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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1.51 億美元對全州受極端天然影響的道路重新鋪設   

  

支持紐約州各郡的  95 個路面重新鋪設項目   

  

資金補充了對地方路橋項目進行直接州政府援助的  7.43 億美元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日宣佈最新發放  1.51 億美元資金，用於對受極端天氣影響

的州公路重新鋪設。這筆州資金將支援  95 項鋪路計畫，並重新鋪設全州近  1,013 

哩長的道路，州內每郡以及紐約市皆至少有一項計畫。這筆新增款項由《紐約鋪路

計畫 (PAVE NY Initiative)》發放，其對向當地路橋項目承諾的  7.43 億美元直接州政

府援助資金形成互補，這些項目用於對紐約州約  3,700 哩長的路面重新鋪設。   

  

「紐約持續對重新鋪設和現代化改造全州路橋、運輸系統和機場做出領先全國的投

資，」葛謨州長表示。「為確保 21 世紀旅遊、商業、勞動力發展和經濟機會能夠

得到持續發展，這些投資奠定了基礎。」   

  

這筆持續進行的基礎設施投資將提高本州高速公路的安全性和減輕路面不平，從而

令行駛在這條路面上更加節省燃料。今天公佈的項目將從今年春季開始開展，並將

於 2020 年冬季期間竣工。  

  

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廳長瑪麗·特雷塞·多明格斯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極端天氣越來越頻繁，這對於我們州的交通網造成

了破壞性影響。透過對我們州的基礎設施進行重新鋪路和加固，紐約將繼續支持我

們當地社區的復興和地區經濟發展。」   

  

這筆重要的基礎設施基金由紐約州交通廳開展的  5 年資本計畫予以支持。透過對

交通基礎設施進行持續投資（包括為復興道路而新增的最新州撥款），紐約州正在

為全體紐約民眾改善生活質量。   

  

參議會交通委員會  (Senate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主席提姆·甘迺迪  (Tim 

Kennedy) 參議員表示，「紐約目睹了我們頻繁遭遇嚴酷冬季，這樣的季節毀壞了

道路、造成坑洞，並為全州的駕駛員造成困擾。我們致力於分配重要的州資源，以



確保這些道路能夠得到妥善修復和維護，這是至關重要的。在州長今天宣佈的這筆

資金幫助下，本州將優先考慮安全性，繼續構建充滿活力的基礎設施網絡，並最終

推動更強大經濟的發展。」   

  

眾議會交通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主席兼眾議員威廉  B. 

馬格納銳里  (William B. Magnarelli) 表示，「葛謨州長宣佈為重新鋪設受極端天氣

影響的州公路追加撥款，我欣然接受這筆資金。我們的基礎設施需要不斷修復，受

嚴重天氣影響的道路尤其如此。我期待與州長一起動用這筆資金。」   

  

駕駛員需在靠近路邊閃著紅燈、白燈、藍燈、黃燈或綠燈的車輛時減速慢行，安全

行駛，包括作業區的維修和施工車輛。   

  

如需獲取更多關於《駛離道路  (Move Over)》法和如何在高速公路施工區保證工人

和駕駛員安全的訊息，請訪問  www.ny.gov/workzonesafety。  

  

特此提醒汽機車駕駛員，在施工區超速行駛將被罰雙倍罰鍰。按照《2005 年施工

區安全法 (Work Zone Safety Act)》，在施工區超速兩次或兩次以上的超速違法行為

定罪，可能會導致駕照吊銷。如需獲取出行即時資訊，請撥打  511，訪問 

www.511NY.org 網站，或下載免費  511NY 應用程式。   

  

重新鋪路項目的完整清單如下：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專案投入約  1,200 萬美元以供鋪平哥倫比亞  (Columbia)、格林 (Greene)、奧爾巴尼 

(Albany)、倫斯勒 (Rensselaer)、斯克内克塔迪  (Schenectady)、薩拉托加 

(Saratoga)、華盛頓 (Washington) 和沃倫 (Warren) 等郡內的下列道路  (共計  73 哩

長)：  

•  投入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2 號公路：奧爾巴尼郡內從  406 號郡道至 143 號

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W 號公路：格林郡內從阿爾斯特郡沿線  (Ulster 

County Line) 至 23A 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 號公路：倫斯勒郡內從  22 號公路上方的橋樑至

馬塞諸塞州  (Massachusetts State) 沿線之路段   

•  投入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N 號公路：薩拉托加郡內從馬拓路  (Myrtle Street) 

