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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批准赦免 21 人  

  
給展現懺悔、改造並向社區做出承諾的人員特赦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給 21 個展現出充分的懺悔和改造跡象並向其社區做出承諾的人

員頒發赦免令。  

  
「在紐約州，我們認為法律應該是公正的，也應該是富有同情心的。」葛謨州長表示。

「政府具有獨特的地位，能夠利用救贖的力量，鼓勵那些犯下罪行的人從事有意義的康

復活動，並幫助這些人為自己和他人爭取更美好的未來。多年來，那些獲得赦免的人已

經證明，他們是社區中作用強大的成員，有資格洗心革面，擺脫長久以來被定罪的恥

辱。那些被減刑的人都成功地改過自新，對自己的行為表現出真正的悔悟，並證明自己

值得獲得機會重新進入社會。 這些赦免是使紐約州更公平、更富有同情心的又一步，我

感謝那些代理赦免申請人的志願律師，感謝他們對正義和改造的獻身精神和追求。」  

  
赦免令  

 
卡迪雅·麥肯齊 (Kaydian McKenzie)，43 歲，她在 2001 年和 2002 年分別被判犯有二

級持有大麻和三級非法侵入罪。麥肯齊女士已經 18 年沒有犯罪，是一名註冊護士，新

冠肺炎 (COVID-19) 公共衛生危機期間一直在紐約州的一家養老院工作。除了作為一線

工作人員，麥肯齊女士還是三個美國公民的母親，她積極參與當地教堂的活動，在那裡

她志願參加了一個專案，為獨居的紐約老年民眾提供食物。赦免令將幫助麥肯齊女士和

她的家人留在美國。  

  
蘿莎麗奧·佩納 (Rosario Pena)，61 歲，1981 年和 1986 年被判犯有輕微盜竊罪和二級

搶劫未遂罪。佩納是被性販子強迫犯下這些罪行的，她是他們的受害者。佩納的童年飽

受虐待、無家可歸並且多年被人販子侵害，如今她已經 34 年沒有犯罪了。赦免令將允

許佩納繼續留在美國，她已經在美國生活了 50 多年。  

  
亞曆杭德羅·帕迪拉 (Alejandro Padilla)，57 歲，在 2005 年被判犯有五級非法銷售受管

制物質罪。帕迪拉先生在遭遇一場改變他一生的車禍中被撞倒被受到嚴重的人身傷害，

並於幾年後被定罪。他與這些傷痛造成的身心影響作鬥爭。他在美國生活了將近 16 

年，沒有其他犯罪記錄，和關係密切的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其中包括他 25 年的伴侶和 6 

名美國公民身份的子女。赦免令將允許帕迪拉先生與其家人留在美國。  



 

 

  
羅莎·索薩·維加 (Rosa Sosa Vega)，59 歲，在 1991 年被判犯有三級非法銷售受管制物

質罪。索薩·維加女士從另一個國家逃離了虐待關係，抵達美國後不久就被判有罪。在服

刑期間，她獲得了一般同等文憑 (GED) 並接受了藥物濫用治療。近三十年來，她沒有犯

過罪。她和兒子、孫子以及其他家庭成員住在紐約州。她積極參加教會團體。赦免令將

允許索薩·維加女士與其家人留在美國。 

  
哈瑞森·裡德 (Harrison Redd)，67 歲，1996 年被判三級非法銷售管制藥物未遂罪。裡

德先生的罪行發生在他人生中極其困難的時期，他因為受傷失去了工作，在一場燒毀公

寓的火災中變成無家可歸。裡德先生已經在美國生活了 40 多年，在過去的 24 年裡一直

沒有犯罪。赦免令將幫助他實現成為美國公民的夢想。 

  
薩爾瓦多·薩比諾·吉梅內斯 (Salvador Sabino Jimenez)，63 歲，被判犯有三級非法持

有管制物質罪、一級搶劫罪和三級非法持有武器未遂罪。吉梅內斯先生獲得了神學學士

和博士學位。他在 1990 年創立了薩爾瓦多福音協會和教會 (Salvador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and Church)。該教會目前在國內有 1,200 名成員，在國際上有 200 個地

點。他寫了四本書，包括一本自傳，在其中他討論了自己的改造之路。他還協助波多黎

各 (Puerto Rico) 颶風後的救濟工作。他獲得了 10 個榮譽獎項，其中 6 個是紐約州議員

頒發的，主要與他的颶風救援工作有關。他已經 34 年沒有犯罪了。赦免令將使他成為

美國公民，並使他能夠更自由地在世界各地與他的教會一起做救援工作。  

  
娜塔莎·約瑟夫 (Natasha Joseph)，34 歲，2012 年被判二級偽造未遂罪。約瑟夫女士

沒有其他犯罪記錄，在餐飲業擔任主管職務期間，已經 8 年沒有犯罪記錄。她是一個單

身母親，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兩個孩子都是美國公民。赦免令將允許約瑟夫女士和她的

