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2 月 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由於大型冬季風暴持續影響紐約，葛謨州長宣佈有七個郡進入緊急狀態並且調派  

300 位國家警衛隊  (NATIONAL GUARD) 成員   

  

宣佈奧爾巴尼郡  (Albany)、哥倫比亞郡  (Columbia)、格林郡  (Greene)、壬色列郡  

(Rensselaer)、斯克奈塔第郡  (Schenectady)、薩拉托加郡  (Saratoga) 和阿爾斯特

郡  (Ulster) 進入緊急狀態   

  

已針對進入緊急狀態的各郡調派國家警衛隊，協助除雪和清理作業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已可見到超過一英尺深的積雪，截至星期二早晨可能還

會額外降下深度八英吋的雪量   

  

在馬里奧  M. 葛謨州長大橋  (Governor Mario M. Cuomo Bridge) 上的  35 英里 /小時

速限及在紐約州高速公路  (New York State Thruway) 和其他主要州屬高速公路的部

分路段上的  45 英里 /小時速限仍持續生效   

  

指示首府地區非必要的州政府員工於星期一當天留在家中   

  

  

由於大型冬季風暴持續影響紐約，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奧爾巴尼郡、哥倫

比亞郡、格林郡、壬色列郡、斯克奈塔第郡、薩拉托加郡和阿爾斯特郡進入緊急狀

態。州長也已經動員  300 位國家警衛隊成員協助這七個郡的除雪和清理作業。首

府地區的各個區域早已可見到超過  12 英吋深的積雪，而部分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和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的區域已可見到高達八英吋深的積雪。

隨著風暴持續整個星期一並延續到星期二早晨，首府地區內的區域可能再度降下額

外八英吋深的雪量。鑑於這些總共累計的積雪量，州長宣佈，奧爾巴尼郡、斯克奈

塔第郡 、哥倫比亞郡、格林郡、富爾頓郡  (Fulton)、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華

盛頓郡 (Washington)、壬色列郡、阿爾斯特郡、斯克哈里郡  (Schoharie) 和薩拉托

加郡等州辦公室的非必要員工可以在家辦公，並且不會因缺勤被扣取薪酬。敦請星

期一整天及星期二早晨預計出行的紐約州民眾持續保持極度小心謹慎。   

  

紐約州應急指揮中心  (State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仍採用強化監督模式  

(Enhanced Monitoring Mode) 運作，且國家警衛隊持續待命以在萬一需要他們時協



 

 

助風暴相關的作業。州長也已將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部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DHSES)、交通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高速公路管理局  (Thruway Authority) 和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的州政府機構

首長調派至風暴襲擊最嚴重的地區進行監督作業。   

  

「由於本州的部分地區持續面臨嚴重的冬季氣候和危險的駕駛條件，我在此宣佈，

奧爾巴尼郡、哥倫比亞郡、格林郡、壬色列郡、斯克奈塔第郡、薩拉托加郡和阿爾

斯特郡進入緊急狀態，並將調派  300 位國家警衛隊成員前往協助持續進行的作

業，」葛謨州長表示。「我們州已習慣於此類型的極端冬季氣候，而為了在此風

暴的剩餘時間裡致力保護所有紐約州民眾的安全，這些額外的措施將是關鍵。」   

  

在一些州屬道路上降低速限仍持續生效，這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在風暴期間出行的駕

駛人。在這些公路上已策略性地架設可變資訊標誌，告知駕駛人減慢建議速度。馬

里奧 M. 葛謨州長大橋目前的建議速限為每小時  35 英里，而在下列車行道路上的

每小時 45 英里的建議速限仍持續生效：   

•  紐約州交通廳第  8 區（哈德遜谷地區  (Hudson Valley)）所有州道   

•  I-81 公司：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PA) 支線至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公路  

•  17 號公路：賓厄姆頓市  (Binghamton) 至第 84 號州際公路  

•  I-84 公司：全路段   

•  第 86 號州際公路：  賓夕法尼亞州支線至賓厄姆頓市   

•  I-88 公司：賓厄姆頓市至第  90 號州際公路   

•  I-99 公司：全路段   

•  I-684 公司：全路段  

•  第 90 號州際公路 :  第 41 出口至第 24 出口（奧爾巴尼郡）   

•  第 87 號州際公路：第  24 出口至第 15 出口，包括貝克夏爾鎮 

(Berkshire) 支線。紐約州高速公路在第  29 出口（卡納卓哈雷鎮  

(Canajoharie)）至第 15 出口（新澤西  (NNJ) 第 287 號州際公路）之間

的適當速限，包括貝克夏爾鎮支線。   

  

