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6 月 6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簽署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攬子立法，以加強槍支法保護紐約人  

  

全面的十項法案填補了布法羅和烏瓦爾德槍擊慘案中暴露出的關鍵槍支法漏洞  
  

第 S.9458/A.10503 號立法要求取得購槍許可證，來禁止 21 歲以下的個人購買半自動步
槍   

  
第 S.9407-B/A.10497 號立法禁止購買防彈衣，特定職業者除外   

  
第 S.9113-A./A.10502 號立法擴大可申請極端風險保護令的人員的名單，並要求執法機

構在特定情況下申請極端風險保護令   
  

一攬子立法還加強了犯罪報告；堵上「其他槍支」漏洞；要求新的半自動手槍具備微沖
壓功能；取消大容量供彈裝置的不追溯規定；要求社交媒體公司改進對仇恨內容的回應

和報告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簽署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攬子立法，以立即加強本州的槍支法，

填補布法羅 (Buffalo) 和烏瓦爾德 (Uvalde) 槍擊案暴露的重大漏洞，並保護紐約人免於遭

受繼續影響著我們的國家，危害我們的社區的槍支暴力霍楚爾州長在布朗克斯區東北部基

督教青年會 (YMCA) 簽署了這些法案，共同出席者有多數党領袖安德里亞．斯圖沃德．

考辛斯 (Andrea Stewart Cousins)、議長卡爾．海斯蒂 (Carl Heastie)、立法機構合作夥

伴、總檢察長萊蒂蒂亞．詹姆斯 (Letitia James) 以及槍支暴力的受害者和倖存者。   

  

「槍支暴力是一種流行病，正在撕裂我們的國家。思考反思和祈禱並不能解決問題，但採

取強有力的行動能解決問題，」霍楚爾州長表示。「在紐約，我們正在採取大膽的措施

保護本州公民。我很自豪能夠簽署全面的一攬子法案，該法案禁止向 21 歲以下的個人出

售半自動武器，禁止向特定職業者之外的人出售防彈衣，填補關鍵的槍支法漏洞，並加強

我們的紅旗法，使槍支遠離危險人群。我相信，這些新措施將挽救生命。我感謝多數党領

袖斯圖沃德．考辛斯、議長海斯蒂和我們所有的立法機構合作夥伴，感謝他們在這個問題

上採取緊迫而周到的行動。雖然我們正在採取權宜之計加強紐約州在全國領先的槍支法

律，但我們認識到槍支暴力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我再次敦促國會效仿我們的做法，立即

採取行動，通過有意義的槍支暴力預防措施。生命全賴於此。」  



  

「由於非法槍支的普遍存在，我國存在著槍支暴力禍患。年復一年，我們的社區充斥著非

法槍支和幽靈槍，每天折磨著衆家庭和守法公民，但全國的反應沒有改變，」副州長德

爾加多表示。「在紐約，我們剛剛通過了常識性的槍支安全立法，更多的孩子將因此而

活到高中畢業。在拯救生命的鬥爭中，紐約走在了前頭。」  

  

多數党領袖安德里亞．斯圖沃德．考辛斯表示，「我們國家已面臨重要的清算時刻，因

為那些想要殺人者太容易獲得戰爭武器了。這些武器使我們社區中的學校、雜貨店、禮拜

堂和音樂會等場所成為了屠殺之地。在紐約乃至整個國家遭受這樣毀滅性打擊的時刻，我

們與霍楚爾州長、海斯蒂議長和民主黨立法機構成員合作，加緊行動，發出這樣的訊息：

槍支暴力是不可接受的，我們需要真正的改變。」  

  

議會議長卡爾．海斯蒂表示，「多年來，我和議會多數党的同事們一直在不懈努力，以

解決困擾我國太久的槍支暴力問題。在短短 10 天內，德克薩斯州烏瓦爾德和紐約州布法

羅就發生了兩起可怕的槍擊事件，奪走了 31 名無辜者的生命，其中包括兒童，而這發生

在他們本應感到安全的地方。我們與參議院的同事和霍楚爾州長一起，努力使紐約的槍支

法成為美國最嚴厲的法律，因為我們相信每個美國人都應該感到安全。我為我們在紐約所

做的努力感到驕傲，但這個國家需要認真討論對槍支和攻擊性武器的瘋狂迷戀，這樣每個

美國人都可以安心生活，而不必害怕槍支暴力會摧毀他們的社區。」  

  

紐約州總檢察長萊蒂蒂亞．詹姆斯表示，「今天，紐約州正在採取迅速、全面的行動來

打擊槍支暴力氾濫問題，這一問題每天都在奪走無辜美國人的生命。在全國範圍內，法律

漏洞、不嚴厲的法律和政府官員的不作為使得槍支在我們的街道上氾濫，摧毀我們的社

區。有了這套新的槍支法，紐約將繼續帶頭實施合理的槍支法，以保障我們公民的安全，

我敦促其他州效仿。光思考反思和祈禱的時間早已過去，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  

  

