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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擴大《捍衛自由計畫 (LIBERTY DEFENSE PROJECT, LDP)》以提供
移民法律強化服務

快速回應項目將搭建一個全州律師網絡，為移民和海關執法局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搜查和逮捕的移民迅速提供應急法律服務
《金門項目 (Golden Door)》與索瑪斯社區保健機構 (SOMOS Community Care) 、
兒童村 (Children's Village) 和以社區為基礎的機構聯手，為移民家庭和兒童提供全
面的健康保健、社會服務、法律服務及其他服務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擴大全國首個《捍衛自由計畫》，從而為移民和海關
執法局與聯邦政府反移民政策影響的移民提供法律強化服務。這些強化服務建立在
目前《捍衛自由計畫》合作夥伴提供的服務網絡基礎上，並為全州，特別是服務匱
乏社區的移民提供更加統一的法律服務。 《捍衛自由計畫》強化服務包括《金門
項目》，其為紐約的移民子女和家庭提供關鍵服務，以及《地區快速回應
(Regional Rapid Response)》項目，從而在現場迅速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務，包括對
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的搜查和非法逮捕作出回應。
「儘管聯邦政府阻止移民家庭追尋美國夢 (American Dream)，紐約還是堅守我們的
承諾，即要保護來自所有背景的人們並包容多樣化， 」州長葛謨表示。「這些強
化服務將有助於被移民和海關執法局不平等對待的移民獲得其所需的法律援助，
並為無正式文件的兒童和家庭提供衛生保健服務，他們的需求遭受到了聯邦政府的
忽視。」
「儘管聯邦政府威脅到了移民的權利，紐約州還是承諾會確保我們州的移民子女和
家庭得到保護和獲得服務，」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擴大
《捍衛自由計畫》將使移民獲得法律服務，並確保其利益能得到妥善代表。紐約以
多元化和豐富的歷史為榮，這造就了我們的帝國州 (Empire State)。」
《金門項目》
《金門項目》在具有標誌性的自由女神像 (Statue of Liberty) 階段后命名，其在紐約
為 12 處地點提供全面的家庭支持服務，這些服務與多方的關鍵工作相結合，包括

當地社會服務機構、以社區為基礎的拉美裔醫生的專業技能和文化能力、公益律師
和紐約多家公司移民專家的專業技能。
紐約是 16 周歲以下 5.3 萬名無正式文件的移民之家，他們中的很多人是 2014 年
以後從中美洲 (Central America) 來到南部邊境 (Southern Border) 的。自那時起，
他們中的很多兒童就靠本州的家庭網絡關係或擔保人在此定居，主要是在紐約市、
韋斯切斯特 (Westchester) 和長島 (Long Island)。這些年輕移民及其家人因語言障
礙或文化水平低下而在學校和其他公共服務上遭到排擠，在社會和經濟方面遭到隔
離。川普政府 (Trump Administration) 實施的分離家庭政策導致紐約有更多的兒童與
家人或擔保人分離。聯邦政府實施分離家庭的舉措，這使得家庭和擔保人需要得到
大力支持以處理因此造成的創傷。
《金門項目》也包括與索瑪斯社區保健機構的合作關係，該機構是一個包括 2,500
名紐約社區醫生的非營利網絡，旨在為移民到本州並需要醫療服務的年輕人提供必
要的衛生保健服務。索瑪斯機構的綜合措施確保了無正式文件、無人陪伴，以及 /
或遭到分離的兒童及其各自家庭看護人能夠獲得所需的衛生保健服務。
具體來說，索瑪斯機構網絡擁有來自所有領域的健康保健專家和資源以滿足兒童及
其看護人的需求，包括初級護理醫生、專科醫生、社工、護士、醫院、實驗室、
藥房、X 光設備等。索瑪斯機構提供衛生保健干預服務，包括為查明身體健康和
行為健康所做的過篩檢查。行為健康環節會得到特別關注，特別是有創傷引起的症
狀/後果的人群。兒童會根據需要被轉到相關的專科醫生處，必要時還會派一名社
區健康工作者陪同病患。
總體來說，《金門項目》將透過一個創新服務模式幫助紐約受影響的兒童和家庭發
揮其最大潛力，該模式包括：
•
•

•
•

•
•
•

與社工進行單獨咨詢。
由社工組成的雙語支持小組為全州無人陪伴和 /或無正式文件的移民子女提
供家庭護理服務，這些服務主要關注學習實用技能，並指引家庭獲得當地和
州政府資源以改善日常生活。
為獲取教育權利和使用公立學校系統提供協助，使無正式文件的兒童在滿足
年齡和居住要求時有接受全日制教育的權利，並加入教育和食物項目。
獲取語言服務和有關地方法律的信息，與禁止販賣人口行動小組 (Human
Trafficking Taskforce) 和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合作以普及人
口販賣相關知識。
透過《捍衛自由計畫》為兒童和家庭配備被免費移民律師。
解決兒童的生活需求問題，如醫療和精神健康干預、翻譯協助等。
推廣創傷知情護理和對如果使用衛生保健體系進行知識普及。

