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5 月 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州長葛謨宣佈行政任命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其政府的多項新職務任命。  

  
「冠狀病毒 (COVID) 疫情帶給州政府前所未有的挑戰，而本屆政府迎難而上，經受挑

戰，為紐約民眾帶來切身的佳績。」葛謨州長表示。「隨著我們重塑疫情過後的紐約，

這些才能出眾、敬業奉獻的政府新員工將能帶來寶貴的知識及經驗，幫助我們恢復經濟，

建設更加美好的未來。」  

  
丹娜·卡羅特努多 (Dana Carotenuto) 被任命為辦公室主任 (Chief of Staff)。卡羅特努多

小姐之前曾在政府擔任立法事務與政策副秘書長一職，為政府磋商主要政策事宜，如交通

擁堵收費及代孕合法化等。卡羅特努多女士擔任州參議員超過 10 年，擔任參議會獨立民

主黨會議 (Senate Independent Democratic Conference) 辦公室主任，負責磋商州預算

案和各項計畫，例如帶薪探親假、僵屍房法案、止贖權保護措施。卡羅特努多女士持有喬

治敦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 外交學院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授予的外交理

學學士學位，以及布魯克林法學院 (Brooklyn Law School)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 丹娜將

會接任吉爾·戴斯羅斯 (Jill DesRosiers) 的職位，後者在過去 8 年都是政府的重要一員。 

吉爾自 12 月起開始休產假，待她休完產假，我們將會以她所選的合適職位迎接她的歸

來。  

  
維克多·奧爾茲 (Victor Olds) 被任命為公共誠信特別顧問 (Special Counsel for Public 

Integrity)。奧爾茲先生將在這一職位運用其 40 多年在公共及私人領域從事法律的經驗。

奧爾茲先生將從威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的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加入政府，他在

辦公室中擔任地區第一副檢察官。奧爾茲先生是哥倫比亞法學院 (Columbia Law School) 

的法律寫作與上訴辯護法學講師。奧爾茲先生之前曾擔任布朗克斯區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

職業責任與培訓局 (Bureau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Training in the Office of 

the Bronx District Attorney) 局長，也曾在紐約市調查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Investigation) 擔任副局長、第一副局長及代理局長。奧爾茲先生曾在《紐約法學期刊 

(New York Law Journal)》發表多篇文章，並在 2005 年至 2009 年期間擔任紐約市律師

協會 (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 繼續法律教育 (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 CLE) 

訴訟課程的課程主管，同時亦是美國司法部宣傳協會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dvocacy Institute) 及國家審判辯護協會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rial Advocacy) 的指導

員。奧爾茲先生持有布魯克林法學院的法學博士學位及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的學士學位。  



 

 

  
肖恩·埃瓦特 (Sean Ewart) 被任命為能源部高級政策顧問 (Senior Policy Advisor for 

Energy)。在加入政府之前，埃瓦特先生曾在路辛合夥人諮詢公司 (Luthin Associates) 擔

任紐約州法規事務總監。埃瓦特先生之前曾擔任過紐約州州眾議院議員邁克爾 卡西克 

(Michael Cusick) 的能源政策主管、紐約州《國家觀察 (StateWatch )》的立法追蹤員及

紐約州州眾議院議員愛迪·珍妮 (Addie Jenne) 的立法主管。埃瓦特先生持有奧爾巴尼大學 

(University at Albany) 的政治學學士學位。  

  
赫梅內克·潘汀 (Khemenec Pantin) 任命為（持有社工學院執照）被任命為人道服務及精

神衛生高級政策顧問 (Senior Policy Advisor for Human Services and Mental Hygiene)。

潘汀先生從布魯克林社區服務中心加入政府，他在中心擔任青年發展部主管一職。潘汀先

生之前曾擔任上遊組織 (Upstream) 的籌資主管，並在意大利兒童之家 (Italian Home for 

Children) 擔任學校執業醫師及家庭治療師。潘汀先生亦在波士頓學院的社會工作學院 

(Boston College School of Social Work) 擔任兼職講師。潘汀先生持有衛斯理大學 

(Wesleyan University) 的生物學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的高級通才實踐與

編程理科碩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測量與評估應用心理學碩士學位。  

  
里查·阿佐帕爾迪 (Rich Azzopardi) 被任命為通訊主任 (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 及

州長高級顧問 (Senior Advisor to the Governor)。阿佐帕爾迪先生在本屆政府已經任職 9 

年，之前曾擔任州長高級顧問、通訊高級副主任、奧爾巴尼郡通訊副主任及奧爾巴尼郡新

聞副秘書長。以此之前，阿佐帕爾迪先生曾擔任紐約州議員助理及新聞記者。阿佐帕爾迪

先生將會接替彼得·阿傑米安 (Peter Ajemian) 的職位，後者將會在私人領域謀求發展。  

  
科林·布倫南 (Colin Brennan) 被任命為通訊高級副主任 (Senior Deputy Communications 

Director)。布倫南先生之前曾擔任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的通訊主任、公共安全 (Public 

