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6 月 3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在『世界驕傲日  (WORLDPRIDE)』和『石牆事件  (STONEWALL)』50 週年之際，

葛謨州長簽署了一項立法，禁止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為法律辯護事由   

  

禁止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為法律辯護事由，將可禁止被控暴力犯罪者在

法庭上使用同性戀恐懼症症和跨性別恐懼症作為可行的辯護策略   

  

履行承諾，通過  2019 年司法議程  (Justice Agenda) 的關鍵內容  - 承諾加倍開展宣

傳活動，在下一屆立法會議期使妊娠代孕合法化   

  

州長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新視訊，強調了這個問題   

  

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簽署了一項法案，禁止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為法

律辯護事由  (S3293/A2707)，此舉履行了他的承諾，確保紐約州沒有人使用這種可

惡的法律辯護策略。州長簽署了這項法案，這是他  2019 年司法議程的一項重要內

容，內容是關於世界驕傲日和石牆起義  50 週年。州長還保證在下一屆立法會議上

加倍努力，推動姙娠代孕合法化運動，姙娠代孕在今年的立法會議上沒有得到通

過。  

  

「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為辯護事由在本質上是對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

懼症的編纂，它與我們平等和包容的價值觀相抵觸，」葛謨州長表示。「這種辯

護策略不僅僅是攻擊性的，它還發出了危險的資訊，即對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

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  (LGBTQ) 人群的暴力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接

受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今天把這個有害的法律工具扔進了它應該歸屬的歷史

的垃圾桶。」   

  

州長還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一段新視訊，視訊的主角是德洛麗絲•奈特爾斯  

(Delores Nettles)，她是 2013 年在哈萊姆區 (Harlem) 被殘忍殺害的跨性別女性伊

蘭•奈特爾斯  (Islan Nettles) 的母親，這位女性的攻擊者在法庭上以恐懼同性戀者

和跨性別者作為法律辯護事由。請從此處觀看視訊。   

  

https://youtu.be/MNwCV6JjK1A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albums/72157709339372207
https://youtu.be/MNwCV6JjK1A


 

 

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為法律辯護事由使得被控對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

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族群施以暴力犯罪的人能夠因此減輕量刑，在某些

案件中，透過歸咎受害者的性取向或性別身份，犯罪人員甚至可以逃避定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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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為法律辯護事

由。  

  

州參議員布萊德·霍伊爾曼  (Brad Hoylman) 表示，「通過禁止所謂的以恐懼同性戀

者和跨性別者作為法律辯護事由，紐約州向檢察官、辯護律師、陪審團和法官發出

了資訊，即不應將受害者的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

身份當作武器來對付他們。我很自豪能成為立法機構的一員，保護紐約州女同性戀

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的權利，並感謝參議會多數党領袖斯

圖爾特-卡曾斯 (Stewart-Cousins) 和眾議員奧唐納  (O'Donnell) 在這個關鍵問題上發

揮領導能力。在我們紀念石牆事件  50 週年之際，我非常感謝葛謨州長簽署了這項

至關重要的法案，並期待著與他繼續合作，使紐約州成為更包容、更公平的女同性

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群體的家園。」   

  

德洛麗絲·奈特爾斯表示，「2013 年，我的女兒伊蘭在哈萊姆區因為真實的自己而

被殺害。她的攻擊者使用了歧視性的『恐懼跨性別者』作為辯護事由。我很感激紐

約州禁止這項立法，這樣就不會有母親再經歷這樣的事情了。我們必須繼續鬥爭，

使所有跨性別者都能在沒有暴力和歧視的情況下生活。感謝葛謨州長不知疲倦地宣

導這項法案，並於今天將其簽署成為法律。」   

  

同志法律辯護團體浪達法律  (Lambda Legal) 公平法庭項目  (Fair Courts Project)  

高級律師伊森·賴斯 (Ethan Rice)：「在紐約州，禁止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

為法律辯護事由，是平等對待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

志群體的重要措施，也是早就應該採取的措施。紐約州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

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群體永遠不應該經歷暴力。這種情況發生時，女同性戀

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群體當然不應該為這種暴力行為承擔

責任。這些『辯護事由』在我們的司法體系中沒有立足之地。同志法律辯護團體浪

達法律感謝州長今天簽署了這項法案，並代表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

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社區開展持續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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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政府朝著正確

的方向又邁出了一大步，在法律上制止了我們社會中一些長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同

性戀和跨性別恐懼症因素。我們州建立了婚姻平等、通過了《性別表達非歧視法案  

(Gender Express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 GENDA)》，取締了轉化療法後，葛謨州

長表明他沒有停止為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的平等



 

 

而鬥爭，我們也沒有停止這場鬥爭。我們感謝他從紐約州法院系統中取締以恐懼同

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為法律辯護事由，感謝他對所有人平等權利做出的承諾。」   

  

哈萊姆區驕傲組織  (Harlem Pride) 和紐約市黑人及拉丁裔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

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聯盟  (New York City (NYC) Black and Latino 

LGBTQ Coalition) 表示，「利用一個人的實際或感知的性取向或性別來為暴力行

為辯護是令人憎惡的，在紐約州是站不住腳的。我們感謝葛謨州長在保護女同性戀

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群體和堵住法律漏洞方面發揮的領導

作用和奉獻精神。」   

  

