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9 月 23 日  州長凱西．霍楚爾 

 

 
雷暴及大雨預計將於週五襲擊紐約州部分地區，霍楚爾州長指示本州各機構準備應急物

資  

  
紐約州南部地區、哈得遜中部地區、首府地區、紐約市及長島地區週五早間的降雨量可

能會達到 3 英吋  

  
暴風雨可能會伴隨破壞性強風，造成樹木倒塌和電路中斷  

  
州長凱西·霍楚爾今天指示本州各機構準備應急物資，因為一股緩慢移動的冷鋒預計將從

今天開始至週五早間給本州多個地區帶來強降雨。總降雨量可能會達到 3 英吋，紐約州

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紐約市及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各縣局部地區的降雨量可能更大，同時伴有

雷暴天氣。強降雨可能會導致低窪地區的道路洪水氾濫和出現積水，風暴天氣亦可能會

帶來破壞性強風，導致樹木和電線倒塌。霍楚爾州長督促紐約民眾留意最新的天氣預報

並遵從可能發佈的任何地方緊急指令。  

  
「雷暴天氣可能會帶來大雨大風，預計將在今天及夜間影響本州部分地區，某些地方可

能會出現洪水及破壞性強風。」州長霍楚爾表示。「我已指示州內機構準備應急物資，

有需要時即可為地方政府提供協助。紐約民眾應密切關注天氣狀況，並隨時做好準備以

應對緊急情況。」  

  
根據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天氣系統可能會造成大雨和嚴重雷暴威

脅，有時可能會伴隨強風。週五早間某些地區可能會有 1 至 3 英吋降水。隨著雷暴天氣

離開本州，週五之前大部分地區的降雨應該會逐漸減少，上午的持續陣雨也會逐漸減

弱，或在日間逐漸緩解。  

  
如需獲取所在地區的完整天氣建議列表，請參閱所在地區的國家氣象局網站。  

  
政府機構準備工作  

  
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州交通廳已準備好以下物資用於應對颶風：  

• 1,329 輛大型自動傾卸式卡車  

• 294 輛大型裝載機  

https://alerts.weather.gov/cap/ny.php?x=1#_blank


• 80 輛履帶式和輪式挖掘機  

• 73 臺切碎機  

• 19 臺裝載機  

• 16 輛配備污水噴射機的真空卡車  

• 15 輛伐木鏟斗車  

  
高速公路管理局 (Thruway Authority)  

高速公路管理局工作人員已準備 659 個操作人員和監督人員應對全州各地因強風或洪水

引起的問題，提供中小型挖掘機、鏟地/傾卸式卡車、大型裝載機、便攜式電子可變訊息

標牌、便攜式燈塔、小型發電機、小型泵機和設備運輸拖車、訊號燈及其他交通管制設

備，用於實施繞行或封道。使用各種資訊標識和社交媒體以提醒高速公路行車人員警惕

路況。  

全州設備數量如下：  

• 205 輛大型自動傾卸式卡車  

• 112 輛小型傾卸式卡車  

• 62 臺裝載機  

• 28 臺拖車  

• 6 臺真空卡車  

• 9 臺覆帶式挖土機  

• 10 臺輪式挖掘機  

• 10 臺灌木切碎機  

• 99 臺電鋸  

• 22 臺雲梯車  

• 21 臺滑移式裝載機  

• 87 臺便攜式發電機  

• 65 臺便攜式照明設備  

  
高速公路管理局還鼓勵機動車駕駛員在其行動裝置上下載其應用程式，iPhone 和 

Android 裝置均可免費下載。該應用程式讓行車人員得以在路途上時能夠直接查看實時

交通攝像頭、即時交通路況資訊以及導航援助。行車人員還可註冊 TRANSalert 電子郵

件以獲取高速公路 (Thruway) 沿線的最新交通狀況，在 Twitter 上關注 

@ThruwayTraffic，以及造訪 thruway.ny.gov 來查看顯示高速公路和其他紐約州公路的

交通狀況的互動式地圖。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的環保警察、護林員、應急管理人員以及地區人員也處在警備狀態、

