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8 月 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隨著熱帶風暴伊薩亞斯開始影響紐約州，葛謨州長向紐約民眾通報了本州的準備工作  

  
戰略部署州應急物資以支持地方  

  
紐約民眾應做好計畫，以應對潛在的強風、暴雨和洪水  

  
從週二中午到午夜，串聯拖車和空拖拉機拖車禁止在大都會運輸署的橋樑上行駛  

  
  
伴隨熱帶風暴伊薩亞斯 (Tropical Storm Isaias) 開始影響紐約州，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

天向紐約民眾更新了本州的應急準備情況。目前的預測顯示，風暴路徑已經向西輕微移

動，增加了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和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的暴雨和強風威

脅。州機構繼續密切監控風暴的路徑，並戰略性地預先部署了物資到首府地區、哈德遜中

部地區、紐約市和長島地區 (Long Island)。紐約民眾應確保家庭做好應對風暴的準備，

並繼續關注當地的天氣預報以獲取最新資訊。  

  
「熱帶風暴伊薩亞斯開始席捲紐約州，帶來強風和暴雨，並可能引發暴洪，造成嚴重破

壞，我呼籲紐約民眾，特別是那些直接在伊薩亞斯路徑上的人，保持冷靜、保持聰明，並

避免不必要的出行，」葛謨州長表示。「我們的應急小組已經部署到受災最嚴重的地

區，我們也準備幫助當地合作夥伴保護紐約民眾的安全。」  

  
在過去 24 小時內，風暴已經向西移動，並加快了向北移動的速度。因此，長島地區的預

期降雨量已經減少。然而，本州內陸地區的降雨量仍可達到 6 英吋，風力更強。哈德遜

中部地區的下游、紐約市和長島地區都發佈了熱帶風暴警報和龍捲風預警。天氣預報預

測，這些地區的紐約民眾可能會經歷每小時 40 到 50 英哩的風速，最嚴重的陣風每小時

接近 70 英哩。沿海地區也可能出現高達兩英呎的局部風暴潮。  

  
美國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還對哈德遜中部地區北部、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首府地區和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發佈了一系列山洪暴發預

警。紐約民眾如需查看公告的完整列表以及最新天氣預報，請點擊此處訪問國家氣象局網

站。  

  
政府機構準備工作  

  
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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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應急指揮中心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由於新型冠

狀病毒 (COVID-19) 疫情而仍處於活動狀態，並將在整個事件期間監測天氣狀況、協調州

應急行動，並與當地保持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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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包括泵、鏈鋸、沙袋和瓶裝水。此外，紐約州國土安

全與緊急服務署火災防控辦公室 (Office of F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已向風暴路徑範

圍內的區域預先部署了其城市水上快速搜救隊 (Swift Water Urban Search and Rescue 

team)，在需要時協助當地的應急先遣隊。搜救隊配備船隻和高軸車輛。  

  
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紐約州交通廳準備在全州提供 3,517 個監督員和操作員。所有可用的雨水/洪水/風應對設

備已準備就緒。 全州設備數量如下：  

  

• 1433 輛大型自動傾卸式卡車  

• 48 臺有抓斗的裝載機  

• 313 臺裝載機  

• 16 輛配備污水噴射機的真空卡車  

• 28 臺覆帶式挖土機  

• 47 臺輪式挖掘機  

• 61 輛配備矮低箱板掛車的拖拉機掛車  

• 14 輛伐木鏟斗車  

• 35 輛交通訊號卡車  

• 6 臺水泵  

• 77 臺鑿木機  

  
所有受影響的住宅區域都將在優先響應工作開展期間 24/7 配備人員。 將 24/7 提供機械

支援，以隨時響應設備的運作。  

  
週二晚間，洪水/碎片快速反應小組將預先部署在哈德遜中部地區和長島地區，對出現的

任何需求做出即時響應。如有需要，將召集更多的小組人員來提供額外的支援。  

  
高速公路局 (Thruway Authority)  

高速公路局工作人員已準備 647 個操作人員和監督人員應對全州各地因強風或洪水引起

的問題，提供中小型挖掘機、鏟地/傾卸式卡車、大型裝載機、便攜式電子可變訊息標

牌、便攜式燈塔、小型發電機、小型泵機和設備運輸拖車、訊號燈及其他交通管制設備，

用於實施繞行或封道。各種資訊標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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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狀況。  