Safety) 的通訊副主任，以及行政辦公室 (Executive Chamber) 新聞副秘書。在布倫南先

生入職行政辦公室之前，他曾在紐約州議會 (New York State Legislature)、衞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及高速公路管理局 (Thruway Authority) 擔任多個職位。布倫南先

生擁有奧爾巴尼大學的政治學學士學位。  

  
詹尼弗·吉納 (Jennifer Givner) 被任命為代理新聞秘書 (Acting Press Secretary)。吉納女

士目前擔任高速公路管理局的媒體關係與通訊主任。吉納女士擁有 20 多年的通訊從業經

驗，在紐約市及紐約州的政府機構擔任職位。在入職高速公路管理局之前，吉納女士曾擔

任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的通訊助理主任；再

早之前則在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紐約州樂透局 (NY 

Lottery) 及行政辦公室擔任多個通訊管理職位。吉納女士擁有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lbany, SUNY Albany) 尼爾森 A. 洛克菲勒公共事務與政

策學院 (Nelson A. Rockefeller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 And Policy) 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及哈特威克學院 (Hartwick College) 的政治學學士學位。  

  



 

 

喬丹·貝內特 (Jordan Bennett) 被任命為紐約州南部地區 (Downstate) 通訊副主任 

(Deputy Communications Director)。在加入政府之前，貝內特先生擔任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的公共事務官員及發言人。以此之前，貝內特先生曾擔任博邁集團 

(Berman Group) 的公共關係高級經理、2016 年希拉里·克林頓 (Hillary Clinton) 總統競選

快速響應通訊團隊成員及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市長穆里爾·鮑爾斯 (Muriel 

Bowser) 的通訊副主任。貝內特先生擁有康涅迪格大學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政治

學學士學位。  

  
海莉·維卡羅 (Haley Viccaro) 被任命為能源與環境副通訊主任 (Deputy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for Energy)。維卡羅女士之前曾擔任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的通訊

主任，幫助領導通訊團隊，同時負責管理活動、新聞稿及媒體關係事宜。在入職行政辦公

室之前，維卡羅女士曾擔任紐約州市長協會 (New York Conference of Mayors) 的研究與

會員參與協調員，也曾在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的《每日公報 (Daily Gazette)》

及《奧爾巴尼商業評論 (Albany Business Review)》擔任記者。維卡羅女士持有奧爾巴尼

大學的學士學位。  

  
維多利亞·萊恩 (Victoria Lane) 被任命為道德、風險與合規首席特別法律顧問 (Chief 

Special Counsel for Ethics, Risk and Compliance)。萊恩女士擁有近 20 年的民事訴訟人

及白領辯護律師從業經驗，執業領域涵蓋政府合約、法規遵從、內部調查及合規計畫設計

與實施等，她將能夠在這一職位上運用相關從業經驗。萊恩女士將從欣克利·艾倫與斯奈

德律師事務所 (Hinckley Allen & Snyder LLP) 入職政府工作；萊恩女士是律師事務所訴訟

部門的合夥人。萊恩女士獲頒美國最佳律師 (Best Lawyers in America®) 2020 年及 2021 

年度的最佳白領刑事辯護獎。萊恩女士持有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學士學位及福特漢

姆大學法學院 (Fordham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的法學博士學位。  

  
納丁·方丹 (Nadine Fontaine) 被任命為紐約州住宅局 (Dormitory Author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總顧問。方丹女士之前曾在政府擔任州長第一助理顧問及經濟發展、公共財政

及採購 (Economic Development, Public Finance and Procurement) 的助理顧問。方丹女

士入職政府之前曾在 Epiq 系統公司 (Epiq Systems, Inc.) 擔任總裁董事長一職。方丹女

士之前曾在庫泊、利博維茨、羅伊斯特與萊特 (Cooper, Liebowitz, Royster & Wright)、

威爾遜、埃爾瑟、默斯科維茨、艾德曼與迪克律師事務所 (Wilson, Elser, Moskowitz, 

Edelman & Dicker, LLP) 及凱壽律師事務所 (Kaye Scholer, LLP) 等多間公司任職。方丹

女士持有石溪大學 (Stony Brook University) 的學士學位及佩斯大學法學院 (Pac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的法學博士學位。  

  
弗蘭克·霍爾 (Frank Hoare) 被任命為高速公路管理局總顧問。霍爾先生的法律生涯既包

括州政府服務工作，也有私營領域的執業經驗。霍爾先生之前擔任職位包括紐約州軍務海

事局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Military and Naval Affairs) 的助理顧問、葛謨州長立法

事務副秘書及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的總顧問。霍爾先生擁有 28 年的現役及預備

役軍人經歷，於 2019 年 12 月份從美國陸軍後備隊 (United States Army Reserve) 退



 

 

役。霍爾先生持有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的歷史學士學位及奧爾巴尼法學院 (Albany 

Law School) 的法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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