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2017 年 4 月 1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州長葛謨宣佈行政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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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對中產階級免收大學學費，到全國最大膽的基礎設施工作日程，本屆州政府在

為全體民眾爭取更多社會機會和經濟機會方面擁有無可比擬的輝煌成就，」葛謨

州長表示。「這些新任命的工作人員帶來新觀念和才能，用於強化我們的團隊並

鞏固我們的成就，從而共同推動紐約州繼續前進。」  

 
梅麗莎·德羅莎  (Melissa DeRosa)，被任命為州長秘書。她接替比爾·木羅  (Bill 

Mulrow) 的職務，他離開本屆州政府，進入私人部門工作。  

 
自  2013 年 4 月起，德羅莎  (DeRosa) 女士就擔任公關主任、戰略顧問，近期還擔

任州長辦公室主任。在任期間，德羅莎  (DeRosa) 女士為行政辦公室  (Executive 

Chamber) 和  50 多個州政府機構管理全面公關及媒體工作、政治事務、勞動關係

以及本屆州政府制定政策的戰略方法。她掃清障礙以實施州長制定的各項行動，從

而把最低時薪提高至  15 美元、實施全國最強勢的帶薪家庭休假計畫、以及最近設

立『精益求精獎學金  (Excelsior Scholarship)』，紐約州因此成為全國首個向中低收

入家庭提供免費大學教育的州。加入州長辦公室前，德羅莎  (DeRosa) 女士在總檢

察長辦公室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擔任辦公室副主任兼辦公室代理主任。德羅

莎  (DeRosa) 女士帶領辦公室開展工作，協商並通過了全國最積極的處方藥改革套

案，即《互聯網系統跟蹤過度處方行為  (Internet System for Tracking Over-

Prescribing Act，I-STOP)》。為總檢察長工作前，德羅莎  (DeRosa) 女士擔任『為

美國動起來  (Organizing for America，OFA)』組織的紐約州主任，該組織是奧巴馬  

(Obama) 總統設立的全國政治行動組織。加入『為美國動起來』組織前，德羅莎  

(DeRosa) 女士擔任考多公司  (Cordo and Company) 公關與法務主任，該公司是一

家位於奧爾巴尼縣  (Albany) 的政府事務公司。她還擔任在國會擔任特雷西 ·布魯克

斯  (Tracey Brooks) 的競選經理、國會議員尼迪亞·委拉斯凱茲  (Nydia Velazquez) 的

副新聞秘書、2005 年成效斐然的紐約州交通債券法案行動  (NY State Transportation 

Bond Act Campaign) 的副新聞秘書。她擁有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授予的

工業與勞資關係學士學位，以及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她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女性領導力論壇網絡  (Women’s Leadership Forum 

Network) 理事會任職。  



 
德羅莎 (DeRosa) 女士是第一個擔任州長秘書的女性。 

 
吉爾·戴斯羅斯  (Jill DesRosiers)，被任命為州長副行政秘書。自  2012 年起，戴斯

羅斯  (DesRosiers) 女士就擔任行政事務副秘書，此前還擔任州長行程主任。戴斯

羅斯  (DesRosiers) 女士將負責管理政府間事務辦公室  (Intergovernmental Affairs)、

行程與事務辦公室  (Scheduling and Operations)、地區與選區事務辦公室  (Regional 

and Constituency Affairs)、特殊事務與約會辦公室  (Special Events and 

Appointments)。戴斯羅斯  (DesRosiers) 女士多年來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政府

和州政府擔任多個領導職務。戴斯羅斯  (DesRosiers) 女士從賓夕法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取得系統工程學位，此後  12 年在紐約市議會  (New 

York City Council) 擔任多個高級職務並聽命于發言人吉福德 ·米勒  (Gifford Miller) 和

克麗絲汀·奎恩  (Christine Quinn)，期間她的工作職責包括社區外展和成員服務。她

創建了 CouncilStat，這是首個面向全市制憲議題的計算機化跟蹤系統。她還擔任

過紐約州境內多場成功競選活動的競選經理、現場主任以及籌劃催票活動  (GOTV) 

主管。 

 
亞當·祖洛夫斯基  (Adam Zurofsky)，被任命為能源與金融服務部  (Energ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副部長。祖洛夫斯基  (Zurofsky) 先生進入州政府任職前曾擔任點

