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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科莫宣佈僱主向 7,500 多名工人償付近 4 百萬美元的拖欠工資和損害賠償金

被剝削工人專案組就乾洗行業剝削工人的情況展開調查 ；促使紐約州開始禁用四
氯乙烯
州長將批授 5 百萬美元的補助金用於改善紐約工人的健康和安全
州長簽署成立員工剝削和錯誤分類常設專案組的行政命令
專案組發佈一年報告，就保護工人免遭掠奪提出建議
州長安德魯 M.科莫今天宣佈，自 2015 年 7 月成立反工作剝削專案組以來，該專
案組已指示 1,547 家企業向 7,500 多名工人支付近 4 百萬美元的拖欠工資和損害
賠償金。州長亦宣佈用於改善工人健康和安全的幾項舉措，其中包括一項針對剝削
乾洗工人展開的跨機構調查和協助實施禁止使用行業內常用的有害化學物質（如四
氯乙烯(PERC)）的工作。
州政府還將為非盈利組織新發起一項 5 百萬美元的資助計畫和徵求建議書，以便
擴大服務進一步幫助被剝削的工人。州長在曼哈頓舉行的一項活動中指出這是專案
組成立一週年的紀念日，他曾在此簽署旨在在 全州範圍內成立僱員剝削和錯誤分類
常設專案組的第 159 號行政命令。專案組一年報告發佈後 Error! No bookmark
name given.，相關公告也相繼公佈，其中包括就保護工人免遭掠奪提出的建
議。
“我們相信在紐約，任何人都可以在帝國州實現為自己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的
願景 — 我們決不允許企業的任何不道德行為阻礙我們前行。 ”州長科莫如是說，
“從創立首例專案組，到首次為美甲工人制訂保護法律，我們的政府部門在根除行
業內（其員工總是受害者）中存在的不公平現象方面已取得重大進步，而今天的公
告恰恰證明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通過這些行動，我們將在復興美國夢的道路上繼
續前行，並最終為辛勤工作的所有紐約工人開創一個更加美好的未 來。”

專案組追回 4 百萬美元的拖欠工資
自 2015 年 7 月首次啟動以來，反工作剝削專案組已倡導多個機構積極努力，以強
制實施勞工法，尤其關注追討美甲、餐飲、乾洗、建築、綠化和家庭傭工行業的工
資。這些行業的僱員是剋扣工資的常見受害者，且經常面臨工作環境不夠安全衞
生，工作時間不穩定、無計劃，非法扣減物資、培訓或制服等情況。
過去一年來，全州已實施 1,500 多次調查和檢查。專案組在調查期間發現數千名
工人被拒付法律規定的全額工資。包括拒付最低工資、加班費、挪用小費和拒付其
他工資。 此外，未給工人購買適當的工傷保險， 以保障工作場所的衞生和安全。
州長科莫和來自紐約市 Empire Szechuan Valley Restaurant 的僱員 —
Alejandro Mendoza 和 Jovita Villanueva-Tapia 一同參加了今天的活動。專案
組調查發現這對夫婦，以及 Empire Szechuan 的其他四名同事未獲支付適當的加
班工資。專案組與這六名工人的僱主達成和解 ，要求其總共支付 204,500 美元，
分 24 個月等額支付。
協商後的付款計劃是專案組代被剝削的工人評估的約 4 百萬美元的拖欠工資和損
害賠償金的一部分。受害工人多為移民。
“像我一樣的工人本不該擔心自己的工資被剋扣 ，”Empire Szechuan 餐廳的僱員
Alejandro Mendoza 如是說，“我們工作那麼努力，應該得到應有的酬勞。非常
感謝州長和他的專案組能夠認真對待我們的問題，保護我們的權利並保證我們討回
公道。”
針對乾洗行業工人剝削展開的跨機構調查 ；促使紐約州開始禁止四氯乙烯
專案組自 2015 年便開始就乾洗行業危險的工作環境和剋扣工資現象的嚴重影響進
行深入審查。因此，專案組將對有害的工作環境（包括使用該行業內普遍使用的有
害化學物質）發起跨機構調查。
作為眾多工作的一部分，州長指示環境保護部和衞生署採取關鍵環保和公共衞生保
護措施並促使紐約開始禁用四氯乙烯，這一化學物質被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認定為
一種“潛在”致癌物質，但在乾洗行業中被普遍使用。
除此之外，紐約州還將實施美甲通風規例，以確保紐約美甲行業為僱員和消費者提
供全國最為安全的環境。該等規例將和紐約州禁止乾洗店使用四氯乙烯均使紐約走
在環境衞生和安全標準前列。

