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4 月 2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墨菲  (MURPHY) 州長、馬洛伊  (MALLOY) 州長、雷蒙多  (RAIMONDO) 

州長、貝克  (BAKER) 州長、卡尼  (CARNEY) 州長、羅塞羅  (ROSSELLÓ) 州長宣

佈成立美國首個地區槍支暴力調查聯盟  (REGIONAL GUN VIOLENCE RESEARCH 

CONSORTIUM) 

 

紐約州與新澤西州  (New Jersey)、康乃迪克州  (Connecticut)、羅德島州  (Rhode 

Island)、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特拉華州  (Delaware) 以及波多黎各州  

(Puerto Rico) 簽署具有歷史意義的反槍支暴力多州協議，這是該協議提出的關鍵

計畫  

 

這項合作將跨學科收集公共工作數據並加以分析，用於減少槍支暴力事件，  

從而更好地為全國的政策制定者提供資訊  

 

填補聯邦政府  1996 年禁令給其資助的槍支暴力調查工作留下的空白  

 

 

紐約州州長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新澤西州州長費爾·墨菲 (Phil Murphy)、康乃迪克

州州長丹尼爾  P. 馬洛伊  (Dannel P. Malloy)、羅德島州州長吉娜·雷蒙多  (Gina 

Raimondo)、馬薩諸塞州州長查理·貝克 (Charlie Baker)、特拉華州州長約翰·卡尼 

(John Carney)、波多黎各州州長理查多·羅塞羅  (Ricardo Rosselló) 今日宣佈成立美

國首個地區槍支暴力調查聯盟，這是紐約州、新澤西州、康乃迪克州、羅德島州、

馬薩諸塞州、特拉華州、波多黎各州達成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槍支安全州  (States 

for Gun Safety)』聯盟提出的關鍵計畫。  

 

該聯盟匯聚夥伴州的思想領袖及頂級研究人員，對各類槍支暴力活動展開重要的新

調查，跨學科收集數據並加以分析。這項史無前例的工作將為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內

的公眾提供新資訊，用於最終減少槍支暴力造成的災難。聯邦政府在  1996 年禁止

使用聯邦撥款研究槍支暴力問題，這一前所未有的同盟組織填補了這個政策帶來的

空缺，這份禁令阻礙了全國各地開展的研究工作，包括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 和国立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開展的研究工作。  



 

 

 

「紐約州很自豪實施了美國最強有力的槍支安全法規，」州長葛謨表示。「聯邦

政府在這一問題上持續不作為，槍支暴力因此日漸氾濫，各州被迫提供需要的領導

力迎難而上來處理這個問題。該聯盟是多州合作採取的一個重要措施，用於研究可

靠的槍支安全法案，並採取新措施防止非法槍支跨越州界。」  

 

費爾·墨菲  (Phil Murphy) 州長表示，「新澤西州實施了美國最嚴格的槍支法規，  

但本州發生的槍支犯罪案件約有  80% 使用的是跨越州界交易的槍支。本州各地因

為毫無意義的槍支暴力氾濫問題而失去青少年，而國會卻對這個問題坐視不理。  

我們當中的一些人正在州和地方層面解決這個問題，從而遏制社區內的暴力事件。

因此，我很自豪與諸位州長同仁合作，設立美國首個地區槍支暴力調查聯盟。」  

 

丹尼爾  P. 馬洛伊  (Dannel P. Malloy) 州長表示，「槍支暴力是個公共健康緊急事

件，並應獲得相應的處理。康乃迪克州始終領先全國解決這個災難性的問題。我們

與志同道合的州合作，努力了解這種暴力事件的根本原因，並確定最有效的預防策

略。康乃迪克州在 2013 年批准了合乎情理的槍支法案後，我們以超過美國所有其

他州的速度減少暴力犯罪事件。這個聯盟是為鞏固這一進展而採取的關鍵措施。」  

 

吉娜  M. 雷蒙多  (Gina M. Raimondo) 州長表示，「華盛頓政府  (Washington) 還在

故意拖延，而羅德島州正在加強行動，採取果斷行動保障社區安全。本週，我有幸

出席了羅德島州新槍支安全工作組  (Gun Safety Working Group) 召開的首次會議，

該工作組將幫助制定槍支變革行動計畫。這個新的多州聯盟採取的行動將利用意義

重大的調查活動來進一步推動我們的工作，從而幫助引導各州開展變革行動。感謝

諸位州長同仁開展的工作，並期待看到該聯盟開展的調查工作。」  

 

