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9 年 1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在冬季強風暴到來前部署州物資   

  

本週末，紐約州大部分地區將迎來  12 至  24 英吋的降雪   

  

州長啟用國家警衛隊  (National Guard) 的  300 人，其中  150 人準備協助風暴應對

工作   

  

新網站和意識宣傳活動幫助向紐約民眾宣傳冬季駕駛安全   

  

全州地區應急處理中心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s) 啟用強化監督模式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在大型天氣系統到來前預先部署州物資，該系統預計

在本週末給紐約州多地造成強降雪。州長啟用國家警衛隊的  300 人，其中 150 人

待命，這些人將部署用於提供交通協助，並協助清理廢墟。州長還把全州地區應急

處理中心啟用強化監督模式，並部署州機構物資，包括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和紐約州公路局  (Thruway Authority)，以保障道路和社區安全。   

  

「這場迫近的風暴將帶來問題並且十分危險，因為它將在大片地理區域內造成強降

雪，紐約州正在準備部署大量物資，」州長葛謨表示。「駕駛員如非絕對必要，

應盡量避免上路駕駛，居民應準備應對潛在的斷電事故。全州應急處理中心已在本

週末啟用以監督情況，我們正在部署大量額外物資和資源，以在這場風暴持續期間

保障紐約州全體民眾的安全。」   

  

此外，州長宣佈紐約州交通廳設立了新公共教育活動，用於宣傳在冬季天氣狀況期

間安全駕駛。新網站、視訊和社交媒體將建議機動車駕駛員在冰雪天氣時安全駕

駛，並建議駕駛員給除雪犁留出足夠的空間使之安全操作。  

  

伴隨紐約州北部地區全境發佈冬季風暴預警，紐約民眾本週末預計在紐約州北部地

區  (Upstate New York) 目睹 12 至 24 英吋的降雪。這場風暴將於星期六早晨從西

南部地區開始，並從星期六下午至傍晚擴散至全州。最強降雪將從星期六晚上持續

到星期日白天。降雪預報保持不變，紐約州北部地區大部分地區的降雪量將達到  

14 至  20 英吋，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部分地區的降雪量將達到  24 英吋。 

降雪將持續到星期一，並伴有陣風帶來的降雪。  

https://www.ny.gov/programs/safe-winter-driving
https://www.ny.gov/programs/safe-winter-driving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星期六晚上的降雪量預計將達到  3 至  6 英吋，之後將轉為

降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預計將迎來二至五英吋的降雪，之後將轉為降雨。

在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降水將從大雪過渡到雪、雨和冰粒混合。本州其

餘地區預計仍將迎來大雪。隨著天氣系統行進，風速有時會達到每小時  35 英哩。 

  

紐約州南部地區將在星期日清晨迎來降雨，這將有助於融化紐約市和長島地區的部

分積雪。在哈德遜中部地區，降雪的轉化不會像紐約州南部地區那麼乾淨，這將導

致在重新轉為降雪前出現混合降水類型。   

  

超過  36 小時的地區總降雪量可能達到：  

•  伊利湖  (Lake Erie)、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沿線和北部邊境地區  8 

至  12 英吋  

•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Y)、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紐約州南

部地區 (Southern Tier) 西部、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Y) 北部和阿

迪朗達克地區  (Adirondacks) 中部  11 至 15 英吋  

•  紐約州南部地區、紐約州中部地區、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南部 14 至 20 英吋   

•  麥可山谷地區東南部和首府地區  19 至 25 英吋  

•  哈德遜中部地區北部  11 至 15 英吋  

•  哈德遜中部地區中部  8 至 12 英吋  

•  哈德遜中部地區南部  6 至 9 英吋   

•  紐約市 3 至  6 英吋   

•  長島地區 2 至 5 英吋   

  

紐約民眾應緊密關注當地天氣預報以獲取最新訊息。此外，美國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已對本州大部分地區發佈或預先安排了天氣監測、預警

和通報。如需查看天氣預警、警報和最新預報的完整列表，請訪問美國國家氣象局

網站。  

  

政府機構準備工作   

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紐約州交通廳準備出動  1,602 輛大型掃雪車予以應對。  

  

除此之外，還將按下列細目部署  100 輛掃雪車：  

•  首府地區 7 輛  

•  紐約州中部地區  7 輛   

•  長島地區 40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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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德遜中部地區  25 輛   

•  麥可山谷地區  2 輛   

•  紐約州北部地區  1 輛   

•  紐約州南部地區  4 輛   

•  紐約州西部地區  14 輛   

  

此外，紐約州交通廳準備了  50 臺牽引式除雪犁、326 臺大型裝載機、38 臺吹雪

機、20 平地機、204 輛配備除雪犁的中型皮卡車、32 輛拖拉機掛車、超過  45 萬

噸鹽。這些設備、近  3,900 名操作員和監督員已在冬季風暴來臨之前在全州進行了

必要部署，用於保證道路安全。  

  

