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8 月 1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提出美國首份國內恐怖主義法，涵蓋仇恨引發的大規模暴力活動   

  

紐約州《仇恨犯罪國內恐怖主義法  (Hate Crimes Domestic Terrorism Act)》把仇恨

煽動、意圖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的謀殺行為定義為國內恐怖主義行為，其刑罰與其

他恐怖主義行為相當   

  

葛謨還呼籲國會通過一項聯邦國內恐怖主義法，包括禁止使用武器犯下這些罪

行：軍用突擊武器和高容量彈匣，並開展全面的背景調查   

  

葛謨：「白人至上主義者，反猶主義者，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

別者  (LGBTQ) 的白人民族主義者——這些美國人對其他美國人犯下了大規模仇恨

犯罪，我們應該認清這些犯罪活動的本質：國內恐怖主義。它不僅令人反感、不

道德和反美，它也是非法的，我們必須通過頒佈一項適合這種罪行的新法律來應

對它。」   

  

葛謨：「沒有領導就沒有變革。」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提出美國首份國內恐怖主義法，涵蓋仇恨引發的大規模暴

力活動。根據這項提案，因為一群人實際或認為的種族、膚色、國籍、血統、  

性別、性別認同或表達、宗教、宗教習俗、年齡、殘疾或性取向而對其發動大規模

槍擊，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這一變革將有效地恰當處理這些行為：即

作為恐怖主義罪行，承擔與其他恐怖主義罪行相同的懲罰。州長還呼籲聯邦政府頒

佈新的國內恐怖主義法，最終把在美國本土發生的恐怖主義行為定義為恐怖主義行

為。他還呼籲聯邦政府禁止最常用於製造這些大規模殺戮的武器，軍用攻擊性武器

和高容量彈匣，並實施全面的背景調查。   

  

「我們仍然把恐怖主義視為外國人犯下的罪行，」葛謨州長表示。「的確如此，

但是這只是一部分事實——我們現在面臨著反恐怖主義的兩場前線戰爭。它是由仇

恨滋生而來的：來自國外的仇恨和國內的仇恨。白人至上主義者，反猶主義者，  

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的白人民族主義者——這些美國人對其

他美國人犯下了大規模仇恨犯罪，我們應該認清這些犯罪活動的本質：國內恐怖主

義。不是因為外國意識形態而變得激進，而是因為仇恨其他美國人而變得激進的美

國公民也是恐怖分子。如今，美國人發動恐怖襲擊的可能性是外國人發動恐怖襲擊



 

 

的三倍。它不僅令人反感、不道德和反美，它也是非法的，我們必須通過頒佈一項

適合這種罪行的新法律來應對它。」   

  

「我們不能容忍紐約州發生任何形式的暴力或仇恨活動，」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項領先全國的法案將處理和預防針對種族、性別、宗教

和其他性取向人群發動的大規模槍擊事件。那些企圖分裂我們，用恐怖主義和暴力

威脅我們安全的人必須受到懲罰。我們致力於保護紐約州全體民眾，並頌揚使我們

成為帝國州  (Empire State) 的多樣性。」  

  

參議會多數黨領袖安德莉亞·史都華 -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表示， 

「紐約州在保護人權、打擊極端主義和接納多樣性方面始終處於領先地位。我們在

全國各地看到的仇恨犯罪和國內恐怖主義活動數量的增加是不可接受的，紐約州必

須站出來反擊。參議會民主黨多數派始終在努力保護和擴大紐約民眾的權利，確保

本州全體居民都感到安全和受歡迎。我們期待著與州長和議長共同努力，推進這些

重要目標。」   

  

