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9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簽署法案給  9/11 應急先遣隊隊員、志願者和工作人員提供撫恤金和醫療

福利   

  

州長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第  7 屆年度 9/11 摩托車遊行活動  (9/11 Motorcycle 

Ride) 上簽署六份法案   

  

紐約州將再捐款  180 萬美元，充分資助  9/11 紀念林地  (9/11 Memorial Glade) 的建

設   

  

州長向已故的路易士·阿爾瓦雷斯  (Luis Alvarez) 警官追頒公共服務獎章，他是紐

約警察局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NYPD) 的警探，也是  9/11 事件的應

急先遣隊隊員，曾努力爭取永久固定  9/11 遇難者撫恤金基金  (9/11 Victim 

Compensation Fund)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簽署法案，確保由於在世貿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現場應用回應  9/11 救援、修復和清理工作而出現符合條件的健康問題的應急先遣

隊隊員、公共部門官員和員工得到他們應得的撫恤金和醫療福利。州長還宣佈紐約

州將再捐款  180 萬美元，充分資助  9/11 紀念林地的建設。最後，州長向已故的路

易士·阿爾瓦雷斯警官追頒公共服務獎章，他是紐約警察局的警探，也是  9/11 事件

的應急先遣隊隊員，曾努力爭取永久固定  9/11 遇難者撫恤金基金。   

  

「9/11 不是 18 年前的事——9/11 每天都在發生。我們尊重，我們銘記，我們反

思，但採取行動也是我們的責任，」葛謨州長表示。「9/11 事件中，10 萬名勇敢

的男女軍人挺身而出，我們理應以同樣的方式照顧他們，我們不會對他們棄之不

顧，因為他們是美國的英雄。今天，我們採取行動，幫助確保他們得到應得的醫療

福利和撫恤金。我們尊重他們、我們尊重他們的家庭、我們尊重他們的勇氣，我們

將盡所能償還我們欠他們的債務。」   

  

「9/11 事件的應急先遣隊隊員和志願者在那悲慘的一天無私地保護紐約民眾的生

命，並在整個災難發生後始終奮戰在第一線，」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參加今天的活動時表示。「這項法案將有助於確保因在世貿中心現場勇敢

開展工作而發生健康問題的個人獲得他們需要和應得的福利。我們尊重他們通過公

共服務改善人民生活的奉獻精神和承諾，他們的貢獻永遠不會被忘記。」   

  



 

 

在紐約市舉行的第  7 屆年度 9/11 摩托車遊行活動上，州長簽署了六份法案：   

•  S.5890-A/A.7819-A，提供一個過程供紐約市以外的公共機構和市政公

司針對授予員工的公務病假獲得補償，並准許特定的市政當局和機構

對符合條件的世貿中心疾病批准病假，從而便於在世貿中心現場參與

救援並且目前未本州工作的志願者申請病假補償。該法案還為休假期

間的員工提供保護，並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索賠處理過程建立了更

強大的審查和監督。   

•  S.1966-A/A.3593-A 增加獲授權評估紐約市雇員退休系統  (New York 

City Employee Retirement System, NYCERS) 申請傷殘撫恤金的成員的

醫生人數。紐約市雇員退休系統因此能夠獲得一批具有適當的必要專

業知識用於評估世貿中心相關殘疾的醫生，幫助防止  9/11 急救人員

的殘疾養老金被長期拖延和拒絕發放。   

•  S.6313/A.7892 將親人去世後申請意外死亡撫恤金的時間延長至五年。

紐約州和地方退休系統  (New York State and Local Retirement System) 