至波特科納斯路  (Porter Corners Road) 之路段  

•  投入 98 萬美元重新鋪設  406 號公路：斯克內克塔迪郡內從  20 號公路至 

158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N 號公路：沃倫郡內從  9 號公路至波頓碼頭  

(Bolton Landing) 之路段  

http://www.ny.gov/workzonesafety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b3c37ca5-effbda18-b3c18590-000babd9fa3f-96d897baf645667f&q=1&e=c63ab367-ea5d-40f6-9cdd-0cc5abb658e3&u=http%3A%2F%2Fwww.511ny.org%2F


•  投入 17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96 號公路：華盛頓郡內從  32 號公路至  40 號公

路之路段  

•  投入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03 號公路：哥倫比亞郡內從瓦拉提基爾  (Valatie 

Kill) 至薩瑟蘭路  (Sutherland Road) 之路段  

•  投入 37.5 萬美元重新鋪設  23B 號公路：哥倫比亞郡內從  66 號公路至克拉

瓦萊克溪 (Claverack Creek) 之路段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專案投入約  1,070 萬美元以供鋪平奧奈達  (Oneida)、何幾梅爾 (Herkimer)、富爾頓 

(Fulton)、蒙哥馬利 (Montgomery)、斯科哈里  (Schoharie) 和奧奇戈 (Otsego) 等郡內

的下列道路（共計  72 哩長）：   

•  投入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09 號公路：富爾頓郡內從戈洛夫斯維爾市邊界  

(Gloversville City Line) 至 112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7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61 號公路：蒙哥馬利郡內從  30A 號公路至 30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51 號公路：何幾梅爾郡內從賽達威爾村  (Hamlet 

of Cedarville) 至萊明頓路以南  (South of Remington Road) 1.5 英哩之路段  

•  投入 1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33 號公路：奧內達郡內從  412 號公路至通行公

路 (Access Road) 之路段  

•  投入 2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7 號公路：奧奇戈郡內從  39 號鄉道至斯克哈里郡

沿線之路段   

•  投入 1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7 號公路：斯克哈里郡內奧蘭奧奇戈郡、邊界  

(Orange County line) 至海特路 (Hite Road) 之路段  

•  投入 89.9 萬美元重新鋪設  10A 號公路：富爾頓郡內從  29 號公路至  10 號公

路之路段。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專案投入約  1,390 萬美元以供鋪平奧斯威戈  (Oswego)、奧農達加  (Onondaga)、卡

尤加 (Cayuga)、科特蘭  (Cortland) 和麥迪遜 (Madison) 等郡內的下列道路  (共計 

119 哩長)：  

•  投入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2 號公路：麥迪遜郡內從希南戈市邊界  

(Chenango City Line) 至南胡巴德斯維爾  (South of Hubbardsville) 之路段  

•  投入 3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1 號公路：奧農達加郡內塔夫特路  (Taft Road) 

以南至北拜耳街  (North of Bear Street) 之路段  

•  投入 2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8A 號公路：卡尤加郡和奧農達加郡內從摩拉維

亞 (Moravia) 至奧農達加郡沿線，從卡尤加郡邊界以北至卡尤加郡邊界以東

之路段  



•  投入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 號公路：奧斯維戈郡內從  264 號公路至 104 號

公路之路段   

•  投入 66.3 萬美元重新鋪設  26 號公路：科特蘭郡內從  23 號公路至希南戈郡

邊界 (Chenango County Line) 之路段  

•  投入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73 號公路：奧農達加郡內從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City) 邊界至萊姆斯通溪大橋  (Limestone Creek Bridge)，從克林頓

街 (Clinton Street) 到麥迪遜郡邊界  (Madison County line) 之路段  

•  投入 69.4 萬美元重新鋪設  48 號公路：奧農達加郡內從法拉爾路  (Farrell 

Road) 至鮑爾德溫斯維爾鎮  (Baldwinsville Town) 邊界之路段   

•  投入 1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4B 號公路：卡尤加郡內從湯普金斯郡邊界  

(Tompkins County line) 至 90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90.4 萬美元重新鋪設  13 號公路：奧斯維戈郡內從奧內達郡邊界  

(Oneida County line) 至 104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34.4 萬美元重新鋪設  298 號公路：奧農達加郡內從東塔夫特路  (East 

