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7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安德里亞 ·斯圖爾特-卡曾斯  (ANDREA STEWART-

COUSINS) 呼籲參議院共和黨人重返奧爾巴尼縣  (ALBANY) 為把《羅伊訴韋德案  

(ROE V. WADE)》編入紐約州法律進行投票   

  

紐約州民主會議  (New York State Democratic Conference) 31 名全體成員承諾會

為把《羅伊訴韋德案》編入法律而投票   

  

紐約州在  31 票確定票數基礎上，另只需一票就能夠維護紐約生育權   

  

葛謨州長和民主會議致參議院民主黨人：你們的立場為何？  

  

葛謨州長和民主黨領袖安德里亞·斯圖爾特-卡曾斯在聯合專欄  (Joint Op-Ed) 中表

示：「每一位紐約民眾都有權在保護婦女決定其生育健康權時知曉州議會  (State 

Legislature) 中每位成員的立場。」   

  

  

今天在安德里亞·斯圖爾特-卡曾斯的領導下召開參議院民主會議，安德鲁  M. 葛謨

州長和參議院民主會議  31 名全體成員呼籲參議院共和黨人重返奧爾巴尼縣為把

《羅伊訴韋德案》編入州法律進行投票，并向紐約民眾表明其立場。在葛謨州長

和民主黨領袖斯圖爾特-卡曾斯在聯合專欄中呼籲投票后，參議院民主會議一致承

諾會投出 31 票，另只需來自共和黨人的一票即可將《羅伊訴韋德案》編入州法

律。 

  

參議院共和黨人多次阻攔對紐約有近  50 年歷史的墮胎法進行更新，該法律保證

了無論最高法院有何等舉動，紐約婦女都能依照《羅伊訴韋德案》維護自己的權

利。任命布萊特·卡范納  (Brett Kavanaugh) 法官就職最高法院將在法院中造成多數

人是保守派的結果，增加《羅伊訴韋德案》被推翻的風險。  

  

「《羅伊訴韋德案》在華盛頓  (Washington) 遭到抨擊，可能會被推翻。  無論聯邦

一級作何決定，參議院已能保證  31 票，另只需一票就可以保證《羅伊訴韋德

案》在紐約州發揮其保護作用。  州參議院共和黨人應為其選民進行表決，并就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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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育健康權告知本州人民其立場，」州長葛謨表示。「參議院共和黨人，你們

的立場為何？」   

  

「紐約民眾對婦女生育健康保健權予以壓倒性的支持，參議院共和黨多數派  

(Senate Republican Majority) 充滿敵意，他們甚至不同意把《羅伊訴韋德案》編入

法律，這點令人擔心。」  參議會民主黨領袖安德里亞·斯圖爾特-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表示，「隨著華盛頓的極端主義的湧現，紐約民眾，特別是婦

女的生育健康權應受到保護。現在是杜絕錯誤信息和誇誇其談的時候了，他們要

麼支持《羅伊訴韋德案》，要麼不支持。」   

  

參議院民主黨副領袖傑夫·克萊因  (Jeff Klein) 表示，「婦女權利正受到抨擊，  

州參議院共和黨人卻袖手旁觀。在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數和婦女權利遭受威脅的

情況下，紐約需要站出來起帶頭作用。我很自豪能和我的民主黨同事和葛謨州長

站在一起，敦促參議院共和黨人放棄反對意見，把《羅伊訴韋德案》決議編入紐

約州法律。我們要站出來保證婦女的健康保健保護法不被剝奪。」   

  

州民主會議主席麥克·吉納利斯  (Michael Gianaris) 議員表示，「把《羅伊訴韋德

案》編入法律可保證婦女進行家庭計畫，并做出適合她們的醫療決定。這個提議

讓婦女能自由的做出保健選擇，為此我感到非常驕傲。」   

  

《生育健康法案  (Reproductive Health Act)》發起人，議員利茲·克魯格  (Liz 

Krueger) 表示，「找藉口和歪曲事實的時候已經結束了。在最高法院任命另一名

極端分子，這是《羅伊訴韋德案》什麼時候會被推翻，而不是是否會被推翻的問

題了。絕大多數紐約民眾都讚成墮胎這一複雜深刻的個人決定取決於婦女和醫

生，而不是政府。現在我們更加需要紐約的法律來保護紐約家庭。參議院共和黨

人必須返回奧爾巴尼縣並為《生育健康法案》投票。」   

  