在布法羅超市慘遭白人至上主義恐怖襲擊後不到一個月，這一全面的十項法案就得以簽署

正式立法，其內容為：要求取得購槍許可證，來禁止 21 歲以下的個人購買半自動步槍；

禁止不從事符合條件職業的個人購買防彈衣；透過擴大可申請極端風險保護令 (ERPO) 的

人員的名單，並要求執法機構在特定情況下申請極端風險保護令，加強紅旗法；將大規模

傷害威脅定為犯罪；要求新的半自動手槍支須具備微衝壓功能；加強州、地方和聯邦機構

之間的槍支犯罪情報共享，並加強對槍支經銷商的記錄保存和庫存保護要求；透過修訂和

擴大槍支定義，堵住「其他武器」的漏洞；取消大容量供彈裝置的不追溯規定；並要求社

交媒體平台制定使用者報告仇恨行為的機制。  

  

提高購買半自動步槍的年齡   

  

第 S.9458/A.10503 號立法要求個人在購買半自動步槍之前獲得許可證。根據現有的紐約

州法律，個人必須年滿 21 歲才能獲得持槍許可證。   

  

防彈衣禁令   



  

第 S.9407-B/A.10497 號立法規定不從事符合條件職業的個人買賣防彈衣屬非法行為。符

合條件的職業包括執法人員以及由州務院與其他機構協商指定的其他職業。它還要求所有

防彈背心都必須由購買者親自到場購買。   

  

加強紅旗法  

  

第 S.9113-A/A.10502 號立法擴大了可申請極端風險保護令的人員的範圍，包括在過去六個

月內對個人進行過檢查的醫療從業者。   

  

該立法修訂了《槍支許可條例》，以確保在決定是否發放槍支許可證時，密切考慮心理健

康從業者對潛在有害個人的報告。   

  

它還要求警方和地區檢察官在獲得可靠訊息時申請極端風險保護令，即個人可能做出對自

己或他人造成嚴重傷害行為的訊息。   

  

它要求州警員和市警員培訓委員會制定和傳播確定何時可以批准極端風險保護令申請的政

策和程序。   

  

微沖壓   

  

第 S.4116-A/A.7926-A 號立法要求刑事司法服務署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證明或拒絕證明微衝壓手槍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如果證明可行，則建立實施此

類技術的計畫和流程；並且，確立了非法銷售非微衝壓槍支的罪行。  

  

微沖壓是一種創新的彈藥標記技術，每次槍支發射時都會用獨特的指紋在子彈和彈殼上做

標記。這使調查員能夠將在犯罪現場發現的子彈和彈殼與特定槍支和可能的其他犯罪聯繫

起來。  

  

填補漏洞   

  

第 S.9456/A.10504 號立法擴大了「槍支」的定義，以包括《刑法》中未定義的武器，即

其設計為或容易改裝為透過爆炸物作用發射炮彈的武器。這是為了收繳改裝為可從臂撐射

擊的槍支，這些改裝逃避了我們目前對槍支和步槍的定義。  

  

第 S.9229-A/A.10428-A 號立法取消了在《安全法》頒佈之前合法擁有或在 1994 年之前

製造的大容量供彈裝置的不追溯規定。  

  

第 S.89-B/A.6716-A 號立法新制定了大規模傷害威脅罪和大規模傷害加重威脅罪。  

  

加強情報共享   



  

第 S.4970-A/A.1023-A 號立法要求執法機構加強向州和聯邦槍支資料庫的報告。各機構

必須向犯罪槍支資訊中心報告收繳或追繳的槍支；參與 ATF 集體資料共享計畫；並將槍

支的製造商、型號、口徑和序號輸入國家犯罪資訊中心。  

  

該法令還要求槍支經銷商制定統一的安全和報告標準。該法令禁止未滿 18 歲且無父母陪

同的人員進入槍支經銷商場所的特定位置；向所有員工提供有關槍支、步槍和獵槍轉讓行

為的培訓，包括識別和應對非法購買行為。它還要求州警察局每三年對槍支經銷商進行一

次檢查。  

  

改進對仇恨和威脅性社交媒體內容的回應和報告   

  

第 S.4511-A/A.7865-A 號立法要求紐約的社交媒體網網路就如何應對其平台上的仇恨行

為事件提供明確而簡明的政策，並維護報告平台上仇恨行爲的便利機制。  

  

第 S.9465/A.10501 號立法規定設立一個新的社交媒體和暴力極端主義問題工作組。該工

作組設在總檢察長辦公室下，將研究和調查社交媒體公司在線上促進和推動暴力極端主義

和國內恐怖主義方面的作用。  

  

這套強有力的新法律旨在提供即時增強的保護，並與多數党領袖安德里亞．斯圖沃德．考

辛斯和議長卡爾．海斯蒂合作制定和批准，建立在布法羅槍擊案發生後立即發佈的兩項行

政命令的基礎上。   

  

第一項行政命令意在打擊令人不安的國內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激增勢頭，這些恐怖主