查理·貝克  (Charlie Baker) 州長表示，「馬薩諸塞州實施了美國最嚴格的槍支管控

法規，我們期待與其他州合作，跨越州界加強資訊分享，從而為州官員和執法人員

提供更多資源用來保障社區安全。」  

 

約翰·卡尼  (John Carney) 州長表示，「各州可以透過合作來直面槍支暴力帶來的

威脅，並且應當這樣做。這個新聯盟將提供新資訊並調查槍支暴力事件，從而在州

層面和聯邦層面提供政策討論資料。更好的資訊將幫助我們執行已成文的法律  、

阻止非法武器跨越州界流通，並採取額外的措施用來創造切實的改變。特拉華州很

自豪加入這個聯盟，感謝諸位州長同仁帶頭解決這個問題。」  

 

理查多·羅塞洛  (Ricardo Rosselló) 州長表示，「波多黎各州很自豪實施了美國最

嚴格的持槍許可證管制法規。同時，我們正在打擊島上的非法槍支。  我相信這個

為促進知識分享而組建的多州聯盟將大大幫助民眾加深了解不受管制地持有槍支與

暴力行動的關係。毫無意義的大屠殺事件在公共機構和學校奪去了無辜民眾的性

命，這是終結這些事件的重要措施。」  



 

 

 

該聯盟將在各參與州之間運作，利用聯合調查和專業知識在各個大學與機構之間開

展統一行動。除了新調查活動，該聯盟還將設立集中交流中心，用於交流機構、  

聯邦政府以及多州來源的數據供公共使用。  

 

本月是美國兩起最悲慘的大規模槍擊事件發生一週年的日子，這兩起事件已寫入我

們社會的歷史；十一年前的這一週，32 人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  (Virginia Tech 

University) 校園內喪生，19 年前，13 人在哥倫比亞高中  (Columbine High school) 

不幸遇害。  

 

下文列出了各州負責領導該聯盟的學者。與其個人經歷相關的全文連結請見此

處。  

•  羅曼  L. 亞歷山大  (Romain L. Alexander)，約翰·卡尼州長辦公室  (Office 

of Governor John Carney) 政策顧問  

•  查爾斯 C. 布拉納斯 (Charles C. Branas)，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健

康學院  (Columbia University 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流行病學

系  (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格爾曼教授  (Gelman Professor) 兼主

席  

•  艾瑞克 F. 博瑞森  (Eric F. Bronson)，羅傑威廉姆斯大學  (Roger 

Williams University) 刑事司法學院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院長 

•  羅德  K. 布倫森  (Rod K. Brunson)，羅格斯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刑事司法學院院長  

•  喬爾·科普蘭  (Joel Capellan)，羅文大學 (Rowan University) 法律與司法

研究助理教授  

•  米凱拉·鄧恩  (Michaela Dunne)，馬薩諸塞州刑事司法資訊服務廳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Information Services, DCJIS) 執法與司法

服務主任 

•  麗娜·艾登 (Rina Eiden)，水牛城大學  (University at Buffalo) 成癮問題研

究院  (Research Institute of Addictions) 高級助理研究員  

•  艾曼·埃爾-莫汗德斯 (Ayman El-Mohandes)，紐約市立大學  (CUNY)  

公共健康與健康政策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 

Health Policy) 院長 

•  傑夫瑞·法甘  (Jeffrey Fagan)，哥倫比亞法學院  (Columbia Law School) 

伊希爾多與塞維利亞·蘇澤巴徹教授  (Isidor and Seville Sulzbacher 

Professor) 

•  桑德羅·加利亞  (Sandro Galea)，波士頓大學  (Boston University) 公共健

康學院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院長兼羅伯特  A. 克諾斯教授  (Robert 

A. Knox Professor) 

http://rockinst.org/gun-violence/researchers/
http://rockinst.org/gun-violence/researchers/


 

 

•  安娜·哈維 (Anna Harvey)，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政治學教授

