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1 月 14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預計極端寒冷天氣和可能的暴風雪將於本週末影響本州，霍楚爾州長指示州政府機構準

備應急響應資產  

  
低溫將侵襲紐約全州，其中紐約市溫度低至 10 度、首府地區低至 0 度，北部地區可低

至 -20 度；預計全州風速高達 25 英里/小時  

  
風寒警告的有效期截止週六，紐約西部的風寒低至 -20 度，北部地區和安大略湖沿岸的

風寒低至 -40 度  

  
影響全國的低壓系統可能會在週日晚上到週一早上給整個州同時帶來帶來大雪和寒冷天

氣  

  
極端寒冷的氣溫和越來越大的風今天席捲全州，氣溫和風寒值於今晚到週六將降至危險

水準，所以凱西．霍楚爾州長指示州政府機構準備應急響應資產。風寒警告的有效期為

週五晚上 7 點至週六下午 4 點，紐約西部的風寒值預計將降至 -20 度，北部地區和安大

略湖沿岸的風寒值將降至 -40 度。全州的低溫將在10 到-20度之間。應急響應官員還在

監測可能發生的暴風雪，預計該暴風雪將於週日晚上開始並持續到週一，給全州多個地

區帶來大雪，並可能給長島部分地區帶來沿海洪水。  

  
霍楚爾州長表示，紐約人現在應該為今晚和週六的北極氣團的猛烈襲擊做好準備。「像

這樣的溫度和風寒值危險且有破壞性，所以請減少外出，如果您必須外出，請多穿衣

物，尤其是週六晚上去果園公園 (Orchard Park) 的布法羅比爾隊的球迷。我們州的緊急

行動中心也在監測可能會在週日晚上來襲並持續到週一的暴風雪的預報，我們隨時準備

在地方政府需要幫助時協助他們。」  

  
風寒警告和警報目前在全州範圍內有效，直到週六早上解除。 已向紐約西部 (Western 

Ny)、手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紐約中部 (Central NY)、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莫霍克谷 (Mohawk Valley)、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和哈

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的多個j郡發佈了冬季風暴戒備。  

  
預報稱，冬季風暴將在週日晚上至週一影響該州，但降水的類型和數量仍存在不確定

性。 隨著具體情況變得更加清晰，我們鼓勵紐約民眾在周末密切關注天氣預報。如需獲

取所在地區的完整天氣預報列表，請參閱所在地區的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網站。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alerts.weather.gov%2Fcap%2Fny.php%3Fx%3D1%23_blank&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00c1d0c3848f42ab9c0808d9d7aad13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7795092006268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U%2Bsk%2FWlgCrobvMYzswkLi8UjCTu6xiLrYLbc2tfRUKk%3D&reserved=0


  
政府機構準備工作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應急指揮中心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將在整個

氣候災害期間密切監測天氣狀況、協調州內應急行動，並與當地保持聯繫。州儲備倉庫

已準備好部署物資到各地，以支持任何與風暴有關的需求，包括泵、鏈鋸、沙袋、發電

機、帆布床、毛毯和瓶裝水。  

  
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州交通廳已準備好以下物資用於在多地應對當前的天氣狀況：  

  

• 1602 台大型除雪機  

• 323 台大型裝載機  

• 150 台中型除雪機  

• 51 台牽引式除雪機  

• 39 台吹雪機  

• 23 台配除雪機的皮卡車  

• 19 台平路機  

  
如需獲取出行即時資訊，請撥打 511、造訪 https://www.511ny.org 或下載免費的 

511NY 行動應用程式。  

  
高速公路管理局 (Thruway Authority)  

  
高速公路管理局安排了 681 位操作員和監督員，他們可以隨時應對突發狀況，在紐約州

各地部署 248 台大型除雪機、116 台中型除雪機、10 台牽引式除雪機以及 66 台裝載

機，並儲備了逾 118,000 噸公路用鹽。  

各種資訊標識和社交媒體均被用來提醒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的行車人員警惕冬季路況。  

