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6 月 2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全州地標建築點亮燈光用來紀念世界驕傲節  (WORLDPRIDE)  

  

世貿中心一號樓  (One World Trade Center)、柯西邱思科大橋  (Kosciuszko 

Bridge)、哈德遜中部地區大橋  (Mid-Hudson Bridge)、紐約州立大學中央行政大樓  

(SUNY Central Administration Building)、州立教育大樓  (State Education 

Building)、艾爾弗雷德  E. 史密斯大樓  (Alfred E. Smith Building) 和州博覽會正門  

(State Fair Main Gate) 及展覽中心  (Exposition Center) 將點亮燈光   

  

標誌性的地標建築將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以變性人旗幟的顏色點亮燈光，並在星期

三、星期六和星期日按照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LGBTQ) 驕傲旗幟的顏色點亮燈

光   

  

世界驕傲節接待服務台從現在起在甘迺迪機場  (JFK Airport)、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和紐華克機場  (Newark Airport) 開放到星期五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全州地標建築將點亮燈光，以紀念世界驕傲節和同性

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社區，包括世貿中心一號樓尖頂、

柯西邱思科大橋、哈德遜中部地區大橋、紐約州立大學中央行政大樓、州立教育大

樓、艾爾弗雷德  E. 史密斯大樓、州博覽會中心  (State Fair Exposition Center) 和州

博覽會正門的  LED 面板將點亮燈光。這些建築將在  6 月 27 日星期四和  6 月 28 

日星期五按照變性旗幟的顏色點亮燈光用來紀念變性行動日  (Trans Day of 

Action)，並在 6 月 29 日星期六和  6 月 30 日星期日按照驕傲旗的顏色點亮燈光用

來慶祝紐約州驕傲活動。此外，尼亞加拉大瀑布將在  6 月 30 日，星期日和  7 月 5 

日，星期五按照驕傲旗的顏色點亮燈光，冰草布魯克斯體育館  (Herb Brooks Arena) 

將於星期四至星期日在普萊西德湖花樣滑冰錦標賽  (Lake Placid Figure Skating 

Championships) 期間按照驕傲旗的顏色點亮燈光。   

  

「紐約州是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權利運動的誕生

地，所以在『石牆事件  (Stonewall)』50 週年之際，我們舉辦世界驕傲節活動是合

適的，」葛謨州長表示。「今年，我們取得了歷史進展，通過了《性別表達非歧

視法案 (Gender Express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 GENDA)》、禁止轉化療法，並

禁止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為法律辯護事由。我們有很多值得驕傲的地方，



這些地標建築的燈光向世界發出了明確的資訊，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

者、跨性別者與同志人群在紐約州受到歡迎，我們將繼續每天為確保完全平等而奮

鬥。」  

  

「作為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權利運動的發源地，我

們繼續領導全國為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群體爭取權

利，」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慶祝今年在確保平等和正

義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比如禁止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為法律辯護事由、

通過《性別表達非歧視法案》，禁止轉化療法。在我們紀念『石牆事件』50 週年

之際，紐約州為今年舉辦世界驕傲節活動而感到自豪，慶祝使我們成為『帝國州  

(Empire State)』的多樣性。」   

  

世界驕傲節是國際上規模最大的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

志驕傲遊行慶典活動，今年來到紐約州，這是美國第一次舉辦這項活動。慶祝活動

包括遊行，表演和節日，以促進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

志權利運動。為了歡迎來紐約州參加世界驕傲節和『石牆事件』50 週年活動的遊

客，包括橫幅、資訊和志願者在內的世界驕傲節迎賓亭將在甘迺迪機場、拉瓜迪亞

機場和紐華克機場行李認領迎賓中心開放至星期五。   

  

在驕傲月期間，葛謨州長宣佈了幾項倡議和活動，以鼓勵和宣傳世界驕傲節慶祝活

動。6 月 1 日，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世界驕傲節接待中心  (New York State 