Taft Road) 至 31 號公路之路段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專案投入約  1,750 萬美元以供鋪平奧爾良  (Orleans)、杰納西 (Genesee)、懷俄明 

(Wyoming)、利文斯頓  (Livingston)、門羅 (Monroe)、韋恩 (Wayne)、安大略 

(Ontario)、耶茨 (Yates)、塞尼卡 (Seneca) 等郡內的下列道路  (共計 162 哩長)：   

•  投入 2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6A 號公路：塞尼卡郡內從肯尼迪路  (Kennedy 

Road) 以南至伍德沃斯路  (Woodworth Road) 之路段  

•  投入 85 萬美元重新鋪設  89 號公路：塞尼卡郡內從俄恩斯伯格路  

(Ernsberger Road) 以南至卡農嘉路  (Canoga Road) 以南之路段   

•  投入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3 號公路：傑納西郡內從  237 號公路至門羅郡邊

界 (Monroe County line)，33A 號公路上從 33 號公路至 490 號州際公路之路

段  

•  投入 2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36 號公路：利文斯頓郡內從農達鄉邊界  (Village 

of Nunda) 至丹斯維爾鄉  (Village of Dansville) 之路段   

•  投入 2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6 號公路：門羅郡內從  383 號公路至車馳威爾鄉  

(Village of Churchville) 之路段  

•  投入 1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4A 號公路：安大略郡內從耶茨郡邊界  (Yates 

County line) 至 5/20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1A 號公路：奧爾良郡內從  31 號公路至  98 號公

路之路段  

•  投入 56.6 萬美元重新鋪設  31 號公路：韋恩郡內從帕米拉鄉  (Village of 

Palmyra) 至紐瓦克鄉 (Village of Newark) 之路段  

•  投入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9A 號公路：懷俄明郡內從  39 號公路至  19 號公

路之路段  



•  投入 62.5 萬美元重新鋪設  245/364 號公路：位於耶茨郡米德爾薩克斯鎮  

(Town of Middlesex)  

•  投入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18 號公路：安大略郡和塞尼卡郡內從  14 號公路

至 44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70.9 萬美元重新鋪設  31F 號公路：門羅郡內從塔克山路  (Turk Hill 

Road) 至韋恩郡邊界  (Wayne County line)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WNY)  

專案投入約  1,460 萬美元以重新鋪平尼亞加拉  (Niagara)、伊利 (Erie)、肖托夸 

(Chautauqua)、卡特羅格斯  (Cattaraugus) 和阿勒格尼  (Allegany) 等郡內的下列道路  

(共計 180 哩長)：  

•  投入 87.7 萬美元重新鋪設  20 號公路：伊利郡內從阿姆斯戴爾路  (Amsdell 

Road) 至 62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76.6 萬美元重新鋪設  324 號公路：伊利郡內從  384 號公路至艾格特路  

(Eggert Road) 之路段  

•  投入 65.5 萬美元重新鋪設  277 號公路：伊利郡內從伍德沃德路  (Woodward 

Drive) 至 354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75.8 萬美元重新鋪設  265 號公路：伊利郡內從水牛城市北部邊界  

(Buffalo north City line) 至南塔娜旺達市邊界  (Tonawanda South City line) 之路

段  

•  投入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9 號公路：卡特羅格斯郡內從肖托誇郡邊界  

(Chautauqua County line) 至郭旺達鄉邊界  (Gowanda Village line) 之路段  

•  投入 95.3 萬美元重新鋪設  18 號公路：尼亞加拉郡內從  104 號公路匝道至

布萊爾維爾路  (Blairville Road) 之路段  

•  投入 96.5 萬美元重新鋪設  86 號州際公路：卡特羅格斯郡內從  16 號出口至 

17 號出口的西向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美國  60 號國道：卡特羅格斯郡內從卡薩德佳鄉  

(Village of Cassadaga) 至美國 20 號國道之路段   

•  投入 250 萬美元重新鋪設美國  62 號國道：卡特羅格斯郡內從  60 號公路至 

394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45.8 萬美元重新鋪設  18 號公路：尼亞加拉郡內從波特 -中心路 (Porter-

Center Road) 至藍索姆威爾路 (Ransomville Road) 之路段  

•  投入 1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05 號公路：阿勒格尼郡內從  5 號鄉道以南至卡

