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11 月 19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由於紐約州西部、中部和北部的冬季風暴仍在持續，霍楚爾州長要求聯邦政府宣佈進入

緊急狀態  

  
加倍部署國民警衛隊，以援助居民，協助高速公路工作人員清除積雪，並幫助當地執法

部門處理滯留車輛  

  
由於冬季風暴持續造成伊利、傑弗遜和利文斯頓縣的危險出行條件以及斷電的可能性，

目前有 11 個縣仍處於緊急狀態  

  
由於危險天氣的緣故，敦促水牛城和沃特頓的紐約民眾避免非必要出行，並遵守當地的

出行建議  

  
據報道，伊利縣果園公園、布萊斯德爾以及漢堡鎮的積雪累計超過 5 英尺，沃特頓和德
拉姆堡地區的積雪累計超過 6 英尺，漢堡鎮和沃特頓的降雪量最高達到每小時 6 英吋  

  
伊利縣大部分地區（包括水牛城全域）實行出行禁令；多地高速公路關閉，包括 219 號

公路和 400 號公路的部分路段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向紐約民衆通報了目前因冬季風暴而到受影響的紐約州西部、中

部和北部部分地區的最新進展。自週四晚以來，伊利縣部分地區積雪已超過 5 英尺，傑

弗遜縣積雪已超過 6 英尺。水牛城和沃特頓市及其周邊地區的降雪量保持在每小時 2 到 

3 英吋，有些地區的降雪量最高達到每小時 6 英吋。這場強降雪造成了極其危險的出行

條件，囙此，伊利縣各地仍有許多道路關閉並實行出行禁令。預計該天氣將持續整個週

末，霍楚爾州長和當地官員繼續敦促紐約民眾避免前往伊利縣以及在沃特頓附近的安大

略湖東岸遭遇類似湖泊效應風暴的北縣地區等受影響地區的非必要出行。州長還向拜登

總統提交了一份關於 11 個縣宣佈聯邦緊急狀態的請求。一旦獲得批准，根據緊急聲

明，將立即向受影響的縣提供聯邦資金，以支援正在進行的響應和救援行動。  

  
霍楚爾州長說，「過去幾天，我一直在紐約西部與我的團隊日以繼夜地工作，與當地官

員協調風暴準備工作，調查現場情况，部署資源以保證居民安全，包括將派往紐約西部

的國民警衛隊人員增加了一倍。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在此對受風暴影響地區的每

位民眾表示感謝，感謝他們的耐心和對當地出行條例的遵守。在我們持續進行恢復工



作、請求宣佈聯邦緊急狀態的同時，我鼓勵大家繼續互相照顧，呆在家裡，聯繫親人和

鄰居，以便我們都能安全地走出困境。」  

  
宣佈聯邦緊急狀態  

州長正在向拜登總統提交一份關於卡塔勞格斯、肖托誇、伊利、喬納斯、傑斐遜、路易

斯、尼亞加拉、奧奈達市、奧斯威戈、聖勞倫斯以及懷俄明州宣佈聯邦緊急狀態的請

求。一旦獲得批准，根據緊急聲明，將立即向受影響的縣提供聯邦資金，以支援正在進

行的響應和救援行動。霍楚爾州長還將請求聯邦小企業管理局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實施評估工作，為 11 個縣和鄰近縣中受風暴影響的小企業提供幫助。  

