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2017 年 3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行政任命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下列行政任命，為執行其大膽計畫的團隊增添成員。  

 

「從奮鬥實現社會正義和經濟公平，到在本州各地創建更強大的社區，我們的州政

府不懈努力改善紐約州全體民眾的生活，」葛謨州長表示。「這些新增的成員帶來

新觀點和新才能，將鞏固我們過去六年取得的非凡成就。這些人在各自的行業內備

受尊重，並體現了持續推動紐約州發展所需的公共服務價值觀。我期待與之共同為

全體民眾把紐約州建設得更加強大、公正、繁榮。」  

 

卡洛琳·波蔻爾尼 (Carolyn Pokorny)，被任命為道德、風險、合規性首席特別法律

顧問。她近期擔任美國司法部  (U.S. Attorney General) 部長羅雷塔  E. 林奇 (Loretta 

E. Lynch) 的行政副主任兼法律顧問。她此前花費將近十五年時間在位於布魯克林

區 (Brooklyn) 的美國檢察官辦公室  (U.S. Attorney’s Office) 工作，她在該辦公室擔任

多個領導職務，包括刑事科  (Criminal Division) 副主任。她曾獲得美國司法部授予

的傑出服務獎，以及聯邦執法基金會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Foundation) 授予的

年度聯邦檢察官獎。波蔻爾尼  (Pokorny) 女士在布朗克斯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Bronx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開始其檢察官生涯，然後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擔任美

國聯邦法官亞瑟  D. 斯巴特 (Arthur D. Spatt) 的書記員。她擁有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布魯克林法學院  (Brooklyn Law School) 授予的法學

博士學位。  

 

克里斯多夫·奧布萊恩  (Christopher O’Brien)，被任命為特別項目主任。奧布萊恩  

(O’Brien) 先生此前在施樂公司法律於合規性解決方案部門  (Xerox Legal and 

Compliance Solutions) 工作超過十年，最近擔任高級副總裁兼首席運營官。他此前

在公共服務領域工作，擔任紐約州財政稅務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axation and Finance) 副廳長兼總法律顧問。在此之前，他擔任喬治  E. 保塔基  

(George E. Pataki) 州長的高級助理顧問。奧布萊恩  (O’Brien) 先生擁有奧爾巴尼法

學院 (Albany Law School)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以及荷巴特大學  (Hobart College)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莎拉·比勒曼 (Sarah Bittleman)，被任命為特別項目副主任。她此前任職於美國眾

議院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美國內政部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美國農業部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美國環境保護局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她近期任職於議院  (Chamber)，此前不久曾任美

國參議員羅恩·懷登 (Ron Wyden) 和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 (U.S.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立法委員和政策主任。她擁有杜蘭大學  (Tulane University) 授予的法學

博士學位、東卡萊羅納州立大學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授予的公共行政管理碩

士學位、聯合學院  (Union College)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莫莉 D. 狄龍 (Molly D. Dillon)，被任命為高級政策顧問。加入州長辦公室前，她曾

在奧巴馬白宮團隊  (Obama White House) 國內政策委員會  (Domestic Policy Council) 

擔任城市事務、公正與機會政策顧問。她在白宮的工作包括多項民權政策問題及其

交錯而生的問題，包括婦女平等、兒童福利、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

以及跨性別人士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LGBTQ) 權利、勞動、

刑事司法、殘疾人權利、無家可歸問題、經濟流動性、大數據。狄龍 (Dillon) 女士

擁有喬治城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 麥考特公共政策學院  (McCour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授予的公共政策碩士學位，以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瓦萊麗·加拉索 (Valery Galasso)，被任命為高級政策顧問。她最近擔任克林頓 -凱

恩過渡團隊  (Clinton-Kaine Transition Team) 首席法律顧問辦公室  (Office of the Chief 

Counsel) 內閣提名特別顧問。加拉索  (Galasso) 女士在聯邦政府擔任過多個職務，

包括聯邦通訊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政策顧問，她在該委員

會負責制定與各類電信問題相關的政策。加拉索  (Galasso) 女士此前在白宮擔任副

總統約瑟夫  R. 拜登 (Joseph R. Biden) 立法事項特別助理，並擔任美國商務部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國會聯絡員。她擁有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碩士學位，康涅狄格大學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帕特里克·奧克福德 (Patrick Oakford)，被任命為高級政策顧問。奧克福德  

