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約市人力資源管理局 

 
 

關於針對提議規章召開公開聽證會及徵集意見的通知 

 
我們的提議是什麽？紐約市人力資源管理局 (Human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 HRA) 於 

五月頒布了一項將 HRA 喪葬津貼金額提高至 1700 美元的緊急規章，並對喪葬津貼申請

程序做出其他變更。HRA 目前正提議將 1700 美元津貼的規章效力延至本日曆年的年終，

並且讓這項緊急規章的其他條款永久生效。 

 
聽證會於何時何地舉行？紐約市人力資源管理局將就提議規章召開公開聽證會。因應 

COVID-19 疫情，這場公開聽證會將在 7 月 23 日上午 11:00 透過 WebEx 遠端進行。 

如您希望參加聽證會，請透過下列方式加入： 

 

• 電話： 

請撥打 646-992-2010。在出現提示時，輸入會議 ID：129 932 2460。 

 

• 網際網路視訊及語音： 

 
請造訪：https://nyc-dss.webex.com/nyc-

dss/j.php?MTID=m9d8c896bf57be4b442041325357a19bf 
 
在出現提示時，輸入： 

  
會議 ID： 129 932 2460 

密碼： Burials 

 
我如何就提議規章發表意見？任何人士均可透過以下方式就提議規章發表意見︰ 

 

• 網站。您可以透過 NYC 規章網站向 HRA 提交意見︰http://rules.cityofnewyork.us。 

 

• 電子郵件。您可以將意見以電子郵件傳送至 NYCRules@hra.nyc.gov。請在主旨

行中註明「Burials」。 

 

• 信函。您可以將意見郵寄到： 

 
HRA Rules 
c/o Office of Legal Affairs 
150 Greenwich Street, 38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7 
 
請註明您是針對喪葬津貼申請規章發表意見。 

 

https://nyc-dss.webex.com/nyc-dss/j.php?MTID=m9d8c896bf57be4b442041325357a19bf
https://nyc-dss.webex.com/nyc-dss/j.php?MTID=m9d8c896bf57be4b442041325357a19bf
http://rules.cityofnewyork.us/


 
 

• 傳真。您可以將意見傳真至 917-639-0413。請在主旨行中註明「Burials」。 

 

• 在聽證會上發言。如您希望在聽證會上提出意見，請在 7 月 22 日當天或之前致電 

929-221-7220 或傳送電子郵件至 NYCRules@hra.nyc.gov 報名參加。發言者會依

其報名順序上台發言，每人發言時間最長爲 3 分鐘。 

 
提交意見是否有截止日期？提交意見的截止日期為 7 月 23 日午夜。包含郵件寄送的任何

意見，一律須在 7 月 23 日當天或之前送達 HRA。 

 
若在參加聽證會時需要協助，該怎麼辦？  

聽 證 會 中如 需 口譯服 務 ， 請務 必 通知我 們 。 您可 以 透過傳 送 電 子郵 件 至 

NYCRules@HRA.nyc.gov 告訴我們，也可致電 929-221-7220。您需要提前告知，以便

我們有足夠時間進行安排。請務必在 7 月 16 日截止之前告訴我們。 

 
 
我可否查看針對提議規章所發表的意見？您可到以下網站查看線上針對提議規章所發表

的意見：http://rules.cityofnewyork.us/。聽證會結束之後不久，線上提交的所有意見、所

有書面意見，以及在聽證會上就提議規章提出的口頭意見概述將在 HRA 網站上公開。 

 
HRA 擬定此規章的授權依據是什麼？《紐約市憲章》第 603 節和第 1043 節以及《紐約

州社會服務法》(New York Social Services Law) 第 141 節 授權 HRA 制定此提議規章。 

 
HRA 的規章記載於何處？HRA 的規章記載於《紐約市規章》第 68 條。 

 
提議規章是否包含在  HRA 的規制議程中？HRA 在發佈最新規制議程時並不包含本 

規章。 

規章擬定程序以哪些法律為準據法？在制定和修改規章時，HRA 必須遵守《紐約市憲章》

第 1043 節的要求。本通知係按照《紐約市憲章》第 1043 節的要求制訂。 

 
 

