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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簽署法案用於收繳家庭暴力施暴人員持有的槍支

州長還公佈法案，把背景核查等候期從 3 天延長至 10 天，法案請見此處，備忘錄
請見此處
這些意義重大的行動鞏固了州長為推進槍支安全而開展的領先全國的工作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簽署法案用於收繳家庭暴力施暴人員持有的槍支，並彌合
州法律漏洞，以確保規定家庭暴力施暴人員上交所有武器，而不止是手槍。州長還
宣佈推行新法案，透過美國實時犯罪背景核查系統 (National Instant Criminal
Background Check System, NICS) 針對未立即獲准購買槍支的個人把等候期從 3 天
延長至 10 天。
「槍支暴力當前仍在無情地折磨美國各地社區，而我們的聯邦政府拒絕採取行動，
紐約州因此必須帶頭徹底終結這個氾濫的問題，」 州長葛謨表示。「我們利用該
法案切斷家庭暴力與致命的槍支暴力不可否認的關係，並繼續鞏固美國最強有力的
槍支法律。」
「我的母親奉獻畢生精力幫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我的家庭創建了一處庇護所用來
幫助這些倖存者，」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親眼目睹了
因施暴人員的住宅內存有槍支造成的恐怖狀況。今天公佈的新法規朝著終結這些婦
女及其子女面臨的弱勢狀況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聯邦政府未能解決槍支暴力問題，
但我們仍設法收繳可能給社區和居民造成災難的人員持有的槍支。」
收繳家庭暴力施暴人員持有的槍支
此前，紐約州法律只禁止被控犯有重罪或少數幾種『嚴重』輕罪，不包括多種不可
否認的嚴重輕罪。州長在今天的儀式上簽署了該法案 (S.8121 Phillips/A10272
O'Donnell)，用於擴大『嚴重』罪行清單，規定撤銷槍支許可證並收繳所有武器，
以確保紐約州家庭暴力施暴人員一旦犯下引起恐慌的罪行將無法繼續持有武器。

此外，該法案將防止想實施重罪或其他嚴重罪行的任何人員獲取武器許可證或加以
續期。根據紐約州此前的法律，個人即使受逮捕令管制仍可合法取得武器許可證，
即使是警察設法追蹤這些人並加以逮捕時也不例 外。這一改革確保努力設法逮捕通
緝犯的執法者和無辜的旁觀者避免被能夠取得新武器的通緝犯傷害。
延長等候期
葛謨州長提出法案，透過美國實時犯罪背景核查系統針對未立即獲准購買武器的人
員設立 10 天的等候期。現行聯邦法律規定槍支經銷商對潛在購買者開展美國實時
犯罪系統背景核查，該系統向經銷商提供三種潛在通知中的一種。這些通知包括
『處理』、『否決』或『延遲』。如果收到的響應是『延遲』，則經銷商必須等待
三天，然後才可以合法開展銷售活動，即使美國聯邦調查局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在超過三天期限後繼續調查這些人員也不例外。通常來說，實際
上，確定潛在購買者沒有資格後，這些購買者在三天等候期結束後已經買到了武
器。把等候期延長為十天，這能留出充足的時間用於完成擴大範圍的背景調查，
並鞏固執法工作以確保只有具備資格持有武器的人員能夠取得武器。
眾議會民主黨領袖南希·佩洛斯 (Nancy Pelosi) 表示，「今天，紐約州延續其鼓舞
人心的領導力，頒布法案認可親密伴侶暴力與槍支暴力悲劇的可怕關聯，從而處理
槍支暴力氾濫的問題。然而，儘管紐約州發揮帶頭作用，國會內的共和黨人卻拒絕
採取行動。槍支暴力和家庭暴力每天都在全國各地的社區內造成恐怖且令人心碎的
事件，挽救生命和保護家庭不應當成為黨派問題。民主黨人了解存在著一種合乎情
理的兩黨合作途徑，我們將繼續推動這個重要問題取得進展。」
國會議員吉拉德·納德勒 (Jerrold Nadler) 先生表示，「伴隨葛謨州長簽署法案收繳
家庭暴力施暴人員持有的所有槍支，我很自豪與 他合作。這些措施將彌合槍支法規
的危險漏洞，並提升公共安全。有家庭暴力行為的人員沒有理由持有武器。共和黨
把持的國會未能解決美國槍支暴力氾濫的問題，感謝葛謨州長帶頭開展工作頒布合
理的槍支安全法案，用來保護紐約民眾。」
國會女議員卡洛琳 B. 瑪隆尼 (Carolyn B. Maloney) 表示，「我們知道，住宅內有
武器時，有家庭暴力記錄的人員謀殺親密伴侶的可能性高出五倍。該法案收繳家庭
暴力施暴人員持有的槍支，這是合乎情理的。我很自豪今天支持葛謨州長，因為他
把這份能夠挽救生命的重要法案簽署成為法律。」
國會女議員妮蒂亞 M. 維拉茲科茨 (Nydia M. Velázquez) 表示，「槍支暴力是我們
的國家和城市面臨的一場災難，這場災難破壞了我們的生活。今天公佈的措施將幫
助向那些不應當持有武器的人員收繳武器。我們必須做更多工作，國會必須在聯邦