義和暴力極端主義經常受到社交媒體平台和網際網路論壇的啟發，並在其上制定計劃和發

佈。該行政命令要求國土安全和緊急服務司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在該司的反恐辦公室 (Office of Counter Terrorism) 內設立一個專

門負責防止國內恐怖主義的新部門。這個新部門將重點負責威脅評估管理，向地方撥款以

便他們建立和運作自己的威脅評估管理團隊，並利用社交媒體干預激進化進程。它還將對

執法人員、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和學校官員就最近有所抬頭的國內和本土暴力極端主義和激

進化進行教育，並制定識別和乾預激進化進程的最佳實踐。  

  

該行政命令還呼籲紐約州警方在紐約州情報中心 (New York State Intelligence Center, 

NYSIC) 內設立一個透過社交媒體追蹤國內暴力極端主義的專門部門。該部門將透過社交

媒體分析發現調查線索，具體工作重點是識別可能的威脅和受激進化和暴力極端主義蠱惑

的個人。最後，行政命令呼籲每個郡對其當前應對國內恐怖主義威脅的戰略、政策和程序

進行詳盡的審查。  

第二項行政命令將要求州員警在有合理理由認為個人對自己或他人構成威脅時，根據紐約

州的《紅旗法》申請極端風險保護令 (ERPO)。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executive-order%2Fno-18-preventing-and-responding-domestic-terrorism&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9d38c9331777404b67a908da47e28394%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0133545885543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rWMjpmd5p8%2FTHtzvvKz8%2F%2FIUiFEMHcJjOuIdAwT%2BsM0%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executive-order%2Fno-19-directing-state-police-file-extreme-risk-protection-orders&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9d38c9331777404b67a908da47e28394%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0133545885543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tFfpR5gcv8jqPoOfGTZKLZqSsHYbFNH%2BdoVNy8Rjq2w%3D&reserved=0


霍楚爾州長還根據《行政法》第 63(8) 條向總檢察長辦公室發出轉介信，要求調查和研究

布法羅槍擊案嫌疑人用來傳播、宣傳和助長暴力、支持仇恨和使替代理論合法化的社交媒

體平台。調查結果將用於加強和鞏固紐約州打擊仇恨和暴力極端主義的戰略。  

  

刑事司法服務署署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布法羅可怕的大規模

槍擊事件改變了紐約。它撕裂了一個社區，暴露了我們面對仇恨助長的極端主義時的脆弱

性。在我們傾聽最受影響最大群體的心聲並支持他們康復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採取行動確

保這種情況不再發生。霍楚爾州長今天簽署這些法案正反應出，紐約正面臨仇恨、極端主

義和槍支暴力的致命交集。我們感謝州長在保護紐約人方面發揮領導作用，並期待與我們

的州和地方合作夥伴合作，在我們全國領先的槍支暴力預防政策和計畫的基礎上實施這些

法律。」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瑪麗．T．巴塞特 (Mary T. Bassett) 博士表示，「最近的事件再次表

明，有必要採取法律和政策手段來解決困擾我們社區且每天都在奪走生命的槍支暴力問

題。預防是公共衛生方法的核心。我讚揚州長領導簽署了一系列法案，為國家樹立了榜

樣，讓紐約人更加安全並挽救生命。這就是公共衛生在起作用。」  

  

州警察局局長凱文．P.．布魯恩 (Kevin P. Bruen) 表示，「杜絕街道上的非法槍支仍是

我們的當務之急，我們將繼續與其他地方、州和聯邦執法機構合作，分享情報、戰略和戰

術。我們感謝州長和立法機構對這項工作的承諾和支持，以及所秉持的為所有紐約人提供

安全保障的共同目標。」   

  

紐約州槍支暴力預防辦公室主任卡莉安娜．S．托馬斯 (Calliana S. Thomas) 表示，「我

感謝霍楚爾州長和我們的立法合作夥伴提出了這一全面的十項法案，這將加強和彌補槍支

法中的重大漏洞。我們將繼續採取多方面的方法，在全州範圍內制定預防槍支暴力的解決

方案——涵蓋公共衛生、政策和基於社區的方法，我們敦促其他州以同樣的緊迫程度採取

行動，以解決槍支暴力這一全國性問題。」  

  

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署長傑基．布雷 (Jackie Bray) 表示，「今天，在霍楚爾州長的領

導下，紐約州採取了迅速而果斷的行動，加強我們的槍支法，並提高我們紐約同胞的安全

保障。保障紐約人的安全意味著確保我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一切努力不讓戰爭武器落

入壞人之手。霍楚爾州長正是這樣做的。」  

  

人權司專員瑪麗亞．英派爾 (Maria Imperial) 表示，「仇恨言論不加以制止會造成悲慘和

致命的後果。這些措施是朝著打擊仇恨暴力邁出的重要一步，我讚揚霍楚爾州長在直面這

場危機方面發揮的領導作用。」  

  