(Oakford) 先生最近曾在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擔任美國勞動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政策顧問，他在美國勞動部擔任佩雷茲  (Perez) 秘書長

的顧問，並幫助執行美國勞動部的監管計畫。他此前在美國發展中心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擔任高級政策分析專家  (Senior Policy Analyst)，研究移民帶來

的經濟影響。奧克福德  (Oakford) 先生擁有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授予的理

科碩士學位並以優異成績畢業，並擁有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授予的理學

士學位。  

 

麥克·佩蘭 (Mike Perrin)，被任命為州行動署  (State Operations) 副署長。佩蘭  

(Perrin) 先生最近曾擔任臨時救濟及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執行副主任。他因紐約工程計畫  (New York Works) 加入葛謨

政府並擔任重要職務，負責管理三個州政府機構的重大資金項目。此後擔任紐約州



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行

政財務副署長，負責管理所有機構預算部門、聯邦國土安全撥款計畫，以及聯邦緊

急事務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為超級風暴桑迪  

(Superstorm Sandy) 災後重建撥款的相關財政工作。重新加入州政府前，佩蘭  

(Perrin) 先生在奧爾巴尼縣縣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County Executive of Albany 

County) 任職長達 15 年。佩蘭 (Perrin) 先生擁有紐約州立大學奧斯維戈分校  

(SUNY Oswego)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凱特·迪寧 (Kate Dineen)，被任命為州行動署署長行政主任。迪寧  (Dineen) 女士最

近曾擔任紐約州環境部  (the Environment) 助理部長，此前擔任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  

(Governor’s Office of Storm Recovery) 副執行主任。加入州政府前，她擔任美國參

議員柯爾斯頓·基爾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 政策主任，負責處理環境、能源、經

濟發展問題。她還曾任職於安德里亞聯邦政府，負責評估全球首個與監管碳信用額

的設立及交易相關的國家方案。迪寧  (Dineen) 女士擁有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授予的城市規劃碩士學位。她以優等成績從

威廉姆斯學院  (Williams College) 畢業，並獲得英語文學士學位。  

 

安娜貝利·沃爾什 (Annabel Walsh)，被任命為葛謨州長調度主任。沃爾什  (Walsh) 

女士此前曾擔任副調度主任，她在此期間負責協調州長日程的多方面工作。2013 

年，沃爾什  (Walsh) 女士加入葛謨政府，擔任行動專員和行政助理，期間她負責安

排州長的各項工作。擔任這些職務期間，沃爾什  (Walsh) 女士還為州長高級政策顧

問以及紐約州南部地區政府間事務主任提供行政支持。沃爾什  (Walsh) 女士擁有紐

約大學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喬爾·沃什米 (Joel Wertheimer)，被任命為葛謨州長行政秘書。他近期曾擔任奧巴

馬白宮團隊  (Associate Staff Secretary) 副行政秘書，負責協調審閱提交給總統的簡

報資料。沃什米  (Wertheimer) 先生此前曾在溫斯頓  & 斯特朗律師事務所  (Winston 

& Strawn LLP) 私人律所中擔任合夥人，他曾在紐約州南部地區美國地方法院  (U.S. 

District Court) 擔任尊敬的羅娜  G. 斯科菲爾德  (Lorna G. Schofield) 的書記員。他擁

有紐約大學法學院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以及

塔夫斯大學  (Tufts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詹·達利 (Jen Darley)，被任命為行政運營助理主任。她最近曾擔任希拉里競選美

國總統活動  (Hillary for America Campaign) 全國先遣領袖，負責出訪全國安排對克

林頓 (Clinton) 國務卿和蒂姆·凱恩 (Tim Kaine) 參議員做訪問。她此前在費城  

(Philadelphia) 國家憲法中心  (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 擔任行動計畫副主席兼來

賓服務副主席。達利  (Darley) 女士還曾擔任  2016 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接待委員

會 (2016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Host Committee) 活動管理顧問。她擁有特

拉華大學 (University of Delaware) 授予的心理學文學士學位和企業管理理學士學

位。  

 