30 輛卡車、30 個操作人員和  4 個設備操作指導員將從長島地區派往首府地區、  

紐約州中部地區、下哈德遜谷地區  (Lower Hudson Valley) 和紐約州南部地區 /賓漢

姆頓地區 (Binghamton area)。 

  

此外，紐約州北部地區將協助紐約州中部地區改善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南側  81 

號州際公路的服務。  

  

建議機動車駕駛員在出行前訪問  511NY 或下載手機應用程式。這一免費服務使用

戶能夠查詢路況，其提供的冬季出行查詢系統有實時出行報告和顯示州路面是否暢

通、濕滑或被積雪覆蓋的彩色編碼地圖。該係統為司機提供有用資源，以幫助他們

決定是否可以出行。  

  

紐約州公路局  (Thruway Authority)  

高速公路管理局安排了  663 位監督員和操作員，以備在紐約州各地部署  250 臺大

型除雪機、129 臺中型除雪機、11 臺牽引式除雪犁以及  58 臺裝載機，並儲備了逾  

12.3 萬噸公路用鹽。各種資訊標識  (Variable Message Signs)、高速公路公告廣播  

(Highway Advisory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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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公路管理局還鼓勵行車人員在其  iPhone 和安卓設備上下載其免費移動設備應

用程式。 該應用程式使得行車人員在出行時能夠直接查看實時交通路況和導航援

助。行車人員還可訂閱交通預警  (TRANSalert) 電子郵件獲取最新交通狀況，如需

訂閱請點擊以下鏈接：  www.thruway.ny.gov/tas/index.shtml。行車人員還可關注推

特  (Twitter) 頁面的 @ThruwayTraffic，獲取最新實時資訊，或瀏覽  

www.thruway.ny.gov 查看高速公路和紐約州其他公路的互動路況地圖。  

  

州員警  (State Police)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7d01d0cb-2127e47f-7d0329fe-000babd9fe9f-a9ed7a2250cab067&u=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071ba2ab-5b3f54ca-07195b9e-0cc47a6d17e0-2306c1d617fc90ab&u=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3823d266-6405e5c5-38212b53-000babda0106-04b5a14bcf4cc899&u=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27512869-7b771cdd-2753d15c-000babd9fe9f-7f5b6cd1bbceab92&u=http://www.511ny.org/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3be7ff16-67c1cba2-3be50623-000babd9fe9f-63943efad6687f60&u=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84e0dd37-d8c42b56-84e22402-0cc47a6d17e0-252147c7d8bb6a4a&u=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1c206eab-40065908-1c22979e-000babda0106-a7cf03180afaef51&u=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104b96fd-4c6da249-10496fc8-000babd9fe9f-226696390848f8e8&u=https://511ny.org/travellinks/mobile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nys-thruway-authority/id1219981541?ls=1&mt=8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36c9f2e3-6aefc657-36cb0bd6-000babd9fe9f-9a802ce60d786205&u=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gov.ny.thruway.nysta
http://www.thruway.ny.gov/tas/index.shtml
https://twitter.com/ThruwayTraffic
http://www.thruway.ny.gov/


 

 

紐約州警察局正在增加部署警力，重點關注易受惡劣天氣影響的道路，從而加強全

州的巡邏範圍。紐約州警察局專用車輛正在實施戰略部署以便立即作出反應，包括

四輪驅動車輛、雪地摩托和輕型多功能車。我們正在與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紐約州高速公路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Thruway Authority) 以及我們在全州的地方合作夥伴協調工作。  

  

紐約州公共服務廳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 DPS)  

因為預計本週末可能出現降雪和斷電，紐約州公共服務廳持續加強聯絡公用事業部

門，溝通公用事業規劃和準備活動，並請求協助。  

  

公用事業部門有大約  4,300 個基本的內部員工和承包商人員（電線和樹木），可在

全州範圍內應對風暴並開展修復工作。此外，公用事業部門已經提出要求並將增補  

600 個全職員工。所有工作人員將于星期六抵達。一般來說，增加的工作人員將部

署在哈德遜谷地區  (Hudson Valley)，該地區預計將受到潛在影響。公用事業部門還

將監測風暴過後的低溫對天然氣系統造成的潛在影響。  

  

紐約州公共服務廳呼叫中心  (Call Center) 準備在星期日開放，協助客戶應對風暴並

滿足恢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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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新航港局對本週末的風暴持續保持高度戒備，並為其所有設施的人員和設備做了

大量準備工作，包括紐約州機場。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將在星期六下午  6 點啟用其在澤西城  (Jersey City) 的主要應急處理

中心，該中心監管紐新航港局所有設施。星期六晚上，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和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也將啟動

應急處理中心。  

  