政府層面採取行動。儘管如此，這項工作是個好開端，並表明紐約州帶頭解決這個
可怕的問題。」
眾議員阿德利阿諾·艾斯巴拉特 (Adriano Espaillat) 表示，「家庭暴力影響著所有
社區。感謝葛謨州長今天發佈公告，從家庭暴力施暴人員手中收繳槍支，並彌合紐
約州的法律漏洞，從而確保家庭暴力施暴人員按照規定上繳所有武器。家庭暴力影
響著我們每個社區，我們今天支持受害者、倖存者以及發生家庭暴力事件的家庭，
要求適可而止。我承諾繼續在國會內開展工作，從而終結家庭暴力和暴力行為。
今天發佈的意義重大的法案是我們的工作採取的一項歷史性舉措，用於保護家庭暴
力的受害者，並幫助保障個人和社區的安全。」
參議員伊萊恩·菲利普斯 (Elaine Phillips) 表示，「家庭暴力施暴者持有武器時，
受害者被殺的可能性高五倍。感謝州長把我提出的法案簽署成為州法律，該法律規
定收繳被控家庭暴力罪行的人員持有的武器。這份合乎情理的法案收繳被控犯有家
庭暴力罪行的人員持有的武器、彌合州法律漏洞、保護婦女、男性和兒童抵禦施暴
人員，並將預防進一步的悲劇。」
議員黛安妮·薩維諾 (Diane Savino) 表示，「這份法案延續了我們的工作，用於鞏
固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槍支法律。我們正在彌合一個漏洞，被控犯有家庭暴力罪行的
人員利用這個漏洞保有武器，我們藉此進一步保護全州各地的家庭暴力受害者。
沒人應當被迫生活在對施暴人員的恐懼中，我們與葛謨州長合作推行這份法案，
從而幫助確保這些人不必再被迫過著這樣的生活。」
眾議員丹尼爾·奧多尼爾 (Daniel O'Donnell) 表示，「這是我在紐約州眾議會內任
職 16 年以來支持的首批法案之一，我很自豪看到這份合乎情理的法案被簽署成為
法律，這份法案將阻止這些造成暴力事件的人持有武器。武器使力量成倍增加，
武器的存在通常使得家庭暴力事件變得致命。我確信這只是個開端，更多武器法規
將獲得州議會批准，並被安德魯·葛謨州長簽署成為法律。」
女眾議員艾米·波林 (Amy Paulin) 表示，「研究表明，美國有三分之一的婦女在一
生中將被其家庭伴侶攻擊。這些案件中，武器大多都參與其中。該法案簽訂成為法
律，這傳遞出訊息，表明紐約州不會把槍支權凌駕於公眾安全之上，並且不會袖手
旁觀。這項措施不僅彌合了州法律的漏洞，還確保被控犯有家庭暴力罪行的人員將
失去槍支許可證和武器。」
紐約州反家庭暴力聯盟 (New York State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執行理事康妮·尼爾 (Connie Neal) 表示，「家庭暴力與槍支暴力的關聯是顯而易
見的。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議會成員投票，堅定支持收繳家庭暴力罪犯持有的武
器。行動的緊迫性是無可辯駁的，紐約州現已採取重要措施用於預防家庭暴力殺人

