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3 月 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紐約州緊急應變團隊提供國土安全撥款   

  

撥款提供設備和培訓，用於加強應急準備工作   

  

將支持危險品處理團隊、防爆團隊、炸彈探測警犬隊，等等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提供  850 萬美元資金支持紐約州的緊急應變團隊。  

聯邦政府 2017 財政年度  (Fiscal Year, FY) 州國土安全計畫  (State Homeland 

Security Program) 資金幫助支持紐約州的危險品處理團隊、防爆團隊、重要基礎設

施場所、炸彈探測警犬隊、戰術團隊、技術救援團隊、城市搜救團隊。  

  

「公共安全是我們的首要任務，這些資金將幫助確保我們的應急先遣隊獲得需要的

工具和資源用於保護其社區，」州長葛謨表示。「這些計畫為我們一些最勇敢的

紐約民眾提供需要的培訓、支持以及設備，用於保障本州安全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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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 DHSES) 管理該專項撥款計畫，該機構自每項計畫設立起，已分配大約  

5,480 萬美元資金給六個不同的專業團隊。所有專業團隊必須在  2018 年  4 月 17 

日前向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提交撥款申請書。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署長老羅傑  L. 帕里諾  (Roger L. Parrino, Sr.) 表示，

「這項年度計畫幫助資助專業執法團隊、城市搜救  (Urban Search and Rescue, 

USAR) 團隊、危險品處理團隊、重要基礎設施場所，從而幫助保護紐約民眾的安

全。我建議本州應急先遣隊申請資金，用於幫助其強化作業技能以保護我們的公

民。」  

  

危險品專項撥款計畫  (Hazardous Materials Targeted Grant Program)： 該計畫將

為紐約市 (New York City) 以外地區的  18 個地區危險品處理團隊提供資源，用於維

持危險品處理團隊的能力並加以鞏固，從而幫助紐約民眾應對恐怖行動及其他緊急



 

 

狀況並從中恢復過來。  各地區可以使用這筆資金採購必需設備並加以維護、實施

危險品處理團隊認證計畫  (Accreditation Program)、開展培訓和演習、制定危險品

處理團隊行動方案並加以更新。自  2008 財政年度起，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

署已利用這項非競爭性撥款計畫分配大約  1,160 萬美元資金。  

  

防爆團隊計畫  (Bomb Squad Initiative)：  該計畫提供的資金用於支持  12 個經美國

聯邦調查局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批准的地方公共安全防爆團隊在

紐約州安排反簡易爆炸裝置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IED) 活動並維持這些活

動。自 2006 財政年度起，防爆團隊計畫已透過這項非競爭性撥款計畫獲得  1,760 

萬美元的資金。  

  

重要基礎設施撥款計畫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Grant Program): 該計畫提倡利用共

識方法來管理風險，並撥款支持地方應急先遣隊在特定事故現場以及政府所有的重

要基礎設施場所開展工作緩解風險和加強保護能力，2017 財政年度將把該計畫確

立為優先項目。自  2010 財政年度起，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已經給該計畫

分配了大約  240 萬美元資金。  

  

爆炸物檢測警犬隊撥款計畫  (Explosive Detection Canine Grant Program)： 該計

畫出資為地方執法機構提供積極的道路巡邏援助，用於培養其爆炸物檢測警犬隊的

能力並加以完善。  爆炸物檢測警犬隊在公眾集會區域、交通中心以及重要基礎設

施場地積極提供醒目的警力。  除了威懾作用，這些警犬隊還提供流動響應能力，

用於檢測和識別潛在的爆炸裝置類事故。自  2009 財政年度起，這項競爭性撥款計

畫已獲得大約  370 萬美元資金。  

  

戰術團隊專項撥款計畫  (Tactical Team Targeted Grant Program): 這筆資金專門用

於培訓地方執法機構獲得充分的技能和能力，從而安全成功地處理高風險事故， 

包括隨機槍擊事件及其他反恐行動。自  2013 財政年度起，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

服務署已經分配了大約  9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戰術團隊。   

  

技術救援與城市搜救撥款計畫  (Technical Rescue and Urban Search and Rescue 

Grant Program): 該計畫關注增強技術救援團隊和城市搜救團隊的能力，以便地方

急救人員提供各項服務，包括建築結構塌陷、溝渠、密閉空間、繩索救援，從而幫

助紐約民眾處理恐怖行動及其他緊急事件，並恢復過來。自  2009 財政年度起，  

這項競爭性撥款計畫已獲得大約  1,050 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運作。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電子撥款管理系統（電子撥款）截至  2018 年 4 月 

