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1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簽署一系列法案，對紐約州退伍軍人改進服務並加強保護措施   

  

新措施加強了教育和就業機會、衛生和常規服務、投票權、獲得退役身份和重要

福利   

  

新法律規定報告在紐約州生活的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數量   

  

葛謨：「退伍軍人冒著生命危險保衛我們的國家，我們必須尊重他們，支持他

們，就像他們支持我們一樣。這一系列法案包括廣泛的保護措施和福利，以幫助

確保本州的退伍軍人得到服務、教育和就業機會，以及他們通過諸多犧牲而贏得

的尊重。」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簽署了一系列法案，以加強對現役或曾服役於軍隊的紐約

民眾的支持和保護。該系列法案包括  14 項法案，保護現役軍人和退伍軍人在多個

領域的權利，包括接受教育、就業、投票、退役身份保護、常規服務和福利。   

  

「退伍軍人冒著生命危險保衛我們的國家，我們必須尊重他們，支持他們，就像他

們支持我們一樣，」葛謨州長表示。「這一系列法案包括廣泛的保護措施和福

利，以幫助確保本州的退伍軍人得到服務、教育和就業機會，以及他們通過諸多犧

牲而贏得的尊重。」   

  

葛謨州長今天採取的行動基於他對居住在紐約州的近  75 萬名退伍軍人做出的長期

承諾。 在他執政期間，紐約州已經為因服役致殘的退伍軍人所有的企業設立了全

國最大的基金，迄今為止已經為  600 多家企業頒發了證書；召開了本州首屆退伍

軍人和軍人家庭峰會；發起了『英雄正義計畫』，資助法學院的法律診所，為退伍

軍人提供幫助；資助為退伍軍人及其家庭提供對等支援的非營利組織；免除退伍軍

人參加公務員  (Civil Service) 考試的申請費。  葛謨州長付出的努力使紐約州成為了

美國最善待退伍軍人的州。   

  

今天簽署的  14 項法案按類別開列如下。   

  

教育   

  

S.1660A / A.4654A 為退伍軍人制定高中文憑計畫   



 

 

目前，紐約州教育廳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有一個名為『承認行動  

(Operation Recognition)』的計畫，幫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I)、朝鮮戰爭 

(Korea) 和越南戰爭 (Vietnam) 中服役的紐約州退伍軍人，以及在高中畢業前服兵

役的人獲得高中畢業證書。  這項法案將把這項計畫擴大到紐約州全體退伍軍人，

包括那些在沙漠風暴行動  (Operation Desert Storm)、伊拉克 (Iraq) 和阿富汗 

(Afghanistan) 服役的軍人。  

  

就業   

  

S.3300 / A.6297 要求雇主在顯著位置注明工作機會是否為殘疾退伍軍人預留   

《公務員法  (Civil Service Law)》第 55-c 條授權為殘疾退伍軍人保留  500 個職位。 

然而，目前的雇主無需公佈職位是否符合  55-c 要求。 該法案要求雇主在招聘啟事

中突出顯示職位的  55-c 要求，以便有資格的資深求職者瞭解他們所能獲得的機

會。  

  

S.6474 / A.8282 增加額外一年的服役積分，供申請人在申請某些公共服務職位時

從年齡中扣除   

這項法案允許退伍軍人從年齡中扣除七年的兵役，以便有資格參加某些公共服務職

位的安置考試，如紐約市警察局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NYPD) 或紐約市

消防局 (New York City Fire Department, FDNY)。目前，只有  35 歲或更年輕的人可

以參加考試，申請者可以從年齡中扣除六年的兵役。這項措施允許人們扣除更多的

服役時間，以認識到他們將更好地準備服務於這些重要的職位。   

  

衛生服務及常規服務   

  

S.4049A / A.5660 規定報告確定在紐約州生活的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數量   

這項法案要求紐約州老兵服務處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Veterans' Services)、臨

時救濟與殘障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Services)、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完成一份報告，以確定紐約州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人數。這項研究將收

集居住在本州的無家可歸退伍軍人人數的資訊，包括他們當中有多少人有孩子，以

便宣導者和政策制定者能夠更好地制定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   

  

S.5285A / A.1093B 允許更多退伍軍人憑健康原因享受帶薪休假   

根據現行法律，退伍軍人可以獲得額外的帶薪休假以獲得與醫療相關的服務而不失

去工資。這項法案允許市政當局為他們的退伍軍人員工提供同樣的機會，反映了對

本州僱用的退伍軍人的政策。   

  

