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3 年 3 月 13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在劇烈東北暴風預測本週影響北部地區之前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強烈的濕雪和陣風可能會導致受灾地區出現大範圍停電；預計週一晚上至週三上午出行
條件危險，不利於出行   

   
霍楚爾州長向受灾地區部署了額外的州機构人員和資產，在暴風來臨前啟用紐約國民警

衛隊，在首府與哈德遜中部地區協助州政府抗災   
   

從週一晚上 8 點開始，從 87 號州際公路 17 號出口到 90 號州際公路 36 號出口路段和從 
87 號州際公路 21B 號出口到麻塞諸塞州 (Massachusetts) 邊界的伯克希爾支線全程禁

止所有雙人自行車與空載牽引車上路，類似的限制將對其他州際公路生效   
   

霍楚爾州長建議不要在受災地區進行不必要的出行，特別是在週二，這天的能見度極低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向多個預計從週一晚上開始到週三受強烈暴風影響的地區部署了額

外的資產和人員。在這段時間裡，首府地區、紐約中部、哈德遜河中部、莫霍克河谷和北

部地區的大部分地區可能會出現兩英尺的積雪。首府地區和哈德遜中部地區海拔較高，預

計這些地區的積雪最嚴重，到週三上午可能會達到三英尺。到週三，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和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積雪可能會達到 8 英寸或以上。對

於這些地區，強烈的濕雪將從週一晚上開始下起，週二，風速達到每小時 45 英里的陣風

將增加停電和相關影響的可能性。紐約市和長島預計將迎來高達兩英寸的降雪，但大部分

地區將遭遇降雨，這可能會造成輕微的沿海洪灾。    

   

州長將宣佈緊急狀態於週一晚上 8 點在以下地區生效：奧爾巴尼、布魯姆、卡尤加、切

南戈、哥倫比亞、科特蘭、特拉華、達奇斯、埃塞克斯、富爾頓、格林、漢密爾頓、赫爾

基默、路易斯、麥迪遜、蒙哥馬利、奧奈達、奧農達加、安大略、奧蘭治、奧斯韋戈、奧

塞戈、普特南、倫斯勒爾、薩拉托加、斯克內克塔迪、肖哈裏、斯凱勒、塞內卡、沙利

文、蒂奧加、湯普金斯、阿爾斯特、沃倫、華府、韋恩、耶茨和鄰近的縣。   

   

霍楚爾州長表示，「紐約民眾現在應該為一起多日的事件做好準備，這起事件將在首府

地區和哈德遜中部地區的部分地區帶來高達三英尺的積雪。各州機構整個週末都在準備應

急資產，我的團隊一直與當地官員保持聯絡，我們已經啟用了國民警衛隊，以協助抗災。



這場風暴將造成危險的路況，直至週三上午，我鼓勵受災地區的紐約民眾呆在家裡，避免

任何不必要的旅出行，以方便鏟雪機操作人員完成工作。」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署長傑基．布雷 (Jackie Bray) 表示，「預計此次冬季風暴

帶來的降雪總量將持續增加，雪的重量加上 45 英里/小時的陣風幾乎肯定會壓垮樹枝和電

線。從今晚開始，紐約民眾應該做好規劃來應對連續兩三天的危險冬季天氣。僅在絕對必

要的情况下出行，並保持手機和其他裝置處於充電狀態，以應對停電期間需要求助的情

況。」   

   

為應對風暴，紐約州高速公路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Thruway Authority) 將從週一晚上 

8 點開始，在從 87 州際公路 17 號出口（紐堡-斯克蘭頓-84 號州際公路）到 90 號州際公

路 36 號出口（沃特敦-賓厄姆頓-81 號州際公路）路段以及伯克希爾支線（87 號州際公

路 21B 號至麻塞諸塞州邊界）的全程路段上，禁止所有雙人自行車與空載拖車上路。   

   

此外，與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和高速公路管理局 (Thruway Authority) 