喬恩·溫斯坦 (Jon Weinstein)，曾擔任交通部通訊副主任。溫斯坦  (Weinstein) 先生

此前曾擔任墨丘利公共事務公司  (Mercury Public Affairs) 副總裁，在該公司為公私

領域的客戶制定並執行長短期通訊策略。溫斯坦  (Weinstein) 先生此前在  NY1 電視

台擔任記者和主持人超過七年，工作涉及多個主題，包括政治、交通、社區新聞、

房地產、體育賽事。他還在  News 12 新聞網布朗克斯區  (Bronx)/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擔任現場監製人。溫斯坦  (Weinstein) 先生擁有康奈爾大學授予的心理學

文學士學位，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麥迪爾新聞學院  (Medill School of 

Journalism) 授予的新聞學碩士學位。  

 

伊麗莎白·比比 (Elizabeth Bibi)，被任命為媒體關係副主任。比比  (Bibi) 女士最近

曾在希拉里競選美國總統活動中擔任參議員蒂姆 ·凱恩 (Tim Kaine) 全國媒體先遣工

作人員，負責安排參議員凱恩  (Kaine) 所有採訪和活動的媒體後勤工作。她此前任

職於學者公司  (Scholastic Inc.) 政府關係團隊，並擔任比爾、希拉里與切爾西 ·克林

頓基金會 (Bill, Hillary, and Chelsea Clinton Foundation) 高級媒體關係經理。她擁有

巴納德學院  (Barnard College)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安德魯·迪爾曼 (Andrew Tillman)，被任命為葛謨州長演講撰稿人。他最近曾任職

於奧巴馬白宮團隊，擔任高級助理研究員和演講撰稿人，為白宮行政主任丹尼斯 ·

麥克多諾 (Denis McDonough) 撰寫演講稿。他此前在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美洲研究所 (Institute of the Americas) 擔任副研究員，他與人共同

領導學者團體開展以美國-拉丁美洲關係為主題的重要研究項目。迪爾曼  (Tillman) 

先生擁有劍橋大學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授予的哲學博士學位、塔夫斯大學  

(Tufts University) 弗萊徹法學院  (Fletcher School) 授予的文學碩士學位、維克森林

大學 (Wake Forest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蒂姆·富勒頓 (Tim Fullerton)，被任命為數字通訊主任。富勒頓  (Fullerton) 先生近

期曾在反槍械暴力團體『每座城鎮都要維護槍支安全  (Everytown for Gun Safety)』

擔任全國數字活動主任。他此前曾擔任美國內政部數字戰略主任，期間擔任美國內

政部發言人，並執行該部門的首份數字戰略計畫用於提高公眾的關注和參與度。富

勒頓 (Fullerton) 先生在多個組織擔任數字職務，包括氣候保護聯盟  (Alliance for 

Climate Protection)、美國樂施會  (Oxfam America)、美國電力驅動運輸協會  (Electric 

Drive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他還在 2008 年奧巴馬競選美國總統活動中擔任

州和地區電子郵件經理。富勒頓  (Fullerton) 先生擁有迪金森學院  (Dickinson 

College)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戴安娜·鮑恩 (Diana Bowen)，被任命為視訊製作人。鮑恩  (Bowen) 女士最近曾參

加希拉里競選美國總統活動，在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擔任州政府製片人。

她此前在戰略媒體公司擔任視訊製作人。她還曾在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擔任視訊製作人兼攝影師。鮑恩  (Bowen) 女士擁有美國大學  (American 

University) 授予的多媒體新聞學文學士學位。  

 



約瑟夫·拉比托 (Joseph Rabito)，被任命為政府間事務副秘書，此前擔任州計畫運

營副主任，他的新職務將主要關注紐約州北部地區政府間關係。2011 年 2 月，葛

謨州長任命拉比托  (Rabito) 先生擔任紐約州總務處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NYS OGS) 行政副處長。加入紐約州總務處前，拉比托  (Rabito) 

先生在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NYS HCR) 擔任副署長，以及紐約州住房信託基金公司  (New York State Housing 

Trust Fund Corporation) 總裁。在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任職前，拉比托  (Rabito) 

先生曾擔任奧爾巴尼市  (City of Albany) 和聯邦政府發展規劃主任，隨後在美國住房

與城市發展部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擔任安德魯·葛

謨的秘書。  

 

