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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本週末紐約將舉行首屆全州動物水上救援培訓  (ANIMAL WATER 

RESCUE TRAINING) 

 

紐約將與美國愛護動物協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ASPCA) 在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展開首次同類型合作；6 月  4 日

星期日面向媒體開放  

 

實踐教學涉及水上救生救援技能，幫助寵物應對洪災緊急情況  

 

來自全州各地的近四十多隻社區動物響應團隊  (Community Animal Response 

Teams) 和應急服務成員  (Emergency Servie Members) 將參與本次培訓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本州與美國愛護動物協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ASPCA) 展開合作，舉辦本州首屆災難響應訓練

營 (Disaster Response Bootcamp) 培訓，向本州境內社區動物響應團隊和應急響應

機構的成員教授重要的動物水上救援技能。6 月 3 日至 4 日，紐約州農業市場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動物行業部 (Animal Industry 

Division) 和美國愛護動物協會  (ASPCA) 將在奧爾巴尼縣  (Albany County) 費拉布什

市 (Feura Bush) 的羅森湖 (Lawson’s Lake) 湖面上，對代表本州七大區域的人員進

行培訓。本課程將向應急響應人員、動物控制警官和志願者們教授救生實踐培訓技

能，使得他們能夠在洪災緊急事件期間更好地幫助寵物。  

 

「近年來，不可預知的惡劣天氣狀況已經成為了全球各地需要面對的新現實，」

葛謨州長表示。  「本課程將向紐約各地民眾教授重要的動物救援培訓技能，使得

他們能夠利用所學知識，在緊急狀況下幫助動物們抵達安全地帶。」  

 

這一週末課程將于  6 月 2 日在紐約州農業市場部內部教室開課。6 月 3 日和 4 日

則將在水上進行實地培訓。平潮救援課程是實踐教授課程，並將涉及設備和安全、

水上救援技巧和船隻操縱等技能。  



 

針對本次培訓的攝影和媒體採訪機會將於以下時段舉行：  

6 月 4 日星期日  

早上 10:00 點——中午 

羅森湖遊客中心  (Lawson’s Lake Visitor’s Center) 

293 Lawson Lake Road 

Feura Bush, NY 12067 （將有指示牌引領媒體人士至湖邊）  

 

州農業部部長  (State Agriculture Commissioner) 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

示：「隨著我們越來越頻繁地看到東北部  (Northeast) 地區的天氣越來越不可測，

有時甚至可以迅速轉為危險狀況。這次培訓將極大程度地幫助全州境內的動物響應

團隊和志願者們，確保我們的寵物能夠在緊急事件發生時受到保護。這些技能已經

驗證。能夠與  ASPCA 在這一重要事務上展開合作，我們倍感自豪！」  

 

ASPCA 災難響應高級主管迪克 ·格林  (Dick Green)博士表示：「這類專屬動物響應

培訓是在災難期間保護寵物安全的重要一環。ASPCA 衷心感謝能夠獲得這次機會

與紐約州農業市場部一起推動這一救生專案，幫助本地機構提高技能，進一步保護

紐約州境內的寵物和寵物主人。」  

 

ASPCA 實地調查和響應團隊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Response) 頻繁應對我國境內

的各類自然災害，並為當地社區提供必要資金、培訓和技能，有效幫助面臨災難和

受虐時的動物們。災難響應訓練營專案於  2014 年由 ASPCA 和格林博士設立。目

前這一訓練營已經在我國境內不同區域舉辦了十多次。紐約州作為自然災害（包擴

洪災）高危區域，也是本專案的一個重點州。  

 

來自奧爾巴尼縣、布魯姆縣  (Broome)、達奇斯縣  (Dutchess)、斯科哈里縣  

(Schoharie)、薩拉托加縣  (Saratoga) 和尼亞加拉縣  (Niagara) 的社區動物響應團隊

參加了本次培訓。此外，除了當地志願消防局的參與以外，以下應急響應機構、動

物收容所和州政府機構也參與了本次培訓：  

• 奧爾巴尼縣警察局  (Albany County Sheriff)  

• 奧爾巴尼縣和倫斯勒縣  (Rensselaer) 動物響應專案  (Animal Response 

Project)  