雖然來自交通部和高速公路局的鏟雪車已在外全力運作，紐約州警察  (New York 

State Trooper) 已經在全州範圍內應對超過  740 件與風暴相關的車禍事故並已協助  

558 輛失能車輛脫困。目前尚無死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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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駕駛人而言，同樣重要的是應注意，鏟雪車的行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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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   

由於風暴始於星期天早晨，首府地區已可以見到最高總降雪量，而部分地區已降下

超過 12 英吋深的雪量。在其他地區，紐約州中部地區、麥可山谷地區、哈得遜谷

中部地區、紐約州北部地區已降下介於四和八英吋之間的雪量，而紐約州西部地區

和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則是降下介於一和四英吋之間的雪量。紐約和長島地

區 (Long Island) 已可見到小於一英吋的降雨量。   

  

整個星期一，預測州內大多數地區的降雪量在白天會逐漸減少，之後在傍晚時分降

雪量再度增加。預計最後一回合的降雪會持續到星期二早晨，預期將為首府地區及

部分的麥可山谷地區帶來額外的八英吋降雪；為哈得遜谷中部地區、五指湖地區、

紐約州中部地區和紐約州南部地區帶來二至六英吋的降雪；並為紐約州西部地區、

紐約州北部地區、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和長島地區帶來一至三英吋的降雪。   

  

由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發佈的眾多冬季氣候警告、觀測和預警仍

持續在本州範圍內生效。如需查看預警和最新預報的完整列表，請造訪國家氣象局

網站。  

  

政府機構準備工作   

  

交通部 

紐約州交通部隨時準備提供  3,517 個監督員和操作員。目前各地區工作人員已加入

到應對冰雪的準備工作中，並對降雨進行監測。所有的居住地點都將在工作期間  

24/7 配備人員開展作業。   

  

所有可用的冰雪設備已準備就緒，可以部署。受影響地區的車隊技工將在所有維修

地點 24/7 待命，以進行修理並保持卡車行駛於路面上。全州設備數量如下：   

•  1592 輛大型剷雪卡車   

•  183 輛中級剷雪機  

•  52 台拖鏟雪車  

•  327 輛大型裝載機  

•  39 臺吹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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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PA) 已在機場、隧道、橋樑、航港局巴士站和  PATH 現場配

置額外警力、人員和設備以維持風暴期間的正常運作。所有設施當前均正常開放，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ae9632b1-f2ae940c-ae94cb84-000babd9fa3f-44c09ae2463a1b5a&q=1&u=https%3A%2F%2F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F%3Furl%3Dhttps%253A%252F%252Falerts.weather.gov%252Fcap%252Fny.php%253Fx%253D1%26data%3D02%257C01%257Clkryzak%2540panynj.gov%257Cf8fc68385b2348e2b57808d77728c087%257Cc4484a25d0d84ad0916aa889b6aa7a02%257C0%257C1%257C637108889223598216%26sdata%3D%252FMIqQF9gzMvFmvy5OLQqg8PIRR5Fp1couglZx4Ed%252FEM%253D%26reserved%3D0#_blank


 

 

鼓勵旅客直接聯絡客運公司及航空公司以獲取關於延遲、取消和重新預訂的最新資

訊。欲取得航港局設施的最新相關資訊，請查看社群媒體、註冊  PA 警示或下載其

中一個 PA 行動應用程式。  

 

紐約州公路局  (Thruway Authority)  

高速公路管理局  (Thruway Authority) 安排了 684 位監督員和操作員，在紐約州各地

利用 220 臺大型除雪機、110 臺中型除雪機、11 臺牽引式除雪犁以及  63 臺裝載

機，並儲備了逾  12.3 萬噸公路用鹽。除了常規車隊以外，高速公路管理局還部署

了 30 臺儲備大型鏟雪車到天氣預報所指遭受最嚴重衝擊的地區，這些地區包括哈

得遜谷中部地區、首府地區和紐約州中部地區。已啟動高速公路緊急情況處理中心  

(Thruway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工作人員主動監控各種狀況，並準備好在

必要情況下部署額外工作人員及鏟雪卡車。在風暴持續期間，所有受風暴影響的維

修部門均維持人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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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路況。   

  

紐約州公路局還鼓勵駕駛人在其  iPhone 和 Android 設備上下載免費可用的行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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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車駕駛員還可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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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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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的環境保護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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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積極巡查將受嚴重氣候影響的地區和基礎設施。

包括機動雪橇和公用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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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州公共服務部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 紐約的公營事業機構目前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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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紐約州警察局已指示所有警察密切監控各種