特羅格斯郡邊界  (Cattaraugus County line) 之路段  

•  投入 37.2 萬美元重新鋪設博特斯路  (Potters Road) 和塞尼卡街  (Seneca 

Street)：伊利郡內從水牛城市邊界  (Buffalo City line) 至 240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美國  20 號國道：伊利郡內從  249 號公路至艾登艾

凡思中心路  (Eden Evans Center Road) 之路段  



•  投入 190 萬美元重新鋪設美國  20 號國道：伊利郡內從唐萊恩路  (Townline 

Road) 至伊利郡邊界  (Erie County line) 之路段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專案投入約  1,300 萬美元以重新鋪平里維斯  (Lewis)、傑斐遜 (Jefferson)、聖勞倫

斯 (St. Lawrence)、富蘭克林 (Franklin)、克林頓  (Clinton)、埃塞克斯  (Essex) 和漢

密爾頓 (Hamilton) 等郡內的下列道路（共計  100 哩長）：  

•  投入 1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6 號公路：埃塞克斯郡內從科布爾山  (Cobble 

Hill) 到鮑曼路 (Bowman Lane) 之路段  

•  投入 1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0 號公路：漢密爾頓郡內從里維湖  (Lewey Lake) 

到步道頂 (Trail head) 之路段  

•  投入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 號公路：克林頓郡內從克萊伯格村  (Hamlet of 

Clayburg) 到墨菲特斯維爾市  (City of Moffitsville) 之路段  

•  投入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22 號公路：富蘭克林郡內從  37 號公路至巡警鎮  

(Town of Constable) 之路段  

•  投入 1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 號公路：傑斐遜郡內從阿思品沃爾克諾斯  

(Aspinwall Corners) 至普普拉克諾斯  (Pupura Corners) 之路段  

•  投入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12 號公路：里維斯郡內從克洛根鄉  (Village of 

Croghan) 至印第安河  (Indian River) 之路段   

•  投入 2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68 號公路：聖勞倫斯郡內從廣州鄉  (Village of 

Canton) 至皮爾伯恩特村  (Hamlet of Pierrepoint) 之路段  

•  投入 2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 號公路：埃塞克斯郡內從特羅特龐德路  (Trout 

Pond Road) 至 22 號公路之路段   

  

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專案投入約  2,270 萬美元以重新鋪平韋斯切斯特  (Westchester)、洛克蘭 

(Rockland)、帕特南 (Putnam)、奧蘭治郡 (Orange)、達奇斯 (Dutchess)、阿爾斯特 

(Ulster) 和沙利文 (Sullivan) 等郡內的下列道路（共計  113.5 哩長）：   

•  投入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00B 號公路：韋斯切斯特郡內從斯普林布魯克大

道 (Sprain Brook Parkway) 至 119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2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20 號公路：韋斯切斯特郡內從維普爾維爾路口  

(Whippoorwill Crossing) 至裡奇伍德梯田  (Ridgewood Terrace) 之路段  

•  投入 1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02 號公路：洛克蘭郡內從米德路  (Meade Drive) 

至 9W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11 號公路：奧蘭治郡內從格柵收費公路  (Goshen 

Turnpike) 至 416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4 號公路：奧蘭治郡內從  9W 號公路至老富奇山路  

(Old Forge Hill Road) 之路段  



•  投入 45 萬美元重新鋪設  32 號公路：奧蘭治郡內從聯合大道  (Union Avenue) 

至老寺廟山路  (Old Temple Hill Road) 之路段  

•  投入 1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2 號公路：帕特南郡內從丹斯波特路  (Doansburg 

Road) 至 22 號老路之路段  

•  投入 52.1 萬美元重新鋪設  22 號公路：帕特南郡內從米爾敦路  (Milltown 

Road) 至觀望路 (Overlook Lane) 之路段  

•  投入 86 萬美元重新鋪設  82 號公路：達奇斯郡內從托卡尼克州大道  (Taconic 

State Parkway) 至克羅夫岔路 (Clove Branch Road) 之路段  

•  投入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2 號公路：阿爾斯特郡內從奧蘭治郡邊界  

(Orange County line) 至 44/55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63.5 萬美元重新鋪設  82 號公路：達奇斯郡內從  199 號公路至哥倫比亞

郡邊界 (Columbia County line) 之路段  

•  投入 19.5 萬美元重新鋪設  199 號公路：達奇斯郡內從工廠路  (Factory Lane) 

至施楚茨山路  (Schultz Hill Road) 之路段  

•  投入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4/55 號公路：阿爾斯特郡內從教堂山路  (Chapel 