眾議會議長卡爾·黑斯蒂  (Carl Heastie) 表示，「眾議會多數黨譴責一切形式的仇

恨，我們必須始終正視它。最近在埃爾帕索市  (El Paso) 發生的大規模槍擊事件以

及過去幾年發生的其他可怕事件表明，我國正在經歷一種令人不安的趨勢，即完全

可以稱得上是國內恐怖主義的有針對性的仇恨犯罪。我感到自豪的是，眾議會帶頭

擴大了紐約州全體民眾的個人權利，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保護和維護這些經過艱苦

鬥爭才爭取到的自由。多樣性是我們的優勢，我們將與參議會和州長合作制定有效

的法律，確保紐約州全體民眾的安全。」   

  

美國眾議員哈基姆·杰弗裡  (Hakeem Jeffries) 表示，「紐約州永遠不會成為容忍仇

恨和暴力的地方。葛謨州長堅定地帶頭打擊槍支暴力和國內恐怖主義活動，因此應

該受到讚揚。我們現在必須在聯邦政府層面採取行動禁止戰爭武器。仇恨和暴力在

我們的家庭和社區裡沒有立足之地。」   

  

紐約市議會  (New York City Council) 發言人考瑞·約翰遜  (Corey Johnson) 表示，

「我們的恐怖主義法規不應該助長外國恐怖分子是本國唯一威脅的錯誤觀念。我們

知道國內恐怖主義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應該更新法律來應對這個可悲的現實。

多樣性是我們的優勢，我感謝葛謨州長採取這些措施。我呼籲聯邦政府效仿紐約州

的做法，制定合理的槍支管制措施並禁止攻擊性武器。」   

  

國內恐怖主義法   

  

最近發生在埃爾帕索市  (El Paso) 沃爾瑪超市  (Wal-Mart)、奧蘭多市  (Orlando) 夜總

會、查爾斯頓市  (Charleston) 教堂、匹茲堡市  (Pittsburgh) 猶太教堂和波威市  

(Poway) 猶太教堂等地的大規模槍擊事件，都是旨在恐嚇整個美國公民群體的犯罪



 

 

行為。這些行為目前不被視為恐怖行為；州長今天提出的法案將把它們歸類為恐怖

行為。  

  

州長今天提出的新法案把這些行為稱為恐怖主義活動。根據這項提案，擬議的標準

與紐約州現行的仇恨犯罪法的標準相呼應，創造了新的國內恐怖主義仇恨犯罪罪

名，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州長提出的新法令將把大規模傷亡定義為任何造成至少  1 人被謀殺和至少  2 人被

謀殺未遂，並且這種暴力是由仇恨引起的事件。這種大規模傷亡的定義將與聯邦調

查局 (FBI) 對大規模殺戮的定義平行，後者的定義是三人或三人以上死亡。   

  

最後，該法案還將成立國內恐怖主義工作組，該工作組調查大規模槍擊事件、建議

採取措施防止潛在的大規模槍擊和槍擊事件，並提議在可能成為大規模槍擊者目標

的地點採取安全措施。該工作組將按照要求向州長和州議會提供調查結果。   

  

州長呼籲華盛頓  (WASHINGTON) 制定聯邦國內恐怖主義法，並批准與紐約州領先

全國的槍支安全法相呼應的法案   

  

州長還呼籲聯邦政府頒佈新的國內恐怖主義法，最終把在美國本土發生的恐怖主義

行為定義為恐怖主義行為。他呼籲聯邦政府通過與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槍支安全法相

一致的立法，包括禁止最常用於大規模殺戮的武器，即軍用攻擊性武器和高容量彈

匣，並要求開展全面的背景調查。   

  

在葛謨州長帶領下，紐約州通過了全國最嚴格的槍支管制法，包括在  2013 年頒布

《紐約彈藥和槍炮執行法案  (Secure Ammunition and Firearms Enforcement Act, 

SAFE Act)》以確保重罪犯人和精神疾病患者遠離槍支，並確保民間的槍支販賣需

經過背景核查，禁止販賣高容量的彈匣和突擊武器，並提高非法使用槍支的刑事刑

罰。  

  

《紐約彈藥和槍炮執行法案》通過以來，國家官員已經收到了精神衛生專業人員提

供的 139,371 份報告，這些報告的目的是使武器遠離患有精神疾病的人，這些人可

能『從事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嚴重傷害的行為』。這些報告代表近  9.8 萬人，他們有