  
全州設備數量如下：  

• 213 輛大型自動傾卸式卡車  

• 127 輛小型傾卸式卡車  

• 61 臺裝載機  



 

 

• 25 臺拖車  

• 7 臺真空卡車  

• 10 臺覆帶式挖土機  

• 7 臺輪式挖掘機  

• 11 臺灌木切碎機  

• 99 臺電鋸  

• 20 臺雲梯車  

• 21 臺滑移式裝載機  

• 87 臺便攜式發電機  

• 69 臺便攜式照明設備  

  
高速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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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程式讓行車人員得以在路途上時能夠直接查看即時交通路況和導航援助。行車人員還

可訂閱交通預警 (TRANSalert) 電子郵件獲取高速公路局最新交通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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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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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正在採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以保護其運輸網路並提供安全的服務。  

  
在紐約市交通局 (New York City Transit)、長島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 Road)、大都

會北方鐵路公司 (Metro-North Railroad) 和大都會運輸署橋樑和隧道管理局 (Bridges and 

Tunnels)，工作人員已經組裝了 100 萬加侖柴油、303,000 個沙袋、77,800 加侖汽油、

7,348 張膠合板、884 把鏈鋸、671 台手提發電機、422 塊混凝土或塑膠製成的屏障、

264 個水泵、218 支火炬、198 個抽水軟管和排水軟管、134 個風扇、79 輛應急車輛、

56 輛救援車/拖車、37 台挖掘機、33 個各種資訊標誌、18 個氣象資料收集站和 3 輛垃圾

清理列車。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還將實施一項禁令，禁止在週二中午至午夜期間在橋上懸掛串聯拖車和

空牽引車拖車。  

  
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將於週二恢復週末運營，週二全天提供每小時服務，哈萊姆線 

(Harlem Line) 東南至瓦塞克線 (Wassaic) 每兩小時一班，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 丹伯

里支線 (Danbury) 每三小時一班。  

  
在大雨及大風期間及之後，旅客應採取安全措施，以確保旅途安全。其中包括留出額外的

出行時間，在月臺和樓梯上行走時要格外小心，注意路面的濕滑情況，注意頭頂的樹葉或

電線。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所有機構都在密切合作、與當地合作夥伴協調，制定預防變化計畫以應