WorldPride Welcome Center) 開放，該中心位於紐約市西鄉  (West Village) 克里斯托

佛街 (Christopher Street)，距石墻國際紀念碑  (Stonewall National Monument) 僅幾

步之遙。6 月  5 日，州長宣佈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

志驕傲月展覽在紐約州議會大廈  (New York State Capitol) 開幕，該展覽旨在紀念紐

約州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群體創造的影響，展品包

括部分國際愛滋病拼布。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的驕

傲旗幟也於歷史上首次在紐約州議會大廈上空升起。6 月 13 日，葛謨州長公佈了

紐約州世界驕傲節大使大賽  (New York State WorldPride Ambassadors Competition) 

的獲勝者，並在一段視頻中重點展示了他們的故事。   

  

在他的整個任期內，葛謨州長始終引領全國支持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

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的權利，並一直在反擊聯邦政府對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

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群體持續不斷的攻擊，包括軍事禁令和撤銷對跨性別者的

醫療保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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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葛謨州長宣佈代孕合法化，並禁止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

性別者作為法律辯護事由，6 月 19 日，葛謨州長慶祝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

作為法律辯護事由禁令獲得通過。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grand-opening-worldpride-welcome-center-new-york-citys-west-village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opening-lgbtq-pride-month-exhibit-capitol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winners-worldpride-2019-ambassadors-competition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winners-worldpride-2019-ambassadors-competi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fcMzQyNtA&feature=youtu.be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president-trumps-transgender-military-ban-takes-effect-governor-cuomo-directs-state-agencies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statement-governor-andrew-m-cuomo-trump-administrations-efforts-roll-back-healthcare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statement-governor-andrew-m-cuomo-trump-administrations-efforts-roll-back-healthcare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statement-governor-andrew-m-cuomo-passage-ban-gay-and-trans-panic-legal-defense-0


在整個州，州機構和紐約民眾都在慶祝驕傲月，他們提出了幾項倡議，旨在促進慶

祝活動，並認可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群體。從蒙特

哥 (Montauk) 到水牛城  (Buffalo) 和斯塔頓島  (Staten Island)，再到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葛謨州長已經派代表參加了紐約州各地的驕傲遊行和活動，慶祝

和支持各地的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社區。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 公佈了定制的世界

驕傲節地鐵卡和驕傲火車。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開展了很多的驕傲行動來慶祝並歡迎遊客來紐約州參加世界驕傲節，包括在克里斯

托佛街和紐新航港局-過哈德遜河捷運  (Port Authority Trans-Hudson, PATH) 在第 9 

街的站點懸掛彩虹旗、在奧克魯斯  (Oculus) 懸掛彩虹旗、在紐新航港局巴士站  

(Port Authority Bus terminal) 和喬治華盛頓大橋公車站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Bus Station) 鋪貼彩虹旗地面貼花。   

  

6 月 15 日，四大自由州立公園  (Four Freedoms State Park) 揭幕了紐約市最大的同

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旗幟，這面旗幟將一直展示到六

月底。炮臺公園市管理局  (Battery Park City Authority) 為洛克菲勒公園  (Rockefeller 

Park) 裝飾了一幅大型驕傲旗草坪畫，這幅畫將保留數週。6 月 20 日，紐約州人

權署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Human Rights) 舉行了紐約州《性別表達非歧視法

案》以及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權利網路研討會，參

與人數超過  300 人，該網路研討會現在永久開放，作為長期計畫的內容，確保每

一個紐約人都了解自己的法定權利。   

  

要瞭解紐約州各地發生的世界驕傲節活動，請訪問 iloveny.com/worldpri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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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Ek_uf1gDkI&feature=youtu.be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8717abec-db319c4f-871552d9-000babda0106-e3c9530b2de8e4b8&q=1&u=https%3A%2F%2Fwww.iloveny.com%2Fthings-to-do%2Flgbt%2F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4acda6db-16eb9178-4acf5fee-000babda0106-43e24e42a2d58007&q=1&u=https%3A%2F%2Fit.cwnls.com%2Fapp%2Fitpage.nsf%2Funsubscribe.xsp%3Faction%3Dunsubscribe%26id%3D1100PRESE0B86B57309106BD8525842500655C3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