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逾  2,040 萬美元改善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風暴適應力   

  

地方社區重建委員會選出的項目將設立長灘應急管理辦公室  (Long Beach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提高公共事業基礎設施的適應力、安裝永久發電機、

抬高薄弱道路並改進排水系統   

  

八個項目從屬於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  (NY Rising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NYRCR) 項目，這些項目共斥資超過  4,110 萬美元並將於今年秋季動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長島地區斥資超過  2,040 萬美元的項目將於今年秋季

動工，用於幫助易發洪水的社區針對極端天氣事件做好規劃和準備，這些社區正在

持續修復超級風暴桑迪  (Superstorm Sandy)、颶風艾琳  (Hurricane Irene)、熱帶風暴

李伊  (Tropical Storm Lee) 造成的破壞。這筆資金從屬於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項目

獲得的 4,110 萬美元資金，這些項目定於今年秋季在本州各地動工。  

  

「面對破壞力日趨嚴重的天氣，我們必須重建並加固社區和基礎設施來持續保護紐

約民眾，」州長葛謨表示。  「這些投資由地方合作夥伴選擇，將幫助長島地區的

弱勢社區升級基礎設施以抵禦大自然拋給我們的災難。」   

  

「我們正在提供需要的資源以確保社區做好準備應對今後的極端天氣事件，」副

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提供給長島地區各項目的這筆資金將幫

助該地區的社區規劃自然災害期間的重建工作。我們正在投資以重建得更加強大，

並確保我們的社區做好準備，紐約民眾保持安全。」   

  

今天公佈的八個項目由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規劃委員會  (NY Rising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Planning Committee) 的成員確定為其街區的重點項目，從屬於州長

風災重建辦公室  (Governor's Office of Storm Recovery, GOSR) 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

計畫在本州各地資助的數百個項目。颶風艾琳、熱帶風暴李伊、超級風暴桑迪過

後，葛謨州長認為居民和企業主了解自身需求和薄弱環節，並且能夠推薦最合適的

項目用來幫助其鄉鎮和生活方式，因此設立了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計畫，使居民和



 

 

企業主能夠參與重建和適應力過程。在長島地區，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計畫已分配

逾  1 億美元資金支持實施地方主導的計畫。  

  

今日公佈的拿騷郡  (Nassau County) 的項目： 

  

改進弗里波特鄉海峽  (Freeport Channel) 跨航道電力，弗里波特鄉  (Village of 

Freeport) - 7,000,000 美元：弗里波特鄉電力公司  (Freeport Electric) 是長島地區最

大規模的市政所有制公共事業單位，服務超過 4.3 萬人。超級風暴桑迪  

(Superstorm Sandy) 期間，該公共事業單位的基礎設施被脫錨的船隻和漂浮的廢墟

毀壞。由這場超級風暴導致的斷電事故妨礙了對  3,700 個住宅用戶和商業用戶、3 

個洪水警報器、2 個消防車庫、2 個污水泵站、2 所學校的供電。該鄉的主要經濟

區海里 (Nautical Mile) 也發生斷電。弗里波特鄉海峽跨航道電力改進項目將取代弗

里波特鄉海峽的海底電纜，該電纜輸送電力服務於該鄉四分之一的居民。整體基礎

設施因為該項目而得以減少損害，從而保護居民和企業抵禦今後發生服務中斷，並

減少因電線掉落而產生的人身傷害和火災風險。工程已於夏末動工。  

  

抬升東鮑德溫村  (East Baldwin) 道路，亨普斯特德鎮  (Town of Hempstead) - 

2,100,000 美元：東鮑德溫村河道沿線的街區從  20 世紀 30 年代起動工建設，洪水

區是在此後建設的。此後多年，尤其是颶風艾琳  和超級風暴桑迪發生後，周圍街

道在每月漲潮時日趨頻繁地發生潮汐洪水，導致財產和車輛受損，並妨礙了路邊垃

圾收集與郵遞等服務。為緩解這些問題，東鮑德溫村道路抬升項目將抬升當地居民

街道，並實施一系列排水設施改進措施以減少洪水給交通基礎設施和住房帶來的風

險。工程已於夏末動工。  

  

設立應急管理辦公室，長灘市  (City of Long Beach) - 179 萬美元：該項目旨在市

政廳  (City Hall) 現有場地設立應急管理辦公室，用於滿足長灘市的基本需求。長灘

市將與拿騷郡應急管理辦公室  (Nassau County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合

