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2 月 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呼籲聯邦政府盡快通過針對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的強健聯邦援助方案  (FEDERAL AID PACKAGE)  

  

與羅賽洛州長  (Governor Rosselló) 一起訪問當前的恢復重建作業，  

并針對該島遭受的  944 億美元損失立即提供重建資金   

  

訪問並感謝  450 名援助電力修復工作的紐約公用事業工人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呼籲聯邦政府盡快通過一項強健的聯邦援助方案，  

針對瑪利亞颶風  (Hurricane Maria) 給該島造成的  944 億美元的損失進行重建。  

紐約州透過「帝國州救災重建工作  (Empire State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 

和「互幫互助  (Mutual Aid)」程式，現已為該島提供了大量資源；紐約州的官員們

也在 11 月初與其他企業和非營利性組織一起，援助波多黎各政府的損失評估工

作。這項評估工作現已完成，州長已於今日抵達波多黎各，與羅賽洛州長一起訪

問當前的恢復重建作業，並強調為了全體美國民眾，該島需要從聯邦政府處盡快

獲得資金，贏得基本公平。  

  

「紐約民眾將繼續與波多黎各人民站在一起，共同面對持續危機，」州長葛謨 

表示。  「波多黎各在重建恢復的道路上仍舊有很長的路要走。然爾聯邦政府卻對

這次危機的不當處理，且將波多黎各人民視作二等公民，他們應引以為恥。國會

應當給予這一事務適當的關注度，並盡快為波多黎各提出的  944 億美元的恢復重

建計畫提供全部資金。」   

  

70 多天前，自重建恢復工作最初啟動以來，波多黎各一直都在取得進展。然爾，

這類改進工作因聯邦政府未能給予全面響應爾受到了巨大阻撓。目前，該島大約

三分之一的電力仍舊未能恢復，電網和適應力損失高達  177 億美元；但價值  310 

億美元的房屋損毀現已得到恢復。「帝國州救災重建工作」將繼續為波多黎各提

供供給和其他資源，但為了解決該島面臨的最嚴峻問題，聯邦政府必須立即採取

行動，為全面重建恢復計畫提供充足資金。  

  



 

 

葛謨州長訪問波多黎各期間將與來自紐約的公用事業工人會面並致謝。這些工人

透過互幫互助的流程抵達此地，援助該島的電網恢復工作。紐約現已從紐約電力

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聯合愛迪生公司  (Con Edison)、國家電網 (National 

Grid)、 PSEG、哈德遜中部電氣公司  (Central Hudson Gas & Electric Corp) 和先鋒

電網網絡公司  (AVANGRID) 向該島派出  450 多名公用事業工人。這些工人正與波

多黎各電力局  (Puerto Rico Electric Power Authority) 直接展開協調，並與美國陸軍

工程兵團 (United State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開展合作。颶風瑪利亞 

(Hurricane Maria) 結束後，紐約電力局的首批工作人員協助波多黎各電力局對損失

實施分類，並幾乎評估了該島全部  360 個變電站。  

  

除了這些公用事業工人以外，一隻由紐約電力局帶頭、由  28 個成員構成的電力

修復戰術小組  (Tactical Power Restoration team) 則專門負責配電系統損失評估；

另有一隻 15 人小組被指派負責協助加快向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提交必要的文件，用於獲取補償款。  

  

颶風過後，紐約州立即開展帝國州賑災與災後重建工作  (Empire State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 用於援助波多黎各。除了給該島提供援助，紐約州醫療界的  156 

個志願醫療人員已趕赴波多黎各，在島上各地為公民提供亟需的醫療援助。志願

者計畫得以實現，歸功於大紐約醫院協會  (Greater New York Hospital 

Association)、紐約州醫療協會  (Healthcar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State)、紐約州

社區醫療協會 (Community Health Car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State)、紐約州護士