受害者服務辦公室主任伊莉莎白．克羅寧 (Elizabeth Cronin) 表示，「受害者維權人士

每天都看到槍支暴力的毀滅性影響，他們不懈地努力確保個人和家庭獲得恢復和前進所需

的支援和服務。這項工作極其重要，但我們需要做的不僅僅是應對此次槍支暴力氾濫問

題。我感謝霍楚爾州長採取果斷行動，加強對所有紐約人的保護。」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sites%2Fdefault%2Ffiles%2F2022-05%2FExecutive_Law_63_Referral.pd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9d38c9331777404b67a908da47e28394%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0133545901166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4SqUZ%2FkATrD7As8wkcEOkgbKkqu3BUU0ArC1DiskJPw%3D&reserved=0


  

州參議員賈馬爾．貝利 (Jamal Bailey) 表示，「我們不能等待下一次布法羅或烏瓦爾德

慘案再採取行動。紐約一攬子立法的簽署，即是在領導全國加強我們的槍支法律，以有意

義地解決槍支暴力禍患。我提出的法案是在紐約總檢察長辦公室下設一個專門的工作組，

調查社交媒體在促進暴力極端主義和利用社交媒體平台策劃和促進國內恐怖主義行為方面

的作用。我的同事們提出了一些法案，包括要求獲得許可證和提高購買半自動步槍的年

齡，加強槍支彈藥銷售的背景調查，以及改進仇恨社交媒體的報告，這一攬子立法將挽救

生命，防止未來發生悲劇。感謝凱西．霍楚爾州長簽署了本州歷史上最強有力的解決槍支

暴力問題的一攬子法案，感謝多數党領袖安德里亞．斯圖沃德．考辛斯、議長卡爾．海斯

蒂和我在兩院的同事們在這個危機時刻發揮領導作用。」  

  

州參議員布拉德．霍伊爾曼 (Brad Hoylman) 表示，「我們必須竭盡所能防止紐約發生槍

支暴力事件。我們藉助這一攬子槍支安全法案，緬懷在布法羅死於白人至上主義者手中的 

10 條生命，德克薩斯州的 19 名兒童，以及每年死於槍支暴力的數百名紐約人。我很榮幸

也很謙卑地提出了霍楚爾州長今天簽署的兩項法案，包括新的微沖壓法案 

(S.4116A/A.7926) 和便利起訴使用大容量彈夾案件的法案 (S.9229A/A.10428A)。我衷心

感謝霍楚爾州長支持並迅速簽署這些法案，感謝參議院多數党領袖安德里亞．斯圖沃德．

考辛斯優先考慮槍支安全，感謝我們與之密切合作的宣導者和反槍支暴力組織，包括紐約

反對槍支暴力 (New Yorkers Against Gun Violence) 組織、每個城鎮都要求槍支安全組織 

(Everytown)、媽媽反槍行動聯盟 (Moms Demand Action)、布拉迪 (Brady) 防止槍支暴力

運動、吉佛茲 (Giffords) 勇敢打擊槍支暴力組織和制止槍支暴力聯盟 (Coalition to Stop 

Gun Violence)。」  

  

州參議員陶德．卡明斯基 (Todd Kaminsky) 表示，「必須追究那些威脅要對公眾造成大

規模傷害的人的責任。我們州的法院阻止起訴那些對我們的學校、猶太教堂和企業構成嚴

重威脅的人，因此有必要堵住這個漏洞。透過簽署這項立法，我們授權執法機構在法律的

最大範圍內起訴那些製造此類威脅的人。為了我們的孩子和鄰居的安全，我們必須做到這

一點。感謝霍楚爾州長和華萊士議員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  

  

州參議員安娜．M．卡普蘭 (Anna M. Kaplan) 表示，「在布法羅超市殺害 10 名無辜黑人

的種族主義國內恐怖分子在鼓勵仇恨言論的線上環境中被激進化，而有良知者幾乎沒有什

麼選擇來對線上發生的事發出警報。我們都知道「如果你看到什麼，就說什麼」這句話，

但不幸的是，許多社交媒體平台讓你在線上看到危險或有害的東西時無法發聲。我提出的

立法將賦予社交媒體使用者權限，透過提供明確一致的報告機制來標記仇恨言論，讓所有

人都能更安全地使用虛擬空間。隨著我們周圍仇恨的毀滅性後果日益嚴重，我們需要立即

採取這一行動。感謝霍楚爾州長領導簽署了這項立法以及上周通過的整個槍支安全法案，

也感謝與女議員派特裡夏．法伊 (Patricia Fahy) 在這項法案上的合作。」  

  

州參議員布賴恩．卡瓦納 (Brian Kavanagh) 表示，「槍支行業及其國會和許多州的盟友

採取負責任的行動，並停止阻礙阻止暴力的法律的頒佈，我們就永遠不會完全擺脫我們國

家的暴行，比如布法羅和烏瓦爾德的可怕槍擊事件——或者困擾我們許多社區的日常槍支



暴力。但我們過去十年的行動，以及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簽署的法律，表明我們願意並

且有能力保護紐約人免受槍支暴力的禍害。我感謝霍楚爾州長、多數黨領袖安德里亞．斯

圖沃德．考辛斯和議長卡爾．海斯蒂的領導、我們在行政會議廳和立法機構的同事，以及

許多倡導者、倖存者、執法專業人員和槍支暴力預防專家，他們幫助我們瞭解我們需要做

什麼。」  

  