狀況，適時處理各種問題。州警察局已在受風暴影響的所有地區部署額外的人員和

巡邏員。 所有四輪驅動車輛都處於工作狀態，所有特殊用途車輛，包括機動雪橇

和用於開展公用事業的車輛都已做好隨時部署的準備  

  

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的警察及公園人員均處於警備狀態，密切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9d72dee1-c14a785c-9d7027d4-000babd9fa3f-8f76c8bd74806954&q=1&u=https%3A%2F%2Fwww.panynj.gov%2Falerts-advisories%2F#_blank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3a6976e0-6651d05d-3a6b8fd5-000babd9fa3f-3b251d337c344e8b&q=1&u=https%3A%2F%2Fwww.panynj.gov%2Fmobile-apps.html#_blank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2075a7cc-7c4d0171-20775ef9-000babd9fa3f-afa3e6e1735c3695&q=1&u=https%3A%2F%2F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F%3Furl%3Dhttp%253A%252F%252Fwww.thruway.ny.gov%252Ftravelers%252Fmobile-app.html%26data%3D02%257C01%257Clkryzak%2540panynj.gov%257Cf8fc68385b2348e2b57808d77728c087%257Cc4484a25d0d84ad0916aa889b6aa7a02%257C0%257C1%257C637108889223608209%26sdata%3Dl09uzj6yOSO%252B4deTC77aY3oolL3peDxpbbXk8Wc14Zo%253D%26reserved%3D0#_blank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2075a7cc-7c4d0171-20775ef9-000babd9fa3f-afa3e6e1735c3695&q=1&u=https%3A%2F%2F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F%3Furl%3Dhttp%253A%252F%252Fwww.thruway.ny.gov%252Ftravelers%252Fmobile-app.html%26data%3D02%257C01%257Clkryzak%2540panynj.gov%257Cf8fc68385b2348e2b57808d77728c087%257Cc4484a25d0d84ad0916aa889b6aa7a02%257C0%257C1%257C637108889223608209%26sdata%3Dl09uzj6yOSO%252B4deTC77aY3oolL3peDxpbbXk8Wc14Zo%253D%26reserved%3D0#_blank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99224747-c51ae1fa-9920be72-000babd9fa3f-a3d032313bdb8b1c&q=1&u=https%3A%2F%2F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F%3Furl%3Dhttps%253A%252F%252Fwwwapps.thruway.ny.gov%252Ftas%252F%26data%3D02%257C01%257Clkryzak%2540panynj.gov%257Cf8fc68385b2348e2b57808d77728c087%257Cc4484a25d0d84ad0916aa889b6aa7a02%257C0%257C1%257C637108889223608209%26sdata%3Dsn537jQj2VKzqdzVH9YlnYIdjOyXqkFWGuVkKPFPbiA%253D%26reserved%3D0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576c9047-0b5436fa-576e6972-000babd9fa3f-0b9c2be650f6344a&q=1&u=https%3A%2F%2F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2F%3Furl%3Dhttp%253A%252F%252Fwww.thruway.ny.gov%252Ftas%252Findex.shtml%2523_blank%26data%3D02%257C01%257Clkryzak%2540panynj.gov%257Cf8fc68385b2348e2b57808d77728c087%257Cc4484a25d0d84ad0916aa889b6aa7a02%257C0%257C1%257C637108889223618205%26sdata%3D%252BmbIAmQE%252Fv9eopbb4OlyNJAqAdXzFr4spYVno9R%252FwYI%253D%26reserved%3D0#_blank


 

 

監控氣候狀況和衝擊。州內大多數的公園均開放以供冬季遊憩，但部分地區可能受

風暴影響而無法進入。公園遊客應查看  parks.ny.gov 或提前致電以獲取與公園開放

時間、開放及關閉日期相關的最新資訊。  

  

安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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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您有手機或如雙向溝通無線電對講機等通訊裝置，則請確保將這些設備

的電池充滿，並在旅行時隨身攜帶。這樣您一旦被困，即可撥打電話求救，

並告知救援人員您的所處地點。   

  

冬季雪暴期間的主要傷亡原因是交通事故。在駕駛前請務必為車輛清除冰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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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格

外留意雪堆可能會擋住體型較小的兒童。請嚴格按照道路限速和天氣狀況調整車

速。  

  

如需獲取斷電前後和期間的氣象術語和準備事項的完整列表，請造訪紐約州國土安

全與緊急服務部網站  http://www.dhses.ny.gov/oem/safety-info/outage/。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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