S.4477A / A.6792A 要求紐約州老兵服務處移動應用程式增加可訪問性   

這款名為『紐約州退伍軍人應用程式』的移動應用程式幫助為紐約州各地的退伍軍

人提供大量有關聯邦和州退伍軍人福利、計畫和服務的資料。老兵服務處並不總是



 

 

能夠輕鬆訪問或推廣這款應用程式。該法案要求老兵服務處通過其網站方便地將退

伍軍人引導到該應用程式。   

  

S.5991 / A.7594 更新紐約州老兵服務處的女性退伍軍人協調員的職責   

該法案更新了紐約州老兵服務處的女性退伍軍人協調員的職責，以確保協調員更有

效地解決紐約州女退伍軍人面臨的獨特需求和挑戰。   

  

S.2377 / A.1804 要求州機構記錄有關退伍軍人生活的重要資訊   

這項法案要求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和紐約州矯正與

社區監督廳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ervision) 收集與其服務的

退伍軍人有關的某些資訊。   

  

投票   

  

S.5184 / A.7293 為學區選舉提供軍事投票規定   

現行法律允許在紐約州服役的軍人登記為軍人選民，並接受所有聯邦、州和地方選

舉的缺席選票。遺憾的是，這些規定並不適用於學區選舉的投票；這項法案使已獲

授權的所有學區選舉都可以進行軍事投票。   

  

退役身份   

  

S.6467 / A.8095A 要求老兵服務處維持退伍軍人升級諮詢委員會計畫  (Discharge 

Upgrade Advisory Board Program)  

該法案指導老兵服務處維持退伍軍人升級諮詢委員會計畫。  根據該計畫，該機構

的工作人員將審查試圖對退役狀態提出上訴的退伍軍人提交的證據，並在美國武裝

部隊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的上訴過程中發出書面的不具約束力的諮詢意見

以協助退伍軍人。   

  

S.6527 / A.8096 要求地方退伍軍人服務機構  (Local Veterans Service Agencies) 協

助完成退伍軍人升級申請   

地方退伍軍人服務機構為其管轄範圍內的退伍軍人提供有價值的幫助，該法案要求

這些機構協助退伍軍人提交退伍升級申請。   

  

稅費及其他費用   

  

S.1681 / A.7289 將不動產稅豁免政策擴大到武裝部隊的現役軍人   

目前，只有嚴重殘疾的退伍軍人，而不是現役軍人，才有資格享受房地產稅減免，

因為他們必須改造自己的房子以適應與服役相關的殘疾狀態。該法案結束了這一差

異，並將免稅範圍擴大到身殘但仍在服役的重傷現役軍人，這樣他們在改造房屋時

就可以充分利用這一優惠。   

  



 

 

S.6260 / A.7234 和  S.6306 / A.8109 授權指定的郡免除退伍軍人組織的建設費用和

修繕費用   

紐約州各地的退伍軍人組織在確保退伍軍人體驗社區意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

些組織在建造設施或對其設施進行基本改善時須支付一定的費用，這些組織因此處

在必須增加會費和可能勸阻退伍軍人參加的局面中。S.6260 / A.7234 授權拿騷郡 

(Nassau) 和薩福克郡 (Suffolk) 給退伍軍人組織免除某些建築費用和基本建設費用。

S.6306 / A.8109 授權華盛頓郡 (Washington) 和薩拉托加郡  (Saratoga) 也這樣做。  

  

退伍軍人、國土安全與軍事委員會  (Committee on Veterans, Homeland Security 

and Military Affairs) 主席兼參議員約翰  E. 布克斯  (John E. Books) 表示，「作為

紐約州參議會退伍軍人、國土安全與軍事委員會主席，我感謝葛謨州長今天採取行

動簽署這些法案，這些法案為紐約州退伍軍人提供了更多的工具，使他們能夠在事

業和生活追求上取得成功。這樣，在我們努力為他們提供更好的健康、機會和幸福

的同時，我們的集體行動也將表彰所有為國家服務的軍人的英勇行為。」   

  

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  (Committee on Veterans' Affairs) 主席兼眾議員迪蒂·巴洛特  

(Didi Barrett) 表示，「作為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主席，我為能夠在改善本州對待退

伍軍人服務的方式方面發揮作用而感到自豪。  今天簽署的有關就業機會、財產稅

和退伍升級的法案將給紐約州退伍軍人的生活帶來積極的改變。我感謝州長簽署這

項法案，支持我們對軍人家庭的共同承諾。」   

  