  

mailto:NYCRules@hra.nyc.gov
http://rules.cityofnewyork.us/


 
 

緊急規章展延通知 

 

依據《紐約市憲章》第 1043(i)(2) 節，進一步通知，2020 年 5 月 2 日發佈針對 HRA 喪葬請款計

畫之特定變更的緊急規章特此額外展延六十 (60) 天，展延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在完成《紐約

市憲章》第 1043(e) 節所規定的公共意見與聽證流程之後，HRA 需要額外六十 (60) 天來採行最

終規章。 

 

提議規章的依據與目的聲明 

為因應 COVID-19 疫情給紐約市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嚴重影響，以及眾多病亡人數造成全市最弱勢

及低收入族群急需財務援助的狀況，以利市民為親友弔唁致敬及舉行隆重喪禮，紐約市社會服務

局/人力資源管理局 (DSS/HRA) 局長已於 2020 年 5 月 2 日頒佈關於喪葬請款計畫的緊急規章。 

根據《紐約市行政管理程序法案》(City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CAPA)，緊急情況下採行

的規章效力為 60 天，除非當局機關在第六十天前發出公開聲明，並對「最終」規章徵集意見。

據此，HRA 目前正發出聲明並徵集公眾意見，以便展延緊急規章當中各項條款的效力或使其具備

永久效力。 

目前，紐約州法律對於喪葬津貼提供最多 900 美元的部分報銷金額。換句話說，州政府僅針對 

900 美元或金額更少的喪葬津貼報銷部分金額，但是由當地社會服務區所支付超過 900 美元的任

何金額，則完全來自地方資金。這項緊急規章已將可用喪葬津貼從 900 美元提高到 1700 美元。

HRA 提議將 1700 美元喪葬津貼的規章效力持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市政府將尋求立法修訂，

促使州政府撥出更多報銷金。立法修訂與否可能會影響市政府判斷日後可行的報銷金額。 

此外，HRA 提議保持緊急規章的其他條款永久有效。具體而言，HRA 提案讓緊急規章中關於下

列事項的條款永久有效： 

(1) 將費用上限從 1,700 美元提高到 3,400 美元，並且喪葬承辦人從哈特島 (Hart Island) 挖掘

死者遺體所收取的費用將列入不計入總費用上限的項目中。 

(2) 釐清申請必須由本人親自到場辦理的現有規章之規定，目前不應強制實施。 



 
 

(3) 死者之親友或組織友人可為死者申請喪葬津貼的期限，從死亡當日起 60 天內變更為  

120 天內。 

(4) 允許具備資格申請喪葬津貼的任何人士，在葬禮或火葬前後申請前述津貼，並且暫停要求 

DSS/HRA 必須兩個工作日內回覆葬禮或火葬前所提出的申請。 

(5) 假設死者死亡時有任何財務資源或收入尚未結清或不可用，且在申請津貼時仍無法取得，

則在判定給付的喪葬津貼額時，此前金額並不會自津貼中預扣。不過，DSS/HRA 將保留

權利，可依紐約州法律法追討前述資金。 

(6) 關於退伍軍人殯喪事宜，移除第 68 條第 2-09 節中不得為葬於卡爾弗頓公墓 (Calverton 

Cemetery) 以外私人墓園的退伍軍人提供喪葬津貼之條款。 

如需瞭解 DSS/HRA 就本提議規章的權限，請參閱《紐約社會服務法》(New York Social 

Services Law) 第 141 節，以及《紐約市憲章》第 603 與 1043 節。 

新增文字均加底線。 

刪除的文字會 [加上括號]。  

 

 

第一節。《紐約市規章》第 68 條新增第 13 章加以修訂，內容如下： 

 
 

第 13 章：對於喪葬請款的變更 

 

13-01. 對於喪葬請款的一般變更 

 

不論本條第 2 章之任何條款規定如何，下列條款均應適用於 HRA 喪葬津貼之任何申請： 

 

(a) 不論此前規章第 2 章條款規定如何，依據本章第 13-02 節或第 2 章條款規定適用情況下提供

的津貼，如本條第 2-02 節規定之總喪葬費用超過 3,400 美元，則不適用於申請金額。在判定津

貼是否超過前述 3,400 美元上限時，應不計入下列費用：  

(1) 火化、墓地和墓地開挖等費用；以及 



 
 