高速公管理路局還建議機動車駕駛員在 iPhone 和 Android 裝置下載免費的應用程式。

該應用程式讓機動車駕駛員能夠在路途中直接查看即時交通路況和導航援助。機動車駕

駛員還可註冊 TRANSalert 電子郵件，該電子郵件從此處提供高速公路沿線最新的交通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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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可用物資均已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511ny.org%2F&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00c1d0c3848f42ab9c0808d9d7aad13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7795092006268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Mrgs8exA8Ivm6IPjw%2BbtQZRew1V6rbDK0lNp%2BHRvKfE%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ny.gov%2Fmobileapps&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00c1d0c3848f42ab9c0808d9d7aad13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7795092006268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TAgWtG49BDkGQMNSE%2BrclTTMSjzgMaDLu6VcFcGyeDI%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thruway.ny.gov%2Ftravelers%2Fmobile-app.html&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00c1d0c3848f42ab9c0808d9d7aad13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7795092006268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iVuYKR8trVrZ%2BiwdI9DB%2Fk%2FI6Ce4yl7jYwErGfvUbUY%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apps.thruway.ny.gov%2Ftas%2Findex.aspx&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00c1d0c3848f42ab9c0808d9d7aad13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7795092006268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9ogHNTrivIFYvqpw4lLv%2Fg4rIKvL9mFttNWsYzc4Yxw%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apps.thruway.ny.gov%2Ftas%2Findex.aspx%23_blank&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00c1d0c3848f42ab9c0808d9d7aad13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7795092006268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HZU5nEARvs3eR%2BPrURKJXFDRxz%2Bs15780DTJpfNcATk%3D&reserved=0


做好準備，可供協助處理各類緊急情況。為了確保安全和愉快的冬季體驗，紐約州環境

保護廳建議到戶外的遊客提前計劃並準備合適的衣服和設備以應對雪、冰和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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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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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遊客可瀏覽 parks.ny.gov 或致電其當地公園辦公室以獲取與公園開放時

間、開放及關閉日期相關的最新資訊。  

  
紐約州公共服務廳  

  
紐約的公用事業有大約 6,000 名工人可以在全州範圍內從事損害評估、響應和恢復工

作。各機構工作人員在氣候災害期間將會全程關注公用事業機構的工作，確保公用事業

機構調配適當的人員到預計受影響最為嚴重的地區。  

  
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紐約州警察局已經準備就緒，有需要時即可派遣更多警員前往受影響地區。紐約州警察

局所有四驅車和專用車輛（雪地汽車和輕型越野車）已經準備就緒，可以立即採取響應

行動，所有應急電源和通訊設備亦已經過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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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電力局和運河集團的工作人員將做好應對準備，以確保所有設施、物資和設備處於

安全狀態且準備就緒。紐約電力局已準備好在必要時對電力修復工作予以支持。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TA)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正在密切監測天氣狀況，以確保安全可靠的服務。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員工將會在路面灑鹽，清潔平台和樓梯上有冰雪的地方，保證標誌、轉轍器和第三條鐵

路能夠正常運行。紐約大都會橋樑和隧道局 (Bridges and Tunnels) 告知駕駛員在結冰的

路面上要小心駕駛，還要減速慢行。  

乘客應在 new.mta.info 上查看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的最新資訊，了解最新的服務情況並謹

慎使用這一交通系統。客戶還應該通過短信或電子郵件註冊獲得即時服務提醒。這些提

醒也可以通過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的應用程式獲得：MYmta、長島鐵路公司列車時刻表 

(Long Island Rail Road Train Time) 和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列車時刻表 (Metro-North 

