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成立首屆紐約州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

白宮 (White House) 解散了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紐約州因此自行成立委員會以
關注婦女權利
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督導委員會 (Steering Committee) 的成員包括學術界、遊
說組織、商界、傳媒界的領袖人物
更多關於該委員會的資訊，請閱讀梅麗莎 · 德羅莎 (Melissa DeRosa) 在時尚生活網
站 Refinery 29 上發表的專欄稿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成立首屆紐約州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 該委員會
將由兩個部分組成：紐約州各機構的領導人，這些人將保證頒布的每項政策和設立
的每項計畫都考慮婦女和女童的感受，並設法進一步在本州推進平等權利；督導委
員會，由州政府以外的領導人組成，這些人來自學術界、遊說組織、商界、傳媒界、
非營利組織，將負責宣告該委員會的工作並加以指導。督導委員會成員的完整名單
請見此處。
「紐約州仍承諾保護婦女的權利，我們設立了首屆紐約州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
這向美國和世界發出明確訊息，即人人都有機會實現美國夢，」 葛謨州長表示。
「本屆委員會由州長秘書擔任主席，設在行政辦公室 (Executive Chamber) 內，明
確傳達其使命是在制定政策時考慮婦女和女童的權利，這對本州境內完成的所有工
作極其重要。 我期待與委員會成員以及督導委員會成員合作，為紐約州婦女和女
童的生活創造切實並且可評估的影響。」
州長宣佈設立該委員會，是因為白宮已實際解散了其婦女與女童事務委 員會。 該
委員會將由梅麗莎·德羅莎 (Melissa DeRosa) 擔任主席，她是首位女性州長秘書，
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她還擔任紐約州婦女選舉權
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Women's Suffrage Commission) 主席，以及紐約州薪酬公平

研究工作組 (Pay Equity Study) 副主席。 州參議員凱瑟琳·楊 (Catharine Young) 和
女眾議員克裡斯托·比伯斯-斯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Stokes) 將擔任委員會法務代
表。
委員會將召開季度會議，任務是集中討論九個方面的影響：教育、經濟機會、職工
平等權、領導力、醫療、兒童保育、安全、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STEM)、交錯性。
「我作為副州長，很榮幸擔任全州婦女和女童的代言人，包括打擊校園性侵和爭取
平等薪酬，」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的工作是為全體婦
女創造尊重和包容的文化，無關種族、民族，亦或性取向，這些工作遠未結束。兩
性平等是民眾號召我們終生予以支持的事業。紐約州新設立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
這表明，當我們說所有問題的本質都是婦女問題時，我們是認真的。」
「我很榮幸擔任紐約州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主席，」 州長秘書梅麗莎·德羅莎
(Melissa DeRosa) 表示。「葛謨州長長期以來始終重視婦女的權利，包括批准美國
最全面的帶薪探親假 (Paid Family Leave) 計畫和堅定捍衛婦女的生育權。那麼，為
何選擇此時在紐約州設立該委員會？ 因為紐約州是理想的地點，婦女在紐約州境
內擔任首席執行官、劇作家、演員、律師。婦女經營銀行和財富 500 強企業。女
性決定新聞發佈內容和熱門主題，我們發覺有人命令我們坐下閉嘴時，會站得更高、
說得更大聲。紐約州在 1917 年批准了婦女選舉權，全美國婦女在此後三年才獲得
投票權，我們在今年慶祝紐約州婦女選舉權 100 週年，再次明確紐約州必須發揮
領導作用，我們建議其他州也明確其當前的責任，保護全體美國婦女和女童的權利。
我期待透過該委員會延續州長的工作，並感謝在督導委員會任職的女性參與我們的
工作。」
該委員會在紐約歷史協會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舉辦的一場活動上設立，該
委員會的成員是一群女性領導人，包括：辛迪 ·萊芙 (Cindi Leive)，時尚雜誌《魅力
(Glamour)》主編；羅賓·查普利·高斯頓 (Robin Chappelle Golston)，紐約計畫生育
有限公司 (Planned Parenthood New York) 首席執行官；奇姆伯勒·克倫肖 (Kimberlé
Crenshaw)，哥倫比亞法學院 (Columbia Law School) 法學教授；瑞貝卡·明可弗
(Rebecca Minkoff)，瑞貝卡·明可弗品牌創意總監兼聯合創始人；克里斯蒂娜 ·薩多
夫斯基 (Christine Sadowski)，紐約州基督教女青年會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 of New York State)；路奇·沙哈 (Ruchi Shah) 驅蚊有限公司
(Mosquitoes Be Gone) 創始人。
如需查看活動照片請造訪此處。如需了解今天發佈的公告的更多內容，請從 此處瀏
覽德羅莎 (DeRosa) 在時尚生活網站 Refinery 29 上發表的專欄稿。
督導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坎雅·巴拉克瑞斯納 (Kanya Balakrishna)，未來專案組織 (The Future
Project) 聯合創始人兼總裁
蒂娜·巴克斯特 (Dina Bakst)，『更佳平衡組織 (A Better Balance)』聯
合創始人兼聯合主席
克麗絲汀·巴巴里克 (Christene Barberich)，時尚生活網站 Refinery 29
全球主編兼聯合創始人
莉蓮·巴瑞斯-寶利 (Lilliam Barrios-Paoli)，亨特學院 (Hunter College) 校
長高級顧問
麗莎·波德斯 (Lisa Borders)，美國女子職業籃球協會 (Women's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WNBA) 主席
希瑟·布瑞瑟提 (Heather Bricceti) 先生，紐約州商業委員會 (The
Business Council of New York State)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勞拉·布朗斯坦 (Laura Brounstein)，《時尚 (Cosmopolitan)》和《十七
歲 (Seventeen)》社論總監兼業務開發總監
羅賓·查普利·高斯頓 (Robin Chappelle Golston)，紐約計畫生育有限公
司首席執行官
貝弗利·庫珀·諾菲伊爾德 (Beverly Cooper Neufeld)，紐約州她權利網
絡 (PowHer New York)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奇姆伯勒·克倫肖 (Kimberlé Crenshaw)，哥倫比亞法學院法學教授
米歇爾·艾班克斯 (Michelle Ebanks)，艾森斯傳播有限公司 (Essence
Communications Inc.) 總裁、《西班牙語版人物 (People en Espanol)》
總裁
凱茜·恩格波特 (Cathy Engelbert)，德勤公司 (Deloitte) 首席執行官
艾琳·費雪 (Eileen Fisher)，艾琳·費雪有限公司 (EILEEN FISHER, Inc.)
創始人兼主席
安妮·富勒韋德 (Anne Fulenwider)，《美國美麗嘉人 (Marie Claire US)》
雜誌主編
莉蓮娜·吉爾·瓦勒塔 (Liliana Gil Valletta)，CIEN+ 有限公司 (CIEN+) 首
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夢想家合資企業 (Dreamers Ventures) 創始人
奧黛麗·格爾曼 (Audrey Gelman)，翼俱樂部 (The Wing) 首席執行官兼
聯合創始人
海麗·格倫博戈 (Hayley Gorenberg)，蘭姆達法律組織 (Lambda Legal)
副主任兼總顧問
伊芙·貴勒甘 (Eve Guillergan)，伊芙·貴勒甘律師事務所 (Eve Guillergan
PLLC) 首席律師
凱倫·伊戈納尼 (Karen Ignagni)，恩布勒姆健康組織 (EmblemHealth) 總
裁兼首席執行官
朱恩·吉 (June Jee)，美華協會紐約分會 (The New York Chapter of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OCA-NY) 理事會會員兼前任會長




