作，利用該辦公室協調災害事件的準備工作和處理工作。工程預計在十一月動工。  

  

為主要社區設施配備永久發電機，蠔灣鎮  (Town of Oyster Bay) - 210 萬美元：在

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計畫規劃過程中，馬薩佩瓜村委員會  (Massapequa Committee) 

的成員提出了對超級風暴桑迪期間廣泛斷電事故的關注。  為解決這個問題，為主

要社區設施配備永久發電機項目將確保應急避難所、社區中心和消防站在重大風暴

事件期間和過後提供備用電源。根據策略選擇的重要物資和疏散地點將安裝永久發

電機，用來在後續災難期間防止洪水損失。該項目將實現連續的應急運作，此外還

將增加提供應急資訊和資源來緩解民眾面臨的風險。工程已於九月動工。  

  

修繕公園 /濱線道路，南谷溪村  (South Valley Stream) - 380 萬美元：超級風暴桑

迪、颶風艾琳和熱帶風暴李伊  在 2011 年和 2012 年登陸以來，南谷溪村社區頻發

局部洪水。公園道路項目將修繕並恢復稱作『通道  (The Path)』沿途的步行綠道濱



 

 

線和毗鄰溪路公園  (Brook Road Park) 沿途的濱線地帶，從而引入各種自然元素、

環保基礎設施和加固的濱線來同時修復河流廊道並穩固河岸。這些改進措施將有助

於減輕今後的風暴損失、減少洪水並改善該地區的總體適應力。工程預計在本月動

工。 

  

今天公佈的獲得撥款的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項目： 

  

主消防站永久發電機，阿米蒂維爾鄉  (Village of Amityville) - 52.25 萬美元：主消

防站永久發電機項目將在阿米蒂維爾鄉消防局  (Amityville Fire Department) 安裝永

久發電機。該項目將確保阿米蒂維爾鄉消防局配備齊全的設備，即使社區發生廣泛

斷電事故，在今後的風暴事件期間和過後也能正常運作。該項目預計在今年十月動

工。 

  

大貝肖爾村發電機適應力項目，貝肖爾村  (Bay Shore) 和布萊瓦特村  

(Brightwaters) - 266 萬美元：極端天氣期間和過後，充足可靠的供電對社區修復至

關重要。大貝肖爾村發電機適應力項目將給社區主要設施安裝發電機，包括貝肖爾

村消防局 (Bay Shore Fire Department) 總部、布萊瓦特村村務大廳  (Brightwaters 

Village Hall)、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艾斯利普

鎮  (Islip) 第  2 大道公路車場  (2nd Avenue Highway Yard)。該項目確保給多種設施和

物資提供備用電源，將提高大貝肖爾村社區的適應力。該項目預計在今年十一月動

工。 

  

彩虹老年人中心  (Rainbow Senior Center) 永久發電機，林登赫斯特村  

(Lindenhurst) - 52.25 萬美元：超級風暴桑迪期間，林登赫斯特村蒙托克公路  

(Montauk Highway) 以南的 1,600 套住房幾乎全部出現深達五英呎的積水。連同廣

泛的斷電事故和充斥著廢墟的街道，這些狀況妨礙了實時重建工作，並導致居民難

以獲得服務和物資。在林登赫斯特村彩虹老年人中心安裝永久發電機，此舉將給當

地設施提供備用應急電源，使之能夠在風暴事件期間和過後安全運作，並促進社區

的整體適應力。該項目預計在今年十一月動工。  

  

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  (GOSR) 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計畫  與長島地區基礎設施計畫

負責人珍瑪莉·布菲特  (Jeanmarie Buffett) 表示，「這些項目體現了長島地區的地

方需求和社區資源。這些項目還體現了這些社區強烈需要應用從近期風暴中學到的

經驗，並在該過程中培養更可持續的社區，以造福於今後幾代紐約民眾。」   

  

議員費爾·泊伊爾  (Phil Boyle) 表示，「多年來，我們從多場風暴事件當中了解到

了適應力項目的重要意義，尤其是在易發洪水的區域。長島地區南岸  (south shore) 

的居民比任何人都了解這一點。推進這個重建計畫將在下一場大風暴襲擊我們社區

時提供保護。感謝州長認可我們亟需這些項目，並提供必要的資金協助達成這些項

目。」  



 

 

  