監測持續變化的情況，並積極巡查惡劣天氣影響的地區和基礎設施。包括快速水上救援

隊在內的所有可用物資均已就定位，可供協助處理各類應急工作。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https://www.thruway.ny.gov/travelers/mobile-app.html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3c434bfa-63d872bd-3c41b2cf-000babd9fa3f-9a3fcde55c02b1cc&q=1&e=3ce02508-c655-4214-93d7-cb7399e243ad&u=https%3A%2F%2Fnam1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F%3Furl%3Dhttps%253A%252F%252Fitunes.apple.com%252Fus%252Fapp%252Fnys-thruway-authority%252Fid1219981541%253Fls%253D1%2526mt%253D8%26data%3D04%257C01%257C%257Ce139e9beb682445ff8d408d97c3fee0b%257C496b87481f5f49a8a46d98a389b1b070%257C0%257C0%257C637677436288761132%257CUnknown%25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253D%257C1000%26sdata%3D9YTiWltJ%252Bsrw3I3pXVz9V5uVZMHtMIkz43kLgId%252F2W0%253D%26reserved%3D0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eca2481e-b3397159-eca0b12b-000babd9fa3f-f0fc4caa5a19c5b9&q=1&e=3ce02508-c655-4214-93d7-cb7399e243ad&u=https%3A%2F%2Fnam1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F%3Furl%3Dhttps%253A%252F%252Fplay.google.com%252Fstore%252Fapps%252Fdetails%253Fid%253Dgov.ny.thruway.nysta%26data%3D04%257C01%257C%257Ce139e9beb682445ff8d408d97c3fee0b%257C496b87481f5f49a8a46d98a389b1b070%257C0%257C0%257C637677436288771085%257CUnknown%25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253D%257C1000%26sdata%3DcG%252BGPxg5w5hsyYFhuYCPXrpSg9hbsE9YddaADrR2d2Q%253D%26reserved%3D0
https://wwwapps.thruway.ny.gov/tas/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108e96bc-4f15affb-108c6f89-000babd9fa3f-ab1b1e928ba1260e&q=1&e=3ce02508-c655-4214-93d7-cb7399e243ad&u=https%3A%2F%2Fnam1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F%3Furl%3Dhttps%253A%252F%252Ftwitter.com%252FThruwayTraffic%26data%3D04%257C01%257C%257Ce139e9beb682445ff8d408d97c3fee0b%257C496b87481f5f49a8a46d98a389b1b070%257C0%257C0%257C637677436288771085%257CUnknown%25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253D%257C1000%26sdata%3DsjwH9TVaLcBiHWSmToDI2AzMqd9KeR%252FPRyntf9XXCi0%253D%26reserved%3D0
https://www.thruway.ny.gov/travelers/map/index.html?layer=cameras


紐約州公園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ark Police) 和公園員工保持警惕，密切關注天氣狀

況及影響。公園遊客應查看 parks.ny.gov 或致電其當地公園辦公室以獲取與公園開放時

間和開放及關閉日期相關的最新資訊。  

  
紐約州公共服務廳  

紐約州公共事業機構目前大約有 5,500 名員工在本州各地開展損害評估、應對、維修和

修復工作。公共服務聽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 工作人員繼續在整個風暴影響恢

復期間跟蹤公用事業單位的工作，並確保公用事業單位將適當的人員配置調配到受影響

最大的地區。  

  
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州警察局已經準備就緒，有需要時即可派遣水上快速救援隊和更多警員前往受影響地

區。紐約州警察局所有的專用車輛已準備好隨時作出響應，包括四輪驅動車輛和公共事

業任務車。所有警隊應急電源和通訊設備均已測試。  

  
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運河集團 (Canal Corporation)  

紐約電力局和紐約州運河集團正在監測天氣狀況並備好所有物資。紐約電力局和運河集

團代表目前與州、縣及當地應急人員保持密切聯絡。紐約電力局亦準備就緒，在需要協

助的情況下即可傳輸電力和調派其他人員。運河集團將透過「航船須知」(Notice to 

Mariners) 警報向民眾提供必要的最新資訊。公眾可以在此處註冊以接收這些通知。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大都會運輸管理局正在採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來保護其運輸網並提供安全的服務。各 

MTA 機構正在密切合作，與當地合作夥伴協調製定計劃以防服務受到影響。紐約大都會

運輸署正在通勤鐵路、地鐵以及機構的橋樑和隧道中預先部署必要的備用設備。在地鐵

方面，維修人員將檢查易受洪水影響地區的軌道排水系統，並準備軌道泵和風暴箱。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鼓勵乘客在大雨和強風期間出行時採取額外的預防措施。其中包括留

