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6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2019 年司法議程  (2019 JUSTICE AGENDA)》成就，這是當代史上

最有成效的立法會議   

  

把《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編入法律，制定了全國最宏偉的氣候變化項目   

  

反擊華盛頓  (Washington) 對中產階級的侵犯  - 永久限制房地產稅上限，限制支出

增速至  2%，削減中產階級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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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取得了期待已久的勝利，包括廢除同性戀和跨

性別者恐慌防衛  (Gay and Trans Panic Defense)，頒布《性別表達無歧視法案  

(Gender Express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 GENDA)》並禁止轉化療法   

  

制定了涵蓋權利、享有成立工會的權利、休息日和加班費在內的農場工人法案   

  

把《羅伊訴韋德案  (Roe v. Wade)》編入州法律，加大對職場女性的保護力度，包

括新增的性騷擾保護法和延長強姦的訴訟時效   

  

重新批准和拓展了全國領先的少數族裔和女性所有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

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 MWBE) 項目   

 

包括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管理工作的轉型

改革，以及對重要改造工作進行撥款   

  

確保在多方參與的民主議題下實現透明公平的選舉   

  

為使危險人群無法持有槍支制定了更廣泛的保護措施，從而促進了全國最嚴厲的

槍支改革工作   

  

通過《兒童受害者法案  (Child Victims Act)》為兒童性虐待受害者帶來期待已久的

公正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其於  12 月首次提出的《2019 年司法議程》，並宣佈

今年立法會議  (Legislative Session) 期間取得的歷史性成就，這屆會議是現代政治

史上最有成效的一屆。   

  

這些廣泛的變革將確保全體民眾獲得社會和經濟正義，解決氣候變化的毀滅性影

響，支持紐約長期以來對工人權利的承諾，現代化改造全州的運輸系統，加強帝國

州 (Empire State) 在性別平等與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權

利上全國領先的承諾。所有的工作都是在頒布對財政負責的政策下完成的，包括連

續九年保持  2% 的消費增長率，制定永久房產稅上限，為中產階級減稅。   

  

「6 個月前我們提出了《2019 年司法議程》，這是使紐約進步的宏偉藍圖。今天

我能很驕傲的說我們順利完成了這些目標，」葛謨州長表示。「最後最重要的是

完成了什麼。這是現代史上最有成效的一屆立法會議。結果喜人，我們也穩固了兩

個核心，即在空前發展和全國領先的前提下使才政策人和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相匹

配。」  

  

《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這項法律頒布了《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

案》，為全國制定了最宏偉的氣候變化項目，其目標為：截止  2040 年電力行業要

實現零碳排放；截止  2035 年安裝 9 千瓦時的離岸風電能；截止  2025 年安裝 6 千

瓦時的太陽能；截止  2030 年完成 3 千瓦時的能源儲存；指示州部門向為弱勢社區

投資 40% 的清潔能源和能源效率資源目標而努力。此外，依法成立了氣候行動委

員會 (Climate Action Council)，由多個州政府部門和當局，以及法律專家組成，旨

在制定出一項計畫，即概述州政府如何在  2050 年前在 1990 年的水平基礎上減少  

85% 的溫室氣體排放  (Greenhouse gases, GHG)，並最終在所有經濟行業中實現淨

零排放的目標。   

  

永久固定房產稅上限：將房地產稅上限永久限制為  2%，該上限自  2012 年實施以

來為納稅人節省約  250 億美元。  

  

大都會運輸署資金和管理：中央商業區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收費站獲得的  

250 億美元、一項新的豪宅稅、減免網絡稅福利後對大都會運輸署提供資金。實施

大都會運輸署遲來已久的改革措施，包括制定一項重組計畫，更換大都會運輸署董

事會 (MTA Board) 任命使其與任命當局的要求相一致，要求大都會運輸署進行一項

獨立的法務審計和效率審核，號召進行一項有外部專家進行的主要建築審核以對主

要項目進行審查。   

  

推動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權利：葛謨州長為支持女同

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酷兒權利頒布了改革性法律，包括廢除同性

戀和跨性別者恐慌防衛，從而擬合州法律中的鴻溝，該鴻溝允許基於受害人性別、

性別認同或性取向而在被攻擊後以同性戀和跨性別者恐慌防衛作為防衛理由。州長



還頒布了《性別表達無歧視法案》，並禁止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

者和酷兒接受轉化療法。   

  

制定農場工人權利法案：這一法律制定了農場工人權利法案、保證加班費、休息

日和成立工會的權利。   

  

頒布新增的性騷擾保護法：這一系列改革修改「嚴重或普遍」的性騷擾行為才能

發起訴訟的要求，藉此降低過高的門檻，讓員工能夠按照《紐約州人權法  (New 

York Human Rights Law)》追究僱主的性騷擾責任；把人權部 (Division of Human 

Rights) 記錄在案的職場性騷擾索賠訴訟時效從一年延長到三年；為保護員工進行

投訴的權利，要求勞動合同保密協議要包括員工可在地方、州和聯邦反歧視部門調

查時參與的語言。   

  