州參議員約翰  E. 布魯克斯  (John E. Brooks) 表示，  「我在州參議會的第一屆任期

內，努力為選民和長島地區爭取利益，使之獲得合理份額的州補助金。我很自豪與

葛謨州長並肩合作，確保更多州資源提供給長島地區的社區，我感謝他對長島地區

做出的承諾。我將繼續與葛謨州長以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內的諸位同僚合作，為我

的選民提供本州給予的支持及其應得的投資。」   

  

參議員托德·卡米斯奇  (Todd Kaminsky) 表示，  「鑒於氣候持續變化，且長島地區

面臨的風暴將日趨嚴重和頻繁，該項目對我們南岸社區的適應力而言是必要且值得

的投資。這些項目背後的理念是在下一場風暴或洪水發生前更充分地做好準備，而

這一理念完全以常識為依據。感謝葛謨州長和參議員舒默  (Schumer) 在這個重要方

面發揮領導能力。」   

  

眾議員克里斯汀·佩勒格里諾  (Christine Pellegrino) 表示，  「必將有下一場風暴襲

擊長島地區南岸，這只是時間問題。紐約州必須竭盡所能保護超級風暴桑迪過後飽

經滄桑的房主和小企業。斷電事故與風暴的破壞力是一樣的。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

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計畫撥發的這筆  210 萬美元資金將確保蠔灣鎮包括馬薩佩瓜

村  (Massapequa) 和馬薩佩瓜村公園  (Massapequa Park) 在內的應急避難所和消防

站擁有可靠的電力。」   

  

眾議員奇姆伯里·珍-匹瑞  (Kimberly Jean-Pierre) 表示，  「有了這些發電機，我們

的社區將了解有應急電源協助重建工作，並因此更加安心。感謝葛謨州長承諾提供

這些重要資金，以確保我們的居民在下次風暴來襲時改善境況。」   

  

眾議員安德魯  R. 噶巴瑞諾  (Andrew R. Garbarino) 表示，  「我很高興看到這些資

金分配用於改善我們地區的風暴適應力。正如我們以往所見，斷電對風災重建工作

有重大影響。大貝肖爾村發電機適應力項目將給重要的社區設施配備發電機，使之

能夠在極端天氣和斷電事故期間維持運作。該項目很好地運用了我們的納稅資

金。」  

  

眾議員梅麗莎·米勒  (Melissa Miller) 表示，  「即使多年以後，超級風暴桑迪造成

的後果仍將影響第  20 眾議會選區  (20th Assembly District)。我很高興州長風災重建

辦公室提供將近  200 萬美元資金設立應急管理辦公室。在障壁島上設立該辦公

室，將成為該社區的重要資源，並幫助引領預備工作。」   

  

眾議員米夏埃爾  C. 索拉戈斯  (Michaelle C. Solages) 表示，「我很自豪參與這項

工作，提高長島地區的風暴適應力。感謝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認可我們居民的長期

需求，並提供高達  380 萬美元資金給南谷溪村用來幫助緩解頻發的洪水問題。重

建過程尚未結束，但該項目朝著解決超級風暴桑迪造成的後期影響又邁進了一步。

我們必須繼續開展工作，強化長島地區以抵禦日趨惡劣的天氣。」   



 

 

  

眾議員布萊恩·庫蘭  (Brian Curran) 表示，「我很高興紐約州投資  1,670 多萬美元

幫助地方社區規劃並準備應對極端天氣。大量居民仍在努力擺脫超級風暴桑迪造成

的影響，恢復正常生活，我們需要採取措施保護這些居民防止進一步的損失。感謝

州長和所有參與方為我們的居民爭取到這些資金。」   

  

薩福克郡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談到風災重建工作，葛謨州

長始終是薩福克郡的可靠夥伴。超級風暴桑迪過後，紐約州與本郡不懈合作，確保

我們獲得工具和設備以應對日趨頻繁和嚴重的天氣災害。支持薩福克郡南岸在林登

赫斯特村、阿米蒂維爾鄉以及貝肖爾村 -布萊瓦特村的區域建設三個發電機項目，

這對每個社區的適應力至關重要，提供了必需的電力支持用來在極端天氣期間保障

居民安全。感謝葛謨州長兌現承諾，幫助薩福克郡抵禦各種風暴。」   

  

拿騷郡郡長勞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  「感謝葛謨州長再次聆聽我們的居民

的顧慮並保護我們的社區。紐約州這筆  1,670 萬美元的撥款將幫助拿騷郡易發洪水

的社區準備應對極端天氣事件。」   

  

