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2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迎接兩支新城市搜救警犬隊加入紐約州   

  

前搜救犬黑色拉布拉多艾可  (Echo)、黃色拉布拉多瑪雷  (Marley) 及其訓練員為本

州帶來救生搜救技能，此前曾在搜救犬基金會  (Search Dog Foundation) 位於加利

福尼亞州  (California) 的國家訓練中心  (National Training Center) 接受密集訓練   

  

布魯克·羅利  (Brook Rowley)、艾可  (Echo)、艾達姆·萊考比  (Adam Leckonby)、

瑪雷  (Marley) 的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新增兩支災害搜索警犬隊，用於鞏固本州的城市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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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 DHSES) 火災防控辦公室  (Office of F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PC)  

訓練員布魯克·羅利 (Brook Rowley) 和搜救犬艾可  (Echo)、訓練員艾達姆·萊考比 

(Adam Leckonby) 和搜救犬瑪雷  (Marley) 加入紐約州城市搜救隊，即紐約州第  2  

特遣隊  (New York Task Force (NYTF) 2)，該特遣隊的成員包括紐約州應急響應機構

和地方應急響應機構。  

  

「人們陷入惡劣的環境中或在這種環境中失蹤時，每一秒的時間都很重要，」  

州長葛謨表示。「這些犬只及其訓練員接受的密集訓練能夠幫助他們利用專門技

能來保護這個偉大的州的社區，這些技能可以挽救生命並保障紐約民眾的安全。」   

  

紐約第 2 特遣隊 (NYTF-2) 針對災害和緊急情況提供高級搜救，包括倒塌的建築物

和結構、水上搜救、繩索救援、戰壕搜救、密閉空間事故。在威脅生命的境況中，

災害搜救警犬隊提供重要的救生搜救，用於迅速鎖定倖存者，並提高搜救工作的效

果。 

  

新訓練員過去兩週在搜救犬基金會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國家訓練中心接受學院式密

集訓練，用於掌握犬類訓練的基本原理，以及更多與嗅聞及搜救策略有關的理論。

搜救隊在 2 月 2 日完成訓練。在與新訓練員共同完成為期兩週的訓練課程前，  

警犬隊的艾可  (Echo) 和瑪雷 (Marley) 已經在搜救犬基金會完成了為期十至十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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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訓練，用於訊被適應新的救生工作。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火災防控辦公室與

搜救犬基金會合作，自  2005 年起訓練紐約州的災害搜救警犬隊。  

  

兩支新搜救隊的成員包括警犬隊的艾可  (Echo)，它是兩歲的黑色拉布拉多犬，以及

警犬隊的瑪雷  (Marley)，它是四歲的黃色達雷利拉布拉多犬，以及它們的訓練員。

因為這兩支搜救隊，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擁有多達四支活躍的警犬隊，從而鞏固

了其搜救能力。本州最新的災害搜救警犬隊加入現有的警犬隊，現有警犬隊的成員

包括凱拉 (Keila) 及其訓練員布萊恩·吉拉德  (Brian Girard)，以及警犬隊的達克思  

(Dax) 及其訓練員格雷格·古爾德  (Greg Gould)。這四支警犬隊可以應對本州境內任

何地點出現的危險情況。  

  

艾可  (Echo) 在田納西州  (Tennessee) 的一處收容所內被人發現，隨後被送到梅納

茲鄉  (Menands) 莫霍克哈德遜人道協會  (Mohawk Hudson Humane Society)，該協會

的工作人員發現事實表明它可以作為工作犬幫忙。工作人員聯繫了火災防控辦公

室，一個團隊對艾可  (Echo) 實施了評估。它順利通過評估，不久前往加利福尼亞

州，在搜救犬基金會接受正式訓練。艾可  (Echo) 初次接受評估時，名字為洛洛  

(Lolo)。這個名字不適合它即將承擔的工作。火災防控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和阿弗里

爾公園 (Averill Park) 普查居民點米勒·希爾  - 沙湖小學  (Miller Hill - Sand Lake 

Elementary School) 的五年級發起投票，為洛洛  (Lolo) 挑選新名字，艾可  (Echo)  

這個名字獲得了壓倒性的投票。艾可  (Echo) 如今有了新名字、新工作以及新夥

伴。   

  