對服務受到影響的情況。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d94272db-85644578-d9408bee-000babda0106-886dc1d3b3fca732&q=1&e=f4a0f5a4-a25b-4893-9432-d4cb99660c1d&u=https%3A%2F%2Fnam1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F%3Furl%3Dhttps%253A%252F%252Furldefense.proofpoint.com%252Fv2%252Furl%253Fu%253Dhttps-3A__itunes.apple.com_us_app_nys-2Dthruway-2Dauthority_id1219981541-3Fls-3D1-26mt-3D8%2526d%253DDwMFAg%2526c%253D7ytEQYGYryRPQxlWLDrn2g%2526r%253D7eoRi_0ZR0e-GhXT_5b1tJa4Ct_Hu3-GSRP8YfW-TkU%2526m%253DJb6grM2tj_q41BvIiGzoUvpUmGLg4cpEDBkMf8baTzY%2526s%253D1TS9DiDJ5_ke7oa5YwbguJD74pVQi9IIiKfEurdv0p4%2526e%253D%26data%3D02%257C01%257C%257C8298d9a300074decce2908d837c81670%257C496b87481f5f49a8a46d98a389b1b070%257C0%257C0%257C637320679813028981%26sdata%3D1CG4lCiGAu7gcKAxx5bqgk9f2ZC5sYUxsuxgwoL9R%252BM%253D%26reserved%3D0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402b8b0c-1c0dbcaf-40297239-000babda0106-a9bc08f67e2ba44d&q=1&e=f4a0f5a4-a25b-4893-9432-d4cb99660c1d&u=https%3A%2F%2Fnam1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F%3Furl%3Dhttps%253A%252F%252Furldefense.proofpoint.com%252Fv2%252Furl%253Fu%253Dhttps-3A__protect2.fireeye.com_url-3Fk-3D9edbe9c8-2Dc2fddd93-2D9ed910fd-2D000babd905ee-2D5c44b04bf7a3b572-26u-3Dhttps-3A__protect2.fireeye.com_url-3Fk-3Dc97b6236-2D955d5a08-2Dc9799b03-2D000babda0031-2D01d64c5c6f74e0b7-26u-3Dhttps-3A__protect2.fireeye.com_url-3Fk-3Dfaef8720-2Da6ca8b43-2Dfaed7e15-2D0cc47aa88e08-2Daafc62e4f42a7957-26u-3Dhttps-3A__play.google.com_store_apps_details-3Fid-3Dgov.ny.thruway.nysta%2526d%253DDwMFAg%2526c%253D7ytEQYGYryRPQxlWLDrn2g%2526r%253D7eoRi_0ZR0e-GhXT_5b1tJa4Ct_Hu3-GSRP8YfW-TkU%2526m%253DJb6grM2tj_q41BvIiGzoUvpUmGLg4cpEDBkMf8baTzY%2526s%253D1dJh5Ifoqg445RldxPT59pHJU3ycjNMC0uEKZPjod0Q%2526e%253D%26data%3D02%257C01%257C%257C8298d9a300074decce2908d837c81670%257C496b87481f5f49a8a46d98a389b1b070%257C0%257C0%257C637320679813038936%26sdata%3DOv21NIK2gmTbLze0JQ%252FmAceEbdSRAnclbc4QKoUqdaE%253D%26reserved%3D0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3e91a711-62b790b2-3e935e24-000babda0106-e4a7b3be19358249&q=1&e=f4a0f5a4-a25b-4893-9432-d4cb99660c1d&u=https%3A%2F%2Fnam1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F%3Furl%3Dhttps%253A%252F%252Furldefense.proofpoint.com%252Fv2%252Furl%253Fu%253Dhttp-3A__www.thruway.ny.gov_tas_index.shtml%2526d%253DDwMFAg%2526c%253D7ytEQYGYryRPQxlWLDrn2g%2526r%253D7eoRi_0ZR0e-GhXT_5b1tJa4Ct_Hu3-GSRP8YfW-TkU%2526m%253DJb6grM2tj_q41BvIiGzoUvpUmGLg4cpEDBkMf8baTzY%2526s%253Dh3rCgbMq1m2Wd5NHNFHvMA4DXFwdxno3NNqADeNizAU%2526e%253D%26data%3D02%257C01%257C%257C8298d9a300074decce2908d837c81670%257C496b87481f5f49a8a46d98a389b1b070%257C0%257C0%257C637320679813048896%26sdata%3DGAV1Gi3tuKwIjJ4E%252Fvn70dbB1ooA%252B79dG2GJqe7Kwb0%253D%26reserved%3D0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aa7d2c17-f65b1bb4-aa7fd522-000babda0106-4d6fed9b3270dc33&q=1&e=f4a0f5a4-a25b-4893-9432-d4cb99660c1d&u=https%3A%2F%2Fnam1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F%3Furl%3Dhttps%253A%252F%252Furldefense.proofpoint.com%252Fv2%252Furl%253Fu%253Dhttps-3A__twitter.com_ThruwayTraffic%2526d%253DDwMFAg%2526c%253D7ytEQYGYryRPQxlWLDrn2g%2526r%253D7eoRi_0ZR0e-GhXT_5b1tJa4Ct_Hu3-GSRP8YfW-TkU%2526m%253DJb6grM2tj_q41BvIiGzoUvpUmGLg4cpEDBkMf8baTzY%2526s%253DDybpcHXi-olmTlanDjIBCO0UPdN8xws89sMJGL2DQ3Y%2526e%253D%26data%3D02%257C01%257C%257C8298d9a300074decce2908d837c81670%257C496b87481f5f49a8a46d98a389b1b070%257C0%257C0%257C637320679813048896%26sdata%3DcLEtVphWLkW%252BHwP3%252BfX04KBuD6DGb2qA5VdDzA3JCOU%253D%26reserved%3D0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ff61d67a-a347e1d9-ff632f4f-000babda0106-d8f8c27947606d60&q=1&e=f4a0f5a4-a25b-4893-9432-d4cb99660c1d&u=https%3A%2F%2Fnam1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F%3Furl%3Dhttps%253A%252F%252Furldefense.proofpoint.com%252Fv2%252Furl%253Fu%253Dhttp-3A__www.thruway.ny.gov_%2526d%253DDwMFAg%2526c%253D7ytEQYGYryRPQxlWLDrn2g%2526r%253D7eoRi_0ZR0e-GhXT_5b1tJa4Ct_Hu3-GSRP8YfW-TkU%2526m%253DJb6grM2tj_q41BvIiGzoUvpUmGLg4cpEDBkMf8baTzY%2526s%253DnN_YbeJ0m4oulXFeQSqv8ZyXEVap088aDQPw2TunGaU%2526e%253D%26data%3D02%257C01%257C%257C8298d9a300074decce2908d837c81670%257C496b87481f5f49a8a46d98a389b1b070%257C0%257C0%257C637320679813058853%26sdata%3DRrwwwRj%252FTlY92IJKxEnk%252FpJoYF8kMeJNuST2queh9NY%253D%26reserved%3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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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暴期間，紐新航港局建議機動車駕駛員謹慎駕駛。喬治華盛頓大橋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和斯塔頓島大橋 (Staten Island bridge) 的限速措施可能生效，進出