羅謝爾·凱利-阿普森 (Rochelle Kelly-Apson)，被任命為葛謨州長的紐約州南部地

區政府間事務主任。她最近在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New York State 

Attorney General) 擔任政府間事務副主任，此前擔任社區外展聯絡員。凱利 -阿普

森 (Kelly-Apson) 夫人還曾擔任紐約酒店交易委員會  (New York Hotel Trades 

Council) 普通會員組織者，幫助制定該組織的活動，並在紐約州羅斯福酒店  

(Roosevelt Hotel) 擔任工會代表。她有逾  13 年的經驗在紐約州安排宣傳活動和政

治活動。  

 

布蘭登·修斯 (Brendan Hughes)，被任命為經濟發展助理秘書。修斯  (Hughes) 先

生此前擔任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副廳長，負責管理葛謨

州長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以及其他幾

項計畫，包括  15 億美元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和 1 億美元的紐約州南部地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加入紐約州經濟發展廳前，修斯  (Hughes) 先生曾為紐約州能源研究與

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管理清潔

能源領域的經濟發展計畫。修斯  (Hughes) 先生獲得錫耶納大學  (Siena College) 授

予的政治科學文學士學位。  

 

科里·內菲爾德 (Kerri Neifeld)，被任命為人類服務助理秘書。內菲爾德  (Neifeld) 女

士曾擔任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NYS OTDA) 副助理主任，負責管理新設立的收容所監管

與合規性部門  (Division of Shelter Oversight and Compliance)。她此前在紐約州臨時

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擔任副主任特別助理，並且是葛謨州長精益服務學員  

(Excelsior Service Fellows) 班成員。參與精益服務獎學金計畫  (Excelsior Service 

Fellowship Program) 前，內菲爾德  (Neifeld) 女士曾擔任洛克菲勒學院  (Rockefeller 

College) 政府與公民社會婦女中心  (Center for Women in Government & Civil Society) 

婦女與公共政策研究員。內菲爾德  (Neifeld) 女士至今仍擔任哥倫比亞-格林縣心理

健康協會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of Columbia-Greene Counties) 項目經理、奧爾

巴尼縣兒童與家庭服務部  (Albany County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兒童保護服務社會工作者、WAIT 之家無家可歸青少年收容所  (WAIT House 



Homeless Youth Shelter) 青少年護工。內菲爾德  (Neifeld) 女士擁有艾瑪拉學院  

(Elmira College)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以及奧爾巴尼大學社會福利學院  (University at 

Albany School of Social Welfare) 授予的社會福利碩士學位。  

 

羅博·吉本 (Rob Gibbon)，被任命為州長交通助理顧問。他此前擔任紐約州參議院  

(New York State Senate) 多數黨顧問辦公室  (Majority Counsel’s Office) 高級顧問。

他在此期間擔任地方自治與《紐約州資訊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

FOIL)》顧問，並在地方政府委員會；銀行委員會；住房、建築與社區發展委員

會；城市委員會；賽車、賭博與博彩委員會擔任顧問。在參議院任職前，他擔任紐

約州郡縣協會  (New York State Association of Counties) 助理顧問。他擁有奧爾巴尼

法學院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並以優異成績獲得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SUNY Albany) 授予的企業管理理學士學位。  

 

潘妮·羅伊 (Penny Lowy)，被任命為約會秘書。她最近曾擔任  ICAP 北美分公司 

(ICAP NA)（一家經紀與金融技術公司）資源與研究生計畫  (Resourcing and the 

Graduate Program) 主任，她在該公司創建招聘部門並制定了一系列全球發展計畫

和人力資源過程及政策。她此前在花旗銀行  (Citibank) 擔任招聘經理和高級副總

裁。羅伊 (Lowy) 女士此前在萬事達卡國際組織  (MasterCard Worldwide) 擔任全球

人才併購培訓與發展副總裁，此前在通用電氣資本結構金融集團  (GE Capital 

Structured Finance Group) 擔任人力資源顧問。她擁有石溪大學  (Stony Brook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約翰·切雷托 (John Ceretto)，被任命為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項目協調員，