犯。因為葛謨州長發揮領導力，我們如今將實施強有力的保障措施，用來保護數不
清的紐約民眾。」
布雷迪防止槍支暴力運動機構 (Brady Campaign to Prevent Gun Violence) 聯合主
席克瑞斯·布朗 (Kris Brown) 表示，「這些數字十分明確。如果施暴人員持有武
器，受虐待的婦女被殺的可能性就會高五倍，涉及槍支的家庭暴力行為以死亡終結
的可能性高出很多。葛謨州長規定家庭暴力施暴人員上繳武器，從而彌合州法律存
在的明顯漏洞。感謝州長採取行動，他支持合乎情理的槍支法律，這將幫助挽救全
州各地弱勢民眾的生命，並幫助預防家庭災難。」
『她的正義 (Her Justice)』組織執行理事艾米·巴拉施 (Amy Barasch) 表示，
「我們的國家正全力以赴應對槍支暴力蔓延的問題，我們很自豪自己工作和生活的
州就這個問題而言擁有這樣一位領導者：葛謨州長。在『她的正義』組織，我們每
年為數千個伴侶暴力行為的受害者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我們非常了解槍支在家庭
暴力事件中發揮的危險作用。這份新法案將確保收繳更多家庭暴力施暴人員持有的
槍支。感謝州長推動我們前進。」
家庭暴力與槍支暴力倖存者西塞利 ·菲爾茨 (Cicely Fields) 表示，「作為家庭暴力
倖存者，我以活生生的例子證明今天簽署這份法案具有的重要意義。我從親身經歷
知道家庭暴力與槍支暴力有著不可否認的關聯，因為對我施暴的人持有武器，在僅
幾英吋遠處傷害了我。傷口或許會愈合 ，但是我的餘生仍將承受身體上的損傷，
我的四個孩子依靠我撫養，將因為這個家庭暴力施暴人員的行為而繼續承受痛苦。
感謝葛謨州長確保批准這份法案。」
喬·托瑞家庭安全基金會 (Joe Torre Safe At Home Foundation) 會長喬·托瑞 (Joe
Torre) 表示，「親密伴侶持有武器時，家庭暴力受害者被殺的可能性高五倍。
今天，紐約州採取強硬姿態收繳施暴人員持有的槍支，從而挽救無數生命。」
母親要求美國槍枝意識行動組織紐約分會 (New York Chapter of Moms Demand
Action for Gun Sense in America) 志願聯合領導人瓊·魯賓 (June Rubin) 表示，
「我們今天採取又一項重要措施，用來保護紐約民眾抵禦槍支暴力。這是個意義重
大的日子我們知道這份法案只是所需採取的諸多措施之一，用於預防今後的槍支暴
力行為。我們期待與立法者以及葛謨州長合作推行後續措施，例如批准挽救生命的
《極端風險保護令 (Extreme Risk Protection Order)》法案。」
紐約民眾抵制槍支暴力組織 (New Yorkers Against Gun Violence) 執行理事麗貝卡·
費舍 (Rebecca Fischer) 表示，「根據先前的法律，被控犯有家庭暴力輕罪的人員
可以保有武器，其受害者和公眾的生活因此承受著不必要的風險。多虧葛謨州長，
這份法案確保被控犯有家庭暴力罪行的人員遵守相同的標準，從而確保這些危險人

員將失去槍支許可證和武器。這份合乎情理的法案早該實施，我們感謝州長監督它
獲得批准。」
基督教女青年會布魯克林分會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
Brooklyn) 首席執行官兼紐約州基督教女青年會成員瑪莎 ·卡姆博 (Martha Kamber)
表示，「基督教女青年會支持州長採取的大膽舉措 ，用於保護親密伴侶暴力倖存
者的生活遠離槍支暴力。基督教女青年會是全州最大規模的一個家庭暴力服務機構
網絡，因此憑著自身經驗了解這份法案對紐約州境內的倖存者具有的重要意義，
並作為全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家庭暴力服務機構網絡的成員，服務於 46 個州的 200
多萬個婦女和兒童，感謝州長在這個問題上發揮領導能力，並希望紐約州議會將在
全國推廣家庭暴力與槍支安全法案。」
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批准了美國最強有力的槍支管控法規，透過批准這份法
案，紐約州的槍支法規得到了進一步鞏固，用於確保家庭暴力與致命的槍支暴力斷
開眾所周知的關聯。美國歷史上發生過 10 起最致命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其中包括
拉斯維加斯市 (Las Vegas) 和薩瑟蘭斯普蘭未建制社區 (Sutherland Springs)， 當中
的 9 起事件中，射手有對婦女施暴、威脅對婦女施暴、騷擾婦女或對婦 女施加詆
毀的既有案底。此外，施暴的伴侶獲准持有武器時，其伴侶被殺的可能性會增加五
倍。2016 年，紐約州發生的 35 起家庭暴力兇殺案使用了武器。
除了持續改進紐約州的槍支法案，葛謨州長今年二月帶頭設立了『槍支安全州
(States for Gun Safety)』聯盟，用於在聯邦政府持續不作為的情況下抗擊槍支暴力
氾濫問題。紐約州與新澤西州 (New Jersey)、康耐迪克州 (Connecticut) 以及羅德島
州 (Rhode Island) 簽訂協議，用於追蹤非法槍支並截獲這些槍支、更好地共享被 禁
止購買或持有武器的人員的資訊，並設立美國首個地區槍支暴力研究聯盟。馬薩諸
塞州 (Massachusetts)、特拉華州 (Delaware)、波多黎各州 (Puerto Rico) 也加入了該
聯盟，該聯盟目前代表 3,500 多萬個美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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