參議員小約瑟夫  P. 阿岱寶  (Joseph P. Addabbo Jr.) 表示，「在紐約，在《羅伊

訴韋德案》出現之前，我們就已經開始尊重婦女的健康選擇了。這就是近  50  

年後我們絕不允許紐約婦女的權利被剝奪的原因。」   

  

參議員瑪麗索·阿爾坎塔拉  (Marisol Alcantara) 表示，「現在我們更要敲響維護婦

女生育權的警鐘。川普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就是為了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

這對婦女傷害極大。在此我呼籲參議院共和黨會議  (Senate Republican 

Conference) 讚成返回奧爾巴尼縣，對《生育健康法案》進行表決。不論聯邦政府

有何舉動，紐約州必須在保護婦女方面做出表率作用。讓我們回到奧爾巴尼縣為

人民而工作吧。」   

  

參議員托尼·阿維拉  (Tony Avella) 表示，「在紐約，我們既然有能力在《羅伊訴

韋德案》下保護婦女的健康權，那就必須有所作為。把《羅伊訴韋德案》編入法



 

 

律將保證川普及其同僚想要推翻婦女權利舉措的不被允許。我們強烈敦促參議院

共和黨人做正確的事，和我們一起為之努力。」   

  

參議員賈馬爾·貝利  (Jamaal Bailey) 表示，「透過前幾天因任命布萊特·卡范納就

職最高法院而引起的事件，我相信通過能反映《羅伊訴韋德案》決議的法律是很

有必要的。我呼籲我的參議院民主黨同事能保證把適當的法律編入紐約州議會，

以保證婦女及其權利受到保護。」   

  

參議員布萊恩  A. 本傑明  (Brian A. Benjamin) 表示，「45 年前，《羅伊訴韋德

案》使生育健康保健納入法律範疇。這條法律現在受到最高法院候選人的威脅，

該候選人反婦女、反勞工、反健康保健，由川普任命。如果法院推翻《羅伊訴韋

德案》，那麼墮胎的合法性問題就要回到各州去處理，而包括紐約在內的很多州

都缺乏相關保護條款。為保護紐約婦女的身體自主權，州議會必須把《羅伊訴韋

德案》編入法律，並在解決這個關鍵性問題上起到表率作用。每個婦女在咨詢醫

生后，都有權做出自己的決定。」   

  

參議員奈爾·佈雷斯林  (Neil Breslin) 表示，「紐約州長久以來都保證了《羅伊訴

韋德案》賦予的權利在紐約州法律中有穩固的地位。無論華盛頓有何作為，紐約

州的婦女的生育健康權都應受到保護。現在是參議院共和黨停止對這些努力進行

阻撓的時候了。」   

  

參議員戴維·卡魯奇  (David Carlucci) 表示，「參議院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對《羅伊

訴韋德案》表示支持，保證每名婦女在孕期都能自主進行醫療選擇。婦女的權利

正遭受川普總統的抨擊，生育健康權需在紐約受到保護。」   

  

州參議員約翰·布魯克斯  (John Brooks) 表示，「絕大多數紐約民眾對婦女權利和

健康保健保護法予以支持，我敦促參議院共和黨人停止對《生育健康法案》  

和《全面避孕承保法案  (Comprehensive Contraception Coverage Act)》的阻撓。  

紐約婦女理應得到來自州政府切實的領導和支持，但如果參議院共和黨人對這一

進程進行阻撓并剝奪婦女權利，這一切就不會實現。這是應該把人民放在第一

位，結束黨派政治的時候。黨派政治在過去的一年里是奧爾巴尼縣的禍根。」   

  

議員康莫利·科姆里  (Leroy Comrie) 表示，「肯尼迪  (Kennedy) 法官辭職后，州政

府要迅速採取措施保護婦女生育權，這一需要從未如此迫切過。紐約民眾需要知

道其權利受到保護，不受總統魯莽舉措的侵犯。我在民主會議中的同事和我一起

已為把《羅伊》編入法律做好準備，以確保紐約民眾將能夠繼續接受安全合法的

墮胎服務。」   

  

