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5 月 1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普特南郡  (PUTNAM)、達奇斯郡  (DUTCHESS)、奧蘭治郡  

(ORANGE)、蘇利文郡  (SULLIVAN) 進入緊急狀態   

  

州長派遣紐約州國家警衛隊  (New York National Guard) 的  125 個工作人員協助處

理賑災工作   

  

已根據緊急命令向各郡頒發旅遊警告   

  

州和當地人員利用預先部署的資源清理公路和鐵路；並提供其他可用資源   

  

緊急狀態行政命令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普特南郡、達奇斯郡、奧蘭治郡、蘇利文郡進入緊急

狀態，這幾個郡持續修復星期二發生的幾場嚴重雷暴造成的破壞。  作為修復工作

的內容，州長已部署  125 個紐約州國民警衛隊成員，以進一步幫助社區開展修復

工作。目前，數以千計的州和當地人員已經開始利用預先部署的設備開展工作，  

清除運輸走廊的碎片並評估受災地區的損害情況。  這些郡今晚發佈旅遊警告，  

以便賑災人員安全地開展工作。  

  

「紐約州再次承受住了大自然的憤怒，州和當地合作夥伴現在是時候幫助整個哈得

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重新站起來了，」州長葛謨表示。「駕駛和道路進出可

能仍然很困難，我建議全體駕駛員避免上路駕駛，以便我們的工作人員盡快清理出

安全的道路。」   

  

紐約州國家警衛隊   

紐約州國家警衛隊將於 5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開始從威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史密斯營地  (Camp Smith) 派遣 125 名成員。這些人將協助州、郡和地方工作人員

開展廢墟清理和交通管制等工作。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EO_1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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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rgency Services)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應急管理辦公室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正在積極監測情況，並與當地應急管理部門保持以及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保持密切聯繫。州儲備物資已做好準備，隨時可以部署到受影響的地區，

其中包括 750 台發電機、259 座燈塔，1,246 台各種規格的水泵、170 多萬個沙

袋、13 個沙袋機、56,350 噸即食餐、超過  43 萬瓶瓶裝水、9,000 多張折疊床、

12,340 張毛毯、13,613 個枕頭。  

  

此外，紐約州火災防控辦公室  (State Office of F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還派出 

17 人前往阿爾斯特郡  (Ulster)、達奇斯郡、奧蘭治郡、普特南郡、沙利文郡、韋斯

切斯特郡。這些人將向當地的工作人員提供情境支持和損害評估援助。  

  

紐約州交通廳   

整個哈德遜中部地區的幾條道路因倒塌的樹木和電線以及道路上的其他殘骸而封閉

或發生交通延誤。工作人員正在現場盡快開展工作，清理道路。這些工作人員配備  

75 台挖掘機，20 台推土機，20台平地機，17 台帶有下水道噴射器的真空卡車、

12 台水泵、1,441 台大型自卸卡車、318 台大型裝載機、15 輛樹木工鏟斗卡車、

79 台削片機、57 輛交通信號卡車、13 台水罐車。  

  

風暴現已過去，工作人員已開始評估整個地區對額外資源的需求情況。下列物資已

準備好，並準備根據需要進行部署：386 台大型自卸車、102 台大型裝載機、27 

台挖掘機，23 台削片機、11 輛交通信號卡車、8 台平地機、7 輛水罐車、5 輛真

空車、4 輛鏟斗車、1 台推土機、1 台水泵。  

  

此外，紐約州交通廳在受影響地區的州道上啟用了可變信息標牌，向機動車駕駛員

警告道路惡劣天氣條件。此外還建議機動車駕駛員查看  511NY，在出行前撥打  511 

或訪問 www.511ny.org。這一免費服務允許用戶查看路況或交通運輸資訊。  

  

請機動車駕駛員注意，州法律強制規定，如果交叉路口『斷電』，交通燈不工作，

則交叉路口自動變成『四向』禁行。如果由於洪水、電線倒塌或廢墟造成道路封閉

或堵塞，無論道路能見度如何，機動車駕駛員務必小心駕駛並遵守所有交通訊號或

設置的路障。  

  

移動設備使用者可從  iTunes 或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並更新免費  511NY 移動應用

程式。該應用程式現在擁有驅動模式，在駕駛中提供選定沿線的聲音提示，對事故

和施工發出警示。用戶可以在出發前，設置目的地，可接受多達三條路線的資訊。  

  

 

 

http://www.511ny.org/#_blank


 

 

紐約州高速公路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Thruway)  

目前，哈德遜河下游地區  (Lower Hudson Valley) 的高速公路系統的交通狀況良好，

包括 87 號州際公路、287 號州際公路、95 號州際公路。  維護人員將繼續監測高

速公路區域是否有碎片或其他與風暴有關的損壞。   

  

建議駕駛員謹慎駕駛，並根據情況調整車速。   

  

紐約州公路局還建議機動車駕駛員在其  iPhone 和 Android 設備上下載免費行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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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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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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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  (Metro-North Railroad)  

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已經在紐黑文公路  (New Haven Line)、哈得遜公路  (Hudson 

Line) 北部遠至克羅頓- 哈蒙火車站  (Croton-Harmon)、哈萊姆公路  (Harlem Line)  

北部遠至北白原火車站  (North White Plains) 恢復服務。北哈萊姆公路以及克羅頓- 

哈蒙火車站以北的哈得遜公路已暫停服務。為了盡快恢復服務，工作人員正在全力

清除倒塌的樹木，並修復第三條軌道的損壞。  

  

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建議客戶關注鐵路的數字頻道以獲取更新資訊，這些資訊將利

用電子郵件和文本消息發送、發佈到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鐵路時刻  (Train Time)  

應用程式，並在  Twitter @MetroNorth 『服務狀態 (Service Status)』欄選項卡上共

享。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還將在火車站和火車上利用數字標牌和音頻廣播向客戶提

供最新資訊。  

  

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建議未利用電子郵件或短信接收服務提醒的客戶訪問  

MyMTAAlerts.com 註冊。  

  

美國鐵路公司  (Amtrak) 服務   

目前，帝國走廊  (Empire Corridor) 上的多輛列車仍停靠在車站內。措施包括：  

•  帝國 244 號列車停靠在萊茵克里夫村  (Rhinecliff) 內  

•  帝國 48 號列車停靠在波基普西市  (Poughkeepsie) 內  

•  帝國 242 號列車停靠在新漢堡村  (New Hamburg) 內  

•  帝國 235 號列車停靠在冷泉鄉  (Cold Spring) 內   

•  帝國 49 號列車停靠在克特蘭郡  (Cortland) 內  

http://www.thruway.ny.gov/travelers/mobile-app.html
http://www.thruway.ny.gov/travelers/mobile-app.html
http://www.thruway.ny.gov/tas/index.shtml#_blank
http://www.thruway.ny.gov/#_blank


 

 

•  帝國 239 號列車和帝國  241 號列車停靠在賓州車站  (Penn Station) 內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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