此前自 2011 年起任職於紐約州眾議院  (New York State Assembly)。擔任眾議員

前，切雷托  (Ceretto) 先生在州立公園管理局  (State Parks Department) 尼亞加拉峽

谷探索中心  (Niagara Gorge Discovery Center) 教育項目歷史檔案辦公室  (Education 

Programs Office of Historical Archives) 任職將近十年時間。切雷托  (Ceretto) 先生還

曾在普瑞特利特 /圖利普公司  (Prestolite/Tulip Corporation) 工作將近 20 年。在該公

司工作期間，他有將近九年時間擔任美國聯合汽車工會  (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U.A.W.) 會長。他此前在尼亞加拉瀑布城  & 尼亞加拉麥田校區  (Niagara 

Falls & Niagara Wheatfield School Districts) 擔任教師。他還曾擔任劉易斯頓鎮  

(Town of Lewistown) 議員兼尼亞加拉縣  (Niagara County) 議員。切雷托  (Ceretto) 先

生擁有尼亞加拉大學  (Niagara University) 授予的理科碩士教育學位。  

 

布蘭登·菲茨傑拉德  (Brendan Fitzgerald)，被任命為紐約州州務院  (New York 

Department of State) 首任州政府副秘書長。菲茨傑拉德  (Fitzgerald) 先生此前在行

政辦公室 (Executive Chamber) 擔任常規政府與金融服務副秘書。菲茨傑拉德  

(Fitzgerald) 先生在此之前擔任金融服務助理秘書，技術、運營與博彩助理秘書，

公共財政與地方政府特別助理。菲茨傑拉德  (Fitzgerald) 先生有將近七年時間擔任

紐約州眾議院首席立法分析師。菲茨傑拉德  (Fitzgerald) 先生擁有錫耶納大學  



(Siena College) 授予的英語與哲學文學士學位。  

 

邁克爾·沃夫特 (Michael Volforte)，被任命為州長僱員關係辦公室  (Governor’s 

Office of Employee Relations，GOER) 主任。身為主任，他負責管理行政部門與代

表紐約州僱員利益的公共部門團體的關係。沃夫特  (Volforte) 先生在州長僱員關係

辦公室公共服務部門任職已超過  20 年時間。他在州長僱員關係辦公室擔任過多個

職務，包括助理主任、副顧問、助理顧問。他擁有奧爾巴尼法學院授予的法學博士

學位，以及圣勞倫斯大學  (St. Lawrence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薩拉·科爾曼 (Sarah Coleman)，被任命為紐約州公共就業關係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Public Employment Relations Board) 副主席兼顧問。科爾曼  (Coleman) 女士此

前擔任美國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高級顧問，作為

團隊成員負責準備卷宗供委員會作出決議。她此前任職於密西西比青少年司法項目

組織 (Mississippi Youth Justice Project) 和環保宣傳團體  (Green Advocates)。她還曾

擔任威利-布萊克威爾出版社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開發項目經理，以及梅里

馬克抵押貸款公司  (Merrimack Mortgage Company) 初級保險承銷商。科爾曼  

(Coleman) 女士擁有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法學

博士學位，以及波士頓大學  (Boston University) 文學士學位。  

 

傑弗里·鉑爾曼 (Jeffrey Pearlman)，被任命為機構預算辦公室  (Authorities Budget 

Office) 代理主任。鉑爾曼  (Pearlman) 先生此前擔任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的行政主任兼顧問。鉑爾曼  (Pearlman) 先生還曾擔任參議院少數黨領袖安

德里亞·斯圖爾特·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和州參議院民主黨會議  (State 

Senate Democratic Conference) 的行政主任。在參議院任職前，他在格林伯格 ·特勞

里格律所 (Greenberg Traurig LLP) 擔任政府與訴訟業務顧問，該律所是一家經營多

項業務的跨國律師事務所。在此之前，他在州政府擔任過多個職務，包括前任州長

大衛 A. 帕特森  (David A. Paterson) 紐約州行政辦公室助理顧問、紐約州副州長顧

問、以及紐約州參眾兩院的多項職務。鉑爾曼  (Pearlman) 先生擁有奧爾巴尼法學

院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以及紐約州立大學紐帕茲分校  (SUNY New Paltz) 授予的

文學士學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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