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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發佈冬季風暴應對措施的更新資訊  

 
薩福克縣  (Suffolk) 宣佈進入緊急狀態，薩福克縣和拿騷縣  (Nassau) 發佈暴風雪警
告，長島中部和東部地區  (Central and Eastern Long Island) 可視條件變差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和南部地區  (South) 的降雪率高達每小時三英吋  

 
州政府機構全面出動清理道路並讓紐約民眾保持安全  

 
長島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 Road，LIRR) 取消九趟列車，  

北方鐵路公司  (Metro-North) 取消五趟列車  

 
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國際機場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JFK) International 

Airport)、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LGA)、紐瓦克機場  (Newark 

Airport，EWR) 取消了將近半數日常航班  

 
84 號州際公路  (I-84) 康耐迪克州  (Connecticut) 至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邊境路段，以及  87 號州際公路  (I-87) 紐約州高速公路  (New York State Thruway) 

17 號出口  (Exit 17) 南側禁止雙掛車行駛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NYC) 召開冬季風暴信息發佈

會，介紹嚴峻天氣狀況對紐約州，尤其是哈德遜谷  (Hudson Valley)、紐約市、長島

地區  (Long Island) 產生的影響。薩福克縣已宣佈進入緊急狀態，薩福克縣和拿騷

縣也已發佈暴風雪警告，從今天持續到夜間通勤時段。  

 

「紐約州全體民眾的安全是頭等大事，伴隨全天降雪持續加劇，我們將繼續風暴的

行進路徑和強度，直到風暴結束，」葛謨州長表示。「為保障紐約州全體民眾的

安全，我建議受影響地區的民眾持續了解情況、遠離道路並呆在室內，直到風暴和

暴風雪警告解除。」  

 

濕沉積雪預計將累積達  10 至 16 英吋，薩福克縣的降雪量最大。長島地區的陣風



可能達到每小時 40-50 英里，能夠吹倒樹木和電線，進而造成斷電。受高吹雪和

低吹雪影響，全天可見度將不超過四分之一英里。在紐約市，冬季風暴警告將持續

到下午 6 點，範圍涉及布朗克斯區  (Bronx)、金斯頓縣 (Kings)、紐約縣  (New 

York)、奧蘭治縣  (Orange)、帕特南縣 (Putnam)、皇后區 (Queens)、里士滿區 

(Richmond)、洛克蘭縣  (Rockland)、韋斯切斯特縣  (Westchester)。在紐約市警報區

域內，預計出現  10 至  14 英吋的降雪。首府地區和南部地區的降雪率高達每小時

四英吋，降雪將持續到下午。此外，哈德遜谷的降雪總量增加至  7 – 12 英吋。 

 

州政府機構在風暴期間採取行動  

交通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部署大量資源以保障道路清潔，包括在全州

部署逾 3,823 個作業人員和監督人員。資源包括：  

  39.7 萬噸路鹽 

  1,496 臺大型除雪犁 /自卸卡車 

  207 臺中型除雪犁 /自卸卡車 

  332 臺裝卸車和  46 臺卡車/裝卸車用吹雪機  

  62 臺牽引式除雪犁、20 臺平路機、13 臺配除雪犁的皮卡車  

  來自紐約州未受影響地區的  81 個工作人員部署至受風暴影響的地區  

紐約州高速公路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Thruway Authority) 規定工作人員  24 小時

輪班，以提供道路維護人員、除雪設備以及大量的鹽和燃料物資。下面是紐約州高

速公路管理局為幫助保障道路清潔安全而部署的詳細資源：  

  600 多個作業人員和監督人員  

  逾  10.7 萬噸路鹽 

  197 臺大型除雪犁  

  110 臺中型除雪犁  

  在全州部署  53 臺裝卸車 

流動資訊標牌、高速公路公告廣播和社交媒體均被用來向在高速公路上開車的機動

車駕駛員提醒冬季路況。此外還對紐約州南部地區的橋樑採取了下列措施。  

 

新紐約州大橋  (New New York Bridge) 風暴準備工作：  

  所有與項目相關的吊車、駁船、設備、物資已準備到位  

  兩輛拖船 (Tug Boat) 將在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靠近新紐約州大橋和塔