抵達基金會前，瑪雷  (Marley) 住在德克薩斯州  (Texas) 的收容所內，它在那裡面臨

安樂死。幸運的是，它被金戈寵物救援機構  (Ginger's Pet Rescue) 救助，並帶往華

盛頓州 (Washington) 西雅圖市 (Seattle)。西雅圖市的收容所聯絡了該基金會，基金

會很快就發現瑪雷  (Marley) 可以成為一隻傑出的搜救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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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 署長羅傑  L. 帕裡諾先生  (Roger L. Parrino, Sr.) 表示，「這些新警犬隊

將鞏固本州的搜救能力，用於搜尋在發生災害後失蹤的人，或困在廢墟中的人。  

各警犬隊將繼續在紐約州接受訓練，用於改善任務準備度，並準備接受今後的部

署。」  

  

紐約州消防管理員斯基普·納尼  (Skip Nerney) 表示，  「這些獲得救助的犬只學習

成為搜救犬的方式始終非常出色。今天發佈的公告彰顯我們長期致力於維持這項重

要的能力，我們將支持這些新警犬隊繼續在紐約州接受訓練並取得證書。」   

  

搜救犬基金會訓練員曼迪·蒂斯戴爾  (Mandy Tisdale) 表示，「艾可 (Echo) 和瑪雷  

(Marley) 是傑出的搜救犬。它們畢生渴望追尋倖存者的氣味。  它們鎖定最集中的

氣味源後，將發出吠叫作為提醒，並獲得最寶貴的獎勵，即消防軟管繩索玩具。  

這兩隻犬有很好的性格，與它們一起工作和訓練是件樂事。  它們並肩接受訓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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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月之久，很高興看到它們加入紐約州第  2 特遣隊。  我們為布魯克  (Brook) 和艾

達姆  (Adam) 感到高興，並期待關注並支持艾可  (Echo) 和瑪雷  (Marley) 踏上搜救犬

的職業生涯。」   

  

莫霍克哈德遜人道協會  (Mohawk Hudson Humane Society)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托

德·克拉米  (Todd Cramer) 表示，  「艾可 (Echo) 來到我們身邊，是因為它充滿活

力和動力。我們的工作人員認為這些品質對搜救工作而言是有利的。艾可  (Echo) 

真的生來就適合現在的工作，它將與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的地方工作人員合作，

並擁有一個充滿愛的家供它茁壯愉快地生活，這兩件事令我們感到同樣高興。」   

  

災害搜救警犬隊在  2005 年在本州成立，自那時起就支持多種情況下的搜救工作，

包括約翰遜城鄉  (Johnson City) 室內停車場結構倒塌、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房屋爆炸、颶風艾琳  (Irene) 和桑迪 (Sandy) 期間、熱帶風暴利伊  

(Lee) 期間、在戈倫維爾鎮  (Glenville) 成功搜救一個失蹤的兒童。  紐約州第 2 特遣

隊最近與其災害搜救警犬隊部署至佛羅里達州  (Florida)，在颶風厄瑪  (Irma) 影響該

州後協助開展搜救工作。這是紐約州第  2 特遣隊首次部署至本州以外的地區。  

 紐約州第  2 特遣隊的三十五個成員，包括其警犬隊，在風暴造成影響前部署至佛

羅里達州，並在風暴過境後立即開展搜救工作。  特遣隊主要在佛羅里達群島  

(Florida Keys) 開展工作，協助基拉戈群島消防局  (Key Largo Fire Department) 開展

搜救工作、逐戶檢查以搜尋倖存者，並在十二天的部署期間用四天時間對  4,000  

多處房產實施結構評估。  

  

美國搜救犬基金會成立於 1995 年，是加利福尼亞州奧海市  (Ojai) 的一家非營利非

政府機構。該基金會的使命是招募搜救犬，並為這些搜救犬搭配消防員及其他應急

先遣隊隊員，用於搜尋活埋在災難造成的廢墟之中的人們，從而鞏固美國的災難響

應工作。 

  

美國搜救犬基金會提供接受過專業訓練的警犬，並免費為消防機構提供長期培訓課

程。該基金會確保在其課程中為每隻犬提供終生照顧，這些犬絕不需要再次接受救

助。該基金會訓練的  72 隻搜救隊目前分佈在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內布拉

斯加州  (Nebraska)、紐約州、奧克拉荷馬州、德克薩斯州、猶他州  (Utah)。由於各

郡、市和州簽訂了《互助協議  (Mutual Aid Agreements)》，這些寶貴的救生資源才

得以在地區和國內共享，以確保發生災害時沒人被放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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