參議員馬丁·馬拉維·迪蘭  (Martin Malavé Dilan) 表示，「在這個州我們有責任保護

婦女的憲法權利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如果她們不能自主掌控自己的身體，而只



 

 

是根據法律和華盛頓的意願做出自己的選擇，那麼她們只能生活在紐約。這是此

刻存在於我們國家的悲哀的事實。我們眼見教會和國家分離，自決權遭到破壞，

而這些只是為了對極端少數派做出讓步。紐約州必須像幾世紀以來做的那樣，  

再次站出來并表示『在這裡行不通。』」   

  

參議員傑西·漢密爾頓  (Jesse Hamilton) 表示，「立法者和最高法院法官不應對婦

女在生育健康上做出的選擇進行批評。我們應該支持婦女做出這些判斷的個人自

由。病人應咨詢醫生，而不是立法機關或法院。我們必須保證婦女有充分的權利

為自己的健康和福祉作出決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行動起來，把《羅伊訴韋德

案》編入紐約州法律的原因，我們要以此保護紐約民眾的權利。」   

  

參議員布萊德·豪曼  (Brad Hoylman) 表示，「川普在最高法院中任命的布萊特· 

卡范納反對自由墮胎，這需要州參議院重返奧爾巴尼縣，通過克魯格議員的《生

育健康法案》。紐約婦女的尊嚴、健康和福祉懸而未決。」   

  

參議員托德·卡米斯奇  (Todd Kaminsky) 表示，「長島  (Long Island) 的婦女依賴

《羅伊訴韋德案》賦予的憲法自由而生活。我們不能讓數十年來的進步倒退，  

重蹈覆轍，讓婦女的健康籠罩在陰影中。我們州要站出來保護婦女的選擇權，  

現在是時候做這件事了。」   

  

議員布萊恩·卡范納  (Brian Kavanagh) 表示，「《羅伊訴韋德案》是既定法律，

婦女對自己的身體做出醫療決定是她們無可爭辯的權利。參議院共和黨人堅稱我

們的法律應繼續對該權利進行違反憲法的限制，因為他們希望他們的黨派能透過

任命法官，推翻最高法院近半世紀以來的先例而取得勝利，這是錯誤的。我作為

眾議院議員曾為《生育健康法案》投票，正如我們先前在會議中提出的那樣，  

今天我和民主黨領袖斯圖爾特-卡曾斯以及我們的同事一起，呼籲共和黨人今年能

對這項關鍵法律進行投票。」   

  

參議員蒂姆·肯尼迪  (Tim Kennedy) 表示，「無論華盛頓有何行為，紐約州都會依

照《羅伊訴韋德案》進行保護，這是很重要的一點。本州的婦女的生育健康權理

應受到保護。我很驕傲能擁護婦女權利和健康保健保護法。我敦促參議院共和黨

人盡快把《羅伊訴韋德案》決議編入州法律。」   

  

參議員謝莉·梅耶  (Shelley Mayer) 表示，「現在是參議院返回奧爾巴尼縣并通過

《生育健康法案》的時候了，該法案把《羅伊訴韋德案》編入紐約州《公共衛生

法  (Public Health Law)》。1970 年，紐約是全國第一個通過保護婦女選擇權的

州。該法案由一位共和黨州長通過，當時的州參議院和眾議院由共和黨領導。  

今天，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婦女的生育健康將面臨危險。紐約婦女對我們有更

多的期待。她們期待在聯邦政府對她們侵犯時，我們能夠保護她們的權利。我們

必須團結一心保護紐約州婦女做出健康保健決定的權利。」   



 

 

  

參議員威曼尼特·蒙哥馬利  (Velmanette Montgomery) 表示，「每天健康保健，  

特別是婦女生育健康正遭到我們聯邦政府的破壞。我們要保護婦女的選擇權，  

并在紐約州通過《生育健康法案》。我們現在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州參議員凱文·派克  (Kevin Parker) 表示，「婦女正遭受唐納德  · 川普的侵犯，  

我們州政府要站出來保護她們的權利。我很自豪能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安德里亞 ·

斯圖爾特-卡曾斯、我的民主黨同事和葛謨州長站在一起，敦促參議院共和黨人把

《羅伊訴韋德案》決議編入州法律。為保證紐約州婦女不受最高法院即將實行的

反墮胎規定的傷害，這是唯一的方法。」 

  