州參議員蒂姆．肯尼迪 (Tim Kennedy) 表示，「雖然華盛頓繼續不採取行動，但紐約正

在採取行動。布法羅市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正在引起變革，我們正在實施有助於防止未來悲

劇和拯救生命的真正和實質性改革，為那些失去的人發聲。雖然我們的工作還遠未結束，

但我很自豪立法機構能夠在這個問題上迅速走到一起，我感謝霍楚爾州長的領導和將這些

法案簽署為法律。」  

  

州參議員希恩．萊恩 (Sean Ryan) 表示，「在布法羅社區繼續哀悼期間，像我們這樣的

其他數十個社區已經有很多無辜的人在大規模槍擊事件中喪生。人們早就清楚，我們的國

家需要採取果敢行動來阻止這些襲擊，對抗白人至上主義和仇恨意識形態，並儘一切可能

挽救生命。在我們等待聯邦政府採取行動的同時，各州也可以盡我們的一份力量。在紐

約，我們仔細研究了布法羅和德克薩斯州烏瓦爾德發生的事情，以製定常識性改革，這將

產生影響，並有助於防止未來發生類似悲劇。」  

  

州參議員路易斯．塞浦維達 (Luis Sepúlveda) 表示，「我很榮幸凱西．霍楚爾州長將我

的 S9456 號法案簽署成為法律，該法案將槍支的定義更改為包括「幽靈槍」。毫無疑問，

幽靈槍在困擾我們社區的日益增加的槍支暴力中起著重要作用。這部法律是我們在確保公

共安全的鬥爭中邁出的超凡一步。霍楚爾州長選擇布朗克斯區作為向整個州和全國其他地

區發出明確資訊的場景：我們不會袖手旁觀，我們將採取行動以維護社區的和平與安寧。

今天，我們正在給數百萬人帶來希望，並證明可以團結起來為我們的社區提供他們需要的

工具和他們應得的保護來過上安寧的生活。」  

  

參議員詹姆斯．斯克菲斯 (James Skoufis) 表示，「在布法羅、烏瓦爾德和無數其他暴

力悲劇發生之後，我們的槍支安全一攬子法案發出了一個響亮的訊息：紐約將盡一切努力

確保我們的社區安全。我發起的「紅旗」擴張法案允許健康和心理保健專業人員申請極端

風險保護令，以幫助防止槍支落入危險人員之手。我讚賞州長簽署這項法案和其他保護我

們的家庭和社區的關鍵措施。」  

  

州參議員凱文．托馬斯 (Kevin Thomas) 表示，「由於聯邦政府無所事事，紐約州再次挺

身而出並採取行動保護我們的居民免受槍支暴力。布法羅和烏瓦爾德的悲劇表明，大規模

槍擊事件與年輕人不受限制地使用半自動武器之間存在關聯。我很自豪能成為 S.9458 號

立法的主要發起人，該法案將有效地將購買半自動步槍的年齡從 18 歲提高到 21 歲。紐約

繼續在實施嚴格的常識性槍支法律方面處於領先地位。我感謝霍楚爾州長今天將這一拯救

生命的立法一攬子法案簽署為法律，以確保紐約各地社區的安全。」  

 

議員肯尼．布爾戈斯 (Kenny Burgos) 表示， 「槍支暴力是一個全國性流行病，困擾著



我們的社區。任何無辜的生命死於槍口，都是我們政府和人類的失敗。這就是為什麼我對

我的立法同事和州長在通過全美國最全面的槍支安全改革一攬子法案方面的不懈努力感到

鼓舞。這包括我自己的法案，該法案填補了一個危險的漏洞並擴大了槍支的定義，以跟上

槍支行業令人不安的創新思維。紐約在我們國家歷史上這個令人痛苦的時刻挺身而出，我

再次呼籲國會也這樣做。」  

  

議員派翠克．伯克 (Patrick Burke) 表示，「作為父親，我知道父母送孩子上學時的恐懼

和焦慮。「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的擁抱持續時間更長一點。我們需要在聯邦層面進行常識

性槍支改革，但紐約人可以放心，他們的立法機構多數席位和州長將盡其所能保護他們和

他們的家人免受槍支暴力。」  

  

議員凱文．卡希爾 (Kevin Cahill) 表示，「當一個人處於危機之中時，最有能力識別並提

供幫助的人是心理健康專業人員。 通過加強《紅旗法》並擴大申請極端風險保護令的能

力，我們將幫助確保那些對自己或我們的社區構成直接危險的人不會被無視，並可以開始

得到他們需要的關注和治療。」  

  