• 美國紅十字協會  (American Red Cross) 

• 哥倫比亞縣格林縣人道主義協會  (Columbia Greene Humane Society) 

• 埃爾邁拉警察局  (Elmira Police Department) 和埃爾邁拉動物控制中心  

(Elmira Animal Control) 

• 伊利縣應急服務  (Erie County Emergency Services) 

• 吉爾德蘭警察局  (Guilderland Police) 和吉爾德蘭動物控制中心  (Guilderland 

Animal Control) 

• 莫霍克哈德遜人道主義協會  (Mohawk Hudson Humane Society) 



• 紐約州衞生部  (NYS Department of Health，DOH) 

• 紐約州應急服務辦公室  (NYS 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 

• 斯科哈里縣應急服務  (Schoharie County Emergency Services) 

• 耶芝縣應急管理  (Yates County Emergency Management) 

 

奧爾巴尼縣警長辦公室  (Albany County Sheriff’s Office) 和奧爾巴尼縣縣長辦公室  

(Albany County Executive’s Office) 負責協助本次培訓的後勤工作。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國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和奧爾巴尼縣划艇中心  (Albany Rowing Center) 捐贈了設備、出借了船隻

供該部門和  ASPCA 進行培訓。  

 

紐約州農業市場部州政府獸醫戴維 ·史密斯 (David Smith) 博士表示：「動物安全

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這一培訓專案是改善州政府維護寵物安全能力的一種絕佳

方式。透過合併課堂教學和實踐培訓，本訓練營為應急預備工作提供了全套解決方

案。我期待著與  ASPCA 一起，在紐約州首推這樣的培訓。」  

 

奧爾巴尼縣縣長丹尼爾  P. 麥科伊  (Daniel P. McCoy) 表示：「我很高興我們能夠

幫助 ASPCA 和農業市場部為應急先遣隊舉辦這次救援技能培訓。本次培訓將提供

應對與天氣相關緊急事件的各種工具。當本地區遭到颶風艾琳  (Hurricane Irene) 和

熱帶風暴李  (Tropical Storm Lee) 肆虐之時，我們就感到急需這類救援。」  

 

奧爾巴尼縣警長克雷格 ·艾博  (Craig Apple) 表示：「奧爾巴尼縣擁有許多本機構需

要定期巡邏的開闊水域。紐約州農業市場部和  ASPCA 聯合舉辦的這類動物水上救

援培訓將更好地武裝我們的應急先遣隊的警官們和郡動物應急團隊  (County Animal 

Response Team，CART)，幫助他們應對這類事件。鑒於此，我很高興能夠提供設

備和後勤支持，展開合作並提供援助。」  

 

美國愛護動物協會  (ASPCA®) 簡介  

美國愛護動物協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ASPCA) 成立於 1866 年，是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首個動物福利機構，是我國

為動物爭取權利的主要機構。ASPCA 目前擁有超過  200 多萬支持者，其使命在於

在美國 (the United States) 境內提供預防動物受虐的有效措施。作為一家按照  

501(c)(3) 條款設立的非營利機構，ASPCA 是我國反對動物虐待、開展社區外展和

動物保健服務的領頭羊。如需獲取更多資訊，請造訪：www.ASPCA.org；請務必關

注 ASPCA 的臉書 (Facebook)、推特 (Twitter) 和因思特館 (Instagram)。 

 

紐約州農業市場部  (NY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簡介 

 

該部門透過多個分部和計畫，旨在促進紐約農業的發展，推廣優質和多樣的產品、

加強農業環境管理並保護本州的食物供應、土地和牲畜，確保紐約州農業的可行性

http://www.aspca.org/
http://www.facebook.com/aspca
https://twitter.com/
http://www.instagram.com/aspca


發展與增長。本部門的土地水利部  (Land and Water Division) 旨在透過農田維護、

農田保護和積極環境管理來保護紐約州的土地和水資源。  

 

本部門負責運營「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管理「品嚐紐約  

(Taste NY)」計畫、「新鮮互聯  (FreshConnect)」和新設立的「紐約生長和認證 

(New York State Grown and Certified) 」計畫。請透過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關注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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