(2) 任何由喪葬承辦人收取的關於在 2020 年 3 月 12 日當天或之後挖掘埋於哈特

島之遺體的任何費用。 

 

(b) 任何人士提交喪葬津貼申請的時限從死者死亡當日起算六十 (60) 天延長為一百二十 

(120) 天。 

 

(c) 任何具備資格可申請喪葬津貼的人士，或依據本節或第 2 章規定，在適用情況下可申

請津貼的人士，可於葬禮或火化前後提出前述津貼申請。本條第  2-09(d) 節要求 

DSS/HRA 必須在兩個工作日內對葬禮或火葬前所提出之申請做出決定的規定已經暫停實

施。不過，DSS/HRA 仍會在合理時間內針對所有申請做出決定。 

 

(d) 依據本節或第 2 章規定，在適用情況下提出申請時，不需要本人親自到場辦理申請，

並可透過線上、電子郵件、傳真及由 DSS/HRA 指定的任何其他遠端方式來提出申請。 

 

(e) 在判定津貼金額時，死者死亡時如有任何財務資源或收入尚未結清或不可用，且在申

請時尚未取得，這筆金額將不會自津貼中預扣。不過，DSS/HRA 將保留權利，可依紐約

州法律追討任何前述資金。 

 

(f) 本條第 2-09(b)(ii) 節條款，不得為葬於卡爾弗頓公墓 (Calverton Cemetery)以外私人墓

園的退伍軍人提供喪葬津貼之條款，已經暫停實施。 

 

13-02. 臨時提高喪葬津貼  

不論本條第 2 章的任何條款規定如何，凡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當天或之前提交之任何申請，

DSS/HRA 依第 2 章規定核撥支付的喪葬費用津貼為 1,700 美元。依第 2 章規定，這筆津貼可直

接用於支付喪葬費用，包括本章第 13-01 節第 (a) 小節中第 (1) 和 (2) 段明文規定且不計入判定前

述小節所載之上限的費用。 

 



 
 

NEW YORK CITY LAW DEPARTMENT 

DIVISION OF LEGAL COUNSEL 

100 CHURCH STREET 

NEW YORK, NY 10007 

212-356-4028 

 

證明依據為 

憲章第 1043(d) 節 

 

規章標題：管理喪葬援助之修訂條款（永久規章） 

參考號碼：2020 RG 064  

規章制定機構：人力資源管理局 

 

  本人確認，本辦公室已根據《紐約市憲章》第 1043(d) 節的要求而審核上述

提議規章，且上述提議規章： 

 

(i) 是為實現授權法律條款的目的而起草； 

(ii) 並未與其他適用法律相抵觸； 

(iii) 在實際和適當範圍內，以具體細化的文字起草來達到提出的目的； 

以及 

(iv) 在實際和適當範圍內，包括依據與目的聲明，其中明確解釋了此規章

及其提出的要求。 

 

簽名：STEVEN GOULDEN    日期：2020 年 6 月 17 日  

代理企業法律顧問 

 

  



 
 

NEW YORK CITY MAYOR’S OFFICE OF OPERATIONS 

253 BROADWAY, 10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7 

212-788-1400 

 

 

證明/分析依據為 

憲章第 1043(d) 節 

 

規章標題：管理喪葬援助之修訂條款（永久規章） 

參考號碼：HRA-26 

規章制定機構：人力資源管理局 

 

本人確認，本辦公室已經根據《紐約市憲章》第 1043(d) 節分析上述提議規章，且上述提

議規章： 

 

(i) 為因應分開規範的社區（或多個社區），以通俗易懂的語言撰寫； 

 

(ii) 對於分開規範的社區（或多個社區）而言，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法規遵循的成本， 

與實現規章之既定目的一致；以及 

 

(iii) 不提供補救期，因為並不構成違規、違規修正或修正與違規相關之罰則。 

 

 

   簽名：Francisco X. Navarro                   2020 年 6 月 17 日  

   市長事務辦公室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