議員威廉．康拉德 (William Conrad) 表示，「作為美國人，我們絕對可以維護我們的第

二修正案權利，同時確保針對槍支犯罪的關鍵防護。對《紅旗法》的重新承諾、關於擁有

和使用半自動武器的實用法規、在執法機構之間並為執法機構的利益而進行的全面記錄共

用——這些都是一些常識性措施，既支援負責任的槍支所有權，又提供我們絕大多數公民

所要求的增強控制。將採用多方面的方法解決給動布法羅帶來巨大悲傷的 5 月 14 日槍支

暴力危機，其中包括收緊槍支的獲取。但我相信今年在紐約州通過的立法代表了對此類暴

力的適當立即反應。如果沒有基本安全和安保的保證，我們就無法享受我們的祖先為我們

創造的自由。」  

  

議員派翠西亞．費伊 (Patricia Fahy) 表示，「我們已經看到太多仇恨和錯誤資訊在社交

媒體網路上傳播，而且這種尖酸刻薄的言辭往往會演變成線下暴力，並最終導致上個月在

布法羅發生的那種悲劇。每天僅在 Facebook 上發布的貼文就超過 47.5 億條，超過 70% 

的美國人擁有某種形式的社交媒體賬戶，我們需要社交媒體平台制定有關如何報告和處理

仇恨內容的清晰、簡潔的政策。這項立法向社交媒體平台和公司發出了如下強烈的訊息：

他們必須採取實際行動，保護紐約人免受線上和線下傳播的危險仇恨言論和錯誤資訊的影

響。」  

  

議員喬納森．雅各森 (Jonathan Jacobson) 表示，「與其他許多大規模槍擊事件一樣，

布法羅的槍手穿著防彈背心走進商店，這樣他在屠殺無辜受害者時是安全的。商店的武裝

保安向他開槍，但槍手沒有受傷並還擊，打死了保安。這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執法法案。 

除非您的職業使您面臨槍支暴力的特殊風險，否則您沒有理由需要防彈背心。該法案將有

助於防止防彈背心落入那些想要在傷害他人時保護自己不會受到執法人員或其他安全人員

傷害人的手中。 如果我們不能阻止這些罪犯開槍，至少我們能做的就是解除他們的保

護。」  

  



議員尚特爾．傑克遜 (Chantel Jackson) 表示，「現在是時候從僅僅讓槍支暴力受害者

思考反思和祈禱轉變了。州長和立法機構致力於採取一切措施確保所有紐約人的安全。我

發起的法案將要求人們年滿 21 歲並獲得購買或擁有半自動步槍的許可。」  

  

議員凱倫．麥克馬洪 (Karen McMahon) 表示，「全國和紐約西部的社區仍在為無謂而可

怕的槍支暴力所困擾。桑迪胡克大屠殺後近十年後，我們令人費解地陷入了同樣的境地，

承受著不作為的後果。然而，在紐約州，我很自豪我和我的同事們已經表明立場並說「到

此為止了」。我們一起通過了一系列法案，這些法案將打擊戰爭武器和防彈衣，堵塞獲取

武器的漏洞，打擊線上仇恨言論等等。經州長簽署後，我們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

大大改善了紐約州的槍支安全和責任。」  

  

議員德蒙德·米克斯 (Demond Meeks) 表示， 「紐約州的核心宗旨是 Excelsior，『永遠

向上』。」在 2019 冠狀病毒病開始時，紐約率先通過了措施和保護，以對抗這種未知病

毒的傳播。我們迅速採取行動，向前邁進，同時做我們認為正確的事情來拯救我們全州的

生命。這沒有什麼不同，因為它與大規模謀殺和槍支暴力率的上升有關，這是另一種席捲

我們社區的致命疾病。作為一種流行病，我們必須實施恢復性改革來提高公共安全，以保

護我們社區的成員。我們必須維持我們的倡議並推動制定法規和指導方針，以保護紐約州

人民，使他們免遭未來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我們必須共同反對仇恨和偏見，為我們的居

民和家庭而奮鬥。」  

  

議員喬恩．D．裡維拉 (Jon D. Rivera) 表示，「就像我們規範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一

樣，我們也應該規範向未成年人出售自動武器。霍楚爾州長將簽署成為法律的全面槍支法

案代表了所有守法槍支擁有者都應該能夠支援的常識性措施，包括透過要求獲得許可證來

禁止向 21 歲以下的人出售半自動槍支，禁止任何不從事符合條件的職業的人購買防彈

衣，並透過擴大可以申請極端風險保護令的人員名單來加強《紅旗法》。大規模射手最近

利用州法律中的漏洞來破壞社區並撕裂家庭。透過堵住這些漏洞，紐約在保護其居民免受

槍支暴力禍害方面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在聯邦一級的行動已被凍結並陷入政治僵局之時，

槍支暴力繼續摧毀我們國家的社區。」  

  

議員琳達．羅森塔爾 (Linda Rosenthal) 表示，「槍支暴力是我們國家年輕人的第一大死

因。面對如此多可預防的大屠殺，我們的不作為是一種全國性的尷尬。鑑於聯邦持續癱

瘓，紐約再次帶頭打擊槍支。微沖壓是一種重要的工具，可以幫助執法機構解決犯罪問

題。紐約市槍支犯罪的清除率達到 30%，微沖壓將有助於讓危險的罪犯和他們的槍支從街

頭消失。這是結束惡性暴力循環的最佳方式之一。我感謝海斯蒂議長在這個問題上的領

導，也感謝霍楚爾州長將其簽署成為法律。」  

  