克里斯蒂娜·約翰遜 (Kristina Johnson)，紐約州立大學 (SUNY) 新任校
長
凱倫·金 (Karen King)，伊利郡婦女地位委員會 (The Erie County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執行理事
辛迪·萊芙 (Cindi Leive)，時尚雜誌《魅力》主編
唐娜·利伯曼 (Donna Lieberman)，紐約公民自由聯盟 (New York Civil
Liberties Union) 執行理事
安德里亞·米勒 (Andrea Miller)，美國生育健康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productive Health) 所長
瑞貝卡·明可弗 (Rebecca Minkoff)，瑞貝卡·明可弗品牌創意總監兼聯
合創始人
安娜·奧利維拉 (Ana Oliveira)，紐約婦女基金會 (The New York
Women's Foundation)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索尼婭·奧索里奧 (Sonia Ossorio)，全美婦女組織紐約分會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 New York)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斯蒂芬妮·瑞迪斯·霍夫曼 (Stephanie Redish Hofmann)，谷歌公司
(Google) 機構開發總監
希達·羅薩瑞奧·艾斯徹 (Hilda Rosario Escher)，伊比羅美國行動聯盟
(Ibero American Action League)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克里斯蒂娜·薩多夫斯基 (Christine Sadowski)，紐約州基督教女青年會
法伊扎 J. 薩伊德 (Faiza J. Saeed)，凱威、斯瓦恩 & 摩爾有限責任合
夥企業 (Cravath, Swaine & Moore LLP) 首席合夥人
帕梅拉·斯奇弗曼 (Pamela Schifman)，諾沃基金會 (NoVo
Foundation) 執行理事
路奇·沙哈 (Ruchi Shah)，驅蚊有限公司 (Mosquitoes Be Gone) 創始人
兼首席執行官
吉利安 T. 維斯 (Jillian T. Weiss)，跨性別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會
(Transgender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 執行理事
凱瑟琳·懷爾德 (Kathryn Wylde)，紐約市合作組織 (Partnership for New
York City)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梅勒尼·惠蘭 (Melanie Whelan)，動感單車工作室 SoulCycle 首席執行
官
特蕾莎 C. 楊戈 (Teresa C. Younger)，女士基金會 (Ms. Foundation) 總
裁兼首席執行官

