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2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環保職員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OFFICERS，ECO) 

和護林員  (FOREST RANGERS，FR) 最新畢業班   

 

40 個新成員從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第  21 期軍裝警員基礎培訓班  (21st Basic School for Uniformed Officers)  

畢業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  31 個環保職員和  9 個護林員從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第  

21 期軍裝警員基礎培訓班畢業。  40 個新官員於今天，8 月  25 日，星期五在珀

拉凱斯鄉 (Pulaski) 卡勒特劇院  (Kallet Theater) 舉辦的正式頒獎典禮上領取畢業證

書。  

 

「這些官員和護林員是紐約州環境的第一道防線，藉著增加這個畢業班，我們的

自然資源和野生生物仍將是首要工作，因為我們致力於保護紐約民眾和遊客的健

康與安全，」州長葛謨表示。「我祝賀這些新畢業的官員，他們將發揚紐約州環

境管理的優良傳統，保護我們的公民和自然資源，為紐約服務，為後世造福。」  

 

基礎培訓班在奧斯威戈郡  (Oswego County) 珀拉凱斯鄉公共保護辦公室  (Office of 

Public Protection) 培訓學院 (Training Academy) 舉辦，該學院沿著鮭魚河  (Salmon 

River) 建造。  

 

該學院於 2 月 12 日開課，為期  28 週。培訓和課程包括環境保護法、刑事訴訟

法、車輛與交通法、體能訓練、槍支、野生生物識別、應急車輛使用、搜救、  

地面導航、划船、林野滅火。  

 

「多虧了這些敬業的男男女女，紐約州的環境和自然資源才得到了更好的服務和

保護，」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 ·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我們新的

環保職員將保護空氣、土地、水、野生生物的健康。我們新的護林員將保護  500 

多萬英畝的州土地防範森林火災，並在全州開展搜救工作。這些畢業生對紐約州

護林員和環保職員值得自豪的歷史和敬業的隊伍起到了很好的補充作用。」  



 

 

 

第  21 期基礎培訓班畢業生：  

 

環保職員   

環保職員莎拉  G. 巴瑞特  (Sara G. Barrett)，紐約州費爾普斯鎮  (Phelps)  

環保職員亞倫  J. 博尼拉  (Aaron J. Bonilla)，紐約州北錫拉丘茲鄉  (North Syracuse)  

環保職員泰勒  M. 黛拉· 羅科 (Taylor M. Della Rocco)，紐約州伯爾尼鎮  (Berne)  

環保職員布倫丹  P. 迪克森 (Brendan P. Dickson)，紐約州東夸格村  (East Quogue)  

環保職員肖恩  T. 杜比斯  (Shane T. Dobies)，紐約州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環保職員康納  A. 道奇  (Connor A. Dodge)，紐約州北托納旺達市  (North Tonawanda)  

環保職員傑瑞米  M. 法登 (Jeremy M. Fadden)，紐約州普萊西德湖鄉  (Lake Placid)  

環保職員瑞安  T. 格羅甘 (Ryan T. Grogan)，紐約州赫基默郡  (Herkimer)  

環保職員約書亞  P. 哈維 (Joshua P. Harvey)，紐約州瓦納科納村  (Wanakena)  

環保職員考瑞  J. 霍尼塞克  (Corey J. Hornicek)，紐約州霍頓維爾市  (Hortonville)  

環保職員雅各布  A. 揚可夫斯基  (Jacob A. Jankowski)，紐約州頓柯爾克市  (Dunkirk)  

環保職員約書亞  T. 嘉里奇 (Joshua T. Jarecki)，紐約州克萊維爾鄉  (Clayville)  

環保職員傑弗里  P. 約翰斯頓 (Jeffrey P. Johnston)， 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PA) 沃明斯特鎮  (Warminster)  

環保職員羅伯特  M. 考弗赫 (Robert M. Kaufherr)，紐約州森特里奇村  (Centereach)  

環保職員瑞安  W. 凱利 (Ryan W. Kelley)，紐約州保爾史密斯村  (Paul Smiths)  

環保職員扎卡里  M. 科哈諾夫斯基  (Zachary M. Kochanowski)，紐約州沃特維爾鄉  

(Waterville)  

環保職員阿曼達  M. 萊爾科 (Amanda M. Lerch)，紐約州迪克斯山村  (Dix Hills)  

環保職員羅伯特  J. 麥克卡比  (Robert J. McCabe)，紐約州沃丁里弗村  (Wading 

River)  

環保職員亞當  L. 姆霍  (Adam L. Muchow)，紐約州克拉倫斯鎮  (Clarence)  

環保職員尼古拉斯  G. 尼古拉斯 (Nicholas G. Nicholas)，紐約州約翰斯頓鎮  

(Johnstown)  

環保職員達斯丁  T. 奧斯本 (Dustin T. Osborne)，紐約州南新柏林鎮  (South New 

Berlin)  

環保職員丹尼爾  R. 普洛斯 (Daniel R. Plows)，紐約州布魯克菲爾德鎮  (Brookfield)  