Train Time)。  

  
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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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dec.ny.gov%2Fpress%2F124565.html&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00c1d0c3848f42ab9c0808d9d7aad13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7795092006268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VP54ZJkt9LAWBVB8ZSycCZ4W0tEGdEzMuubqMNTiILI%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dec.ny.gov%2Fpress%2F124565.html&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00c1d0c3848f42ab9c0808d9d7aad13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7795092006268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VP54ZJkt9LAWBVB8ZSycCZ4W0tEGdEzMuubqMNTiILI%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parks.ny.gov%2F&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00c1d0c3848f42ab9c0808d9d7aad13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7795092006268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n2qQZ3Re5CiYjhMyUie9exbB%2Flx4daIoPRafL%2FGuANs%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new.mta.info%2F&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00c1d0c3848f42ab9c0808d9d7aad13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7795092006268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fGBxAESUfEcO8EAJH90dYupJ0pIlsKwXy7mwMUHQ4Ng%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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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凍傷  

  

• 為了防止凍傷，請在天氣嚴寒時待在室內。  

• 如果一定要外出，盡量遮住身體的每一個部位：耳朵、鼻子、腳趾和手指等。聯

指手套比分指手套要更暖和。盡可能保持皮膚乾燥並避免被風吹到。  

• 多喝液體，因為水合作用會增加血液的體積，這有助於防止凍傷。遠離咖啡因、

酒精和香煙——咖啡因會使血管收縮並阻止四肢變暖，酒精會減少顫抖，而顫抖

有助於保持溫暖，吸煙會阻止血液流向手部。  

• 如果您懷疑凍傷，在您可以進入室內之前，請勿摩擦或按摩寒冷的身體部位。喝

溫熱的液體。多加幾層衣服和毯子。取下戒指、手錶和任何緊的東西。  

• 一旦進入室內，不要使用凍傷的腳走路——您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傷害。泡個溫暖

（不熱）的缸浴，用濕、溫暖（不熱）的毛巾包住臉和耳朵。  

• 不要靠近熱爐或加熱器，也不要使用加熱墊、熱水瓶或吹風機。您可能會沒感覺

到恢復就燙傷自己。  

• 被凍傷的皮膚會變得紅腫，感覺像是被火燒。您可能會生凍瘡。請不要刺破凍

瘡。它可能會導致疤痕。  

• 如果您的皮膚發青或發灰、腫得非常厲害、起水泡或感覺堅硬和麻木，即使是在

表面下，也請立即去醫院。  

  
體溫過低  

  

• 體溫過低是由長時間暴露在低溫下引起的，尤其是兒童和老年人。  

• 注意以下症狀：無法集中註意力、協調性差、口齒不清、嗜睡、疲憊和/或無法控

制的顫抖，隨後突然不再顫抖。  

• 如果一個人的體溫降至 95 華氏度以下，請立即尋求緊急醫療救助。  

• 脫掉濕衣服，用溫暖的毯子包裹受害者，並給予溫暖、不含酒精、不含咖啡因的

液體，直到救援人員到達。  

  
保護水管  

  
按照以下步驟防止水管結冰和水管結冰加劇，保護您的家、公寓或企業：  

• 天冷時，晚上讓熱水和冷水從外牆上的水龍頭緩慢流出。請打開櫥櫃門，使得更

多暖氣能夠溫暖在洗滌槽下方或電氣附近靠近外墻的無保溫層管道。確保暖氣保

持打開並設置不低於 55 度。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protect2.fireeye.com%2Fv1%2Furl%3Fk%3Dbb706d54-e4eb5466-bb729461-000babd905ee-45d50f6899268e60%26q%3D1%26e%3D867d2220-fea0-4db7-8f98-641544a93502%26u%3Dhttps%253A%252F%252F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52F%253Furl%253Dhttps%25253A%25252F%25252Fwww.panynj.gov%25252Fport-authority%25252Fen%25252Falerts.html%2526data%253D04%25257C01%25257Cacollins%252540mtahq.org%25257C4e326c0b61b14d7776be08d8d0e66577%25257C79c07380cc9841bd806b0ae925588f66%25257C0%25257C0%25257C637489035255805941%25257CUnknown%2525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25253D%25257C1000%2526sdata%253DIWSLzw80YKVfV84Mo3xX%25252FEFcXlbVNVHQaMDLH6GohNE%25253D%2526reserved%253D0&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00c1d0c3848f42ab9c0808d9d7aad13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7795092006268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np7x5IgNbX4RfRncqKfGa1VlpK9gXGAbm0LrM0bIYv4%3D&reserved=0