協調，紐約州交通廳發佈了以下商用車輛限制：   

• 84 號州際公路：全程。晚上 8 點開始；禁止所有雙人自行車與空載拖車上路   

• 88 號州際公路：全程。晚上 8 點開始；禁止所有雙人自行車與空載拖車上路   

• 87 號州際公路（北向路段）：奧爾巴尼至普拉茨堡。晚上 8 點開始；禁止所有雙

人自行車與空載拖車上路   

• 90 號州際公路：87 號州際公路至伯克縣支線晚上 8 點開始；禁止所有雙人自行車

與空載拖車上路   

• 81 號州際公路：賓夕法尼亞線至錫拉丘茲。晚上 8 點開始；「卡車使用右車道」

預警   

• 17 號州際公路：米德爾敦到賓厄姆頓。晚上 8 點開始；「卡車使用右車道」預警   

   

多個冬季風暴警告和預警正在紐約州東部、紐約市北部生效。在長島 (Long Island)、布

朗克斯 (Bronx) 和皇后區 (Queens) 發佈了沿海洪水預警，此預警有效期至週二上午。可

能會發佈其他警告和/或預警。有關您所在地區的天氣警報清單，請造訪您所在地區國家

氣象局的網站。   

   

機构準備和資源   

   

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州緊急行動中心於週一上午啟動，以進一步協調該州應對天氣事件的工作。應急管理辦公

室的工作人員正在與當地對口組織聯絡，並準備為援助申請提供便利。    

如有必要，應急服務署準備從州庫存中部署以下資產和住房用品：    

• 1,489 台發電機    

• 536 台電鋸    

• 964 台可攜式取暖機    

• 39,948 份軍用餐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alerts.weather.gov%2Fcap%2Fny.php%3Fx%3D1&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0sDVgncn%2BMxeM2Kb8abUE8dPXPRxxTq%2BXQQqWdffoDk%3D&reserved=0


• 552,260 瓶和罐水    

• 9,105 張折疊床    

• 9,641 張毛毯    

• 11,220 個枕頭    

   

軍務海事局   

紐約州國民警衛隊將動員 100 人和 20 輛車，來協助州政府抗擊風暴。50 名士兵將在萊

瑟姆的紐約國民警衛隊總部執勤，30 名飛行員將在斯科舍 (Scotia) 的斯特拉頓航空國民

警衛隊基地 (Stratton Air National Guard Base) 執勤，20 名飛行員將到紐堡 (Newburgh) 

的斯圖爾特航空國民衛隊基地 (Stewart Air National Guard Base) 執勤。這三個小組將配

備設備，以提供一些碎片清理、交通控制和機動支援。   

   

紐約州交通廳   

州交通部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準備在全州範圍內派出 3,631 多名監督員

和操作員來抗擊暴風。為支援關鍵地區的除冰除雪工作，共部署了 90 名員工，其中包括 

77 名鏟雪車操作員、11名監督員和 2 名設備操作員指導員。分配情況如下：  

•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獲得來自紐約州西南部地區的 10 名剷雪車操作員、5 輛除雪卡車和 2 名監督

員   

-獲得來自長島的 14 名剷雪車操作員   

•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Y)：-獲得來自紐約州西南部地區的 3 名剷雪車操作員

和 1 名監督員   

• 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獲得來自五指湖地區的 6 名剷雪車操作員，1 名監督員和 2 名設備操作員指導

員   

--獲得來自紐約州西部地區 24 名剷雪車操作員和 5 名監督員   

-獲得來自長島的 20 名剷雪車操作員和 2 名監督員   

   

在氣候災害期間，將會根據情況重新評估對於額外資源的需求。   

   

為了確保對可能的事件快速做出反應，交通廳將在 90 號州際公路的 5 和 6 號出口之間以

及雙橋 (Twin Bridges) 附近的北道上，以及 84 號州際公路、684 號州際公路、17 號公路

和 81 號州際公路的部分路段，預先安排拖車。   

   