  
在週四發生湖泊效應降雪之前，霍楚爾州長宣佈州內 11 個縣和鄰近縣進入緊急狀態，

緊急狀態目前仍然生效。此外，紐約的應急管理專家在災害前幾天一直都與地方的應急

管理專家保持溝通。  

 
紐約州交通廳、高速公路管理局和許多其他機構也預先向紐約西部和北縣部署了額外的

資源。此類資源包括：  

  
紐約州為紐約州西部和北縣部署的設備  

• 484 輛大型和中型剷雪卡車  

• 14 臺拖鏟雪車  

• 98 輛大型裝載機  

• 24 臺吹雪機  

• 39 輛履帶式車輛（其中 24 輛為雪地車）  

• 區域內 533 臺發電機  

• 區域內 202 把發電機  

  
紐約州為紐約州西部和北縣部署的人員  

• 1,056 名紐約州交通廳 (DOT) 和高速公路管理局的操作員和監督員  

• 142 名紐約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警員  

• 150 名國家警衛隊成員  

• 24 名事故指揮系統 (ICS) 人員  

  
來自伊利湖的湖泊效應強降雪將在週末兩天繼續影響紐約西部，預計週六將自水牛城向

北緩慢移動，然後再次向南移動，穿過水牛城市區，帶來 6 至 9 英吋的降雪。同樣，安

大略湖東岸的降雪將加強，並可能給整個傑弗遜縣北部地區（包括沃特頓市）帶來 6 英

吋的降雪，降雪將持續至周日晚上。周日至週一，奧斯威戈縣可能會再下兩英尺的雪。  

  
湖泊效應降雪預警及各種天氣預警在多個地區將會持續到周日和週一。如需獲取天氣觀

測與警報的完整列表，請參閱所在地區的國家氣象局網站。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署長傑基．布雷 (Jackie Bray) 表示，「紐約西部和北縣

的紐約民眾已為應對這場風暴做好了完全的準備，我要感謝他們為了民眾的安全避免出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alerts.weather.gov%2Fcap%2Fny.php%3Fx%3D1&data=05%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286df22590aa48f3a6cd08daca862ea8%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4497506454535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FuNTTnCq%2Bs39dacDXjxoMiqYZBoOZdk0lonvsq49bp4%3D&reserved=0


行，並遵守當地官員的出行指南。在此提醒大家，我們預計這場風暴會帶來更多降雪，

11 個縣仍處於緊急狀態。霍楚爾州長和我將繼續與各級政府的合作夥伴配合，確保守護

紐約民眾的安全。」  

  
國民警衛隊  

霍楚爾州長還部署了國民警衛隊以協助紐約州的應對行動，並將總部署人數增加了一

倍，包括來自尼亞加拉瀑布的第 101 騎兵隊第 2 中隊和第 107 攻擊聯隊、水牛城第 105 

憲兵連以及錫拉丘茲第 174 攻擊聯隊的 150 名警衛成員。工作重點在漢堡鎮，此處的人

員正在協助清理積雪和醫療任務，包括運送需要透析和其他預約就診的人員。成員們還

協助 90 號州際公路 (I-90) 的積雪清理作業，並幫助當地執法部門處理滯留車輛。  

  
機構應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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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在整個氣候災害期間密切監測天氣和出行狀況、協調州

政府部門的應急行動，並與地方政府進行積極溝通。週三，州應急管理辦公室 (OEM) 開

始與國家氣象局進行機构間協調溝通，為風暴做好準備。  

  
本週四，位於奧爾巴尼的州緊急行動中心 (State's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以及

位於伊利縣奇克托瓦加的區域行動中心 (Regional Operations Center) 啟動，目前，國土

安全與緊急服務署正在該中心與州機構合作夥伴（包括紐約州交通廳、州警察局和高速

公路管理局）協調現場應對。此外，州應急管理辦公室 (OEM) 的工作人員被派往在伊利

縣應急指揮中心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以進一步協調州和地方的應對措施。

州儲備倉庫 (State Stockpiles) 也準備將物資部署到各地區以支持任何與風暴相關的需

求。  

  
州火災預防與控制辦公室 (Office of F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支持當地急救人員安全

地從坍塌的住宅建築中救出一人，並考慮到大學持續整夜的情況，向伊利縣部署一個六

人坍塌應急響應小組。  

  
紐約州交通廳  

在紐約西部，從彼得斯路 90 號州際公路 (I-90) 到 219 號公路 (Route 219) 以及 90 號州

際公路 (I-90) 和州 16 號公路 (Route 16) 之間的 400 號公路 (Route 400) 現已關閉。交

通廳在州和地方官員的協調監測路况，並將在這些道路重新開放時向公眾通報最新情

况。  

  
紐約州交通廳預計派出 3,287 名監督員和操作員。工作人員可以根據需要配置成任何類

型的響應小組，包括冰雪作業、排水、削片、裝載和拖曳，切割和拋擲等。此外，75 名

事故指揮系統 (ICS) 人員將為發生的事故予以支援。  

  
週五，該部門從紐約州西部和南部地區增派了鏟雪機和操作員支援伊利縣，以進一步協

助伊利縣以及漢堡鎮的當地道路的除雪和除冰作業。除現有資源外，約州交通廳 (DOT) 