孩子們留在美國。 

  
維克多·麥迪納 (Victor Medina)，53 歲，1998 年被判三級非法銷售管制物質未遂罪。從

那以後的 22 年裡，麥迪納先生一直有工作，先是在建築工地工作，然後擔任卡車司

機。他現在是一名校車司機，負責在紐約市運送殘疾兒童上學。麥迪納的大部分直系親

屬居住在美國，包括他的兒子，他是一名海軍陸戰隊 (Marine Corps) 老兵，曾在阿富汗 

(Afghanistan) 服役。赦免令將幫助麥迪納先生和他的家人留在美國。 

  
愛德華·康納 (Edouard Connor)，52 歲，1992 年和 1993 年被判犯有五級非法持有管

制物質罪和與賣淫有關的罪行，包括以賣淫為目的的遊蕩罪。康納先生已經 27 年沒有

被定罪了，他在一家服裝零售商做了近 20 年的採購員和櫥窗設計師。他深入參與紐約

州充滿活力的加勒比裔美國人社區，經營著一家公司，為紐約州和世界各地的狂歡節 

(Carnival) 慶祝活動設計精美的服裝，並參與社區青少年的文化和教育活動。赦免令將允

許康納先生和他的家人，包括他的伴侶、母親和兄弟姐妹留在美國。  

  
費達勒·莫弗利 (Zouhair Mouflih)，43 歲，2000 年被判三級盜竊罪。莫弗利先生犯罪時 

22 歲。自被定罪以來，他一直在紐約市的食品服務行業工作。莫弗利先生與美國公民結

婚，並有一個美國公民的女兒。他已經 20 年沒有犯罪了。赦免令將允許他與妻子和孩



 

 

子留在美國。 

  
約蘭塔·維斯涅斯卡 (Jolanta Wisniewska)，58 歲，在 2005 到 2013 年間被判犯有盜竊

罪和盜竊罪未遂罪。 她的罪行包括入店行竊，但是是非暴力的。 她已經 7 年沒有犯罪

了。她嫁給了美國公民，有兩個孩子和三個孫輩。她現在照顧年邁的母親，她的母親也

是美國公民。赦免令將幫助維斯涅斯卡女士留在美國，並成為美國公民。 

  
拉斐爾·赫爾南德斯 (Rafael Hernandez)，50 歲，1994 年被判三級搶劫罪。赫爾南德斯

先生犯罪時年僅 23 歲，已經 26 年沒有犯罪記錄。自 2002 年以來，他受雇於紐約市懲

教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與父母和三個孩子住在紐約州，他們

都是美國公民。他在蹣跚學步時抵達美國。赦免令將允許赫爾南德斯先生成為美國公

民。 

  
托馬斯·卡布瑞拉 (Thomas Cabrera)，52 歲，1990 年被判犯有三級非法銷售管制物質

未遂罪。卡布瑞拉先生已經 30 年沒有犯罪了。 他沒有其他定罪，靠工作養家。他還為

一家為流浪人士提供食物的非營利機構工作。他結婚 30 年了，有一個兒子，一直在照

顧他的母親。赦免令將允許他留在美國。  

  
羅斯瑪麗·羅賓遜 (Rosemarie Robinson)，54 歲，2000 年被判犯有非法持有大麻罪。 

她已經 20 年沒有犯罪了。她是一名一線工作人員，有兩份工作：一份工作是廚師，另

一份工作是擔任輔助生活設施的患者護理助理，她在新冠肺炎公共衛生危機期間一直在

那裡工作。她在美國生活了 29 年。 她有五個孩子，其中三個是美國公民，還有五個孫

輩。羅賓遜女士一直是唯一供養孩子的人，她有時要打三份工，並繼續供養他們。她希

望有一天能開自己的餐館。赦免令將允許她留在美國。  

  
減刑  

  
瑪利亞·奧德內茲 (Maria Ordonez)，26 歲，在 2018 年被判一級過失殺人罪。她被判 9 

年徒刑，現在已經服了 6 年刑。 奧德內茲女士的童年充滿了虐待和忽視。20 歲時，她

在一起事件中殺死了虐待她的男友，當時他正在毆打並企圖勒死她。在拘留期間，奧德

內茲女士參加了職業培訓和電腦維修，並通過瑪麗蒙特曼哈頓學院 (Marymount 

Manhattan college) 學習了大學課程。她的教授們稱讚她對學習的奉獻精神。她在服刑

期間保持一貫的工作記錄，並從主管處收到積極的工作報告。獲釋後，她打算與母親和

哥哥住在一起。 

  
特麗薩·迪博 (Theresa Debo)，64 歲，2006 年被判二級謀殺罪。她被判 22 年至終生監

禁，現已服刑 16 年。孩提時代，迪博女士從充滿虐待的家庭環境中轉移到寄養所。在

成年生活中，她不斷地經歷虐待關係，包括與一名犯罪受害者的關係，她因此被監禁了

超過 16 年，她堅稱自己是出於自衛才殺害了受害者。迪博女士沒有犯罪前科。在服刑

期間，迪博女士參與了許多解決虐待影響的專案。迪博女士已經獲得了收容所援助認

證，並參加了幾個動物看護培訓專案，包括獄中小狗計畫 (Puppies Behind Bars)、獸醫

援助、寵物美容和犬服從性訓練。  



 