目前各地區工作人員已加入到應對冰雪風暴響應和準備工作中。在整個事件和優先清理操

作期間，所有居住地點都將配備人員進行 24/7 全天候工作。所有可用的設備都已做好部

署準備。受災地區的車隊技工將在主要居住地點全天候開展維修工作，保證卡車不駛離路

面。全州設備數量如下：   

• 1,617 台大型剷雪卡車   

• 154 台中型剷雪機   

• 52 台牽引式剷雪機   



• 344 台大型裝載機   

• 37 台吹雪機   

   

如需瞭解即時出行資訊，機動車駕駛員應撥打 511、瀏覽 www.511NY.org 或行動網站 

m.511ny.org，紐約州官方出行與交通資訊源。   

   

高速公路管理局    

高速公路管理局已準備在州內各地部署 680 名工作人員和監督員來抗擊冬季暴風。高速

公路管理局正在調派來自布法羅交通分局的額外人員和大型鏟雪卡車，以支援紐約州西部

地區的除冰除雪工作。工作人員目前正在監測風暴，如果條件允許，可能會部署更多的操

作員和設備。   

   

全州設備和資源數量如下：    

• 357 輛大型和中型剷雪卡車    

• 11 台牽引式剷雪機    

• 68 台裝載機    

• 超過 117,000 公噸的道路用鹽   

   

管理局將從週一（3 月 13 日）晚上 8 點開始，在從 87 州際公路 17 號出口（紐堡-斯克

蘭頓-84 號州際公路）到 90 號州際公路 36 號出口（沃特敦-賓厄姆頓-81 號州際公路）路

段以及伯克希爾支線（87 號州際公路 21B 號至麻塞諸塞州邊界）的全程路段上，禁止所

有雙人自行車與空載拖車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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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員亦可註冊 TRANSalert 電子郵件，以此瞭解高速公路沿線的最新交通

狀況。   

   

紐約州公共服務廳    

公共服務廳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 管理下的公共事業公司目前約有 7,800 名員

工在紐約州各地開展冬季天氣系統的維修和修復工作。   

   

這包括以下補充外部契约資源：   

• 國家電網東部和中部地區分局的 765 名外線和服務人員。   

• 由紐約州電氣公司和羅切斯特電氣公司的 450 名外部電線與樹木清理人員。   

• 哈德遜中部的 187 名外線人員。   

• 康愛迪生的 410 名外線人員。   

• 奧蘭治和洛克蘭的 500 名外線人員。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511ny.org%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8LCn3xIrzdXJ%2FuKaxD4XH54qJs0eJvckIeUiirpfeDs%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thruway.ny.gov%2Ftravelers%2Fmobile-app.html&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y91dzdcFILzypnEf%2Fkugl%2FveI1A2rRwdIKVyhtPyAxs%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apps.thruway.ny.gov%2Ftas%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GAtFvE6awKnXqDmiuWSAaEScqLd3WxwqLwuekupXTgc%3D&reserved=0


公共服務廳工作人員將在整個事件期間跟踪公用事業公司的工作，確保公用事業公司將適

當的人員調派的受災嚴重的地區，並確保在清理其服務區域後向其他國家公用事業公司提

供契约資源。   

   

如出現服務中斷，請造訪公共服務廳供電服務中斷 (Utility Service Interruptions) 網站獲

取建議。   

   

紐約州警察局    

紐約州警察局將增派巡邏隊，部署雪地摩托和多功能越野車，以便在受風暴影響的地區立

即做出反應。所有的四輪驅動車輛都已投入使用，並且已經測試了所有應急電源和通訊設

備。   

   

環境保護廳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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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積極巡查可能

會受惡劣天氣影響的地區和基礎設施。所有可用物資均已做好準備，可供協助處理各類緊

急情況。    

   

因天氣可能會增加滑坡或陡峭開闊地勢發生雪崩的風險，故環境保護廳建議偏遠地區遊客

留意雪崩並做好準備。更多資訊請見 https://www.dec.ny.gov/outdoor/950.html。    

   

無論徒步者身體情況或目的地為何，冬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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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關於冬季徒步的訊息，請參見 

https://www.dec.ny.gov/outdoor/1128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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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請參

見 https://www.dec.ny.gov/docs/water_pdf/togs5111new.pdf。    

   