拉丁裔艾滋病委員會  (Latino Commission on AIDS) 主席兼拉美裔醫療網絡  

(Hispanic Health Network) 創始人吉爾莫勒·查康  (Guillermo Chacon) 表示， 

「在我們慶祝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驕傲日和石牆

暴動 50 週年之際，我們認識到，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為法律辯護事由在

紐約州早就應該實行了。  我們感謝這份法案將得到簽署，以確保這一情況不會再

次發生，並確保受到恐同症和跨性別恐懼症影響的人們不再為這一陳舊的漏洞承擔

責任。我們感謝葛謨州長提出這一重要問題，我期待他簽署這項法律，加強對女同

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群體的保護。」   

  

社區領袖羅德·湯森  (Rod Townsend) 表示，「一個人的性別身份或性取向從來都

不是暴力襲擊的正當理由，而葛謨州長填補了州法律的漏洞，該漏洞在當前的一級

謀殺案件中允許這樣做。  我們期待看到受這些犯罪影響的個人得到公正對待，  

並將努力進一步限制在各地針對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

同志群體人群的暴力案件中使用這種駭人聽聞的『責怪受害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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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為法

律辯護事由對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同志和雙性者群體

來說是巨大的勝利，尤其是對我們的跨性別、性別不一致、非二元兄弟姐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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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

州跨性別者宣導組織自豪地站在葛謨州長旁邊，因為他仍然是紐約州女同性戀者、

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同志和雙性者社區的捍衛者。」   

  

洛克蘭郡驕傲中心  (Rockland County Pride Center) 執行理事布魯克·馬婁伊  

(Brooke Malloy) 表示，「紐約民眾不能容忍仇恨。我們是充滿愛和包容的州，  

我們堅信人人平等。曾經有過針對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

與同志群體實施犯罪的法律辯護事由，特別是基於該群體的實際或感知的性別身份

或性取向，這一事實令人作嘔。感謝葛謨州長帶頭終結這項令人憎惡的法律，感謝

他始終為保護紐約州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群體發

聲。」  



 

 

  

阿迪朗克郡北部地區性別聯盟  (Adirondack North Country Gender Alliance) 執行

董事凱麗·梅茲格  (Kelly Metzgar) 表示，「紐約州以作為包容、進步的州而自豪，

每個人在這裡都能感到安全和受歡迎。葛謨州長致力於終結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

別者作為法律辯護事由，他繼續確保每個人，無論他們的性取向或性別身份是什

麼，都能根據紐約州法律得到平等的保護。我個人要代表阿迪朗克郡北部地區的居

民感謝葛謨州長，感謝他堅持不懈的努力，捍衛在這個美麗的州安家的全體民眾的

權利。」  

  

羅切斯特市  MOCHA 中心  (MOCHA Center Rochester) 主管克里斯多夫·古德溫 

(Christopher Goodwin) 表示，「我們在 MOCHA 中心和延齡草保健中心  (Trillium 

Health) 為葛謨州長採取迅速、積極的行動保護和維護紐約州女同性戀者、男同性

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人群的權利而鼓掌。由於他的努力，植根於仇恨

的危險漏洞已從我們的刑事司法系統中消除。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為法律

辯護事由永遠不應該得到允許。紐約州的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  

跨性別者與同志民眾心存感激，我們現在可以感到更安全了，因為我們離讓我們的

生活根據法律得到平等的價值和代表又邁進了一步。」   

  

哈德遜谷地區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社區中心執

行主任傑夫·倫德勒 (Jeff Rindler) 表示，「我們的法律制度早就該修訂了。紐約州

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的人權是不容商量的，現在

這個可惡的藉口將不再允許作為仇視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仇恨犯罪的辯護事由，  

這類犯罪的數量正在上升。對於遭受暴力率較高的有色人種跨性別婦女來說，這項

法律是加強保護我們社區的下一步。我讚賞並感謝葛謨州長和所有為通過這項立法

而不懈努力的宣導者和立法者。」   

  

男同性戀健康危機組織  (Gay Men's Health Crisis, GMHC) 執行長凱爾西·路易  

(Kelsey Louie) 表示，「石牆起義開始於紐約市，是對仇恨行為的回應。我們的女

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權利運動已經過去了五十年，紐約州

始終是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平等的典範，為美國其他地

區樹立了必須遵循的國家標準。我們感謝葛謨州長填補了一個漏洞，這個漏洞允許

紐約州同性戀和跨性別人士因自身的性取向或性別身份而被謀殺。這將確保為紐約

州淪為同性戀恐懼症和跨性別恐懼症的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

別者與同志受害者伸張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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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體現了好的政府能夠帶來的變革，並且應當帶來的變革。  

禁止以恐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作為法律辯護事由，對紐約州女同性戀者、男同性



 

 

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群體來說，是邁向平等的一大步。葛謨州長不僅

認識到根據性取向或性別身份對某人實施謀殺後給予較輕的刑罰甚至是免於刑罰是

荒謬的，他還為這項禁令進行了艱苦的鬥爭。當州長簽署該法案時，他再次表明紐

約州確實是全世界和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與同志人群的

燈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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