 

  
阿諾德·雷蒙多 (Arnold Raimondo)，70 歲，1983 年被判二級謀殺罪和二級非法持有武

器罪。他被判 50 年至終生監禁，現已服刑 39 年。雷蒙多先生是越南老兵，他 17 歲參

軍，參加了越南戰爭 (Vietnam War)。回國後，他就患上了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表

現為破壞性的行為。在被關押期間，他一直支持被關押的創傷後應激障礙退伍軍人，包

括擴大退伍軍人獲得治療和治療的機會。雷蒙多先生曾與人合作撰寫過一篇關於創傷後

應激障礙的文章，並在美國犯罪學學會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 年度會議上

發表，他還在聖母學院 (Marist College) 完成了兩個學期的學業。他在榮譽區住了十多

年。他還寫詩和畫壁畫。出獄後，雷蒙多先生將和他的姐姐住在一起，在他哥哥的木工

店裡工作。  

  
克利夫頓·威廉姆森 (Clifton Williamson)，43 歲，在 1996 和 1997 年被判二級謀殺

罪、二級搶劫未遂罪、三級非法持有管制物質罪、四級非法持有管制物質罪，犯罪時年

齡為 18 歲。他被判 25 年至終生監禁，現已服刑 25 年。雖然被判犯有謀殺罪，但他並

不是扣動扳機的人。威廉姆森先生的成長經歷很困難，他在寄養家庭長大，後來被收養

到對其施虐的家庭。在報告了虐待行為後，他被轉移到收容所，17 歲時流落街頭。在服

刑期間，威廉姆森先生獲得了熟練電工證書、一般同等文憑、副學士學位和學士學位，

2019 年，威廉姆森先生主修數學，從巴德監獄計畫 (Bard Prison Initiative) 畢業。他還

為服刑人員建立了一般同等文憑輔導專案，參加了康奈爾監獄教育專案 (Cornell Prison 

Education Project)，並參加了巴德監獄計畫的辯論專案，與哈佛大學 (Harvard)、布朗

大學 (Brown) 和佛蒙特大學 (Vermont University) 的辯論隊競爭。在服刑期間，威廉姆

森先生還與人共同創立鳳凰劇社莎士比亞劇團 (Phoenix Players Shakespeare Theater 

Group)，並通過藝術參與了改造活動。  

  
哈辛托·塞德尼奧 (Jacinto Cedeno)，55 歲，於 1996 年被判犯有一級非法銷售管制物

質罪、一級非法持有管制物質罪、二級非法持有管制物質罪以及三級非法持有管制物質

罪。他被判 38.5 - 50 年監禁，現已服刑 15 年。服刑期間，塞德尼奧先生做過很多工

作，包括行政搬運工，這個值得信賴的職位支持執行團隊和設施監督。他還完成了戒毒

和憤怒管理專案。塞德尼奧先生在服刑期間獲得了一般同等文憑，一直住在榮譽區，是

宗教社區的活躍成員。獲釋後，他將被遣送回自己的祖國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並與家人團聚。  

  
格斯·貝瑟 (Gus Bethea)，38 歲，2003 年被判一級搶劫罪。貝瑟先生因兩次街頭搶劫被

判 25 年徒刑，他已經服刑 18 年。在服刑期間，他是一般同等文憑班的致告別詞代表，

並通過為在押人員提供大學課程的哈德遜聯絡線 (Hudson Link) 專案獲得紐約州立大學

蘇利文社區學院 (SUNY Sullivan Community College) 的副學士學位。他曾擔任一般同

等文憑導師、教堂辦事員和應許之子 (Children of Promise) 囚犯領袖，該組織支援服刑

人員的孩子。獲釋後，他將與妻子共同生活，並繼續攻讀刑事司法學位。  

  
約瑟夫·諾曼 (Joseph Norman)，60 歲，2004 年被判一級搶劫罪和二級毆打罪。他犯罪

是為了吸毒。他被判 20 至終生監禁，現已服刑 16 年。諾曼先生自入獄以來一直保持清

醒，並完成了藥物濫用康復計畫。在服刑期間，他獲得了一般同等文憑，參加了反暴力



 

 

課程，並全職從事餐飲服務工作。諾曼先生在監獄裡沒有違紀記錄，近十年來一直生活

在榮譽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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