潛在的危險心理傾向，這些報告用來通知暫停或吊銷武器許可證的有關地方許可官

員，並促使地方執法官員移走未交出的武器。   

  

紐約州在六年前通過了這些法律，它們已經生效。合法的槍支擁有者的權利沒有受

到侵犯，但是沒有必要，危險的武器不在街上，危險的精神病患者不能使用槍支。   

  



 

 

州長近期還頒布了《危險信號法案》，旨在禁止對自己或他任構成威脅的人群購買

槍炮。紐約州是全國首個透過法院介入，授權教師和學校行政人員阻止校園槍擊事

件的州。這一法律也針對眾所周知的家庭暴力和致命槍支暴力之間的關聯。   

  

州長今年繼續在領先全國的槍支法律的基礎上制定了全面的立法，包括延長背景調

查的等待期；禁止囤積槍支；禁止無法偵測的槍支；擴大火器安全存放空間法律；

防止校區讓教師採取武裝；並制訂全州法規以實施槍支回購計畫。   

  

美國眾議員格雷戈里  W. 米克斯  (Gregory W. Meeks) 表示，「毫無疑問，由偏見或

政治意識形態引發的本土暴力已成為本國占主導地位和致命的恐怖主義形式。儘管

這一趨勢日益明顯，聯邦政府卻未能採取相應的行動來應對白人至上主義和仇恨團

體構成的威脅。紐約州能夠明確表示我們認識到的威脅正在互聯網和民族主義言論

的黑暗角落裡潰爛，我很自豪支持葛謨州長重新定義國內恐怖主義，以解釋激進的

美國人實施的恐怖行為。」   

  

美國眾議員卡洛琳  B. 瑪隆尼  (Carolyn B. Maloney) 表示，「我們必須認識到，  

在我國各地表現出來的由仇恨引起的大規模屠殺，其實質是恐怖主義。我和州長站

在一起，對他提出的遏制國內恐怖主義和確保正義得到伸張的法案表示讚賞。仇恨

永遠不會勝利。」   

  

美國眾議員伊薇特  D. 克拉克  (Yvette D. Clarke) 表示，「隨著聯邦政府繼續放棄保

護美國人免受仇恨和偏見的責任，紐約州繼續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為平等樹立榜樣。

州長在任期間曾明確表示，本州不會容忍仇恨。我們感謝州長持續設法來使全體民

眾都感覺受到受到歡迎，感謝他堅持奉行使這個國家變得偉大的價值觀。」   

  

美國眾議員馬克斯·羅斯  (Max Rose) 表示，「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恐怖主義

就是恐怖主義，我們必須清楚地給它貼上標籤並按此對其起訴。我堅決支持州長的

建議，並感謝他帶頭解決這一關鍵問題，以確保運用全部正義力量來對付恐怖分

子。任何美國民眾都不應該生活在對國內恐怖主義的恐懼之中。」   

  

紐約州地區檢察官協會  (District Attorneys Association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DAASNY) 會長戴維德  M. 霍雷  (David M. Hoovler) 表示，「我們的美國同胞因仇恨

犯罪而面臨生命危險時，僅僅譴責偏見毫無意義。感謝州長認識到仇恨和暴力的危

機，並從全國最好的槍支安全措施開始，採取正確的行動來解決這一危機。我們與

州長以及紐約州全體民眾站在一起，共同打擊國內恐怖主義。」   

  

美國主要猶太組織主席大會  (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 執行副會長馬爾科姆·霍恩雷恩  (Malcolm Hoenlein) 表示，「在這個

關鍵時刻，需要道德領導。如果我們要與這種威脅作鬥爭，就必須正確識別和命名



 

 

這種威脅。國內恐怖主義構成與國際恐怖主義同樣大的危險。我們都需要站起來保

護家庭和社區的安全。」   

  

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紐約州會議  (NY State Conference) 主席黑茲爾·杜克斯  (Hazel 