• 如果您打算離開，請人每天檢查您的房屋以確保暖氣仍然打開以防止結冰，或者

排水並關閉供水系統（室內灑水系統除外）。  

• 如果管道結冰，請確保您和您的家人知道如何關閉水源，以防管道爆裂。停止水

流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您家的損害。  

• 切勿嘗試用明火或火炬解凍管道。  

• 始終小心在積水中和周圍存在觸電的可能性。  

• 致電水管工並聯絡您的保險代理人。  

  
做到「防火」  

  
供暖設備是全國和紐約州家庭火災的主要原因之一。採取幾個簡單的步驟來顯著降低發

生與供暖相關的火災的可能性。無論您對家庭取暖有多小心，您和您的家人都應為萬一

發生火災的做好準備：  

  

• 購買並小心維護優質的煙霧和一氧化碳偵測器。  

• 檢查您的房屋以消除或控制火災隱患。  

• 在家中安裝至少 5 磅 A-B-C 型滅火器，並教家人如何使用。  

• 與全家人一起建立一條精心策劃的逃生路線。  

• 進行消防演習，讓所有家庭成員都完全熟悉計畫。  

• 如果您的房屋較舊，請讓合格的電工檢查接線，以確保其符合當前的建築規範。  

• 每年清潔和檢查您的煙囪和壁爐是否有雜酚油堆積、裂縫、碎磚或砂漿以及任何

障礙物。  

• 使貯藏區保持乾淨整潔。  

• 讓窗簾、毛巾和隔熱墊遠離熱表面。  

• 將溶劑和易燃清潔劑存放在遠離熱源的地方。切勿將汽油留在屋內。  

• 檢查延長線，看電線是否有磨損或裸露，插頭是否鬆動。  

  
維護和檢查家用取暖設備  

  
由合格的專家對熱泵、火爐、空間加熱器、木材和煤爐、壁爐、煙囪和煙囪連接進行適

當維護和年度檢查，可以防止火災並挽救生命。請遵守製造商的安裝、通風、燃料添

加、維護和維修的說明。查看用戶手冊以確保您記住操作和安全功能。  

  
空間加熱器——將空間加熱器與傢俱、窗簾、床上用品、衣服、地毯和其他可燃物保持

至少 3 英尺的距離。請避免在使用電取暖器時使用接線板。在離開房間或上床睡覺之

前，請務必關閉空間加熱器。  

  
燃油燃燒器具——檢查關閉機構和燈芯是否正常運行。請在燃料箱中添滿新鮮燃料。請

當取暖器完全冷卻後再添加燃料。向熱的加熱器添加燃料可能會引發危險的火災。  

  



燃木器具和壁爐——不要在木爐或壁爐中燃燒垃圾。請僅燃燒乾枯的實木。請確保生火

時，火勢範圍適合您的壁爐或柴爐，不要添加過多燃料。請確保柴爐安裝處至少距離墻

壁 36 英呎遠。請確保易燃物遠離壁爐、柴爐和煙囪。請確保爐體周圍清潔乾淨。請確

保使用壁爐屏幕，防止火星從壁爐中迸射出來導致火災。切勿讓火無人看管。  

  
煙囪——雜酚油堆積是煙囪火災的主要原因。煙囪內若骯髒、堵塞或未曾維修，則可能

阻礙煙霧在煙道中的正常通風，從爾可能導致煙囪著火。幾乎所有因煙囪所引起的家庭

火災都是可避免的。由合格的煙囪清掃人員進行的年度煙囪檢查可以防止火災或一氧化

碳中毒。  

  
灰燼——使木爐和壁爐不會有過多的灰燼堆積。爐灰過多堆積會使得燃燒所需的空氣無

法順暢流通。清理爐灰時，請使用配有密閉容器蓋的金屬容器。請務必將爐灰放置在遠

離房屋的室外空地。看似涼下來的灰燼可能含有陰燃的木炭，可以引發火災。  

  
一氧化碳  

  