州參議員何塞·佩拉塔  (Jose Peralta) 表示，「任命布萊特·卡范納法官就職最高法

院是企圖廢除《羅伊訴韋德案》的舉措，其將限制婦女權利。在紐約，我們必須

開始行動，把這一保護婦女選擇權的重要裁決編入法律，提供實惠安全的避孕措

施。通過擬定法案才能確保我們開展這項工作，這非常重要。我敦促共和黨人為

這項法案投票，以保護婦女的選擇權。」   

  

參議員羅克珊  普爾索德  (Roxanne Persaud) 表示，「紐約婦女在面臨充滿反墮胎

思想家的最高法院時尤其容易受到傷害。參議院多數派對我民主黨同事的努力一

再阻撓，阻撓他們根據《羅伊訴韋德案》等聯邦法律和現代醫療實踐更改我們法

律的努力，儘管紐約州民眾對包括墮胎在內的全方位生育健康保健予以全力支

持。2018 年，由於共和黨人拒絕投出一票，參議院再次沒能透過《博斯法案  

(Boss Bill)》通過計劃生育基本保護法。紐約民眾理應得到基本的健康保健服

務。」  

  

參議員古斯塔沃·利維塔  (Gustavo Rivera) 表示，「在布萊特·卡范納法官被任命

就職于美國最高法院后，紐約州把《羅伊訴韋德案》編入法律，對婦女的健康保

健選擇權最終予以保護，這點非常重要。我呼籲我的共和黨同事不要在婦女的選

擇權上搞政治遊戲，和我們一起促成《生育健康法案》的通過吧。如果一個州自

稱為進步的州，婦女卻仍在做出生育健康的個人決定時飽受折磨，這是不能被接

受的。」  

  

州參議員小詹姆士·桑德斯  (James Sanders Jr.) 表示，「我和會議成員一道，  

敦促我們的共和黨同事把《羅伊訴韋德案》編入法律并通過《生育健康法案》，

以保證婦女的生育權。如果《羅伊訴韋德案》被推翻，特別是在川普總統近期任

命保守的布萊特·卡范納法官就職最高法院以後，我們必須準備好保障措施對抗保

守的最高法院。」  

  

議員黛安妮·薩維諾  (Diane Savino) 表示，「在本州任命布萊特·卡范納法官就職

最高法院以後，現在我們必須在紐約通過《生育健康法案》，這比以前任何時候



 

 

都要迫切。我們決不允許聯邦政府威脅到婦女的生育健康權。選民需要知道他們

的議員在此問題上的立場。是時候返回奧爾巴尼縣完成這項工作了。」   

  

參議員喬伊  M. 賽拉諾  (José M. Serrano) 表示，「由於聯邦政府威脅將侵犯  

《羅伊訴韋德案》，我們現在比以前任何時候都需要採取措施保護婦女的生育健

康權。我呼籲所有同事返回奧爾巴尼縣，這樣我們才能保證紐約民眾能接受健康

服務，並對他們的所需予以支持。」   

  

議員魯斯·賽普爾維達  (Luis Sepulveda) 表示，「美國最高法院的保守傾向使  

《羅伊訴韋德案》有被推翻的危險，將其編入州法律不僅能在高等法院做任何決

定時繼續保護我們州婦女的權力，還能使保守派法官在法律上陷入兩難境地，  

他們在做決定時會傾向於維護州權利而不是聯邦權利。讓我們完成這項工作

吧。」  

  

參議員托比 ‧安 ‧史塔夫斯基  (Toby Ann Stavisky) 表示，「在我們為《婦女平等議

程  (Women's Equality Agenda)》投票時，10 個議案我們只通過了  9 個。參議院共

和黨人故意遺漏了把《羅伊訴韋德案》編入法律，那時我們就警告過，共和黨總

統可能會任命法官，支持將其廢除的決定。一語成讖。現在我擔心會回到那些在

漆黑房間里實施拙劣、非法墮胎手術的日子。婦女的健康和生命受到了威脅。  

我們想要的只是允許婦女對自己的身體有自主選擇權。」   

  

參議員戴維  J. 維勒思科  (David J. Valesky) 表示，「我一向支持婦女的選擇權，

現在繼續支持此項權利並把《羅伊訴韋德案》編入法律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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