Hill Road) 至 208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2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7B、52A 和 52 號公路：沙利文郡內從  97 號公

路至磨坊路  (Miller Road) 之路段  

•  投入 2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06 號公路：洛克蘭郡內從  59 號公路至維爾拉路  

(Viola Road) 之路段  

•  投入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28 號公路：韋斯切斯特郡內從學校街  (School 

Street) 至懷茨米爾路 (Wrights Mill Lane) 之路段  

•  投入 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18 號公路：韋斯切斯特郡內從  100 號公路至 129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52 號公路：奧蘭治郡內從蔔尼法斯路  (Boniface 

Drive) 至沃登鄉邊界  (Village of Walden Line) 之路段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專案投入約  1,960 萬美元以重新鋪平斯圖本  (Steuben)、斯凱勒  (Schuyler)、希芒 

(Chemung)、湯普金斯  (Tompkins)、泰奧加 (Tioga)、布魯姆 (Broome)、希南戈 

(Chenango) 和特拉華  (Delaware) 等郡內的下列道路（共計  124 哩長）：  

•  投入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27 號公路：湯普金斯郡內從斯凱勒郡邊界  

(Schuyler County line) 至 96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3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53 號公路：斯圖本郡內從卡諾那村  (Hamlet of 

Kanona) 以南至普拉茲伯格鄉  (Village of Prattsburgh) 之路段  

•  投入 2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53 號公路：斯圖本郡內從普拉茲伯格鄉至利文斯

頓郡邊界 (Livingston County line) 之路段  

•  投入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4 號公路：希芒郡內從泰奧加郡邊界  (Tioga 

County line) 至凡范艾頓鎮  (Town of Van Etten) 之路段  



•  投入 81.3 萬美元重新鋪設  329 號公路：斯凱勒郡內從密茲山路  (Meads Hill 

Road) 至 17 號鄉道之路段  

•  投入 2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7 號公路：特拉華郡內從約翰德科路  (John Deck 

Road) 至羅德維爾路 (Lordville Road) 之路段  

•  投入 17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2 號公路：希南戈郡內從布魯姆郡邊界  (Broome 

County line) 至 2 號鄉道以南四分之一英哩處之路段   

•  投入 3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79 號公路：布魯姆郡內從  7 號公路至范敦鎮  

(Town of Fenton) 之路段  

•  投入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79 號公路：泰奧加郡內從  38 號公路至湯普金斯

郡邊界 (Tompkins County line) 之路段  

•  投入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7 號公路：布魯姆郡內從隧道路  (Tunnel Road) 至

拜茨路 (Bates Road) 之路段  

•  投入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2 號公路：希南戈郡內從  3A 號郡道以南至牛津

鎮 (Town of Oxford) 之路段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專案投入約  1,070 萬美元以重新鋪平拿索  (Nassau) 和薩福克 (Suffolk) 等郡內的下

列道路（共計  23 哩長）：   

•  投入 4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09 號公路：拿索郡內從拿索 -薩福克郡邊界  

(Nassau-Suffolk County line) 至 24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6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5A 號公路：薩福克郡內從尼古爾斯路  (Nicholls 

Road) 至主街/東側大道  (Main Street/East Broadway) 之路段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專案投入約  1,580 萬美元以供鋪平紐約市內的下列道路（共計  45 哩長）：  

•  投入 20.2 萬美元重新鋪設亞瑟謝裡丹快速路  (Arthur Sheridan Expressway) 

南向路段：布朗克斯郡  (Bronx County) 內從十字布朗克斯快速路  (Cross 

Bronx Expressway) 至 177 號大街/德沃大街  (177th Street/Devoe Avenue) 之路

段  

•  投入 860 萬美元重新鋪設長島快速路  (Long Island Expressway) 東向和西向

路段：皇后郡  (Queens County) 內從馬里斯大街  (Maurice Avenue) 至中央大

道 (Grand central Parkway) 之路段  

•  投入 5.3 萬美元重新鋪設布魯克林皇后快速路  (Brooklyn Queens Expressway) 

東向匝道：位於金斯郡  (Kings County) 漢密爾頓大街  (Hamilton Avenue)  

•  投入 690 萬美元重新鋪設斯坦頓島快速路  (Staten Island Expressway)：從裡

士滿郡 (Richmond County) 維多利亞大道 (Victory Boulevard) 至高堡橋  

(Goethals Brid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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