17 日，下午  5:00 接受申請。如需了解申請要求  (Request for Applications, RFA)，

請訪問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網站  

http://www.dhses.ny.gov/grants/targeted.cfm，或聯繫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撥款熱線電話  (866) 837-9133。  

http://www.dhses.ny.gov/grants/targeted.cfm#_blank


 

 

  

國會議員艾略特·恩格爾  (Eliot Engel) 表示，「紐約州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大城市，

但是我們地區面臨的威脅仍持續存在。我們給應急準備工作分配任何資源都能受到

民眾歡迎並且能夠起到幫助作用，因此，我感謝州長提供這些額外的撥款。」   

  

國會女議員妮塔  M. 洛韋  (Nita M. Lowey) 表示，「紐約民眾非常了解恐怖主義和

自然災害帶來的威脅，我們的急救人員和執法機構因此需要獲得資源和培訓，用於

在發生危機時保護我們的社區及其自身。本州將因為這些撥款而能夠更具前瞻性地

準備應對各類緊急事件，我強烈建議應急團隊申請這筆撥款。」   

  

國會議員約瑟  E. 賽拉諾  (José E. Serrano) 表示，「紐約州的首要工作是保障其民

眾的安全，這筆聯邦資金將改善本州的應急準備工作。對於培訓應急團隊獲得最新

技能和技術而言，這些國土安全撥款是不可或缺的。我建議全州各地的團隊申請這

些撥款。」   

  

國會女議員妮蒂亞  M. 維拉茲科茨  (Nydia M. Velázquez) 表示，「作為文化金融之

都，紐約州面對著特殊的安全難題，保障城市居民安全並遠離傷害是我們最首要的

工作。 這要求各級政府合作，看到這些聯邦資源分配給重要的公共安全計畫，  

我感到非常自豪。」   

  

國會議員喬·克勞利  (Joe Crowley) 表示，「這些撥款將提供必要的資金，用於給

本州的應急團隊充分提供所需的工具，從而保護紐約州家庭。葛謨州長了解紐約州

應急團隊的各種需求。這些英雄每天開展工作消除本州面臨的威脅，並鞏固我們的

安全基礎設施。」   

  

國會議員布萊恩·希金斯  (Brian Higgins) 表示，「這些聯邦資源發揮重要作用，  

滿足應急先遣隊的需求並保護我們的社區。  我們支持地方機構申請這筆撥款。」   

  

國會議員肖恩·帕特里克·馬隆尼  (Sean Patrick Maloney) 表示，「談到恐怖主義和

我們社區面臨的其他威脅，紐約民眾都很了解我們必須保持良好狀態，我很高興州

長很好地運用這些資金，以便我們的應急先遣隊獲得需要的資源。  保障社區安全

是我在國會內的一項首要工作，我很高興州長在紐約州做出同樣的承諾。」   

  

國會議員約翰·卡特科  (John Katko) 表示，「身為眾議會國土安全委員會  (House 

Homeland Security Committee) 的成員，我非常清楚我們在面對新威脅和不斷演化

的威脅時必須保持警惕。這些撥款將確保應急團隊獲得合適的工具和培訓用於彌合

安全缺陷，並保護紐約州各地的社區。」   

  

國會議員利·澤爾丁  (Lee Zeldin) 表示，「去年，我投票支持提供  27 億美元資金給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撥款計畫，



 

 

包括州國土安全計畫，我們親眼見證了這筆資金給我們的地方應急服務人員和現場

應急先遣隊帶來的積極影響。各級政府有責任確保勇敢的應急先遣隊隊員獲得需要

的資源，供其安全高效地開展工作和保護我們的社區。」   

  

眾議員阿德利阿諾·艾斯巴拉特  (Adriano Espaillat)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今天公

佈這筆撥款，用於幫助確保我們能夠做好準備以快速高效地應對紐約州各地出現的

潛在威脅。  保護選民所需提供的培訓和必要技能持續發生改變。我們必須繼續資

助各項計畫用於支持創新技術、培養技能，並培訓恰當使用專用設備並加以管理，

以便我們的應急先遣隊能夠增強能力、更好地準備及時應對各種狀況並挽救生

命。」  

  

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部簡介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為各項工作提供領導、協調及支持，用於阻止、  

預防、準備、響應、修復恐怖行動、其他人為災害、自然災害、威脅、火災及其他

緊急情況造成的破壞。如需了解更多資訊，請訪問  Facebook 頁面、關注  Twitter 

的  @NYSDHSES 頁面、 Instagram 的  @NYSDHSES，或訪問 dhses.ny.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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