出額外的出行時間，在月臺和樓梯上行走時要格外小心，注意路面的濕滑情況，注意頭

頂可能掉落的植物或電線。  

  
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紐新航港局正在監測天氣狀況。橋樑以及十字路口前後的沿路可能會限速。我們建議乘

客透過紐新航港局的設施，直接向承運商及航空公司查詢航班延誤和取消的最新資訊。

欲取得紐新航港局設施的最新相關資訊，請查看社群媒體、註冊紐新航港局警示或下載

其中一個紐新航港局移動應用程式。  

  
安全提示  

  
為惡劣天氣做好準備：  

• 熟知你居住地的郡名和周邊城市名。極端天氣預警按郡發佈。  

https://www.canals.ny.gov/wwwapps/tas/tascanals/index.aspx


• 如果必須立即外出，請瞭解從您的住宅或工作單位前往地勢較高的安全地帶的最

安全路線。  

• 制定並執行「家庭逃生」計劃，並確定家人分離後的會合地點。  

• 列出全部貴重物品的詳細清單，包括家具、衣物及其他個人財產。把清單保存在

安全地點。  

• 準備應急物資，包括罐頭食品、藥物、急救用品、飲用水。把飲用水儲存在乾淨

的密閉容器內  

• 計劃好怎樣安置寵物。  

• 準備好便攜式收音機、手電筒、備用電池、應急炊具。  

• 給汽車加滿油。如果發生斷電，加油站可能多天無法泵油。在汽車後備箱裡放好

災難小型用品箱。  

• 準備好防災用品，包括：  

- 手電筒和備用電池。  

- 電池式收音機和備用電池  

- 急救箱和使用手冊  

- 應急食物和水  

- 非電動開瓶器  

- 基本藥品  

-支票簿、現金、信用卡、自動提款機卡 (ATM)  

  
 如果發生斷電，紐約民眾應：  

• 關閉或斷開主要電器和其他設備，諸如：電腦，以防瞬間電湧損壞這些裝置。確

保一盞燈處於打開狀態以便知道供電恢復。在使用電子設備之處考慮使用電湧保

護器。  

• 致電公共設施服務機構，向其通知斷電狀況，並收聽當地廣播以瞭解官方資訊。

如需獲取公共設施服務機構的清單，請瀏覽州公共服務廳網站。  

• 請查看您鄰居是否有電可用。關照需要獲取公共設施服務或相關功能的人。  

• 只使用手電筒提供緊急照明 - 蠟燭有可能引起火災。  

• 使冰箱和冰櫃的門保持關閉 - 大多數需要冷藏的食品可以安全地保存在密閉的冰

箱內數小時。冰箱如果不開啟，可保持食品冷度大約四小時。裝滿物品的冰櫃將

保持溫度大約 48 小時。  

• 切勿在市內使用炭火烤架，切勿使用煤氣爐加熱 - 這些設備會釋放出有害濃度的

一氧化碳。  

• 在寒冷的天氣，多穿幾層衣服來保暖，並盡量減少在室外的時間。警惕冷應激症

狀（即低體溫症），並在出現症狀時尋求合適的醫療照顧。  

• 如果您住在高層建築裏，爬樓梯並轉移至建築最低層。如果困在電梯裏，請等待

救援。不要嘗試強行打開電梯門。保持耐心——電梯內有充足的空氣且其內部是

爲乘客安全而設計的。  

• 切記爲寵物提供新鮮的涼水。  



• 取消不必要的出行，尤其是駕駛車輛。在停電期間，交通訊號燈將停止工作，會

造成交通擁堵和危險的駕駛狀況。如果您必須在停電期間駕駛車輛，在交通訊號

燈失靈的路口請務必牢記遵循四向停車規則。  

• 請謹記自動提款機和電梯等設備可能會停止工作。  

  
欲瞭解更多安全提示，請造訪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安全提示網站 

www.dhses.ny.gov/oem/safety-info/index.cfm。  

  
###  

 
可造訪網站 www.governor.ny.gov 瀏覽更多新聞 

紐約州 | 州長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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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vernor.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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