金石指標有限公司  (Touchstone Metrics, LLC) 總裁兼創始人，這是一家位於紐約市

的企業管理咨詢公司。他此前是卡希爾戈登  & 瑞恩達爾有限責任合夥公司  (Cahill 

Gordon & Reindell LLP) 的合夥人，他在該公司針對法規、管理以及訴訟事務為公

司和董事會提供咨詢服務。祖洛夫斯基  (Zurofsky) 先生在福特漢姆大學法學院  

(Fordham Law School) 擔任兼職教授和課程負責人，並擔任布魯金斯學會  

(Brookings Institution) 和治理研究領導委員會  (Governance Studies Leadership 

Council) 會員。他以優等成績從哈佛大學法學院  (Harvard Law School) 畢業並獲得

法學博士學位，並從斯坦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獲得政治學學士學位。  

 
邁克爾·斯密特  (Michael Schmidt)，被任命為經濟建設部  (Economic Development) 

副部長。斯密特  (Schmidt) 先生此前在希拉里競選美國總統  (Hillary for America) 活

動中任職於希拉里·克林頓  (Hillary Clinton) 的政治顧問團隊。他在擔任該職務期間

負責制定國務卿克林頓  (Clinton) 關於多個議題的經濟議程，包括財務監管、貿

易、基礎設施、住房、小企業以及經濟建設。參與競選活動前，他任職於美國財政

部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國內財政辦公室  (Office of Domestic Finance)，

他在該辦公室支持奧巴馬  (Obama) 政府的工作，目標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後完善

對華爾街的監管。在政府任職前，斯密特  (Schmidt) 先生擔任耶魯投資辦公室  (Yale 

Investments Office) 高級金融分析師。他擁有耶魯大學  (Yale)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

和學士學位。  

 
阿里·喬杜里  (Ali Chaudhry)，被任命為交通部  (Transportation) 副部長，此前擔任

經濟建設部副部長。他此前擔任葛謨州長助理顧問達兩年時間，重點關注交通與經

濟建設。他針對重點資本項目提供建議，包括改造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新建塔潘澤大橋  (Tappan Zee Bridge)、第二大道地鐵線  (Second Avenue 



Subway)、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Capital 

Plan) 資本計畫、紐約州交通部資本計畫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Capital Plan)、帝國州車站綜合樓  (Empire Station Complex)、寬帶計畫  (Broadband 

Initiative)、擴建賈維茨會展中心  (Javits Convention Center)。喬杜里  (Chaudhry) 先

生還擔任全州多個經濟建設項目以及替代項目交付採購活動的顧問。加入行政辦公

室前，喬杜里  (Chaudhry) 先生在紐約州參議院  (New York State Senate) 擔任助理

顧問，他在三年期間擔任多個立法委員會的顧問。加入公共服務部門前，喬杜里  

(Chaudhry) 先生在私人部門從事民事訴訟，重點關注僱用問題。 

 
阿達姆  W. 斯威曼  (Adam W. Silverman)，被任命為州長公共安全助理顧問。斯威

曼  (Silverman) 先生最近曾在紐約州矯正及社區監督署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ervision) 擔任道德、風險、合規性主任特別顧問。他此前在國

際法律事務所訴訟部擔任助理律師。他在該律所主要為小企業主以及財務  500 強

企業等不同規模的客戶處理複雜的政府事務和商業事務。斯威曼  (Silverman) 先生

還曾在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New York State Attorney General) 擔任

總檢察長助理，在州法庭和聯邦法庭代表州政府及其僱員出庭。他擁有奧爾巴尼法

學院  (Albany Law School)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以及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授予的心理學文科學士學位並輔修刑事司法。  

 
塔尼沙·愛德華茲  (Tanisha Edwards)，被任命為州長稅務與金融助理顧問。她有十

餘年的政府法務工作經驗。她最近在紐約市議會財務司  (Finance Division) 擔任首席

顧問，就與紐約市預算案相關的立法、法律及政策議題為議會發言人、財政委員會  

(Finance Committee) 主席、市議會議員提供建議。擔任財務司首席顧問期間，她還

擔任金融委員會顧問。在市議會任職前，她在紐約市審計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New York City Comptroller) 擔任法律顧問。她擁有羅格斯大學法學院  (Rutgers 

