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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提名羅恩 D. 威爾遜 (ROWAN D. WILSON) 擔任紐約州上訴法院
(NEW YORK STATE COURT OF APPEALS) 陪審員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提名羅恩 D. 威爾遜 (Rowan D. Wilson) 擔任紐約州上訴法院陪
審員，該法院是紐約州最高法院。威爾遜 (Wilson) 先生是紐約州卡拉瓦什、斯溫
& 摩爾辦公室 (New York office of Cravath, Swaine & Moore) 的訴訟合夥人，他過去
30 年始終在那裡工作，負責該律師事務所的公益服務工作。該提名於 1 月 15
日，週日晚上提交給州參議院 (State Senate)。
「紐約州上訴法院體現了政府服務的最高價值觀，我相信羅恩 ·威爾遜 (Rowan
Wilson) 將繼續闡明並維護體現紐約州精髓的法律原則和公正原則，」 葛謨州長表
示。「他在處理複雜商業訴訟方面有數十年的經驗，並領導律師事務所的公益服
務工作，因此，我相信他具備我們推動紐約州前進所需的才智、廉正以及憐憫心。
我很自豪提名他擔任陪審員，並期待州參議院盡快確認對他的提名。」
「對於被葛謨州長提名為紐約州最高法院陪審員，我感到既謙卑又榮幸，」 羅恩
D. 威爾遜 (Rowan D. Wilson) 表示。「我的整個職業生涯專注於追求公正，紐約
州上訴法院是最適合延續這些工作的地方。感謝葛謨州長提供這次機會，並期待與
之合作為全體民眾把紐約州建設得更加強大公正。」
威爾遜 (Wilson) 先生的任命用於填補尊敬的尤金·皮高特 (Honorable Eugene Pigott)
去年退休造成的職缺。他是葛謨州長提名的第七個在紐約州上訴法院任職的人。州
長此前為紐約州上訴法院任命了審判長珍妮弗 ·迪弗瑞 (Janet DiFiore)、陪審員珍
妮·里維拉 (Jenny Rivera)、希拉·阿普杜勒-薩拉姆 (Sheila Abdus-Salaam)、萊斯利·
施泰因 (Leslie Stein)、尤金·法埃 (Eugene Fahey)、米歇爾·加西亞 (Michael
Garcia)。
葛謨州長感謝皮高特 (Pigott) 法官在紐約州上訴法院開展的工作，及其專注於為紐
約州提供公共服務。
州長還感謝司法提名委員會 (Commission on Judicial Nomination) 推薦一群機具才華
的高素質潛在候選人。

在州參議院斟酌其紐約州上訴法院任職提名期間，威爾遜 (Wilson) 先生獲得了這些
機構的高度評價：紐約州律師協會 (New York State Bar Association)、紐約州訴訟律
師協會 (New York State Trial Lawyers Association)、紐約州訴訟律師學會 (New York
State Academy of Trial Lawyers)、紐約州婦女律師協會 (Women’s Bar Association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女性出庭辯護律師核心組織 (Women’s Trial Lawyers
Caucus)、奧爾巴尼縣律師協會 (Albany County Bar Association)、布魯姆縣律師協
會 (Broome County Bar Association)、紐約市律師協會 (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三縣律師協會 (Tri-County Bar Association)（包括伊利縣 (Erie)、門羅
縣 (Monroe)、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羅恩 D. 威爾遜 (Rowan D. Wilson) 簡介
威爾遜 (Wilson) 先生有廣泛的商業訴訟經驗，涉及的領域包括反壟斷、知識產
權、合同、證券欺詐、娛樂、媒體。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他在美國各地以及多個審
判地點代表跨國金融服務公司、財富 500 (Fortune 500) 強公司以及其他重要組織
處理備受關注的問題，這些審判地點包括美國最高法院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美國各地的聯邦及州上訴法院和審判法院。
威爾遜 (Wilson) 還負責卡拉瓦什辦公室的公益服務工作，他在那裡倡導擴大公民權
利，並參與處理高級訴訟事務。他目前代表多類型的僱員積極處理在阿拉巴馬州
(Alabama) 傑斐遜縣 (Jefferson County) 審理的一宗案件，這些僱員指稱僱主不遵守
為保障婦女和少數族裔獲得公平僱傭和晉職機會而制定的同意令。
此外，威爾遜 (Wilson) 先生自 1996 年起還擔任哈萊姆區鄰里辯護人服務機構
(Neighborhood Defender Services of Harlem) 主席，該機構為曼哈頓上城區 (upper
Manhattan) 的居民提供法律服務。他還任職於兒童廣闊地平線組織 (Wide Horizons
for Children) 理事會，該組織致力於保障全球弱勢兒童和孤兒的福祉和安全。
威爾遜 (Wilson) 先生於 1981 年取得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政府學士學位，
於 1984 年取得哈佛大學法學院 (Harvard Law School) 法學博士學位，這兩個學位
均為優等成績 。威爾遜 (Wilson) 先生從法學院畢業后花費兩年時間擔任美國第九巡
迴上訴法院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Ninth Circuit) 審判長尊敬的詹姆斯 R. 布朗
寧 (James R. Browning) 的法官助理。
如果紐約州參議院批准，他將成為二十多年來首個任職於紐約州上訴法院的長島人
(Long Islander)，加入由來自奧爾巴尼縣、布法羅縣 (Buffalo)、布朗克斯區
(Bronx)、曼哈頓區 (Manhattan)、韋斯切斯特縣 (Westchester) 的法官組成的陪審
團。紐約州上訴法院的成員體現了紐約州的地理多樣性，上訴法院和審判法院的法
官、商業執業律師、檢察官、法律援助律師、法律教授，這些法院成員的法律經驗
還涵蓋多個法律領域。

紐約州上訴法院在史上首次同時有兩位非裔美國法官任職，陪審團因此有兩位西班
牙裔法官且女性法官占多數席位；這真正體現了紐約州的多元化。
紐約州參議院批准后，紐約州上訴法院陪審員的任期為 14 年。
威爾遜 (Wilson) 先生現年 56 歲。他與妻子和三個女兒一起生活在拿騷縣 (Nassau
County) 華盛頓港 (Port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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