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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州長葛謨宣佈行政任命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本屆政府的多項新職務任命。
「過去七年間，本屆政府一直勤勉努力，大步向前，旨在為全體民眾構建一個更強
大、更公平的紐約州，」州長葛謨表示。 「我很自豪能夠歡迎這些才華橫溢、盡
職盡責的人員走馬上任，加入我們的團隊。我們將團結合作，推動這一偉大的州大
跨步前進。」
凱西·卡爾胡恩 (Cathy Calhoun) 被任命為州行動署 (State Operations) 署長。此
前，卡爾胡恩女士擔任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DOT) 代理廳長，負
責管理葛謨州長推出的、斥資 1,000 億美元的標誌性五年期基礎設施建設計畫，從
爾減少擁堵和空氣污染，改善紐約公路上的行車人員安全問題。卡爾胡恩女士此前
還擔任交通廳的幕僚長。卡爾胡恩女士還曾在稽核員托馬斯 ·迪納波利 (Thomas
DiNapoli) 的手下擔任政府間事務稽核員；並曾在前美國國會參議員希拉蕊 ·克林頓
(Hillary Clinton) 的手下擔任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代表。卡爾胡恩女
士還曾在前任州長戴維·帕特森 (David Paterson) 手下工作，負責政府間事務。
琳達·萊斯維爾 (Linda Lacewell) 被任命為幕僚長和州長顧問。 萊斯維爾女士在擔
此重任期間，將監督行政辦公室的運營工作，並負責道德和執法事務。 萊斯維爾
女士最近曾在加利福尼亞州圣塔莫尼卡市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境內的黃馨祥
南坦健康基金會 (Chan Soon-Shiong NantHealth Foundation) 中擔任「2020 年癌症
突破計畫 (Cancer Breakthroughs 2020)」的執行主管。在此之前，萊斯維爾女士曾
擔任葛謨州長的首席風險運營官和法律顧問，構建並在各州政府機構和部門內執行
了本州第一套道德、風險和合規係統。 萊斯維爾女士此前還擔任州長的特別顧
問，還是世界一流的開放數據倡議「開放紐約 (OpenNY)」的構建者。她還曾擔任
葛謨總檢察長的特別顧問，監督公共養老金的先付款後交單 (pay-to-play) 的調查工
作，以及網外醫療保險調查工作，這兩項工作後來都掀起 了全國性質的係統性改
革。在此之前，萊斯維爾女士還曾在紐約東部地區 (Eastern District) 擔任一名美國
助理檢察官長達 9 年時間，其中包擴在安然特別行動組 (Enron Task Force) 中任職

兩年，並在此期間因其表現卓著爾榮獲亨利 L. 斯蒂姆森獎 (Henry L. Stimson
Medal) 和總檢察長大獎 。 萊斯維爾女士曾在南弗羅里達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新學院 (New College) 中就讀並榮獲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Arts，B.A.)；
並曾在邁阿密大學 (University of Miami)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中就讀並榮譽畢
業，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Juris Doctor，J.D.)。她還曾在弗羅里達州 (Florida) 南部地
區 (Southern District) 擔任一名美國地方法院法官的書記員。她還曾在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法學院擔任兼職教授，教授政府內部道德問題；並曾在福坦
莫大學 (Fordham University) 法學院中擔任兼職教授，教授國際刑法。
萊蒂西亞·塔格利費耶羅 (Letizia Tagliafierro) 被任命為政府間事務部副部長和州長
特別顧問。塔格利費耶羅女士目前擔任公共安全特別顧問。在此之前，塔格利費耶
羅女士曾擔任紐約州稅收與財政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axation and
Finance) 刑事案件調查部門的副主管；並曾擔任紐約州公共道德聯合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Joint Commission on Public Ethics) 的執行主管、調查和執法部門主管。
塔格利費耶羅女士還曾擔任行政辦公室政府間事務主管、紐約州總檢察長特別顧問
和伊利郡 (Erie County) 助理地區檢察長。塔格利費耶羅女士持有奧爾巴尼法學院
(Albany Law School) 的法學博士學位，以及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SUNY
University at Albany) 的文學學士學位。
保羅·卡拉斯 (Paul Karas) 被任命為交通廳廳長，繼續推進州長推出的斥資 1,000
億美元的投資計畫，對本州各地的老舊基礎設施進行現代化改造。加入葛謨州長政
府前，卡拉斯先生曾擔任 RS&H, Inc. 公司的副總裁兼經理長達 4 年時間。該公司