《捍衛自由計畫》快速回應
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在全州進行徹底搜查，其執法行為無法預期，為對此做出更好的
回應，《捍衛自由計畫》的《快速回應項目》將：
在全州 10 個所有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REDC) 組建專業的《捍衛自由計畫》律師團隊以提供即時法律援助 ，以對移民和
海關執法局在全州不斷擴大的搜查/逮捕做出直接回應。被認定為是具有高需求 /受
嚴重影響的特定地區將配備至少兩名專業律師：
•
•
•
•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和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為本
地區被逮捕或拘留的大批移民做出回應。
因當地農場被搜查次數增加，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和麥
可山谷 (Mohawk Valley) 也被列入這一範圍。
因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增加了執法和逮捕行動，哈德遜山谷 (Hudson
Valley) 和長島也被列入這一範圍。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將在本地區增加移民律師的值勤次數 ，並為
轉移到本地區、數量增加的難民做出回應。

為被迫分離/無人陪同的兒童及其家人提供法律支持和直接代理服務。
使用不同語言持續開展「瞭解您的權利」研討會 /培訓，特別是偏遠社區，如農
場、農村地區，以解決以下問題：
•
•
•
•
•

移民和海關執法局找到你怎麼辦
怎樣制定一套家庭預警方案
怎樣制定財政計畫
怎樣聯繫領事館
家人被拘留后怎麼辦

為處於遣返程序中或已被遣送的家庭提供額外的非法律支持服務。
擴大《捍衛自由計畫》補充了近期公佈的 新美國人辦公室 (Office for New
Americans, ONA) 工作進展，為全州移民提供了額外服務。
截至目前，《捍衛自由計畫》已為有需要的移民和社區提供了超過 2.5 萬次重要的
法律服務 - 尤其幫助了那些受聯邦移民執法機關舉措影響的人們 ，這些舉措包括
童年入境暫緩遣返 (Deferred Action for Early Childhood Arrivals, DACA) 或臨時保護
身份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TPS)。這項公私合作由新美國人辦公室負責管
理，合作方包括全州各地的律師事務所、法律協會、倡議組織、學院、大學以及律
師協會。《捍衛自由計畫》提供：

•
•
•
•

在紐約各地為移民提供免費法律咨詢和篩查。
在遞解出境訴訟案件和其他案件中為移民提供直接代表。
協助其他移民法律服務，特別是複雜案件的處理。
為移民和社區提供「瞭解您的權利」培訓。

四分之一在紐約被拘留的移民透過《捍衛自由計畫》已獲得遣返辯護代理，他們已
被釋放並在社區與家人團聚。在社區中他們能夠享受到更好的長期法律援助，從而
為各自的情形做好準備工作以高枕無憂。
需要免費法律援助的移民緊急情況下可撥打新美國人熱線 1-800-566-7636。所有的
通話內容都是保密的。協助可通過 200 多種語言提供。
紐約州州政府秘書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在保留移民的傳
統下我們州和國家才能繁榮發展。聯邦政府侵犯移民已經使數千個家庭無助的被迫
分離。透過開展《金門項目》和《捍衛自由計畫》，紐約州將繼續為尋求美國夢的
人提供必要服務和法律援助。」
索瑪斯社區護理機構董事會主席羅門 ·塔拉吉 (Ramon Tallaj) 表示，「葛謨州長在
紐約和全國都是促成家庭團聚的領袖，也是移民社區的守護人。剛來我們社區定居
的兒童遭受過極大的創傷，為他們提供最佳關照是我們作為紐約民眾的責任。索瑪
斯社區護理機構很榮幸能在不考慮移民狀態的情況下，為每一個有需要的兒童提供
符合其文化需求的初級和專業護理。我們社區有很多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危機。我們
已經做好準備與州長一起解決這兩種危機。」
兒童村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傑里米·考霍姆班 (Jeremy Kohomban) 博士表示，「葛謨
州長的《金門項目》建立在兒童村、護理之家 (CARECEN) 和友聯關係 (Neighbors
Link) 聯合開展的試點項目基礎之上，旨在為最近抵達的移民兒童及其家人提供幫
助。這一項目將大大改變移民的生活。我們期待繼續與非營利機構和州政府等合作
夥伴合作，為有需要的移民提供幫助。」
《捍衛自由計畫》和《金門項目》都是葛謨州長新美國人辦公室開展的項目。新美
國人辦公室於五年前成立，是美國首個依法設立的移民服務機構。新美國人辦公室
在全州都有機遇中心 (Opportunity Centers) ，其組織了數個以社區為基礎的機構，
為來到紐約的新美國人社區提供了數項服務和支持。這些地址是社區接納移民的核
心點，為移民提供了其發展和為我們州做貢獻所需 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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