十字路口的公路也會實施限速措施。  

  
我們鼓勵旅客透過紐新航港局的機場、終點站及巴士站，直接向承運商及航空公司查詢航

班延誤、取消或重訂的最新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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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應用程式。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的環保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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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快速水上救援隊和

鋸木工在內的所有可用物資均已就定位，可供協助處理各類應急工作。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州立公園正在監測風暴預報，地區工作人員正在準備全地形車 (UTV)/全地形交通車 

(ATV)、發電機和木材切割機並加油；確定鋸木工小組；清理排水系統中潛在的阻塞物，

以及移除已知的危險的樹枝和樹木，並按照有已知洪水問題的設施預先放置沙袋。建議潛

在遊客訪問 https://parks.ny.gov/ 以瞭解風暴導致的設施運營時間可能發生的任何變化。  

  
公共服務電氣公司長島地區分公司 (Public Service Electric and Gas Long Island, PSEG-

LI) 的公用事業人員將在週日把卡車和物資運送到貝斯佩奇州立公園 (Bethpage State 

Park) 的野餐區停車場和俱樂部會所附近以預防風暴。  

  
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紐約州警察局已指示所有警員保持警惕，密切監視情況，以防出現任何問題。將根據需要

向受影響地區部署更多人員。州警察局快速水上救援隊的成員將部署和佈置，以便立即作

出反應。 所有四輪驅動車輛和所有特種車輛，包括船和多功能車，都在使用中。  

  
公共服務廳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  

紐約州公共事業機構目前大約有 4,500 名員工在紐約州各地開展損害評估、應對和修復

工作。在風暴事件期間，公共服務廳的工作人員將繼續監控公共事業單位的工作，並將確

保公用事業單位將適當的工作人員調派到預期受到最大影響的地區。 此外，因為熱帶風

暴伊薩亞斯預計造成的影響，公共服務電氣公司長島地區分公司、聯合愛迪生電力公司 

(Con Edison)、奧蘭治郡和洛克蘭郡公用事業公司 (Orange & Rockland) 和哈德遜中部天

然氣和電力公司 (Central Hudson) 已另請了約 2,000 名互助線工作人員支援他們的救災

及恢復工作。  

  
紐約州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https://parks.ny.gov/


 

 

紐約州電力局和運河集團 (Canal Corporation) 正在監測熱帶風暴伊薩亞斯。工作人員正

在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以確保運作的連續性。根據目前的預測，無法預測運營對紐約州

電力局和運河集團物資的影響，不過，工作人員將繼續監控美國國家氣象局的更新資訊，

並與內外部利益相關者進行協調。  

  
安全事項  

若在強降雨期間出行，請開車時請注意安全，保持安全駕駛意識：  

  

• 請勿嘗試駕車穿越洪水氾濫的馬路。掉頭走其他路。  

• 請勿低估激流的毀滅性威力。兩英尺深的快速流動積水讓您的車浮起。時速 2 英

里的水流將從道路或橋面上衝走汽車。  

• 提早下班以避免困在被洪水淹沒的道路上。  

• 按照推薦線路出行。請勿忽視緊急繞道標識，要對洪水區域進行察看。  

• 出行時，隨時關注美國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 天氣預報廣播和本地電臺廣播瞭解最新資