亨普斯特德鎮  (Hempstead) 鎮長勞拉·吉倫  (Laura Gillen) 表示，  「我們應對氣候

變化的過程中，這些洪水預防與適應力項目給更加光明的未來提供了藍圖。在南谷

溪村安裝新乙烯隔板，連同在鮑德溫村  (Baldwin) 對排水設施開展重要改進和重建

道路，將為房主減少洪水風險。感謝葛謨州長支持長島地區和亨普斯特德鎮培養適

應力。」  

  

艾斯利普鎮鎮長安琪  M. 卡朋特  (Angie M. Carpenter) 表示，  「感謝葛謨州長提出

這項由聯邦政府資助並由本州支持的計畫，該計畫將鞏固本鎮的風暴應對工作並提

高居民的安全性。」   

  

巴比倫鎮  (Babylon) 鎮長瑞奇·斯卡菲  (Rich Schaffer) 表示，「巴比倫鎮設法抵禦

惡劣天氣事件，而葛謨州長始終是一項無價的資源。這筆數百萬美元的投資是紐約

州支持重要適應力項目的最新例證。感謝葛謨州長、參議員約翰 ·布魯克斯 (John 

Brooks)、參議員費爾·泊伊爾 (Phil Boyle)、女眾議員金伯利·讓-皮埃爾 (Kimberly 

Jean-Pierre) 發揮領導能力。」   

  

蠔灣鎮  (Oyster Bay Town) 鎮長約瑟夫·薩拉蒂諾  (Joseph Saladino) 表示，  「超

級風暴桑迪給蠔灣鎮造成毀滅性的災難，尤其是在馬薩皮夸村  (Massapequas)，我

感謝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此後幫助爭取到  210 萬美元的撥款給為主要社區設施配

備永久發電機項目。該項目確保應急避難所、社區中心以及消防站在大型風暴期間

和過後擁有備用電源。這些發電機將幫助我們社區做出更好的準備，並確保在任何

潛在的大規模斷電事故期間繼續開展應急工作。」   

  



 

 

林登赫斯特村村長邁克爾·拉瓦萊塔  (Michael Lavorata) 表示，「林登赫斯特村是

超級風暴桑迪登陸期間受災最嚴重的一個社區，我們很感激獲得這些紐約州崛起計

畫撥款，用來採購  150KW 發電機並安裝在彩虹老年公民中心  (Rainbow Senior 

Citizen Center)。備用電源將幫助該鄉提供安全處所，供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在自

然災害或緊急事件期間前往。感謝葛謨州長管理該計畫。」   

  

弗里波特鄉鄉長羅伯特·肯尼迪  (Robert Kennedy) 表示，  「葛謨州長承諾協助各

地政府保護民眾抵禦風災，已幫助弗里波特鄉提高了適應力而不增加該鄉的賦稅。

感謝他持續提供支持，我代表弗里波特鄉全體居民感謝他。」   

  

2012 年  10 月 29 日，超級風暴桑迪在長島地區停滯不前，形成了間或高達  17 英

呎的風暴潮。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估計，該島住房和重要基礎設施的總體損失和廢墟清運費用共計  80 億美

元。 

  

在長島地區，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沒，住房損壞或被毀，垃圾堆滿院落並阻塞道路，

損壞的電線阻礙了交通並造成斷電。  

  

全州共有 650 多個紐約民眾加入全州各地的  66 個紐約崛起社區重建規劃委員會，

其中  22 個委員會設在長島地區，並一同為各自地區的獨特需求和資產制定了數百

份計畫。紐約崛起社區的重建規劃全體委員會已召開  650 場規劃會議，開展  250 

次大型公共參與活動，這些努力都是為了重建可持續能力更強的社區、加強基礎設

施建設、緩解未來災害造成的損失風險，從而實現振興的目標。  

  

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於  2013 年  6 月成立，桑迪超級風暴、艾琳颶風和熱帶風暴李

后協調了全州範圍內的恢復工作。透過其《紐約崛起社區的重建計畫》，及其紐約

崛起《房屋恢復  (Housing Recovery)》、《小型企業  (Small Business)》、《基礎設

施  (Infrastructure)》和《設計重建  (Rebuild By Design)》等項目，州長風災重建辦公

室從聯邦《社區發展撥款項目  - 災難恢復專款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Disaster Recovery)》中撥款  45 億美元，以更好地讓紐約為極端氣候做好防

範準備。如需了解更多關於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及其工程的信息，請訪問

http://stormrecovery.ny.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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