兼公共安全實驗室  (Public Safety Lab) 主任  

•  戴維·海明威  (David Hemenway)，哈佛大學  T.H. 常公共健康學院  

(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教授 

•  克里斯多夫·赫爾曼 (Christopher Herrmann)，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伊

刑事司法學院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法律與警察科學系  

(Law and Police Science Department) 助理教授 

•  希瑟·霍華德  (Heather Howard)，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公共事務講師  

•  瑪格麗特 K. 佛米卡  (Margaret K. Formica)，紐約州立大學上州醫學院  

(Up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公共健康與預防醫學助理教授  

•  艾倫·喬 (Allan Jiao)，羅文大學 (Rowan University) 法律與司法研究教

授  

•  克雷格  H. 肯尼迪 (Craig H. Kennedy)，康涅迪格大學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UCONN) 教務長 

•  戴維德 M. 肯尼迪  (David M. Kennedy)，紐約市立大學約翰·杰刑事司

法學院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刑事司法教授  

•  克瑞斯·科威克  (Chris Kervick)，特拉華州刑事司法委員會  (Criminal 

Justice Council) 執行主任 

•  約翰  M. 克羅法斯  (John M. Klofas)，羅徹斯特理工學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公共安全計畫中心  (Center for Public Safety 

Initiative) 教授兼主任  

•  麥克·勞勒 (Mike Lawlor)，康乃迪克州政策與管理辦公室  (CT Office of 

Policy & Management) 刑事司法政策與規劃副主任、紐黑文大學  

(University of New Haven) 亨瑞 C. 李刑事司法與法醫科學學院  (Henry 

C. Lee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Forensic Sciences) 副教授（休假

中） 

•  艾蘭·利左特  (Alan Lizotte)，奧爾巴尼大學  (University at Albany) 刑事司

法學院特聘教授兼前任院長  

•  馬修  J. 米勒  (Matthew J. Miller)，美國東北大學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健康科學與流行病學教授  

•  阿曼達·尼克森  (Amanda Nickerson)，水牛城大學阿爾貝蒂凌虐預防中

心  (Alberti Center for Bullying Abuse Prevention) 主任 

•  丹尼爾  J. 奧考尼爾 (Daniel J. O'Connell)，特拉華大學  (University of 

Delaware) 藥物與健康研究中心  (Center for Drug and Health Studies)  

高級科學家  

•  詹姆斯·佩瑟  (James Peyser)，馬薩諸塞州教育廳廳長  

•  詹妮弗  L. 波梅蘭茨 (Jennifer L. Pomeranz)，紐約大學全球公共衛生學

院  (College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助理教授  



 

 

•  傑里米·波特  (Jeremy Porter)，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  (Brooklyn 

College) 與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  (Graduate Center) 社會學教授  

•  威廉·普萊德摩爾  (William Pridemore)，奧爾巴尼大學刑事司法學院特

聘教授兼院長  

•  德莫特·奎恩  (Dermot Quinn)，馬薩諸塞州警察廳  (Massachusetts State 

Police) 陸軍中校 

•  索納利·拉贊  (Sonali Rajan)，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  (Teachers 

College) 衛生教育助理教授  

•  梅根  L. 蘭尼  (Megan L. Ranney)，羅德島醫院  (Rhode Island Hospital)/

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阿爾珀特醫學院  (Alpert Medical School)  

急救醫學系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edicine) 急診醫生兼副教授  

•  賈克林·斯爾德考特  (Jaclyn Schildkraut)，紐約州立大學奧斯維戈分校  

(SUNY Oswego) 社會公義助理教授兼大規模槍擊事件國家級專家  

•  唐納德 H. 塞巴斯蒂安  (Donald H. Sebastian)，新澤西理工學院  (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JIT) 技術與商業發展高級副主任  

•  麥克爾·西格爾  (Michael Siegel)，波士頓大學公共健康學院社區衛生科

學系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Health Sciences) 教授  

•  尼克·西蒙斯  (Nick Simons)，洛克菲勒政府研究所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項目協調員  

•  羅伯特 J. 斯皮策  (Robert J. Spitzer)，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  (SUNY 

Cortland) 政治科學系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傑出貢獻教授兼主

任  

•  肖恩  P. 瓦拉諾  (Sean P. Varano)，羅傑·威廉姆斯大學  (Roger Williams 

University) 刑事司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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