Dukes) 表示，「紐約州長期以來始終是漸進式改革的燈塔，在這些困難時期，  

它再次煥發出光芒。國內恐怖主義是我們社會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葛謨州長表示

『夠了。』這些改革是必要的，旨在幫助我們治癒和保護國家免受進一步的屠殺。

感謝葛謨州長為我們帶路。」   

  

阿爾巴尼亞伊斯蘭文化中心  (Albanian Islamic Cultural Center) 伊瑪目博士塔希爾·

庫克奇  (Tahir Kukiqi) 表示，「我們自豪地與葛謨州長站在一起，終結通常因仇恨

推動的槍支暴力的蔓延。由於州長的領導，紐約州通過了全國最遠大並且最有效的

槍支法。我們決心宣導增加改革，以保護紐約州全體民眾的安全，使他們免受基於

仇恨的恐怖主義的侵害。」   

  

國家行動網絡  (National Action Network) 執行副總裁兼總顧問邁克爾  A. 哈迪  

(Michael A. Hardy) 先生表示，「仇恨在紐約州沒有立足之地，葛謨州長自上任以

來就明確表示過這一點。在州長領導下，在州議會和本州許多反暴力宣導團體的支

持下，紐約州擁有全國最強大的槍支法，我們作為一個群體因此更加安全。我感謝

州長繼續挺身而出，為這些影響到紐約州全體民眾和所有美國人的重要舉措而奮

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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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有享受安全的權利，但是持續不斷的槍支

暴力威脅使我們的公民感到恐懼。  在紐約州，我們更安全、更強大，其他州必須

仿效我們領導人採取的行動。  我們感謝葛謨州長一次又一次地聽取我們對安全的

呼籲，並採取行動加強我們的槍支法，並保護我們的家庭、學校和社區。」   

  

紐約州拉比委員會  (NY Board of Rabbis) 執行副主席約瑟夫·珀塔斯尼克  (Joseph 

Potasnik) 拉比表示，「任何大規模仇恨犯罪都是一種國內恐怖主義行為，應予以

處理。葛謨州長明白，要授權執法部門打擊國內恐怖主義的威脅，我們必須能夠認

清它的真正面目。紐約州沒有仇恨的容身之所，紐約州將帶頭打擊正在我國蔓延的

仇恨驅動的恐怖主義。」   

  

亞美聯盟  (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 執行理事喬安·楊  (Jo-ann Yoo) 表示， 

「我們的國家再也承受不起繼續忽視槍支管制問題，或者繼續把針對我們人民發動

的襲擊稱為國內恐怖主義以外的任何行為。葛謨州長沒有退縮，他呼籲全國在這些

問題上效仿紐約州的做法。我們在道義上有義務和他一起參加這場鬥爭。感謝葛謨

州長採取行動。」   



 

 

  

摩洛哥裔美國婦女權利委員會  (Moroccan American Council to Empower Women) 

會長哈飛達·托雷斯  (Hafida Torres) 表示，「紐約州帶頭解決華盛頓拒絕解決的關

鍵問題。當我們把這些毫無意義的犯罪行為定性為真正的犯罪行為時，我們就可以

開始尋求保護我們公民的解決辦法。葛謨州長打擊國內恐怖主義的計畫是積極的、

明智的和必要的。我感謝州長的領導，他為這個國家的領導能力樹立了強有力的榜

樣。”」  

  

律師語言學家協會  (TransLegal) 會長克里斯汀·普拉塔·布洛德  (Kristen Prata 

Browde) 表示，「我們感謝葛謨州長呼籲基於仇恨的暴力，並發誓要與之鬥爭到

底：國內恐怖主義。本州是自由女神像的故鄉，它是美國自由的象徵。我們和州長

共同捍衛美國理想，決心讓我們的社區遠離槍支和仇恨。」   

  