參議員楊 (Young) 表示，「我很榮幸支持葛謨州長的工作，擔任紐約州婦女與女
童事務委員會法務代表。我期待與各位受人尊敬的督導委員會成員以及各州機構負
責人合作，創造切實影響，並積極改善本州婦女的生活。」

女眾議員克裡斯托·比伯斯·斯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 Stokes) 表示，「我作為紐
約州婦女立法小組 (New York State Legislative Women's Caucus) 組長，對本州和本
州州長設立首屆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感到無比自豪。紐約州在保護婦女權利方面
有著悠久的歷史，包括比全國提前三年批准婦女選舉權，以及批准美國最全面的帶
薪探親假政策，該委員會將延續這個光榮傳統。」
女眾議員琳達 B. 羅森塔爾 (Linda B. Rosenthal) 表示，「我從未對婦女的未來前
景和我們能夠創造的改變抱有如此 大的希望，因為我們團結起來朝著共同的目標努
力。婦女團結起來，把婦女權利作為目標，必將取得勝利。我感謝葛謨州長、副州
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梅麗莎·德羅莎 (Melissa DeRosa) 帶頭處理這些對
紐約州女性至關重要的問題。我期待看到紐約州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的工作成
果。」
『更佳平衡組織』聯合創始人兼聯合主席蒂娜 ·巴克斯特 (Dina Bakst) 表示，「我
很榮幸在葛謨州長設立的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任職。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
要高瞻遠矚的領導人，帶頭推進婦女和女童的權利。我代表『更佳平衡組織』期待
協助該委員會的工作，使紐約州繼續引領全國保障婦女權利，尤其是在經濟機會領
域和員工平權領域，從而確保提供價格適宜的兒童看護服務和醫療服務。」
帝國州計劃生育行動組織 (Planned Parenthood Empire State Acts) 總裁兼首席執
行官 (羅賓·查普利·高斯頓) 表示，「紐約州由優秀的婦女建設而成，從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到水牛城 (Buffalo)，這些婦女捍衛正義。今天設立的紐約州婦女與
女童事務委員會延續這一傳統，提供一條捷徑用來為我們大家創造最美好的未來。
國內有人不斷攻擊婦女自治權，反對我們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但紐約州拒絕屈從。
我們感謝州長關注這些重要問題。」
伊利郡婦女地位委員會執行理事凱倫 ·金 (Karen King) 表示，「我很高興，也很榮
幸在葛謨州長設立的紐約州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督導委員會任職。 很感激能有
這個機會，擔任伊利郡婦女地位委員會和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社區
的代表。我也很高興得到馬克·波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郡長的充分支持，他不
斷努力，設法在伊利郡消除性別歧視。 設立該委員會提供了重要的機會，用來與
紐約州各地的同事合作，針對目前對婦女和女童有影響的最緊迫的問題制定有影響
力的解決方案。我期待開始工作和代表本地區！」
全美婦女組織紐約分會主席索尼婭 ·奧索里奧 (Sonia Ossorio) 表示，「在當前時期，
婦女無法信任美國總統有效管理國家或重視婦女的生活，但是我們可以依靠安德
魯·葛謨把我們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全美婦女組織感謝州長在紐約州一貫把婦女
權利放在首位。」

紐約州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克里斯蒂娜 ·薩多夫斯基 (Christine Sadowski) 表示，
「紐約州基督教女青年會感謝葛謨州長成立紐約州婦女與女童事務委員會，我們從
自己在全州各地開展的工作親自了解到，關注拖沓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是多麼必要。
我們為紐約州婦女實現了很多值得慶祝的成就，但州長承認仍有待完成很多工作以
保障婦女的經濟平等和政治平等，這在目前是至關重要的。紐約州基督教女青年會
很榮幸參與這項意義重大的工作，並期待這次 合作能夠清除性別歧視。」
紐約公民自由聯盟執行理事唐娜·利伯曼 (Donna Lieberman) 表示，「總統和國會
對婦女全面開戰，在這個時候，紐約州必須反抗，從而保護婦女和女童的尊嚴、權
利、健康。我作為督導委員會的成員，將設法確保紐約州堅定維護我們來之不易的
保護制度、填補州法律的空白、確保紐約州婦女切實享受到生育公平、經濟公平、
平等權利。」
紐約州她權利網絡總裁貝弗利·庫珀·諾菲伊爾德 (Beverly Cooper Neufeld) 表示，
「變革需要高層人員發揮領導力並給予持續承諾。葛謨州長設立紐約州婦女與女童
事務委員會，藉此再次採取重要措施推進婦女平等。紐約州她權利網絡感謝葛謨州
長採取具有歷史意義的行動，我很自豪成為該委員會首屆督導委員會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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