University Law School)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以及錫拉丘茲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授予的心理學文學士學位。  

 
拉吉夫·沙阿  (Rajiv Shah)，他被任命為紐約州環境部  (Environment) 助理部長，此

前擔任紐約州環境部高級政策顧問。加入行政辦公室前，沙阿  (Shah) 先生加入紐

約州環境保護局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擔任帝

國州研究員，並擔任局長特別助理和常規執法局  (Bureau of General Enforcement) 

顧問的雙重職務。在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任職前，沙阿  (Shah) 先生在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擔任總檢

察長助理。他還在金斯頓縣民事法庭  (Kings County Civil Court) 擔任艾琳·納德遜閣

下  (Honorable Eileen Nadelson) 的書記員，以及美國南區地方法院  (U.S. District 

Court of the Southern District) 擔任  勞拉·泰勒·斯瓦恩閣下  (Honorable Laura Taylor 

Swain) 的書記員。沙阿  (Shah) 先生擁有福特漢姆大學  (Fordham University) 授予的

法學博士學位，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梅根·巴德文  (Megan Baldwin)，被任命為紐約州衛生部 (Health) 副部長。巴德文  

(Baldwin) 女士近期在紐約州參議院財政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擔任多個職務，包括共和黨會議  (Republican Conference) 首席分析師，

她代表參議院多數黨負責預算談判。她還擔任民主黨會議  (Democratic Conference) 

高級分析師和助理分析師，為參議院多數黨議員提供與紐約州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DOH)、紐約州兒童家庭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OCFS)、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OTDA) 預算提案有關的研究和建議。她還曾任

職於紐約州審計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New York State Comptroller)。她擁有羅切斯

特理工學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授予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紐約州立

大學布魯克波特學院  (SUNY College at Brockport) 授予的企業管理理學士學位。  

 
納塔查·卡巴扎-伊萬戈利斯塔  (Natacha Carbajal-Evangelista)，被任命為勞工與勞

動力發展部  (Labor and Workforce) 副部長。卡巴扎-伊萬戈利斯塔  (Carbajal-

Evangelista) 女士近期被任命為紐約州勞動部部長道德、風險、合規性特別顧問。

擔任政府公職前，卡巴扎-伊萬戈利斯塔  (Carbajal-Evangelista) 女士在貝克豪斯律

師事務所 (Baker & Hostetler LLP) 擔任高級合夥人。她還在紐約州南區和東區美國

破產法庭 (United States Bankruptcy Court) 擔任司法助理。卡巴扎-伊萬戈利斯塔  

(Carbajal-Evangelista) 女士因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無償法律服務而獲得多次表

彰，包括獲得『她的正義  (Her Justice)』組織頒發的  2015 年約翰·蓋戈獎  (2015 

John Geiger Award)、布魯克林律師協會志願者律師項目  (Brooklyn Bar Association 

Volunteer Lawyers Project) 和 T.D. 銀行 (T.D. Bank) 授予的 2013 年正義鬥士獎  

(2013 Champion of Justice Award)。她擁有康奈爾大學勞資與勞工關係學院  (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授予的理學士學位，以及福特漢姆大學授予的法學

博士學位。  

 
丹尼爾·富勒  (Daniel Fuller)，被任命為教育部  (Education) 副部長，此前擔任教育

部政策顧問。富勒  (Fuller) 先生此前在多所學院擔任法律關係副院長。他還曾在監

督與課程開發協會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擔任公

共政策主任，此前在全國學校理事會協會  (National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 擔任

聯邦課程主任。富勒  (Fuller) 先生擁有紐約州立大學普拉茨堡分校  (SUNY 

Plattsburgh) 授予的英語文學士學位。  

 
彼得·奧姆斯特德  (Peter Olmsted)，被任命為能源部  (Energy) 副部長，此前在紐約

州公共服務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NYS DPS) 擔任戰略契

約主管。他擔任該職務期間負責開展對葛謨州長設立能源願景變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REV) 而言至關重要的工作內容，並執行區域溫室氣體倡議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在紐約州公共服務部任職前，奧姆斯特德  