議員莫妮卡．華萊士 (Monica Wallace) 表示，「在布法羅和烏瓦爾德發生毀滅性襲擊之

後，紐約州人民要求採取行動結束毫無意義的槍支暴力。我們通過了常識性的槍支管制法

律來保證人們的安全並挽救生命。我感謝霍楚爾州長在這個問題上的領導，並感謝她簽署

了我的立法，該立法將威脅實施任何大規模槍擊事件的行為定為犯罪。」  

  



伊利郡郡長馬克．波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表示，「大量美國人支持保護我們的公

民、堵塞漏洞並防止大規模暴力武器在我們的社區中使用的常識性槍支法律。眾所周知，

因為槍支暴力，太多的生命被摧毀，家庭遭受重創，受害者、他們的親人和社區遭受了巨

大的痛苦，讓這一刻過去吧。這項法律是一項重大成就，也是向美國發表的紐約州團結一

致並專注於打擊槍支暴力的宣言。我感謝霍楚爾州長以及我們州議會和參議院領導層迅速

採取行動。這一全面的立法一攬子法案將有助於拯救生命、保護我們的居民，並將槍支從

不應擁有的人手中奪走。」  

  

紐約市市長埃裡克．亞當斯（Eric Adams）表示，「槍支暴力之海沒有單一的起源點，

但這 10 條法律將在流向該海洋的部分河流中築壩。透過與我們在預防和乾預方面的投資

合作，我相信這套法律將繼續減少我們過去兩個月在紐約市看到的槍擊事件。我以前在立

法機構支援這些努力並為其中的許多努力而奮鬥，包括微沖壓，我很高興我們今天採取行

動防止紐約市成為下一個布法羅、烏瓦爾德、奧蘭多 (Orlando)、哥倫拜恩 (Columbine) 或

桑迪胡克。我感謝霍楚爾州長和我們的立法領導人緊急採取行動拯救生命。」  

  

布法羅市市長拜倫．布朗 (Byron Brown) 表示，「這一天，紐約州採取了明智的槍支改

革行動，讓每個紐約人都可以在去商店、上學和參觀禮拜場所時感到更安全，而不必考慮

可能揮舞著戰爭武器的大規模射手。布法羅和全國各地的大規模槍擊受害者絕不不會白白

犧牲。我們將繼續發出我們的聲音，並敦促聯邦政府效仿紐約的做法，使任何社區都不會

像布法羅、烏瓦爾德、費城和我們國家的許多其他地方那樣感到痛苦和損失。」」  

  

尼亞加拉大瀑布市長羅伯特．雷斯泰諾 (Robert Restaino) 表示，「在採取行動保護我們

的公民免受槍支暴力侵害方面，紐約州一直在我們國家處於領先地位。我們再次領先一

步。霍楚爾州長今天簽署的新法律專注於確保我們鄰居的安全。它們專注於確保孩子們在

學校的安全。它們使公民的生活品質優先於政治。它們是打擊不僅困擾紐約西部社區，而

且困擾整個國家的恐怖的適當行動。我為霍楚爾州長鼓掌，並支援她致力於堵上我們現行

槍支法中的漏洞。這些新措施將有助於保護試圖過日常生活的人們，無論他們是在購買食

品雜貨還是在教堂祈禱。霍楚爾州長在簽署這些新法律時將人放在首位。」  

  

曼哈頓地區檢察官阿爾文．布拉格 (Alvin Bragg) 表示，「我們將採取全員參與的方法來

打擊我們州的槍支暴力，這些措施代表著向確保我們社區安全邁出的關鍵一步。我讚揚霍

楚爾州長、議長海斯蒂和多數黨領袖斯圖沃德．考辛斯認識到這一時刻的重要性並迅速採

取行動。我的辦公室將繼續與社區領袖、立法者和我們的執法夥伴密切合作，讓槍支遠離

我們的街道，並追究暴力推動者的責任。」  

  

布朗克斯區檢察官達塞爾．D．克拉克 (Darcel D. Clark) 表示，「我們為了阻止大規模槍

擊事件以及困擾我們社區的日常槍支暴力而能夠做的任何事情，現在就必須做。我讚揚霍

楚爾州長、議長海斯蒂和多數黨領袖斯圖沃德．考辛斯在州一級採取行動，希望國會也能

採取行動。」  

  



皇后區地方檢察官梅琳達．卡茨 (Melinda Katz) 表示，「槍支暴力是一種影響到我們國

家每個地方的疾病。與往常一樣，紐約州在領導實現真正變革的立法。我很自豪能加入凱

西．霍楚爾州長和州立法者的行列，他們透過加強槍支管制措施來共同推動我們的國家前

進。我們越是限制槍支的獲取，就越能挽救更多生命。我感謝州長和立法機構的行動。」  

  

