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8 月 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指派工作組針對受控成人用大麻計畫起草法案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指派工作組根據他在今年一月委派的多機構調查活動取得

的結論，針對受控成人用大麻計畫起草法案供州議會在即將到來的會議期內考

慮。  這項研究活動由紐約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DOH) 主導，得出的結論

是，紐約州受監管的大麻市場產生的積極影響大於潛在的負面影響，可以通過監管

和適當運用針對重點人群量身定制的公眾教育來處理可能引起問題的領域。  

 

「我已經審查了去年一月委託製作的多機構報告，並與衛生廳廳長霍華德 -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討論了調查結果，」葛謨州長表示。「必須謹慎周全地採取

下一步措施。  我們通過立法設法實施報告提供的建議，必須全面考慮受控大麻計

畫的各個方面，包括該計畫對公共衛生、刑事司法和州收入產生的影響，並減輕與

之相關的任何潛在風險。感謝工作組成員在我們製作樣板計畫時提供時間和專業知

識。」  

 

2018 年  1 月，葛謨州長指示紐約州衛生廳調查紐約州受控大麻計畫，以確定受控

市場的健康影響、經濟影響和刑事司法影響，以及周邊各州合法化對紐約州造成的

後果。紐約州衛生廳的報告於  7 月 13 日發佈，得出的結論是，紐約州受監管的大

麻市場帶來的積極影響大於潛在的負面影響。  

 

該報告發現，通過政府監督大麻的生產、檢測、標識、分配和銷售，對大麻實施監

管有利於公眾健康。制定受控大麻計畫，紐約州將能夠更好地控制許可、確保質量

控制和消費者保護，並確定年齡限制和數量限制。此外，該報告還發現，受管制的

計畫將減少刑事定罪和監禁率方面存在的種族差異，並建議密封先前有低級別大麻

犯罪行為的個人的犯罪記錄。該報告還特別建議設立主題專家工作組，向本州提供

建議。 

 

該工作組將由阿方索·大衛 (Alphonso David) 州長顧問負責監督，他將與工作組成

員合作，向他們提供資訊和支持，並協調行政部門和利益相關者。該工作組將由具

備專業知識的個人組成，包括公共衛生專家、公共安全專家和經濟學專家，以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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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州機構的領導人。  此外，工作組將負責接洽州參眾兩會的領導人員、醫療和受

控大麻立法的法案支持人員（參議員黛安娜·薩維諾  (Diane Savino)、眾議員理查

德·戈特弗里德  (Richard Gottfried)、參議員利茲·克魯格  (Liz Krueger)、眾議員克裡

斯托·比伯斯·斯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 Stokes)）、倡導者、擁有別州經驗的學術

專家，包括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NYU) 馬龍城市管理學院  (Marron 

Institute of Urban Management) 公共政策教授馬克·克萊曼 (Mark Kleiman)、蘭德公

司  (RAND Corporation) 高級政策研究員博·吉爾莫  (Beau Kilmer)。 

 

工作組包括下列成員：  

 

•  大衛·霍爾特格瑞  (David Holtgrave)，博士，奧爾巴尼大學  (University 

at Albany) 公共衛生學院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院長   

•  R. 洛林·柯林斯  (R. Lorraine Collins)，博士，水牛城大學  (University at 

Buffalo) 副研究院長   

•  傑夫·雷諾茲  (Jeff Reynolds)，博士，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家庭和兒

童協會 (Family and Children’s Association) 首席執行官   

•  布蘭登·考克斯  (Brendan Cox)，奧爾巴尼郡  (Albany) 前警察局長   

•  安吉拉 H. 霍肯  (Angela H. Hawken)，博士，紐約大學馬龍城市管理學

院  (Marron Institute of Urban Management) 公共政策教授   

•  娜塔莎·舒爾  (Natasha Schüll)，博士，紐約大學斯坦哈特學院  (NYU 

Steinhardt) 媒體、文化、傳播副教授   

•  塔賽爾·加德納  (Tracie Gardner)，法律行動中心  (Legal Action Center) 

副主任  

•  池納佐·坎寧安  (Chinazo Cunningham) 博士，外科碩士，阿爾伯特愛

因斯坦醫學院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教授   

•  阿方索·戴維  (Alphonso David)，州長法律顧問   

•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   

• 預算主任羅伯特·穆吉卡  (Robert Mujica)  

•  盧爾德·薩帕塔  (Lourdes Zapata)，紐約州首席多元化官員   

•  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主任安·蘇麗萬  (Ann Sullivan) 

博士   

• 酒精和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主任艾琳娜·崗薩雷斯-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Sánchez)  

• 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代理主任希拉·普爾 (Sheila Poole)  

•  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代理廳長保爾·卡拉斯 

(Paul Karas)  

•  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局長喬治  P. 比琦二世 (George 

P. Beach II)  



 

 

•  紐約州財政稅務廳  (Taxation and Finance) 代理廳長諾尼·曼尼恩  

(Nonie Manion)  

• 紐約州農業與市場廳  (New York State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長理查

德  A. 鮑爾 (Richard A. Ball)  

•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總裁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受控成人大麻計畫將鞏固葛謨州長做出的承諾，旨在減少不必要地捲入刑事司法系

統中的非暴力人員的數量，以及增加醫用大麻的供應記錄。2012 年以來，州長兩

次提出立法，確保無論公共機構或私人擁有少量大麻均視作違法行為，而不是輕

罪，但州議會未能採納該建議。2014 年，葛謨州長把《同情關懷法  

(Compassionate Care Act)》簽署為法律，建立了紐約州醫用大麻計畫。從那時起，

州長繼續推動改進該計畫，以更好地為患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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