紐約州律師協會  (New York State Bar Association) 會長漢克·格林伯格  (Hank 

Greenberg) 表示，「紐約州律師協會感謝州長帶頭打擊大規模槍擊事件。  美國正

處於大規模槍擊事件氾濫的局面中。政策制定者必須認識到這些可怕事件的根源，

以便能夠有效地解決這場危機。  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沒有比這更緊迫的問題

了，我們期待著與州長密切合作，解決這一問題。」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社區中心  (LGBT Community Center)  

宣傳長斯扎達·卡德瑞  (Shijuade Kadree) 表示，「槍支暴力和大規模襲擊事件日益

引起人們的關注，特別是對那些經常成為暴力偏見、歧視和仇恨目標的邊緣人群。

我們感謝葛謨州長願意處理威脅我們社區的槍支暴力行為，特別是在聯邦政府選擇

不採取行動保護我們免受這種以白人至上的名義採取的暴力行為的時候。」   

  

紐約市律師協會  (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 執行理事布雷特·帕克  (Bret 

Parker) 表示，「我們呼籲我們選出的官員承認仇恨言論和基於身份的暴力之間的

聯繫，我們感謝州長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使我們的社區變得更安全。」   

  

拉丁裔艾滋病委員會  (Latino Commission on AIDS) 主席兼拉美裔醫療網絡  

(Hispanic Health Network) 創始人吉爾莫勒·查康  (Guillermo Chacon) 表示， 

「全世界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知道紐約州代表著什麼。隨著仇恨之癌在我

國蔓延，紐約州從其多樣性中汲取力量，並作為希望的象徵屹立不倒。葛謨州長明

確表示，紐約民眾不能容忍仇恨，無論何種形式，不管是危險的言辭還是國內的恐

怖主義，紐約民眾都會挺身而出。」   

  

猶太社區關係委員會  (Jewish Community Relations Council) 執行副主席兼執行長

邁克爾·米勒  (Michael Miller) 表示，「紐約州全體民眾的安全是頭等大事，因此，

我們制定了全國最嚴格的槍支法。葛謨州長知道，紐約州的多樣性是我們的優勢。



 

 

葛謨州長帶頭把大規模仇恨犯罪定性為『國內恐怖主義行為』，這表明我們州絕不

容忍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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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願工作者瓊·魯賓  (June Rubin) 表示，「埃爾

帕索市發生由仇恨引發的悲慘槍擊事件後，葛謨州長正在採取措施解決國內恐怖主

義問題，我們對此感到自豪。種族主義、仇外心理、同性戀恐懼症和厭女症拿著槍

出現時，它們是致命的。加上州長今年已經簽署成為法律的槍支安全措施，這項立

法將有助於保護紐約民眾免受槍支暴力。」   

  

吉佛茲公共政策機構：勇敢打擊槍支暴力  (Giffords: Courage to Fight Gun 

Violence) 州議會事務總監妮可·波庫爾  (Nico Bocour) 表示，「槍支暴力是一種流

行病，影響著這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落。本月發生的一連串暴力事件再次悲哀地提醒

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即使是購買學校用品這樣簡單的事情。仇恨引發的暴力活

動數量正在上升，可悲的是，我們看到了當一個充滿仇恨的人很容易就能拿到槍時

會發生什麼。雖然國會未能採取行動制止這場危機，但葛謨州長再次顯示了為建設

更安全的紐約州而奮鬥的勇氣。」   

  

布拉迪運動  (Brady Campaign) 政策副總統克利斯蒂安·海涅  (Christian Heyne)  