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護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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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設備進行進行加油、檢測和為應對風暴做好準備。公園警察局有 9 名鋸

木工可供部署。公園遊客應查看 parks.ny.gov或致電當地公園辦公室，瞭解有關公園營業

時間、開園時間和閉園時間的最新資訊。   

   

大都會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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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大都會交通署的

員工將隨時準備應對任何與天氣有關的問題。乘客應在 new.mta.info 上查看紐約大都會

運輸署的最新資訊，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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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dps.ny.gov%2Futility-service-interruptions&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n1O%2BX2IWPTdsTON86FmA1QyxfwN1ZN6tgm4Ng5HEMfM%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dec.ny.gov%2Foutdoor%2F950.html&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is%2BqszkQkN96W8peKT%2FeSuQsN6rNt4mxJrR8cPemNnk%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dec.ny.gov%2Foutdoor%2F112826.html&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KUSMrjzRqL1eGqR4Zt6%2F8hZFb5uuKxSoae23J16%2FPXM%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dec.ny.gov%2Fdocs%2Fwater_pdf%2Ftogs5111new.pd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zxYQQtjw33lp%2F09cFU4lTK7MmhvF9rPzmzi%2BSUHML8A%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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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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TrainTime。   

   

紐新航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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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RidePATH，該應用程式為紐新航港局哈德遜鐵

路 (Port Authority Trans-Hudson, PATH) 服務更新實時訊息。   

   

安全提示   

   

出行   

保證安全駕駛的一些最重要的提示包括：    

• 如非必要請不要駕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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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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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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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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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電    

• 詢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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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電源恢復時電路超載；保持一盞燈為開啟狀態，以

提醒是否恢復供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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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panynj.gov%2Fport-authority%2Fen%2Fhelp-center%2Fsocial-media%2Fmobile-apps.html&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cOt4Vh%2Fu6ov6tILBRTAKouCl0TxZSVrdI1MUl2U0Ezg%3D&reserved=0


   

報告停電   

• 哈德遜中部地區：800-527-2714    

• 聯合愛迪生電力公司：800-752-6633    

• 國家電網：800-867-5222    

• 紐約州電氣集團 (NYSEG)：800-572-1131    

• 奧蘭治與羅克蘭公用事業公司：877-434-4100    

• 長島公共服務公司 (Public Service Enterprise Group Long Island, PSEG LI)：800-

490-0075    

• 羅切斯特氣電公司 (Rochester Gas & Electric Corp., RG&E)：800-743-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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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您使用不同的取暖源時，如壁爐或柴爐時，請確保使用適當的通風系統。始終按

照製造商指示說明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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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確保它們正常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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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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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瞭解更多冬季安全提示，請造訪 https://dhses.ny.gov/safety。風暴前後或期間在紐約

州若有非緊急服務需求，請致電 211 或造訪 211nys.org。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簡介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為各項工作提供領導、協調及支援措施，以阻止、預防、應

對、響應、修復和減輕災害及其他緊急情況造成的破壞。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查找 DHSES 或造訪 dhses.ny.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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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dhses.ny.gov%2Fsafety&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7g7PG%2B9A4H0hxo9Au7jHmQpIFEbGo1B8j%2B%2BkPcDUy5o%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211nys.org%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AMY69YFDXD0DJ6ev7wvRnEZyFIVwUbfZjsKguI5Q7oU%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NYSDHSES&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5cqo5nIQDQq0lpmxpl4OlrZ9TJ%2F7XQsYEt8yPt6jCmY%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twitter.com%2FNYSDHSES&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k%2BHnCLOKMoIl3Sk25u3osuNn1nwJcG1q2FahlOJ3aK4%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dhses.ny.gov%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uSwkJzpuo4ZxZixoix4vqVWaYvSasxTA6ZC8nC8UxcA%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governor.ny.gov%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3e6f543a176b4722642108db23e061a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4321897434569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FVg0gElM6bmLop1aUJbeS5MYYcgVqgmYS6IVUbgrmE4%3D&reserved=0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