參議員安德魯·戈納德斯  (Andrew Gounardes) 表示，「任何一個為國家冒生命危險

的人都值得我們無限的感激和尊重。隨著這項法案獲得通過，我們正在幫助那些無

私的人，他們已經在軍隊中為我們的國家服務了，現在又渴望成為消防員。這是一

件正確的事情，我很高興這個符合情理的變革措施能夠實現。」   

  

參議員布萊德·霍伊爾曼  (Brad Hoylman) 表示，「根據退伍軍人事務部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提供的資料，多達  20% 的退伍軍人患有創傷後應

激障礙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在光榮地為國家服務之後，所有經

歷精神健康問題或腦損傷的退伍軍人都應該得到紐約州所能提供的一切資源。這項

新法律對退伍軍人醫療保健資訊計畫  (Veterans Health Care Information Program) 和

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資料收集服務進行了常識性的改進，本州因此能夠更好地

為那些為我們全體民眾服務的人服務。當我和我的紐約同胞一起紀念退伍軍人紀念

日時，我要感謝眾議員列文  (Lavine)、退伍軍人委員會主席布魯克斯  (Brooks) 和參

議會多數党領袖斯圖爾特-卡曾斯 (Stewart-Cousins)，感謝他們為通過這項至關重

要的立法付出的努力，並感謝葛謨州長將其簽署成為法律。」   

  

參議員安娜  M. 卡普蘭  (Anna M. Kaplan) 表示，「我們的國家和本州欠那些在軍隊

中勇敢捍衛我們的自由的男男女女一個大大的感謝。我很自豪能夠提出法案來支持

退伍軍人，讓他們的生活更加輕鬆，我也很感謝葛謨州長將這些法案簽署成為法

律。」  



 

 

  

參議員貝蒂·麗托  (Betty Little) 表示，「我們的老兵組織為其成員和我們的社區做

了很多好事。我很高興支持這項新法律來表達謝意，這是一項溫和的措施，幫助使

資本改進成本變得更容易承受。」   

  

參議員瑞秋·梅  (Rachel May) 表示，「值此退伍軍人紀念日，紐約州重申支持退伍

軍人和軍人家屬的承諾。這包括確保他們可以充分獲得提供給他們的諸多可用的服

務。這項法案通過一個通常繁瑣的申請程式為符合退伍資格的退伍軍人提供支援，

這將幫助我們的退伍軍人獲得許多福利，包括退伍軍人及其家人。我要感謝眾議員

菲弗·阿馬托  (Pheffer Amato) 提出這項法案，並感謝葛謨州長支持這項重要立

法。」  

  

參議員雪莉  B. 梅爾  (Shelley B. Mayer) 表示，「這項新法律確保軍人及其家屬獲得

學校委員會、預算和圖書館委員會選舉的缺席選票，並能充分參加我們大多數地方

的選舉。 在這項法律之前，在軍隊服役的人可以登記領取聯邦、州和地方選舉的

缺席選票，但學校選舉除外。  這項新法律確保為保護我們的權利和自由做出了巨

大犧牲的軍人及其家屬能夠行使最基本的權利之一——投票權。感謝眾議員迪勒  

(Thiele)、我的同事和安德魯·葛謨州長，感謝你們努力確保每個有資格投票的人都

有機會投票。」   

  

參議員凱文·派克  (Kevin Parker) 表示，「我們有義務確保自己充分瞭解紐約州掙

扎於無家可歸問題的退伍軍人數量，以便我們做好充分準備，盡我們所能解決這一

日益嚴重的問題。我感謝州長和我在參眾兩會的同事支持全面研究，這項研究將記

錄這一重要資訊。」   

  

參議員詹姆斯·斯庫費斯  (James Skoufis) 表示，「今天和每一天，我們感謝那些保

護每個美國民眾的權利和自由的人。我感到驕傲和感激的是，在今年的退伍軍人紀

念日，州長簽署了兩項法案，幫助那些無私服役的同胞。這些新法律為現役軍人和

殘疾軍人提供稅收減免，並通過『承認行動』計畫擴大受教育的機會，這些法律顯

示了我們對紐約州退伍軍人堅定不移的承諾。」   

  

眾議員皮特·阿巴特  (Peter Abbate) 表示，「美國的退伍軍人回到家鄉後理應得到

最好的待遇，在紐約州，我們正在竭盡所能使他們更容易加入勞動大軍。雖然一些

公共服務工作機會對符合條件的申請人設置了年齡限制，但退伍軍人應該得到合理

的住宿，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本應享有這些機會的時間內為我們的國家服務。我

很高興看到放寬年齡限制的措施得到擴大，許多這樣的機會允許退伍軍人從符合資

格的年齡中扣除至多七年的軍齡，我感謝葛謨州長積極支持紐約州的退伍軍人。」   

  