是一間交通運輸和建築基礎設施行業的咨詢公司。此前，他還創立了卡拉斯咨詢事
務所 (Karas Associates Co.) 並擔任總裁。該公司從事基礎設施開發咨詢業務。
卡拉斯先生曾在紐約與新澤西州港口事務管理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New
Jersey) 中就職，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任職期間，他曾擔任斥資 32 億美元的约
翰·F·甘迺迪國際機場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再開發計畫的主管；
他還曾在芝加哥市 (City of Chicago) 擔任了三年公共工程部主管。2004 年，卡拉斯
先生接受伊利諾伊州 (Illinois) 議會的任命，加入伊利諾伊州東北部地區交通任務組
(Northeastern Illinois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Task Force)；1997 年，他曾接受美國
眾議院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的任命，加入藍絲帶顧問委員會 (BlueRibbon Advisory Committee)，針對美國鐵路公司 (Amtrak) 的融資和運營問題制定解
決方案。卡拉斯先生持有聖母大學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土木工程學學士學
位，密歇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碩士學位。
理查德·懷特 (Richard White) 被任命為公共安全副部長。此前，懷特先生主管紐約
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NYS HCR)
租戶保護部門 (Tenant Protection Unit)。該部門是全州境內的一個特設部門，旨在
採取積極措施促使房東履行對租戶的義務，且當房東沒有遵守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HCR) 的法令和紐約州租賃法時，對其施以嚴厲懲處。在為葛謨州長效力之前，

理查德 R. 懷特曾擔任一間商業房地產公司西茹利珊克斯有限公司 (Cyruli Shanks
LLP) 的一名顧問，重點關注政府事務、合規事務和複雜的刑 事訴訟等領域。在為
Cyruli Shanks 公司效力之前，懷特先生曾擔任紐約市政府機構和部門的最高層級
官員；他曾擔任紐約市懲戒署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 調查、審判
和訴訟副署長，以及紐約市緩刑署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Probation) 運營副
署長。在那之前的十幾年間，懷特先生曾在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Manhattan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中為羅伯特 M. 摩根索 (Robert M. Morgenthau) 效力，擔任
高級檢察員。懷特先生畢業於富蘭克林與馬歇爾學院 (Franklin & Marshall
College)，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後就讀于特拉華法學院 (Delaware Law School)
獲得法律學位，此後就讀于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约翰·F·甘迺迪政府學院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高管教育研究生院，並曾學習哈佛法學院
(Harvard Law School) 設立的高管談判課程。懷特署長曾在紐約州法院、新澤西州
(New Jersey) 法院、哥倫比亞特區 (District of Columbia) 法院、紐約州南部地區和
東部地區的美國地方法院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新澤西州美國地方法院和
美國最高法院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中從事法律工作。
彼得·阿吉密安 (Peter Ajemian) 被任命為交通廳通訊副主任。入職州長辦公室之
前，他曾擔任州參議員布拉德·霍爾曼 (Brad Hoylman) 的幕僚長。此前，他還曾擔
任總檢察長埃裡克·施耐德曼 (Eric Schneiderman) 成功連任競選期間的主要發言人
和高級通訊顧問。他曾擔任一間咨詢公司馬拉松戰略 (Marathon Strategies) 的高級
副總裁。任職期間，他在華盛頓州 (Washington)、緬因州 (Maine)、馬里蘭州
(Maryland) 和明尼蘇達州 (Minnesota) 針對同性婚姻合法化一題舉行的四場成功的
州投票表決活動中負責協調通訊和研究戰略。他畢業於波士頓大學 (Boston
University) 和新學院大學 (The New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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