將從紐約西部、五指湖地區和紐約中部引入承包商資源。這包括 64 臺裝載機、130 多臺

大型自卸卡車、一臺滑移式轉向機和另外的大約 200 名人員。  

  
所有的居住地點都將在事件和優先清理工作期間，全天候配置人員開展作業。所有可用

的冰雪設備已備妥可供部署。受災地區的車隊技工都將主要居住地點全天候開展維修工

作和保證卡車不駛離路面。  

  
商用車禁令  

除紐約州高速公路第 90 號州際公路 (I-90) 的禁令外，州交通廳 (DOT) 還在以下路段實

施了全面的商用車輛通行禁令：  

• 190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190) - 62 號公路 (Route 62) 至 90 號州際公路 

(I-90)  
• 290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290) - 全路段  

• 990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990) - 全路段  

• 33 號公路 (Route 33) - 僅限高速公路路段  

• 219 號公路 (Route 219) - 39 號公路 (Route 39) 至 90 號州際公路 (I-90)  

• 400 號公路 (Route 400) - 全路段  

• 水牛城高架橋 5 號公路 (Buffalo Skyway Route 5) - 全路段  

• 81 號州際公路 (I-81) - 33 號出口 (Exit 33) 至加拿大邊境 - 卡車僅可在右道

行駛  

  
水牛城高架公路 (Buffalo Skyway) 重新開放  

水牛城高架橋 (Buffalo Skyway) 5 號公路 (Route 5) 現已重新開放，但伊利縣的駕駛人員

應繼續遵守當地的出行建議，避免出行。  

  
如需瞭解最新交通和出行路況，請撥打 511，造訪 www.511ny.org 或下載免費 511NY 

行動應用程式。在線系統和行動應用程式含有州公路地圖，能顯示出積雪路況和正常路

況的路段。  

  
高速公路管理局  

高速公路管理局 (Thruway Authority) 的 657 名操作員和監督員全天候待命，隨時準備應

對湖泊效應風暴。高速公路管理局還將從紐約、錫拉丘茲和奧爾巴尼分部調派和增加員

工及設備部署，從而支持紐約州西部地區可能受災最嚴重的地區的冰雪作業。部署的資

源包括操作員和監督員、大型鏟雪車以及大型吹雪機。  

  
此外，高速公路局應急指揮中心將在風暴期間為水牛城和總部配備人員，協助管理冰雪

作業、交通事故響應、應急管理和出行人員 實時資訊。  

 
高速公路管理局最新消息  

高速公路僅在 53 號出口 (Exit 53)（水牛城（市中心）-加拿大 - 尼亞加拉瀑布 - 190 號

州際公路 (I-190)）和 59 號出口 (Exit 59)（敦克爾克）之間重新向客運車輛開放。為清

除當地道路上的積雪，該地區的某些出口將繼續對所有車輛保持關閉。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511ny.org%2F%23%3AAlerts&data=05%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286df22590aa48f3a6cd08daca862ea8%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4497506455529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3KPqSxUF%2BKwkse6q6hkdhS3drU9RIb0if2%2FEQkilj0c%3D&reserved=0


  
紐約州高速公路 90 號州際公路 (I-90) 上從 46 號出口 (Exit 46)（羅徹斯特 390 號州際公

路 (I-390)）至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邊界以及 90 號州際公路 (I-90) 至 22 號出

口 (Exit 22)（62 號公路 (Route 62)）的尼亞加拉高速公路 (I-190) 之間的路段全面禁止

商業車輛通行，等待另行通知。高速公路上東向的所有商業車輛必須從 61 號出口 (Exit 

61)（裡普利—雪特曼路 (Ripley - Shortman Rd)）駛出。從東向西駛向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的商業車輛，應從 46 號出口 (Exit 46) （羅徹斯特 390 號州際公路 (I-

390)）駛向 390 號州際公路 (I-390) 和 86 號州際西公路 (I-86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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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

約州高速公路管理局還鼓勵行車人員在其 iPhone 和 Android 設備上下載其免費移動設

備 應用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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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員還可註冊 TRANSalert 電子郵件，以此瞭解高速

公路沿線的最新交通狀況。您可關注高速公路管理局的以下 Twitter 賬號：

@ThruwayTraffic 和 @NYSThruway 或者紐約州高速公路管理局的 Facebook 賬號。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C)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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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環境

保護廳 (DEC) 正在與機构合作夥伴協調資源部署，所有可用物資均已就位，可供協助處

理各類緊急情況。  

  
環境保護廳建議偏遠地區人員為冬季天氣做好準備。無論徒步者身體情況或目的地為

何，冬季土不徒步安全和準備工作都極其重要。為冬季天氣做好充分準備是獲得更好、

更安全體驗的必要條件。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s://www.dec.ny.gov/outdoor/112826.html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C) 鼓勵計畫與週末參加紐約南區大型狩獵季開幕儀式的獵人在本