潘齊大橋 (Tappan Zee Bridge，TZB) 的流域內巡視  

  將準備除雪設備用於清理施工現場和駁船  

  持續監督項目現場的駁船和設備的  GPS 軌跡 

塔潘齊大橋風暴準備工作：  



  塔潘齊大橋工作人員目前正在監測風速  

  根據塔潘齊大橋電子監測器監測到的風速對拖拉機拖車執行塔潘齊大橋強

風限制 

  清障拖車全體工作人員準備就緒，處理各類事故 /故障車輛  

  必要時執行車輛轉移計畫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應急管理辦公室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也正在聯合州政府機構以及

地方政府協調準備工作，以確保在風暴期間提供資源。紐約州緊急行動與監測中心  

(State Emergency Operations and Watch Center) 將繼續投入運作以強化監測風暴動

態。 

 

為支持道路安全，在  495 號州際公路  (I-495) 遊客接待中心  (Welcome Center) 52 

號出口 (Exit 52) 安排了一輛高軸車，並在韋斯切斯特縣安排了另一輛高軸車。這

些車輛均裝載有毛毯和手動工具，一輛八座履帶式運動型多功能車  (Sport Utility 

Vehicle，SUV)、三輛封閉式六座履帶式多用途運載車、兩輛兩座履帶式多功能

車。紐約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將利用另外兩輛裝載有毛毯和手動工具的高軸車

用於長島地區的風暴應對工作。此外，布倫特伍德機場  (Brentwood) 和約翰·菲茨

傑拉德·肯尼迪國際機場分別安排了一臺沙包機和  19.5 萬個沙包、多台發電機、照

明燈塔以及水泵，用於在必要時部署。  

 

紐約州應急管理辦公室  (State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紐約州交通部、

紐約州警察局的員工將前往拿騷縣及薩福克縣應急指揮中心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EOC) 開展工作，紐約州應急管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將前往紐

約市應急管理辦公室應急指揮中心  (New York City Emergency Management’s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開展工作。  

 

此外，紐約州警察局將在全州各地公路上巡邏，包括：  

  在長島地區交通高峰時段部署  25 個巡警。  

  紐約州警察局在薩福克縣和拿騷縣應急指揮中心部署額外的工作人員，用

於在必要時協助其他各縣應急指揮中心。  

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和長島鐵路公司取消列車：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因風暴天氣

取消了五趟列車。此外，2 月  8 日，週三，凌晨  4 點，一趟有  10 節車廂的列車

脫軌，長島鐵路公司員工此後在牙買加站  (Jamaica Station) 全天候開展工作。截至

週三夜間，損毀的列車從車站清走。儘管如此，伴隨檢查工作持續開展，兩條軌道

仍有故障。因此，九趟列車被迫取消。因冬季風暴狀況，長島鐵路公司全系統平均

晚點  20-30 分鐘。如需了解更多列車服務資訊，請點擊此處。 

 

北方鐵路公司和長島鐵路公司還部署了額外的工作人員和專用設備，用於持續監督

風暴狀況，包括多達  360 臺除雪機、35 輛配備除雪犁的皮卡車以及  7 架有軌噴氣

http://www.mta.info/press-release/lirr/lirr-announces-service-plan-am-rush-hour-thursday-february-9


機。取消既定的軌道作業，以便工作人員專注於風暴應對工作。整個系統內將部署

防凍列車用於給第三軌道噴灑除冰劑以防冰雪累積，無乘客的巡邏列車將沿著公用

線路行駛，以防軌道上形成雪堆。整個風暴期間，車站增調的工作人員將負責給道

路撒鹽並清理站台。候車室將全天保持開放，用於為候車乘客提供庇護。  

 

橋樑和隧道：指揮中心已啟用額外的氣象服務臺並監測天氣狀況，以確保有效部

署人員和資源。電子氣象傳感器已投入使用，所有設施均能監測氣象狀況和道路狀

況。準備了  9,000 多噸路面除冰劑用於部署，還準備了  100 多臺風暴抗擊設備，

包括卡車和除雪犁，這些設備在整個上午積極清理道路。  

 