在今後幾週和幾個月裡，專案組還會關注家庭護理業、洗車業和農業等行業的工作
環境。
保護工人健康和安全的 5 百萬美元的徵求建議書
州長亦宣佈將通過一項競爭性徵求建議書向非盈利組織批授 5 百萬美元，以協助
被剝削的工人走出陰影並獲得其需要及應得的幫助。被剝削的工人常常因為文化和
語言障礙而被孤立，並認為其在保護自己免受職場虐待的問題上孤立無援。
這項資金將以補助金的方式批授，以解決許多被剝削的工人所面臨的系統性衞生和
安全問題。補助金獲得者將制定提升合規並削減成本的業務驅動方案，包括合規車
間、諮詢計劃、有害測評和糾正計劃技術援助。合格的補助金獲得者可參與降低工
傷、提高安全並向工人提供援助的職業衞生中心、法律服務和其他非盈利工作。
5 百多萬美元的補助金將用於幫助被剝削的工人接受職業健康診所以及能夠提供工
作相關症狀的診斷服務並幫助工人操作工傷賠償系統的其他非盈利醫療保健提供者
提供的臨床評估。
這項資金還將用於拓展現場業務諮詢計劃，該計劃極其重視建築和製造、家庭健康
護理、乾洗和農業等工傷發生率較高的行業。州勞工部和州勞工賠償委員會將提供
現場諮詢服務。
第 159 號行政命令
在專案組成立一週年之際，州長簽署了成立僱員剝削和錯誤分類常設專案組的一項
行政命令。新的專案組乃被剝削工人專案組、美甲行業執行專案組和僱員錯誤分類
聯合執行專案組之合併，此專案組將作出全面努力並採取額外創新舉措協助州機構
保護弱勢、低收入工人。
新的行政命令將其關注點擴大到調查工人被剝削的多種方式上 ，如拖欠工資、不支
付加班費、衞生和健康違規以及剝削工人的其他示例。這項工作橫跨 15 個目標行
業，其中包括：
 機場
 洗車
 幼兒護理
 清洗
 建築
 耕作
 家庭護理
 保潔服務

 綠化
 洗衣
 美甲
 餐飲
 零售
 商超
 貨運和廢物處理
專案組包括 13 個州的機構夥伴：
 勞工部
 國務院
 衞生署
 勞工賠償委員會
 財政稅務廳
 農業與市場部
 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基於信仰服務辦公室
 刑事司法服務署
 州警察局
 人權署
 臨時救濟及殘障補助辦公室
 州酒類管理局

新建專案組將失業保險調查員、工資調查員和勞工賠償調查員與專案組調查員和專
員聚集在一起，全面審查從事地下經濟活動的僱主。加強所有被剝削工人的執行結
果的新工具包括：
 擴大聯合機構執行：州內當前負責調查小費的執行部門將被擴大為覆蓋更
多僱主和更多行業的多個機構。
 更多的機構執行資源：更多機構一同合作意味會有更多調查員和更大的能
力保護弱勢、低收入工人。包括可以通過最近授予聯合執行專案組的補助金
僱用的私人調查員。
 擴大將刑事檢控轉介給地方檢察官：將案件轉介至起訴剋扣工資和失業保
險欺詐的縣檢察官的程序將擴大到覆蓋所有被剝削工人所在行業。
 擴大小費熱線：接受指稱錯誤分類的社會團體提供的小費的現有熱線將擴
大到覆蓋所有被剝削工人所在行業。