週末的風暴中採取額外的預防措施。有關獵人的安全提示和其他資訊，請造訪 

https://www.dec.ny.gov/public/76659.html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C) 提醒負責大規模清理積雪的人員採用最佳管理舉措，旨在降低

雪中的鹽、砂礫、汽油、垃圾和其他殘渣可能會對水質造成的影響。將積雪倒入當地小

溪和溪流中處理可能會形成冰壩，最終導致附近地區發生洪水。公共和私人除雪操作員

應在風暴期間和之後意識到此類安全問題。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s://www.dec.ny.gov/docs/water_pdf/togs5111new.pdf  
  
由於預計的惡劣天氣條件，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C) 可能會在風暴期間和之後關閉或限

制進入。如需查看受影響設施的狀態，請造訪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C) 風暴資訊網頁：

https://www.dec.ny.gov/public/76659.html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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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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僅能進入水牛城港和伍德勞恩海灘州立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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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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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0 名員工在紐約州各地開展損害評估、應對、修復

和重建工作。其中包括由國家電網提供的額外 280 名外部全職員工。紐約電力和燃氣公

司還有 224 名承包商生產線工人和 99 名承包商樹木工人，根據需要採取行動。紐約州

公共服務廳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 D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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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響最為嚴重的地區。  

  
州警察局、州消防局以及 EMS  

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將在受大湖效應降雪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增加巡邏，並在這些地區

增加包括全地形車、多功能地形車和雪地車等專業車輛。所有四驅車輛均可供部署，全

部警力應急電源及通訊設備也已經測試完畢。截至 11 月 19 日，州消防局從被困車輛中

救出 155 人，並將其轉移到安全地帶。  

  
冬季安全提示  

冬季出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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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您必須駕車，請確保您的車內備有救生裝備，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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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料。  

• 如果您有手機或其他通訊設備，如雙向溝通無線電對講機，則請確保將這

些設備的電池充滿，並在出行時一直帶在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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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冬季雪暴期間的主要傷亡原因是交通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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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多家小心，並謹記：雪堆可能會擋住個頭較小的兒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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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parks.ny.gov%2F&data=05%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286df22590aa48f3a6cd08daca862ea8%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4497506463494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9D5pwl4K7j01vN16keH4EwoCdheGsAmNyCtA4lH9%2Frk%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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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忌在除雪犁工作時從旁邊通過。  

  
重體力勞動  

重體力勞動，例如鏟雪、清理廢墟和推車，會增加心臟病發作的風險。  

  
為避免發生問題：  

• 保持溫暖、多穿衣保暖、在戶外工作時減慢節奏。  

• 經常休息以防過勞。  

• 如果感到胸腔疼痛，呼吸短促，或下巴到胳膊部位持續疼痛，請立即停止

工作並尋求幫助。  

  
斷電  

• 致電您的供電局確定區域維修時間表  

• 關閉或拔掉燈和電器電源，以防止電源恢復時電路超載；保持一盞燈為開

啟狀態，以在電源恢復時有所指示  

• 如果熱源在冬季風暴期間用盡，可以封閉不需要的房間來保暖  

  
取暖安全  

• 僅使用安全的替代取暖源，如壁爐，通風良好的小型柴爐或煤爐，或便攜

式局部供熱器  

• 始終按照製造商指示說明使用  

• 當您使用不同的取暖源時，例如：壁爐、柴爐等，請確保您擁有適當的通

風系統  

• 確保窗簾、毛巾、布墊遠離灼熱的表面  

• 準備好滅火器和煙霧探測器，並確保這些設備能夠良好運行  

• 如果您使用煤油爐取暖器來補充一般取暖燃料，或作為緊急熱源，則請遵

循以下安全建議：  

-按照製造商指示說明使用  

-請僅使用您的爐子的指定燃料  

-請僅在室外、並僅在爐溫冷卻後添加燃料  

-請確保爐子距離任何傢俱和易燃物品至少 3 英呎  

-當使用這類取暖器時，請使用防火設施，且使用適當的通風裝置  

  
有關更多安全提示，請造訪 https://dhses.ny.gov/safety。  

  
###  

  

 
可造訪網站 www.governor.ny.gov 瀏覽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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