• 一氧化碳會產生在燃料燃燒的任何地方，是美國意外中毒死亡的主要原因。  

• 一氧化碳是一種無味無味的隱形殺手，唯一安全的偵測方法是使用一氧化碳報警

器。  

• 一氧化碳警報器的價格從 20 美元到 50 美元不等，具體取決於附加功能。  

• 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狀包括嗜睡、頭痛和頭暈。  

• 如果您懷疑一氧化碳中毒，請給該區域通風並去醫院。  

  
其他供暖安全小貼士  

  

• 確保檢查煙囪和通風口是否有堵塞、腐蝕和連接鬆動。  

• 使用壁爐時完全打開煙道。  

• 在空間加熱器中使用適當的燃料。  

• 切勿在家中或封閉空間內燃燒木炭或使用燒烤架。  

• 切勿在家中、車庫或車輛內使用可攜式燃油露營設備  

• 即使車庫門打開，也不要讓汽車在附屬車庫中運行。  

• 切勿在人睡覺的任何房間內操作不通風的燃油燃燒器具。  

• 切勿使用廚房爐灶取暖。  

• 切勿在車庫、地下室或家中任何懸垂物附近運行燃氣發電機。保持距離。  

  
冬季駕駛  

  
交通事故是冬季風暴期間死亡和受傷的主要原因。  



在駕駛前請為車輛清除冰雪；良好的視野是平穩駕駛的關鍵。預備停車前請做好準備，

行車時保持較遠的車距。在駕駛時要格外小心，並記住雪堆可以遮住較小的孩子。請嚴

格按照道路限速和天氣狀況調整車速。  

所有道路的機動車駕駛員須知：除雪犁的行駛速度可達時速 35 英哩，這一速度通常低

於規定限速值，從而確保在公路撒鹽時，所撒下的鹽能夠留在行駛車道上，而不是被撒

到路邊。通常在州際公路上，多輛除雪犁將並行作業，因為這是最為安全有效的同時清

掃多條車道的方式。  

  
機動車駕駛員和行人還應謹記：除雪犁的駕駛員的可視範圍有限，且考慮到除雪犁的體

型和重量，駕駛員很難迅速調整方向或停止。除雪犁後面的吹雪機可嚴重降低能見度，

並可能造成白雪遮天蓋日無法看清前路的狀況。機動車駕駛員不應試圖超越或緊隨除雪

犁。對於機動車駕駛員來說，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在距離除雪犁較遠的後方，在已經清理

和撒鹽的道路上行駛。  

  
保證安全駕駛的一些最重要的建議包括：  

  

• 當冬季雪暴襲來之時，如非必要情況請不要駕車。  

• 由於橋面比路面更快形成冰霜，在橋上行駛要務必小心。  

• 公路上的受潮樹葉會使路面濕滑，因此在靠近樹葉覆蓋的路面時緩慢駕駛很重

要。  

• 請確保您的車內備有毛毯、雪鏟、手電筒和備用電池、備用保暖衣物、一套輪胎

防滑鎖鏈、電池充電電線、快速補給能量的食物和可當做遇難信號旗的色澤鮮亮

的衣物。  

• 確保裝滿您的油箱，避免汽油結凍。  

• 如果您有手機或雙向溝通無線電對講機，則請確保將這些設備的電池充滿，並在

旅行時隨時攜帶。這樣您一旦被困，即可撥打電話求救，並告知救援人員您的所

處地點。  

• 請確保有人知道您的出行計畫。  

• 駕駛時請為車輛清除冰雪。  

• 預備停車前請做好準備，行車時保持車距。請嚴格按照道路限速和天氣狀況調整

車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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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254c4654-7ad77e89-254ebf61-0cc47aa8c6e0-d74890fc54d91471&q=1&e=13b3c8c5-8127-4482-85a5-000b45969ecc&u=https%3A%2F%2Fit.cwnls.com%2Fapp%2Fitpage.nsf%2Funsubscribe.xsp%3Faction%3Dunsubscribe%26id%3D1100PRES6C501BC714AA5F5A8525870B006B688F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