專案組一年報告
州長成立反工作剝削專案組這一跨機構部門 旨在保護各行各業內的工人，他們超
出相關行業剋扣工資、工作環境不夠安全衞生、工作時間不穩定或無計劃且非法扣
減物資、培訓和制服的受害者比例。執行重點關注僱主不遵守相關規定以及工人
（多為移民）因為害怕報復不敢挺身而出等現象發生頻率最高的行業。
專案組的諮詢委員會由勞工、商業和民權領袖組成 ，他們向州長科莫提供了多項建
議，這些建議已在全州範圍內開始執行 ，其中包括修訂保護工人工資免遭掠奪的工
資卡規定；確立用於州機構就犯罪的移民受害人簽發 U 簽證證明書和 T 簽證認證
的流程；以及擴大新美國人辦公室幫助 U 和 T 簽證申請人申請簽證的能力。諮詢
委員會的建議和專案組的工作詳細載列於專案組一年報告 ，您可在這裡查閱。
專案組與州政府機構和負責向行政機構提供法律、規管和行政建議的諮詢委員會合
作。委員會成員包括：
諮詢委員會成員分別為：
 Stuart Appelbaum，零售、批發和百貨商店工會
 Esta Bigler，康奈爾大學勞動關係學院
 Steve Choi，紐約移民聯盟
 Anne Erickson，帝國正義中心
 Hector Figueroa，32BJ 工會
 George Gresham，1199 工會
 Gary La Barbera, Trades
 Dean Norton，農業局
 Peter Ward，紐約市旅館業者協會
 Lewis O. Papenfuse ，工人正義中心
 Donna Lieberman，紐約公民自由聯盟
 Ted Potrikus，紐約州零售業工會
 Javier Valdes 及 Deborah Axt，紐約開路組織(Make the Road New
York)
 Danny Wegman，Wegmans 超市
 Kathryn Wylde，紐約市合作組織
零售、批發和百貨商店工會主席 Stuart Appelbaum 表示：“過去五年，州長已
成為生活在社會陰暗面的人群的領袖，給予他們發言權並 為他們的事業伸張正義。
今天反工作剝削的行動向外界發出響亮的聲音，即紐約州絕不容忍那些蔑視任何工
人權利及無視相關法律規則的人。我們讚賞州長為該事業作出的承諾。 ”

紐約移民聯盟的執行主任 Steven Choi 表示：“紐約移民聯盟很榮幸能夠成為反
工作剝削專案組的一部分，該專案組已在爭取工人（尤其是屬於最弱勢工人群體的
移民）權利方面取得顯著進步。數字會說話：已為弱勢工人討回 4 百萬美元的拖
欠工資和賠償金，否則弱勢工人將無法獲得那筆正當賺得的錢。透過專案組及今天
宣佈的其他舉措，我們支持州長科莫，因為他向工人傳達了一個明 確的訊息，即紐
約州始終站在他們那一邊。”
帝國正義中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Anne Erickson 表示：“處於弱勢地位的紐約人
往往會被迫留在工作場所，在那裡他們至始至終受人利用，且辛苦工作一天之後總
是空手而歸。一年前，州長成立了反工作剝削專案組，帝國正義中心很高興能夠專
注於打擊本州猖獗的不良僱主。我讚賞州長對結束男女工人面臨的不公正所作的承
諾，同時我希望專案組的工作能夠持續下去，以在將來執行必要的工人保護工作。
我們讚賞州長成立了常設專案組，同時希望繼續參與這項重要的工作。 ”
大紐約區建設與建築工會委員會主 席 Gary Labarbera 表示：“從通過 15 美元最
低工資標準及健全的帶薪探親假計劃，到成立被剝削工人專案組，州長科莫已經成
為勞工團體的老朋友和支持者。今天，紐約正在擴建這個卓有成效的專案組，不僅
要保護被剝削的工人免受違法行為的傷害，還要確保他們的健康及安全仍然是首要
任務。這是透過勞工運動與政府間的合作，轉型變革才會成功的一個例子，同時我
希望為全州被剝削的工人重建公平。”
紐約市合作組織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Kathryn Wylde 表示：“結束工作剝削的專案
組已在結束工作剝削方面取得長足進步。保護弱勢工人及 保障公平待遇符合每個人
（包括企業）的最佳利益。透過讓僱主、支持者及工會領導人共同解決該等問題，
我們可避免可能引起爭論的情況並確保各方受到公平對待。 ”
新移民權益互助會的執行主任 Manuel Castro 表示：“我很感謝州長科莫對保護
全州的弱勢男女工人，以及幫助他們重獲已被長期剝奪的發言權所作的堅定承諾。
紐約正在不斷增強我們對美國夢的承諾，並且不斷傳遞出只要你努力工作，就會取
得成功的訊息。在州長科莫的領導下，紐約州正在採取變革性的措施來打擊剝削勞
工的情況，能夠為這項工作盡一份力，我們深感自豪。 ”
紐約職業安全與健康委員會的執行主任 Charlene Obernauer 表示：“工作剝削
是一種長期存在的境況，並且已對整個紐約州不計其數的家庭造成了影響。州長成
立的反工作剝削專案組不遺餘力地致力於糾正全州成千上萬家企業不道德的錯誤行
為，該等企業非法剋扣僱員工資及拒絕提供安全的工作場所。每位工人都應因其勞
動而受到尊重及獲得平等待遇，透過今天發佈的通告，我們可以看到紐約正是這麼

做的。在州長科莫的領導下，紐約正在為美國其他地區樹立榜樣，我們為能夠與他
並肩努力而深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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