訊。  

• 留意被衝毀的道路、山路滑坡、碎波區域或污水管道、鬆動下墜的電線以及掉落或

已掉落的物件。  

• 留意河水或溪流可能突然升高或溢出的區域，諸如高速斜坡、橋樑以及低窪地區。  

• 如果你在車內，洪水開始迅速湧入，請迅速棄車逃生。  

  
為洪水和極端天氣做好防範準備：  

  

• 熟知你居住地的郡名和周邊城市名。極端天氣預警按郡發佈。  

• 如果必須立即外出，請了解從您的住宅或工作單位前往地勢較高的安全地帶的最安

全路線。  

• 制定並執行『家庭逃生』計劃，並確定家人分離后的會合地點。  

• 列出全部貴重物品的詳細清單，包括家具、衣物及其他個人財產。把清單保存在安

全地點。  

• 準備應急物資，包括罐頭食品、藥物、急救用品、飲用水。把飲用水儲存在乾淨的

密閉容器內  

• 計劃好怎樣安置您的寵物。  

• 準備好便攜式收音機、手電筒、備用電池、應急炊具。  

• 給汽車加滿油。如果發生斷電，加油站可能多天無法泵油。在汽車後備箱里放好災

難小型用品箱。  

• 了解您的房子在潛在洪水位上下各多少英呎。廣播播報預測洪水位時，您可以確定

自己是否會遭遇水淹。  

• 在身邊準備好沙袋、膠合板、塑料板、木板，用於在緊急情況下抵禦洪水。  

  
準備好防災用品，包括：  



 

 

  

• 手電筒和備用電池。  

• 電池供電的廣播和備用電池  

• 急救箱和使用手冊  

• 應急食物和水  

• 非電動開瓶器  

• 基本藥品  

• 支票簿、現金、信用卡、自動提款機卡 (ATM)  

  
如果發生斷電，紐約民眾應：  

  

• 關閉或切斷主要電器和其他設備，如電腦，以防止短時間電力驟增對這些設備造成

損毀。打開一盞燈，以便在來電時能夠知曉。使用電子設備時請考慮使用過載保護

期。  

• 致電您的公共設施服務機構，向其通知斷電狀況，並收聽當地廣播以了解官方資

訊。如需獲取公共設施服務機構的清單，請瀏覽紐約州公共服務廳網站，查看您附

近的地區是否斷電。關照需要獲取公共設施服務或相關功能的人。  

• 只使用手電筒提供緊急照明 - 蠟燭有可能引起火災。  

• 使冰箱和冰櫃的門保持關閉 - 大多數需要冷藏的食品可以安全地保存在密閉的冰箱

內數小時。冰箱如果不開啟，可保持食品冷度大約四小時。裝滿物品的冰櫃將保持

溫度大約 48 小時。  

• 切勿在市內使用炭火烤架，切勿使用煤氣爐加熱 - 這些設備會釋放出有害濃度的一

氧化碳。  

• 在寒冷的天氣，多穿幾層衣服來保暖，並盡量減少在室外的時間。警惕冷應激症狀

（即低體溫症），並在出現症狀時尋求合適的醫療照顧。  

• 如果您處於高樓中，請走樓梯並移步至大樓最底層。如被困在電梯中，請等候救

援。不要強行打開電梯門。請耐心等待，電梯中有足夠的空氣且電梯為保證乘客安

全而設計。  

• 不要忘記為寵物提供新鮮的涼水。  

• 避免不要的出行，特別是乘車出行。斷電器件交通新高等將停止工作，從而造成交

通擁堵和危險的駕駛路況。若您在斷電期間必須駕駛，請謹記要在交通燈停止工作

的交叉路口處遵守 4 步停車規則。  

• 請謹記自動提款機和電梯等設備可能會停止工作。  

  
欲知所有天氣狀況下更多的安全須知，請訪問國土安全和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DHSES) 網站 www.dhses.ny.gov/oem/safety-info/index.cfm。  

  
###  

  

  

http://www.dhses.ny.gov/oem/safety-info/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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