史泰登島地方檢察官邁克爾．E．麥克馬洪 (Michael E. McMahon) 表示，「當我們的國

家在多起大規模槍擊事件後哀悼之際，並且我們看到我們城市街道上大量非法槍支，尤其

是我們的青年手中的槍支造成的暴力破壞在增加，加強槍支法律和防止未來悲劇的鬥爭從

未像現在這樣緊迫。州立法機構通過並於今天由霍楚爾州長簽署成為法律的這一綜合法

案，對於協助執法機構確保我們的社區安全並確保槍支不會落入壞人之手至關重要。在史

泰登島地區檢察官辦公室，我的檢察官將繼續熱心工作，追究擁有和使用非法槍支的人的

責任，並為這些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伸張正義。與此同時，全國槍支暴力問題需要立即予以

關注，我敦促我們聯邦級別的領導人採取類似措施，以幫助遏制毫無意義的殺戮，如我們

在烏瓦爾德、布法羅和我們記憶猶新的其他太多大規模槍擊事件中所目睹的殺戮。保護紐

約人和所有美國人免受槍支暴力的禍害必須仍然是政府領導人的首要任務。在史泰登島，

我的辦公室將繼續與從執法機構到民選領導人、反暴力團體和醫療保健社區等無數合作夥

伴合作，以提升社區安全，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資源，並透過強有力的精確警務和起訴努

力防止槍支暴力在我們的街道上傳播。」  

  

紐約州聯合教師協會主席安迪．帕洛塔 (Andy Pallotta) 表示，「在布法羅和烏瓦爾德的

恐怖事件後，紐約教育界感受到深深的痛苦。但給我們帶來希望的是，紐約領導人願意擱

置政治並制定常識性措施，以幫助解決困擾這個國家的槍支暴力和大規模槍擊事件。我們

感謝霍楚爾州長和立法機構關注變革的呼聲，並將繼續與他們合作，幫助我們的社區康

復。」  

  

美國教師聯合會主席邁克爾．馬爾格魯 (Michael Mulgrew) 表示，「我們支援確保我們

的孩子、學校、街道和社區安全的常識性槍支管制措施。我們的學生要求我們採取行

動。」  

  

吉福茲法律中心副首席法律顧問戴維．蒲賽諾 (David Pucino) 表示，「今天簽署成為法

律的法案將使紐約人更安全。它們填補法律空白，引入新的創新來幫助解決槍支犯罪，並

加強槍支安全。沒有一條單一政策可以阻止槍擊事件，但這些法案代表著在保護我們的社

區免遭槍支暴力方面取得的重大進展。我們感謝霍楚爾州長在無法形容的悲劇之後的英勇

領導。她的努力，以及我們奧爾巴尼的領導人的努力，證明了紐約作為預防槍支暴力的領

導者。」  

  

反槍支暴力紐約人 (New Yorkers Against Gun Violence) 執行董事麗貝卡．菲舍爾 

(Rebecca Fischer)表示，「面對日益嚴重的槍支暴力危機，霍楚爾州長和紐約州立法機

構本週再次將保護紐約人作為首要任務，通過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挽救生命的預防槍支暴

力法案。這些措施將有助於防止槍支落入處於危機中的人之手，  



以防止大規模槍擊、自殺和其他槍支暴力，將要求在紐約州任何地方購買或擁有半自動步

槍的許可證，並將為執法機構提供新的追蹤工具，來制止槍支販運並追究流氓槍支經銷商

的責任。作為紐約人和美國人，我們在我們的社區或家中、在我們的地鐵、我們的超市、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禮拜堂或其他任何地方不應該每天都擔心槍支暴力。雖然州議會繼續

在意義重大的國家槍支改革上停滯不前，但我們很高興有傑出的槍支暴力預防擁護者領導

我們的州政府。感謝霍楚爾州長將這些法案簽署為法律，並確保我們的孩子和所有紐約人

的安全。」  

  

Youth Over Guns 聯合創始人兼執行董事路易斯．赫爾南德斯 (Luis Hernandez) 表

示，「在我們的社區面臨悲劇和悲痛時，我們必須找到解決方案來解決迫在眉睫的槍支

暴力流行病。今天對紐約州來說是歷史性的一天，因為我們在全國率先制定了強有力的常

識性政策。Youth Over Guns 很自豪能與凱西．霍楚爾州長並肩作戰，來努力確保全州

年輕人的福祉和安全。這是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我們邀請我們的聯邦代表向紐約尋求指

導。今天和一直以來，我們都呼籲結束這場大屠殺，僅僅是因為我們應該長大。」  

  

佈雷迪 (Brady) 總裁克里斯．布朗 (Kris Brown) 表示，「這對紐約來說是具有歷史意義

的一天，也是該州領導全國制定常識性和大膽的槍支暴力預防法的最新例證。霍楚爾州長

一直倡導預防槍支暴力，並在布法羅發生悲劇性槍擊事件後果斷做出反應，以提供紐約人

一致同意的挽救生命的政策。她的領導是國家的榜樣，我們讚揚立法機構、霍楚爾州長以

及許多支援這些政策並確保它們成為法律的地方和基層倡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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