協會 (New York State Nurses Association)、1199 國際服務業員工工會  (1199 

Service Employee International Union, 1199SEIU)。志願者團隊於昨日抵達並將部署  

14 天，將在馬納蒂市  (Manati) 聯邦醫療中心  (Federal Medical Center) 服務，或參

加波多黎各災害醫療救援隊  (Disaster Medical Assistance Team) 開展的重要救援任

務來提供支持服務。  

  

紐約州還與與大紐約醫院協會、艾弗亞基金會  (Afya Foundation)、紐約猶太聯盟  

(UJA-Federation of New York) 合作，繼續向波多黎各運送應急物資。這次合作關

係協調各方面工作，包括提供私人噴氣飛機並採購  100 多萬美元的物資，現已給  

16 家醫院和醫療機構以及  12 個社區組織提供  3 萬多磅的藥物和醫療用品，用於

幫助確保波多黎各居民獲得重要的醫療服務。運送的物資包括重要的醫療用品，

包括 3,000 瓶胰島素、移植手術藥品、兒科腫瘤藥品、抗生素和疫苗。  

  

葛謨州長還聯繫紐約市的主要商業組織紐約市夥伴，在公共基金紐約社區基金會  

(New York Community Trust) 設立波多黎各救災和重建基金  (Puerto Rico Relief & 

Rebuilding Fund)，該組織將負責向波多黎各當地慈善機構發放善款，幫助當地民

眾修復颶風瑪利亞造成的破壞並重建，並重點關注最需要幫助的家庭和社區。  

商業社區目前正在征集各種資金和物資捐獻，最低捐獻額度為  10,000 美元。 

  



 

 

帝國州賑災與災後重建工作   

  

紐約州截至目前已經給波多黎各提供了下列物資並分配了這些物資：  

•  210 萬瓶飲用水  

•  270 萬瓶獨立包裝的嬰兒濕巾   

•  160 萬包尿布  

•  28.43 萬包女性用品   

•  67,000 萬罐嬰兒食品   

•  37,000 包乾糧  

•  23,015 萬份罐裝食品   

•  1.52 萬瓶/磅果汁/運動飲料  

•  8,600 萬臺太陽能燈   

•  與大紐約醫院協會  (Greater New York Hospital Association，GNYHA) 和艾弗

亞基金會 (Afya Foundation) 展開合作，向聖胡安 (San Juan)、維切克島  

(Vieques)、庫萊布拉島  (Culebra) 和其他地區提供超過  100 萬美元重要藥物

和供給  

•  225 臺濾水器  

  

並部署了：  

  

•  457 名紐約州公用事業工人，包擴一隻由  NYPA 帶領的  28 人電力修復戰術

小組和 15 人構成的損失評估專家組。   

•  132 個國家警衛隊 (National Guard) 軍事警察   

•  125 個國家警衛隊工程師   

•  國家警衛隊的  60 個士兵  

•  4 架黑鷹 (Black Hawk) 直升機   

•  14 個飛行員  

•  156 個志願者醫生、醫生助手、護士、執業護士   

•  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的 70 多個工作人員   

•  州警隊的 130 多個警員   

•  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的 24 個專家  

•  五人後勤支持團隊，來自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的 2 位無人

機駕駛員  

  

  



 

 

如需獲取與波多黎各當前救災和減災工作有關的資訊，瞭解您可以如何提供援

助，請造訪州長面向波多黎各以及美屬維爾京群島啟動的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

網頁。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https://n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ny.gov%2Fprograms%2Fempire-state-relief-and-recovery-effort-puerto-rico-and-us-virgin-islands%23_blank&data=02%7C01%7CDanielle.Manupella%40digital.ny.gov%7C7f742296d99748cdddab08d51255eb22%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1%7C0%7C636435082602684603&sdata=sPRGoO8q4iSWwPlh%2Fd1O4tDXRPqLhbCDRdv%2B8psN4nE%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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