延長強暴案的訴訟時效：強暴案件的訴訟時效無疑是對想要提起訴訟的受害者設

下一個他們能夠出面多久的時間期限。去年，數十年來沉默不言的受害者勇敢地說

出了受虐經歷，並暴露了本州起訴施虐者的能力隨時間流逝而受到限制。因為認識

到這個事實，美國各州都延長或消除了對性暴力犯罪的訴訟時效。這項法律延長了

二度和三度強姦的訴訟時效，並延長了與這些罪行相關的民事索賠訴訟時效，使受

害者獲得公正的機會更大。   

  

彌合性別薪酬差距：葛謨州長自就任以來，一直積極努力加大對職場女性的保護

力度，並縮小紐約的性別薪酬差異。這一系列改革包括擴大「同薪同酬工作」的定

義，以禁止所有類似工作給予對保護階層的考慮而產生不平等薪酬現象，並擬合僱

主根據性別、種族或其他受保護階層而支付少量工資的鴻溝；頒布查詢薪資歷史禁

令，使僱主無法詢問申請者和僱員工資歷史，或依賴工資歷史而對僱傭做出選擇或

決定薪資水平。   

  

重新批准和擴大少數族裔和女性所有企業項目：少數族裔和女性所有企業項目自

發起依賴就取得了巨大成功，為全國的少數族裔和女性所有企業參與設立了最高目

標，並與少數族裔和女性所有企業簽訂了數千份州合同。這項法律重新批准了少數

族裔和女性所有企業項目，並拓展了與少數族裔和女性所有企業簽訂州合同的有關

法律條例，從而確保這一有效項目能夠繼續開展。   

  

保護租戶法律：這一系列改革被稱為  2019 年住房穩定和租戶保護法案  (Housing 

Stability and Tenant Protection)，制定了州歷史上最廣泛最嚴格的的租戶保護法，旨

在為數百萬名紐約民眾保住經濟適用房。   

  

移除非醫學性疫苗接種豁免權：美國目前正經歷逾  25 年來最嚴重的麻疹疫情，而

紐約州零星地區爆發的疫情是主要的危機來源。由於非醫學性疫苗接種豁免權帶來

的後果，紐約州有許多社區疫苗接種率低落的程度令人無法接受，而這些未接種疫



苗的兒童可能往往在上學後將疫情傳染給其他未接種疫苗的學童。這項新法律將從

學校接種疫苗的要求中移除兒童的非醫學性疫苗接種豁免權，在這次持續爆發的病

情重保護公眾。   

  

保障優質教育：援助學校的資金達  10 億美元以上，使學校援助資金總額達到  279 

億美元。此外，新的報告要求從單個學校經費層面確定優先級，以此解決資源分配

不平衡問題，推進建設更加透明公平的教育系統。   

  

實現通過荷賽·R. 佩拉爾塔  (Jose R. Peralta) 的《對外來未成年人的發展、救濟和

教育法案  (Development, Relief and Education for Alien Minors Act, DREAM 

ACT)》：透過給予無證件紐約學生和公民學生同樣的福利，最終為數千名紐約民

眾打開了高等教育的大門，包括享受《學費補助方案  (Tu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TAP)》和《精益求精》等由州政府管理的獎學金項目。   

  

擴大《精益求精獎學金  (Excelsior Scholarship)》免費入學計畫的資格：隨著本州

免費學費計畫成功進入第三年，家庭年收入最高至  12.5 萬美元的學生現在有資格

申請該計畫，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內  55 % 以上的全日制本州學生  - 或 

21 萬名以上的紐約居民  - 可在學費補助方案援助與本計畫的組合幫助下免費上

學。  

  

刑事司法改革：取消輕罪和非暴力犯罪的現金保釋，確保獲得快速審判的權利，

轉變庭前證據交換流程，從而實現徹底的刑事司法改革。   

  

對基礎設施持續進行投資：在州長空前的未來五年  1,500 億美元基礎設施項目投資

承諾基礎上。   

  

完成門戶隧道項目：這項法律成立了門戶發展委員會  (Gateway Development 

Commission)，並為項目創立了全面的軌道投資項目。這一由兩個州合作的工作與

新澤西 (New Jersey) 合作，代表著我們國家經濟和安全上重要項目的巨大進展，

同時還重塑了我們作為全球基礎設施先鋒的地位。   

  

保護環境：開展《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即全國最宏偉的環境保護項目，

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開展食物廢水回收項目，並為清潔水基礎設施追加投資  5 

億美元，從而把州政府的歷史性投資項目增加到  30 億美元。所有的工作都是為了

在保護紐約民眾的同時對抗對環境的最大威脅問題。   

  

保證紐約民眾健康：透過編纂《平價醫療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條款，紐約

民眾可確保不論華盛頓作何舉動，其健康需求能得到滿足。   

  



支持工人權利：將雅努斯 (Janus) 保護擴展至所有地方政府，保證組織談判和集體

談判的權利。   

  