眾議員帕梅拉·亨特  (Pamela Hunter) 表示，「在紐約州老兵服務處內設立專門評估

和解決女退伍軍人獨特需求的職位，確保我們所有的退伍軍人都得到應得的考慮和



 

 

資源。我很自豪發起在該機構內設立女退伍軍人協調員職位的立法，並期待我們的

許多女性退伍軍人將因此獲得更多的服務和機會。」   

  

眾議員查爾斯·列文  (Charles Lavine) 表示，「作為加強退伍軍人及其家屬福利的

持續措施，退伍軍人醫療保健資訊計畫將向退伍軍人的子女提供與退伍軍人健康狀

況相關的資訊。由於改善了勞教和社區監督機構的記錄保存系統，退伍軍人的子女

現在將能夠獲得更好的醫療保健服務和更精確的定向治療。  我感謝葛謨州長簽署

這項法案使之成為法律，並使無數的男女有機會通過改善醫療保健和提高生活品質

來回報自己的家庭。」   

  

眾議員艾美·寶琳  (Amy Paulin) 表示，「在為我們的自由而戰之後，當我們勇敢的

男男女女回到紐約州的家時，我們必須竭盡所能使他們在平民生活中獲得成功。我

們的退伍軍人經常面臨身心健康問題。給予帶薪休假來處理這些問題是合理的。我

感謝我在參眾兩會的同事通過了我的法案，確保為在州政府工作的退伍軍人提供帶

薪休假的現行政策擴大到為本州各地市政當局工作的退伍軍人。感謝葛謨州長把該

一重要的立法簽署為法律。」   

  

眾議員斯泰西·費法爾·阿瑪托  (Stacey Pheffer Amato) 表示，「隨著本州政府和聯

邦政府採取措施簡化服務，以便我們能夠為那些作出巨大犧牲的人提高服務品質，

我為做出這一適度但重要的貢獻感到自豪。我感謝葛謨州長簽署這項法案使之成為

法律，當然，我所有的議會同事，特別是議會成員、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主席迪

蒂·巴洛特，感謝她對這項立法提供指導和支持。我期待著繼續在我在奧爾巴尼郡  

(Albany) 的任期內把退伍軍人事務確立為高度優先工作。」   

  

眾議員尼利·羅西可  (Nily Rozic) 表示，「我們有責任確保紐約州的退伍軍人無論何

時服役，都能充分獲得所需的教育機會和社會服務。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服務，同

時提供一條經濟自給自足的途徑。感謝葛謨州長簽署系列法案，為那些為我國做出

巨大犧牲的人提供最佳的幫助。」   

  

眾議員史蒂夫·斯特恩  (Steve Stern) 表示，「我們的退伍軍人通常不了解他們及其

家人可以得到的服務。他們在獲得幫助時遇到障礙是不可接受的。至關重要的是，

我們要讓那些為捍衛我們偉大的國家和我們的自由做出巨大犧牲的人獲得需要的服

務。我感謝葛謨州長簽署這項法案使之成為法律，以確保關鍵資訊只需輕輕一點即

可獲得。」   

  

眾議員弗雷德·迪勒  (Fred Thiele) 表示，「我們的軍人及其家屬通過服役做出了令

人難以置信的犧牲，以保護我們享有的所有自由，因此，我們有責任確保他們能夠

充分享受這些權利。投票不僅是每個美國人的權利，也是我們的價值觀和民主的標

誌。 通過將軍事投票擴大到學區選舉，我們確保軍人有充分的機會表達他們的意

見，以幫助決定他們所在社區的發展方向。此外，退伍軍人在勇敢地為我們的國家

服役之後，應該體驗到社區意識和同胞情誼。向退伍軍人提供這種服務的組織不應



 

 

被迫處在增加會費的地位，以及可能阻止一些退伍軍人參與，以促進建築物的建設

和改善。我很榮幸能夠參與這項成功的工作，從而支持我們值得尊敬的軍人、他們

的家人，以及他們為國家做出的令人欽佩的貢獻。」   

  

眾議員凱利·維爾納  (Carrie Woerner) 表示，「退伍軍人組織在為我國服役的勇敢

的男男女女中間培育友愛和社區精神，我們的退伍軍人崗位為他們提供了歡聚的場

所。這項立法旨在准許本郡免除與退伍軍人崗位資本改善相關的費用，從而減輕這

些組織的財政負擔。這只是我們向服役人員表示敬意和支援的一種方式，我要感謝

葛謨州長在退伍軍人紀念日簽署這項法案，使之成為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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