的家庭成員或紐約州和地方警員和消防退休系統  (New York State and 

Local Police and Fire Retirement System) 的成員因此將有充分的時間申

請福利金。   

•  S.5898-D/A.8278-C 把世貿中心的殘疾福利金擴大到包括教師退休系統 

(Teacher's Retirement System)、州和地方雇員退休系統  (State and 

Local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的第 3、4 級公務員。該法案將為

世貿中心救援、恢復或清理行動的某些參與者提供最終平均工資傷殘

退休福利和四分之三的傷殘撫恤金。   

•  S.5246-A/A.7716-A 為紐約市消防局  (New York City fire department) 被

診斷患有某些癌症或黑色素瘤的退休人員提供了推定結論，認定是在

履行職責時患上癌症的。該法案設立了一個為期五年的回顧視窗，  

使退休人員有資格獲得殘疾福利。   

•  S.4166-A/A.1801-B 設立 9/11 紀念日 (September 11th Remembrance 

Day)，該紀念日規定全國公立學校在每年  9 月 11 日授課日開始時舉

行短暫的默哀。州長於 9 月 9 日簽署了這項法案，並於今天舉行了

簽字儀式。   

  

州長還宣佈紐約州將再捐款  180 萬美元，資助建設  9/11 紀念林地。9/11 紀念林地

是一條道路，紀念在  9/11 事件後因接觸有毒物質而患病或死亡的救援人員、重建

人員和救濟人員、倖存者以及曼哈頓下城區  (lower Manhattan) 社區不斷做出犧牲

的更廣泛的成員。此前，本州從港務局  (Port Authority) 的資金中為該項目撥款  50 

萬美元，這追加的  180 萬美元資金將完全用於與紀念碑建設相關的資金成本。   

  

紐約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向全州衛生保健機構發佈指南，重點指出  9/11 

應急先遣隊隊員、救援人員、重建人員和倖存者可能承受的健康影響，以及因為目

睹這些可怕事件而可能形成或加劇的精神健康問題或物質使用障礙問題。該指南還

https://health.ny.gov/environmental/investigations/wtc/health_studies/docs/2019-09-11_health_information_message.pdf


 

 

建議所有衛生保健機構了解如何識別、評估、治療和轉診可能與災難相關的疾病患

者，並將其轉診給疾控和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世貿中心醫療計畫  (Health Program)。  

  

此外，在 9/11 摩托車遊行活動儀式上，州長向已故的路易士·阿爾瓦雷斯警官追頒

公共服務獎章，他是紐約警察局的警探，也是  9/11 事件的應急先遣隊隊員，曾努

力爭取永久固定  9/11 遇難者撫恤金基金。2019 年 6 月 11 日，阿爾瓦雷斯警官加

入了數十名  9/11 應急先遣隊隊員的行列，在國會  (Congress) 面前作證，要求國會

為 9/11 遇難者賠償基金提供全部資金，該基金是為警員、消防員和其他在世貿中

心現場工作的人設立的。阿爾瓦雷斯於  2019 年 6 月 22 日去世，享年  53 歲，  

死於與結直腸癌相關的併發症，此疾病科追溯至世貿大樓倒塌後不久，他在屋頂上

尋找受害者長達三個月，以及在『救火佇列』中試圖打撈他在紐約警察局和紐約市

消防局 (New York City Fire Department, FDNY) 的弟兄的殘骸。阿爾瓦雷斯警官的

妻子阿蘭·派克·阿爾瓦雷斯  (Alaine Parker Alvarez) 和兒子泰勒  (Tyler) 接受了阿爾瓦

雷斯的獎章。   

  

州參議員安德魯·戈納德斯  (Andrew Gounardes) 表示，「『永不忘記』意味著我們

要採取行動，支持那些願意在  9/11 事件中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他人的第一批應急先

遣隊隊員。今天，隨著我提出的《9/11 英雄法案 (9/11 Heroes Bills)》獲得簽署，  

我們正在努力確保那些在那可怕的一天為紐約同胞冒著一切風險的人得到照顧，  

並得到他們應得的福利。感謝葛謨州長簽署這項重要的法案，感謝每一位在那一天

回應職責召喚、並於之後多年為他們的應急先遣隊同胞而奮鬥的每一位應急先遣隊

隊員。」  

  

參議員吉姆·高克倫  (Jim Gaughran) 表示，「9 月 11 日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最黑暗