航空公司目前正在考慮是否提前取消航班，根據目前的預測，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

可能會有大量航班取消。旅客應在今晚和星期三前往機場前咨詢其航空公司，以確

保其航班將會照常起飛。如果必要，紐新航港局還準備與航空公司以及航站樓運營

方合作，給可能在機場滯留的已購票旅客提供住宿。  

  

紐新航港局所有設施部署的人員、設備和其他資源的數量，將超過以往類似規模的

暴風雪時通常使用的數量。紐新航港局在其機場準備了  500 多件除雪設備，包括

每小時可溶解  500 噸雪的融雪機，以及可按照每小時  40 英哩的速度除雪的掃雪

犁。 

  

在隧道、橋樑和巴士車站，紐新航港局還建議巴士旅客在動身前往曼哈頓  

(Manhattan) 巴士站前與承運商核實交通資訊，因為若天氣狀況有需要，多家公私

承運商可能取消或延遲服務。該機構四座橋樑上的所有橋面將在第一次降水前兩小



 

 

時進行預處理。該機構還可以根據天氣條件對橋樑和隧道實施限速和其他限制。  

目前，紐新航港局在橋樑和隧道安裝了  90 多臺除雪設備。紐新航港局過哈德遜河

捷運  (Port Authority Trans-Hudson, PATH) 的火車預計本週末將按星期六和星期日的

常規時間表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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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下午前，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將從道路上撤除鉸接式公車或體積更長的公車。

40 英呎長的標準本地巴士將取代這些巴士，這些標準本地巴士更短，並將在星期

六和星期日安裝鏈條，以便更好地在濕滑的路面上行駛。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正在預先部署防雪設備，現有  8,700 噸防凍材料，以及  107 件

橋樑、隧道防風設備。  

  

地鐵預計在週末恢復正常服務。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將啟用軌道加熱器、開關加熱器

和其他信號維護設備。紐約大都會運輸署還將給站台和出入口撒鹽和沙子，並運行

除冰列車。  

  

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和大都會北方鐵路  (Metro North Railroad) 預計明

天也將正常提供週末服務。列車將配備刮刀鞋，用於刮除第三軌道上的冰，紐約大

都會運輸署將運行除冰列車。  

  

安全出行   

在這些暴雪來臨期間，紐約民眾預計還會經歷濕滑的路況，星期四夜間、星期五早

上和週末期間交通時段還有飄雪。建議司機僅在必要時出行，並在出行時謹慎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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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您必須駕車，請確保您的車內備有生存裝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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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試圖在淹沒的道路駕駛  - 走另一條路。時速  2 英里的水流將從道路或

橋面上衝走汽車。  

•  注意河流或溪流可能會突然上升的地區，例如公路低路，橋樑，以及低位

段。 

•  如果你在車內，洪水開始迅速湧入，請迅速棄車逃生。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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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謹記：雪堆可能會擋住個頭較小的兒童。此外，請嚴格按照道路限速和天氣

狀況調整車速。  

 

所有道路的行車人員須知：除雪犁的行駛速度可達時速  35 英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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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人員和行人還應謹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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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人員不應試圖超越或緊隨

除雪犁。對於行車人員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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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極寒天氣保持安全   

應季服裝  

•  多穿幾層寬鬆、輕便、暖和的衣服。滯留在衣物夾層間的空氣將起到隔離作

用。衣物夾層可去除以防出汗並引發感冒。應穿著防水且帶帽子的密緻布料

外衣。 

•  始終戴著帽子，因為身體熱量有一半可透過未遮蓋的頭部流失掉。  

•  帶上口罩，以防肺部接觸到額外的冷空氣。  

•  連指手套和護腕比分指手套更好，因為手指相互接觸時會更加溫暖。  

  

身體過勞  

低溫令心臟變得過分緊張，因此，冬季風暴狀況和寒潮是致死率最高的天氣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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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牢記下列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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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停止工作並立即尋求幫助。  

  

低體溫症  

長時間暴露在低溫天氣中會造成低體溫症，常見於兒童和老年人。  

  



 

 

留意這些症狀：  

•  難以集中精神   

•  協調障礙  

•  口齒不清  

•  困倦   

•  疲乏   

•  不受控制的顫抖，隨後突然停止顫抖   

  

如果一個人的體溫降至  95 華氏度以下，則請立即尋求緊急醫療援助。移除濕冷的

衣物，使用溫暖的毛毯包裹傷者，給到他們一些溫暖的、非酒精類、非咖啡因類液

體，直至援助人員到來。  

  

凍傷   

冬季在戶外工作或玩耍的人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凍傷。早期凍傷不會出現疼痛感，

因此，請留意這些危險跡象：  

•  首先，皮膚會感覺麻木並泛紅。然後會發白或變為灰黃色。凍傷的皮膚觸感

寒涼。 

•  如果懷疑發生凍傷，請把受傷人員移動到溫暖的區域內。用溫暖乾燥的物品

覆蓋受傷部位。切勿摩擦受傷部位！  

•  然後盡快就醫或前往醫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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