案》獨一無二地堅持由美國、歐洲和亞洲的女同性
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家庭協會認可的道德準則。葛謨種族帶頭解決
這個問題，我們對此感到自豪和鼓舞。連同取締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恐慌防禦，
這些都是實現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群體完全平等的關
鍵措施。州議會現在必須服從他的領導，在立法會議期結束前採取行動，否則紐
約州就有可能在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權利問題上倒
退，而不是前進。」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網絡 (LGBT Network) 總裁大衛奇爾·
尼克 (David Kilmnick) 博士表示，「紐約州長期以來始終是女同性戀、男同性
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群體的希望燈塔，葛謨州長正在繼續為妊娠代孕合
法化和禁止同性戀和跨性別者恐慌辯護而奮鬥。作為美國最大的為女同性戀、
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社區提供服務的郊區機構，我們正在不懈奮
鬥，以確保所有紐約民眾都能實現擁有家庭的美國夢。葛謨州長認識到這些關鍵
問題的重要性，這些問題將給紐約州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
酷兒民眾帶來更大的平等。我們很自豪生活在這樣一個州，這個州的領導人如此
致力於為所有人爭取平等權利。」
紐約市反暴力項目 (New York City Anti-Violence Project) 執行總監比佛利·提勒瑞
(Beverly Tillery) 表示，「紐約州必須使代孕合法化，並在本次 會議期結束前禁止
以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恐慌作為法律辯護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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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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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法案將改變全州紐約民眾的生活，但只要州議會不採取行動，
法規上就仍會保留以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恐慌作為法律辯護事由這種惡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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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LVE：全國不孕不育症協會 (RESOLVE: The National Infertility Association)
董事會成員萊斯·利維尼 (Rise Levine) 表示，「紐約州的不育家庭需要機會，以安
全的方式建立家庭，在住所附近使用自己的醫生。是時候取消那些阻礙紐約民眾
充分利用所有家庭組建選擇的落後限制了。我們非常感謝葛謨州長認識到這一需
求，感謝他在紐約州推動有償代孕合法化方面發揮的領導作用。」
艾滋病拉丁裔委員會 (Latino Commission on AIDS) 主席吉爾莫勒·查康
(Guillermo Chacón) 表示，「葛謨州長認識到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的權利是人
權，他今天繼續為若干關鍵問題而鬥爭，這些問題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
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群體非常重要。今天，我很自豪地與州長一起要求州議會對
這兩項至關重要的立法採取行動。通過使代孕合法化，禁止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
性別者作為辯護事由，我們正在朝著為全體民眾創造真正平等的紐約州採取又一
項重要的措施。」
加勒比平等項目 (Caribbean Equality Project) 創始人兼執行董事穆罕默德 Q. 阿敏
(Mohamed Q. Amin) 表示，「遺憾的是，我們的立法領導人員在 2019 年沒有採
取行動將這一陳舊和歧視性的法律從書本上刪除。『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
的辯護事由只會阻礙我們前進的步伐，破壞這個大州在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
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群體帶來平等方面取得的進展。我感謝葛謨州長為促進
紐約州各地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群體的權利所做的一
切工作。我們呼籲紐約州議會明確反對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
者和酷兒的仇恨暴力，確認並保護酷兒和跨性別者和性別錯位者 (Transgender
and gender-nonconforming, TGNC) 加勒比裔紐約民眾的生活。」
紐約州跨性別者宣導組織 (New York Transgender Advocacy Group) 政策與計畫
主任艾曼達·巴賓 (Amanda Babine) 表示，「在離立法會議期只剩下七天的時候，
我們通過『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的辯護事由是至關重要的。僅今年，就有
10 個跨性別有色人種女性被發現死亡，其中一人就在紐約州。我們還支持將代孕
合法化，這將幫助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家庭在紐約州
蓬勃發展。這兩項法案都將加強紐約州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 者
和酷兒民眾的權利。我們不能等到 2020 年或更久才把事情做好。紐約州跨性別者
宣導組織與葛謨州長並肩支持這項事業，我們鼓勵立法者在離開奧爾巴尼郡前通
過這些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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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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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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