的一個日子。數不清的勇敢的沒有穿制服的應急先遣隊隊員沖到世貿中心現場，協

助恢復和清理工作。現在，他們正遭受嚴重的疾病，迫切需要我們的幫助。沒有穿

制服的應急先遣隊隊員和穿制服的應急先遣隊隊員做著同樣的工作，在清理過程中

他們並肩工作了幾個月，應該得到同樣的保護和福利。我感謝葛謨州長簽署這項法

律，以糾正這一漏洞，給這些英雄應有的尊嚴和幫助。」   

  

參議員小約瑟夫  P. 阿岱寶  (Joseph P. Addabbo Jr.) 表示，「我感謝葛謨州長批准

了我提出的  9/11 紀念法案。我希望這個新法律將意味著  9 月  11 日的悲劇事件的

意義，不管是失去親人或我們國家有史以來目睹的最大規模的救援行動，將由學校

中太年輕未曾親眼目睹這個改變生活的日子的學生永遠銘記。」   

  

眾議員斯泰西·費法爾·阿瑪托  (Stacey Pheffer Amato) 表示，「2001 年 9 月 11 日

的恐怖襲擊是紐約市、紐約州乃至整個國家歷史上的決定性時刻。我們偉大的州和

市的許多公民最深切地感到這一無法言喻的行為造成的巨大損失。這些法律將為我

們的英雄和他們的家人做些什麼，這是無法用語言來描述的。皇后區南部區域  

(Southern Queens) 和羅克維爾市  (Rockaway) 在 9/11 之後面臨著巨大的生命損



 

 

失，我相信我們有責任保護那些勇敢無私地保護我們的人，而這些法律正是做到了

這一點。感謝所有應急先遣隊隊員、工會和宣導團體的不懈努力，特別是安德魯·

葛謨州長簽署了這項法案，使之成為法律，沒有你們的幫助，這一切都不可能實

現。」  

  

眾議員皮特  J. 阿巴特  (Peter J. Abbate) 表示，「2001 年 9 月 11 日以來，我一直

與聯邦政府、市政府和州政府合作，幫助那些在那天遇難的人以及在現場工作了幾

個月的人獲得福利。我高興地看到，政府的每一個部門都沒有忘記在那一天和幾個

月後所作的犧牲。這項法案以及州和聯邦政府的努力將顯示我們對所有倖存者及其

家屬的共同承諾。」  

  

眾議員大衛  I. 魏普靈  (David I. Weprin) 表示，「我們勇敢的公職人員對  9/11 悲劇

作出了反應，冒著生命危險幫助他們的紐約同胞。這項法案確保我們的州會像  18 

年前照顧我們一樣照顧這些工人，為他們提供他們應得的  75% 的傷殘津貼。我感

謝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在我們歷史上這個臭名昭著的日子裡，大力支持  9/11 襲擊

的受害者，簽署了拯救生命的法案。」   

  

眾議員卡琳·雷耶斯  (Karines Reyes) 表示，「我們的應急先遣隊隊員是真實生活中

的超級英雄，然而他們並不是不可戰勝的。有些人剛剛被診斷出患有與他們職業相

關的癌症，甚至在退休後也是如此。因此，癌症五年回顧法案非常重要。我感謝州

長今天把這份重要的法案簽署成為法律。紐約州使我們的消防隊員和消防官員在最

需要的時候能夠繼續獲得醫療服務。」   

  

今天在賈維茨中心  (Javits Center) 展出的是紐約州立博物館  9/11 藏品中的幾件藝

術品。州博物館  (State Museum) 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襲擊後，紐約州最大的

文物收藏和保護機構之一。展品包括：港務局警察局  (Port Authority Police 

Department) 的一輛吉普車、紐約警察局的一輛車的車門和紐約市消防局的一輛車

的車門，紐約市消防局  6 號引擎的一面美國國旗和世貿中心的一塊鋁制門面碎

片。所有的文物都是在  9/11 之後的幾個月裡收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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