表示，「我感謝葛謨州長解決威脅所有美國人生命的仇恨活動。在美國，我們經

常把恐怖主義說成是一種外國威脅，但我們需要指出我國國內全副武裝的恐怖分子

造成的破壞影響，並加以解決。聯邦調查局最近提供的資料顯示，基於種族、宗

教、殘疾和性別實施的仇恨動機犯罪正在增加。不幸的是，我們都很清楚，輕鬆獲

得槍支會讓仇恨變得致命。美國首個以分會為基礎的防止槍支暴力組織『百萬母親

遊行 (Million Mom March)』是 1999 年洛杉磯 (Los Angeles) 猶太社區中心 (Jewish 

Community Center, JCC) 發生槍擊事件後成立的，該組織為布拉迪運動奠定了基

礎。那次國內恐怖主義行為發生在  20 年前的這個月，自那以來，我們的國家經歷

了如此多令人憎恨的悲劇：查爾斯頓市  AME 槍擊案、威斯康辛州  (Wisconsin) 錫

克教徒 (Sikh) 槍擊案、脈動夜總會  (Pulse) 槍擊案、波威市槍擊案和生命之樹  (Tree 

of Life) 槍擊案，以及最近發生在吉爾羅伊鎮  (Gilroy) 和埃爾帕索市的大規模槍擊

案。这種情況不能再继续了。我們與葛謨州長站在一起，共同努力，讓槍支遠離那

些造成傷害的人。」   

  

紐約城市聯盟  (NY Urban League) 執行長阿爾瓦·萊斯  (Arva Rice) 表示，「發生幾

起致命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後，葛謨州長正在採取行動，反對槍支暴力，並保護紐約

民眾。儘管聯邦政府故意不採取行動，忽視了這一真實而危險的威脅，但紐約州正

以美國最嚴厲的槍支法引領前進，幫助拯救生命。  我們感謝州長把這一問題作為

頭等大事，並把紐約民眾的安全放在首位。」   

  



 

 

帕克蘭高中  (Parkland) 槍擊事件受害者斯科特·比格爾  (Scott Biegel) 的母親琳達·

比格爾  (Linda Biegel) 表示，「一個又一個生命被槍支暴力奪去的時候，這個國家

不會向華盛頓尋求答案，而是向紐約州尋求答案。從美國最嚴厲的槍支法到旨在對

國內恐怖主義進行分類的新立法，紐約州始終處於最前沿。我們感謝葛謨州長及其

政府在面對持續不斷的威脅時表現得積極主動，做了我們國家的首都迄今不願做的

事情。」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網絡  (LGBT Network) 總裁兼執行長大衛

奇爾·尼克  (David Kilmnick) 博士表示，「長期以來，當白人民族主義、仇恨犯罪

和大規模槍擊事件像野火一樣在全國蔓延時，華盛頓的領導人卻袖手旁觀。在紐約

州，我們感恩擁有一位敢於反對各種形式偏見的州長，他明確表示，紐約州沒有仇

恨的空間。我感謝州長繼續作出努力，使紐約州成為所有人的希望之光。」   

  

紐約州婦女律師協會  (Women's Bar Association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WBASNY) 會長黛德麗  L. 海  (Deidre L. Hay) 表示，「紐約州婦女律師協會和我國

其他地方一樣，對美國大規模槍擊事件的氾濫感到震驚和悲哀。  我們向在這些毫

無意義的暴力行為中喪生和受傷的人的家屬表示慰問。我們的會員不會忽視受害者

及其家屬受到的影響，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家庭暴力史與犯下這種形式的大規模恐

怖主義之間存在聯繫。  毫無道理地喪失生命和痛苦迫使我們必須尋求解決辦法。

政策制定者必須採取行動，防止未來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我們鼓勵政策宣導者在

保護《美國憲法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體現的權利的同時，制定監管改革措

施和法律改革措施並提出相關的建議。紐約州婦女律師協會仍然致力於審查關於這

一問題的任何擬議立法，銘記我們作為法學家的作用，以及在爭取正義的同時保護

婦女和兒童權利的使命。根據槍支暴力檔案，2019 年發生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已經

造成 520 人死亡，至少  2,000 人受傷，這些數字並沒有反映出受害者家庭和社會

的悲痛和破壞程度。這個問題不能再被忽視了。我們感謝葛謨州長帶頭利用今天的

活動啟動這一艱難但必要的對話。紐約州婦女律師協會期待著與州長合作，用可行

的解決方案來解決大規模槍擊氾濫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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