(Olmsted) 先生擔任『力挺太陽能組織  (Vote Solar)』的東海岸  (East Coast) 區域主

任。他還曾在特拉華州參議院多數黨核心會議  (Majority Caucus of the Delaware 

State Senate) 擔任能源政策研究員。奧姆斯特德  (Olmsted) 先生擁有特拉華大學  

(University of Delaware) 授予的能源與環境政策碩士學位，以及斯基德莫爾大學  

(Skidmore College)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阿比·法素爾  (Abbey Fashouer)，被任命為首席副新聞秘書。法素爾  (Fashouer) 女

士最近曾擔任副新聞秘書。她此前擔任州參議員傑夫 ·克萊恩  (Jeff Klein) 的新聞秘

書。法素爾  (Fashouer) 女士還曾在墨丘利有限公司  (Mercury, LLC) 擔任總監，期間

負責幫助公私部門的客戶制定和實施公共事務活動。法素爾  (Fashouer) 女士還有

安排州及地方競選活動的經驗，為斯威尼  (Sweeney)、布吉徹利 (Burzichelli)、萊利 

(Riley) 在新澤西州 (New Jersey) 的競選活動以及奎恩  (Quinn) 的紐約州市長競選活

動  (New York Mayoral Campaign) 擔任現場組織者。她擁有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

分校  (SUNY Alban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羅賓·賴安  (Robyn Ryan)，被任命為特別項目助理總監。賴安  (Ryan) 女士是一位

擁有輝煌成就的項目經理和撰稿人，她近期擔任紐約州律師協會  (New York State 

Bar Association) 行政服務顧問。她此前擔任美國地方法院法官比特  J. 梅斯特  

(Peter J. Messitte) 的書記員，此前任職於私人業務領域，在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世強律師事務所  (Steptoe & Johnson) 擔任訴訟合夥人。賴安  

(Ryan) 女士擁有多年新聞工作經驗，擔任《時代先驅紀事報  (Times Herald 

Record)》擔任在編記者以及自由撰稿人。她擁有喬治敦大學法學院  (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以及巴納德學院  (Barnard College) 授

予的文學士學位。  

 
安德魯·保爾  (Andrew Ball)，被任命為政府間事務辦公室  (Intergovernmental Affairs) 

副部長。保爾  (Ball) 先生此前擔任州長行程主任和機密助理。保爾  (Ball) 先生於  

2011 年加入葛謨政府擔任法律及政府間事務特別助理，期間充當地方民選官員和

州政府的聯絡員，包括處理選民問題和促進議會議員與州政府機構的協作。保爾  

(Ball) 先生的籍貫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於 2010 年從錫拉丘茲大學畢業。  

 
切爾西·米勒  (Chelsea Muller)，被任命為高級選民經理。米勒  (Muller) 女士加入行

政辦公室前曾在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  (Governor’s Office of Storm Recovery) 擔任高

級項目經理。她擔任該職務期間幫助制定了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計畫  (NY Rising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Program)，並代表該機構領導開展社區建設與規劃項

目。加入州政府前，她在『團結一致重建紐約市  (Rebuilding Together NYC)』組織

擔任行政總監，該非營利組織致力於在颶風桑迪  (Hurricane Sandy) 過後重建紐約

市社區。她此前在俄勒岡州麥德福鎮  (Medford Oregon) KDRV 電視公司  (KDRV-TV) 

擔任新聞節目主播、記者以及製片人，並在內華達州  (Nevada，NV) 拉斯維加斯市  

(Las Vegas) KVBC 電視台  (KVBC-TV) 擔任助理製片人。她擁有內華達大學  

(University of Nevada)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以及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授予的公共關係文憑。 

 
凱西·庫克里克  (Casey Kuklick)，被任命為能源部高級政策顧問。庫克里克  

(Kuklick) 先生自 2014 年起任職於葛謨州長政府能源與財務辦公室  (Office of Energy 

and Finance)，最近擔任政策顧問，此前擔任基礎設施與城市政策分析師。加入州

政府前，他擔任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城市與地區政策計畫  (Urban and Regional Policy Program) 項目助理。他任職於曼



哈頓區  (Manhattan) 區長斯科特  M. 斯特林格  (Scott M. Stringer) 辦公室、美國參議

員查理 E. 舒默  (Charles E. Schumer) 辦公室、費城市長可持續性辦公室  (City of 

Philadelphia Mayor’s Office of Sustainability)。他擁有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

學院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授予的城市政

策、高級政策與經濟分析公共行政管理碩士學位，以及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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