地鐵和巴士：紐約市捷運局  (New York City Transit) 透過其『事故指揮中心  

(Incident Command Center)』情況室持續監測地鐵和巴士的狀況。目前有  31 臺除

雪機投入使用，還有另外  19 輛雪佛蘭 Suburban 車配備了除雪犁。多達  2,900 個

除雪人員執勤，每  12 小時換班一次。除雪設備包括為道岔準備  1,000 多臺融雪設

備、將近 1,500 臺第 3 鋼軌加熱器、在列車上準備大約  80 雙『刮刀靴』，10 臺

除雪機、4 臺噴氣鼓風機，7 節除冰列車車廂。巴士輪胎安裝防滑鏈，週四上午交

通高峰時段的當地巴士、特定路線巴士以及  SBS (Select Bus Service) 巴士服務減

少了  20%。A、B、E、D、F、N、Q、2、3、4、5、6 線路的交通快線列車將在週二

晚上提前結束服務，快線列車服務稍後將受到影響，用於加快地鐵列車在快線軌道

上恢復運作。此前計劃的地鐵維護、修復與建設項目（例如快速軌道  (FASTRACK) 

項目）在週四取消施工。  

 

紐約與新澤西州港口事務管理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國際機場、拉瓜迪亞機場、紐瓦克自由國際機場  (Newark 

Libert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從週四上午起開放。但是，這些機場將近一半的航班已

經取消。強烈建議旅客在前往機場前聯絡其承運商。下面是取消航班的詳細資訊：  

  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國際機場：501 趟航班取消，各航空公司取消國內

航班直到下午。 

  拉瓜迪亞機場：655 趟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報告稱無計畫活動，到下午  2 

點逐漸恢復服務。 

  紐瓦克機場：618 趟航班取消，美國聯合航空公司  (United Airlines) 報告稱

到下午 6 點逐漸全面恢復運營。 

港務局 (Port Authority) 還建議巴士旅客在動身前往巴士站前與承運商核實交

通資訊，因為若天氣狀況持續變差，多家公私承運商可能取消或延遲服務。  

此外，紐約與新澤西州港口事務管理局的海港碼頭今日封閉。林肯隧道快線巴士車

道  (Express Bus Lane into the Lincoln Tunnel) 封閉，喬治華盛頓大橋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人行道也封閉。紐新航港局過哈德遜河捷運  (Port Authority 

Trans-Hudson，PATH) 仍無客運服務計畫，港務局的隧道和橋樑未報告重大問題。  

 

下列冬季天氣設備和物資已部署至重要交通機構：  



  在其機場準備了數百件除雪設備，包括每小時可溶解  500 噸雪的融雪機，

以及可按照每小時  40 英里的速度除雪的掃雪犁；  

  在橋樑和隧道處準備了數十臺除雪設備；  

  為機場公路和停機坪準備了數千噸鹽和沙子，為橋樑和隧道準備了數千噸

鹽； 

  在機場準備了數十萬加侖的液態防凍化學劑，用來預防冰雪在跑道和滑行

道上粘結，還準備了數千噸固態除冰劑，用來破除地面上已有的冰雪；  

  配備掃雪犁的列車、液態融雪劑列車、『噴氣發動機』掃雪犁，用來清除

紐新航港局過哈德遜河捷運路線上的積雪，還準備了除雪機、掃雪犁、噴液

器用來清除站點入口以及服務於紐新航港局過哈德遜河捷運路線  13 座站點

以及多個支持設備的道路。  

84 號州際公路和  87 號州際公路紐約州高速公路  17 號出口禁止雙掛車行駛  

受暴雪影響，84 號州際公路將禁止雙掛車行駛。到  2 月  9 日，週二下午  4 點，

84 號州際公路賓夕法尼亞州邊境線至康耐迪克州邊境線路段將雙向禁止雙掛車行

駛。我們呼籲計畫使用  84 號州際公路的雙掛車駕駛員尋找其他路線或提早出行。  

 

此外，紐約州高速公路管理局禁止所有（長短）雙掛車在  87 號州際公路  17 號出

口南側雙向行駛直到進一步的通知（紐堡市  -  斯蘭克頓村  - 84 號州際公路  - 17K & 

300 紐約州公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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