環保職員扎卡里  T. 普倫迪塞  (Zachary T. Prentice)，紐約州奧本鎮  (Auburn)  

環保職員肖恩  W. 洛克菲勒 (Sean W. Rockefeller)，紐約州奧利安市  (Olean)  

環保職員馬修  S. 盧瑟福  (Matthew S. Rutherford)，紐約州阿弗里爾帕克村  (Averill 

Park)  

環保職員克洛伊  S. 斯萬森 (Chloe S. Swansen)，紐約州普特南古鎮  (Putnam 

Valley)  

環保職員馬修  T. 錫伯杜  (Matthew T. Thibodeau)，紐約州愛德華堡鎮 (Fort Edward)  

環保職員凱文  N. 瓦姆斯雷  (Kevin N. Wamsley)，紐約州派恩普萊恩斯鎮  (Pine 

Plains)  



 

 

環保職員瑞安  W. 溫 (Ryan W. Wing)，紐約州芒特維森市  (Mt.Vision)  

環保職員馬克斯  D. 沃頓 (Max D. Woyton)，紐約州那不勒斯鎮  (Naples)  

環保職員邁克爾·沃茲尼亞克  (Michael Wozniak)，紐約州蘭開斯特鎮  (Lancaster)  

 

護林員   

護林員卡里  C. 巴克 (Calee C. Baker)，紐約州沃倫斯堡鎮  (Warrensburg)  

護林員馬克  A. 布蘭德  (Mark A. Brand)，紐約州水牛城  (Buffalo)  

護林員小理查德  D. 弗蘭克 (Richard D. Franke, Jr.)，紐約州利伯蒂鎮  (Liberty)  

護林員約翰  T. 嘎尼 (John T. Gagne)，紐約州朗德陶普山  (Round Top)  

護林員林肯  N. 哈諾 (Lincoln N. Hanno)，紐約州卡斯特蘭德鄉  (Castorland)  

護林員馬修  S. 赫藤保戈  (Matthew S. Hettenbaugh)，紐約州切利克里克鎮  (Cherry 

Creek) 

護林員帕特里克  L. 利 (Patrick L. Lee)，紐約州勞維爾鎮  (Lowville)  

護林員約翰  J. 魯舍四世  (John J. Rusher, IV)，新澤西州 (New Jersey，NJ) 湯姆斯

河鎮 (Toms River)  

護林員瑞安  A. 威肯斯  (Ryan A. Wickens)，紐約州傑尼瓦市  (Geneva)  

 

環保職員原本稱作狩獵動物保護者  (Game Protectors)，於 1880 年首次任命，負責

調查鹿群的狀況、在當地水道檢查釣魚許可證、監督企業傾倒化學物質的情況。

2016 年，環保職員在全州共處理了  2.64 萬起事件，並對犯罪行為開出  22,150 張

罰單，包括鹿偷獵、企業傾倒化學物質、非法採礦、黑市寵物交易、排放量超標

問題。  

 

「自 18 世紀 80 年代起，執法科開展的工作就對保護紐約州豐富的自然資源起著

重要作用，如今更甚從前，」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執法科  (Division of Law 

Enforcement) 科長約瑟夫·施耐德  (Joseph Schneider) 表示。「從蒙托克角  

(Montauk Point)、水牛城到阿迪朗代克山脈  (Adirondack) 的蠻荒之地，環保職員執

行清潔空氣和清潔水規章制度、支持涉及捕魚和捕獵的法律、調查大規模環境犯

罪或確保固體垃圾的管理，從爾保護紐約州不受環境損壞和開發帶來的影響。」  

 

護林員最初稱作消防員，該職位於  1885 年設立森林保護區  (Forest Preserve) 時任

命。護林員的職責主要是保護州土地和森林，包括搜救任務、林野滅火、向公眾

宣傳州土地的安全使用。2016 年，DEC 護林員執行了  356 次搜救行動、撲滅了  

185 場山火，這些山火總共燒毀了  4,191 英畝土地、處理案件並發放了近  3,000 

多份罰單或逮捕。  

 

「我們委託這些人保護紐約州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數百萬英畝州土地和公共土

地，」紐約州環境保護廳森林保護科  (Division of Forest Protection) 科長艾瑞克·

拉赫  (Eric Lahr) 表示。「無論天氣、地形或任何時間，我們的護林員都設法防範



 

 

公共土地被非法使用、在野外搜索失蹤人員、在偏遠地區營救戶外遊憩人員和遊

客、保護我們的森林土地防禦野火。」  

  

這個畢業班將與現有的  275 個環保職員以及  131 個護林員並肩作戰，在全州提供

服務。最新一期班的新進人員則從一批資歷合格的人員中選出，他們均通過了  

2013 年舉行的、距離現在最近的一次公務員  (Civil Service) 考試。 

  

如需查看州環保職員的職務資歷，請在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網站上瀏覽環保職員的

職務描述網頁：  www.dec.ny.gov/about/746.html；如需查看護林員的資訊，請瀏覽

護林員的職務描述網頁：  www.dec.ny.gov/about/7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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