推動民主政治工作議程：為促進紐約選民的參與度，並保障紐約選舉的公平透

明，以下計畫於今年頒布：同步聯邦和州選舉、未成年人預先登記、提前投票、普

遍登記轉移、推動無理由缺席投票、同日登記。   

  

通識槍支改革：透過制定《彈藥和武器安全執法法案  (Secure Ammunition and 

Firearms Enforcement Act, SAFE Act)》- 該法案是全國最嚴厲的槍支管控法律，今

年實施了額外措施以確保槍支能被妥善保管，這些措施包括《危險信號法案  (Red 

Flag Bill)》、撞火槍托禁令、延長背景核查等待期。   

  

簽署《兒童受害者法案》：簽署這份等待已久的法案修改了紐約州的過時法律，

確保無論犯罪行為發生在何時，犯罪人員都對其罪行承擔責任，以此給遭受性虐待

的兒童提供必要的救濟。   

  

填補有限責任公司漏洞：透過限制有限責任公司每年最多共  5 千美元的貢獻以填

補有限責任公司漏洞，公司具有同等限制。這項新法律還會要求披露有限責任公司

在捐款中的直接和間接成員利益，以及對個人的捐款數額。   

  

2019 年女性公正議程成就：隨著《生育健康法案  (Reproductive Health Act)》、

《全面避孕保障法案  (Comprehensive Coverage Contraceptive Act)》和《家暴倖存

者司法法案  (Domestic Violence Survivors Justice Act)》的通過，禁止拍攝復仇式色

情影像，加強對工作場所母乳餵養的保護等工作，葛謨州長延續了其承諾，以確保

紐約州的女性享用公平和平等待遇。   

  

今年的新資本資金投資包括：   

•  為《極端冬季修復  (Extreme WINTER Recovery)》項目而進行的全款

援助：州政府為《極端冬季修復》項目撥款  6,500 萬美元。為地方政

府增加援助，使其能夠修復和重建當地受紐約州惡劣冬季天氣影響的

高速公路和道路。這項對當地道路和橋樑所做的空前基礎設施投資增

加到州政府透過《鞏固地方街道和高速公路改造項目  (Consolidated 

Local Streets and Highway Improvement Program, CHIPS)》和《馬基瑟

裡 (Marchiselli)》項目和提供的  4,78 億美元資金中，以及來自《紐約

鋪路 (PAVE-NY)》和《紐約橋樑  (Bridge NY)》的 2 億美元資金。   

•  1.2 億美元的公共住房投資：其建立在州政府對紐約市住房署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斥資 5.5 億美元的空前投資基礎上，州長

和立法機關  (Legislature) 提供了 1 億美元的追加資金撥款，以幫助支



持這一持續進行的改革，同時提供  2 千萬美元以支持住房數和紐約市

外的其他住房。   

•  為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復原能力和經濟發展項目  (Resilie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itiative, REDI)》斥資  1 億美元：州長

和立法機關斥資  1 億美元的資本金支持州政府許下的高達  3 億美元承

諾，以支持受安大略湖洪水影響的社區。《復原能力和經濟發展項

目》委員會於上月和湖岸的當地機構合作，以確定並支持可減少洪水

對基礎設施威脅的項目，同時還能加強該地區的地方經濟發展。   

•  為尼亞加拉邊境交通局  (Niagara Frontier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NFTA) 斥資  2 千萬美元：撥款 2 千萬美元的資本金用於支持州長和

立法機關五年  1 億美元對為尼亞加拉邊境交通局承諾的第一年工作，

從而資助制定一項五年資本計畫用於對地鐵鐵軌  (Metro Rail) 進行維

護和改造。   

•  潘恩站  (Penn Station) 33 號街  (33rd Street) 入口：斥資 4.25 億美元

資本金用於支持潘恩站  33 號街入口項目，以及其他與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road, LIRR) 相關的改造工作。州長剛與上月公佈了位於  33 

號街和第七大街  (7th Avenue) 處的潘恩站新主入口最終社區透視圖，

其將為長島鐵路主大廳和紐約市地鐵  (New York City Subway) 提供急

需的直接通道。   

•  為公共圖書館斥資  2 千萬美元：為公共圖書館斥資  2 千萬美元，這將

幫助紐約州的圖書館急需轉型成為  21 世紀社區中心。   

•  為《高等教育資本匹配撥款項目  (Higher Education Capital Matching 

Grant Program)》斥資  3 千萬美元：3 千萬美元資本撥款將用於支持

《高等教育資本匹配撥款項目》，這一項目在州長領導下透過提供匹

配資本撥款，使全州獨立院校能夠為其基礎設施和設備進行重要投

資。  

•  斥資  2,500 萬美元為保護民眾不受憎恨犯罪的侵犯而進行的  2,500 萬

美元安全投資：安全項目中包含的  2,500 萬美元資本撥款給因思想、

信仰或傳教而處於憎恨犯罪威脅中的非公立學校、社區中心、居民寄

宿營和日托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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