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3 月 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發佈哈德遜谷地區  (HUDSON VALLEY) 風暴賑災工作最新資訊   

 

達奇斯郡  (Dutchess)、帕特南郡  (Putnam)、蘇利文郡  (Sullivan)、韋斯特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進入緊急狀態   

 

安排派遣紐約州國家警衛隊  (New York National Guard) 第二批工作人員； 

將於星期一下午開始運作   

 

紐約州  13.7 萬個民眾斷電，其中  85% 以上的人居住在達奇斯郡、帕特南郡、  

蘇利文郡、韋斯特徹斯特郡   

 

 

哈德遜谷地區各社區針對本週破壞性的冬季風暴繼續開展賑災工作，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向紐約民眾提供哈德遜谷地區賑災工作的最新進展。過去兩天，州工

作人員在達奇斯郡、帕特南郡、蘇利文郡、韋斯特徹斯特郡協調工作，並為地方政

府提供賑災支援和物資。這場風暴給電力基礎設施造成廣泛破壞，包括數百根破損

的電線桿、在難以抵達的偏遠地區造成破壞，災後重建工作因此變得極難完成。  

多虧州、郡、地方層面成千上萬的公共設施員工和個人全天開展工作，斷電情況才

得以穩定減少。為了繼續取得進展，葛謨州長部署了州政府高級官員和紐約州國家

警衛隊的 200 個成員提供地方政府需要的各類援助。紐約州應急處理中心  (New 

York State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繼續運營，用於在風災重建行動期間進一

步支持地方夥伴和州夥伴。  

 

「應急先遣隊隊員、公共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以及成千上萬個其他人員全天開展工

作，幫助哈德遜谷地的社區修復本週冬季風暴造成的破壞，並已取得重大進展，」

州長葛謨表示。「這意味著數萬紐約民眾仍然無電可用，很多工作仍有待開展，

我們在此之前將不會停下腳步。」   

 

星期日，葛謨州長宣佈達奇斯郡、帕特南郡、蘇利文郡、韋斯特徹斯特郡進入緊急

狀態，用於幫助加快開展賑災工作。州長還從韋斯特徹斯特郡史密斯營地  (Camp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declares-state-emergency-four-hudson-valley-counties


 

 

Smith) 增加一倍的國家警衛隊隊員，用於協助各社區開展賑災工作，包括清理廢

墟和交通管制。目前共計部署了  200 人。 

 

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也派遣工作人員協助地

方政府開展風暴清理工作、清理廢墟並支持公共設施修復工作。在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和哈德遜谷地區，紐約州交通廳還部署了  1,000 多個操作員和監督

員、388 輛大型自卸式卡車、23 臺切片機、3 輛樹木鏟斗車、12 輛交通信號車、

91 輛裝卸車。 此外，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將派遣工作人員協助

在韋斯特徹斯特郡目前仍斷電的交叉路口協助管制交通。  

 

州政府高級官員目前留在這四個郡帶頭幫助開展現場風災重建工作，州行動署  

(State Operations) 署長凱西·卡爾胡恩 (Cathy Calhoun) 已派遣至達奇斯郡，國土安

全與緊急服務署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署長羅傑·帕裡諾 

(Roger Parrino) 派遣至帕特南郡、公共服務委員會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主席約翰·羅德 (John Rhodes) 派遣至韋斯特徹斯特郡、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高級副局長金伯莉·哈里曼  (Kimberly Harriman) 和公共監管

事務委員會  (Public & Regulatory Affairs) 地區運營主管馬克·奧利戈 (Mark Olig) 派遣

至蘇利文郡。紐約州應急處理中心繼續運營，用於在風災重建行動期間進一步支持

地方夥伴和州夥伴   

 

斷電 

目前有超過  13.7 萬個客戶因風暴而斷電。斷電的居民有超過  85% 的人居住在達奇

斯郡、帕特南郡、蘇利文郡、韋斯特徹斯特郡。紐約州的公共事業單位共有  4,910 

個全職員工和合同工開展風暴修復工作。  國家電網 (National Grid) 和公共服務企業

集團長島分公司  (Public Service Enterprise Group (PSEG) Long Island) 正在實施最後

階段的電力修復工作，並將從明天起提供人員和設備協助紐約州其他公共事業單

位。國家電網將給哈德遜中部天然氣和電力公司提供  48 個輸電線路員工，並給紐

約州電氣公司  (New York State Electric & Gas, NYSEG) 提供 40 個輸電線路員工。

公共服務企業集團長島分公司將為聯合愛迪生公司  (Con Edison) 提供 85 個輸電線

路員工，並給紐約州電氣公司提供  60 個輸電線路員工。國家電網完成其在紐約州

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最後階段的工作後，還將增派  114 個輸電線路員

工。北側遠至加拿大、西側遠至德克薩斯州  (Texas) 的公共設施承包商正在途中或

已經開始提供協助。  

 

紐約州電力局將其輸電小組部署至哈德遜中部天然氣和電力公司，用於幫助修復  

69 KV 的分支輸電系統，並從其市政公共事業單位客戶處調用  45 個輸電線路員工

和 15 輛鏟斗車協助哈德遜中部天然氣和電力公司和紐約州電氣公司。紐約電力局

啟用其與公共設施承包商米歇爾斯公司  (Michels) 的合同，從威斯康星州  

(Wisconsin) 和愛荷華州  (Iowa) 派遣多達  200 個輸電線路員工幫助開展風災重建工

作。  



 

 

 

此外，紐約電力局還透過美國公用電力協會  (American Public Power Association)  

互助過程請求北卡羅來納州電力城市公司  (ElectriCities of North Carolina) 提供援

助。這包括北卡羅來納州電力城市公司提供的  18 個公共設施員工和  5 輛多用貨車

幫助韋斯特徹斯特郡聯合愛迪生公司。北卡羅來納州電力城市公司還批准根據需要

提供額外的物資、提供多達  50 個公共設施員工和  15 輛多用貨車。  紐約電力局還

從尼亞加拉半島  (Niagara Peninsula) 獲取資源，這是加拿大安大略省  (Ontario)  

市政公用事業單位，包括  10 個公共設施員工和  7 輛多用貨車，用於幫助哈德遜中

部天然氣和電力公司。  

 

下面是各郡的斷電詳細情況：  

 

Outages     

Allegany  874    

Bronx  1,647    

Broome  128    

Cattaraugus  1,124    

Columbia  1,906    

Delaware  1,137    

Dutchess  18,416    

Greene  114    

Livingston  292    

Montgomery  121    

Nassau  2,167    

Orange  1,758    

Putnam  19,881    

Queens  903    

Rensselaer  135    

Rockland  676    

Schenectady  110    

Schuyler  290    

Steuben  1,526    

Suffolk  117    

Sullivan  15,889    

Ulster  3,056    

Westchester  64,621    

Yates  227    

 



 

 

 

鐵路   

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LIRR) 和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  (Metro-North 

Railroad) 的工作人員在風暴期間及過後持續開展工作，清理數十棵倒塌的樹木、

解決影響訊號燈、鐵路交叉路口以及牽引電力基礎設施的天氣相關問題，並協助公

共事業公司處理堵塞軌道的倒塌的電線桿。  

 

長島鐵路  

長島鐵路的分支路線大多都按計畫運行或逐步按計畫運行。公共服務企業集團長島

分公司和長島鐵路的工作人員正在處理公共服務企業集團長島分公司在大頸鄉  

(Great Neck) 與華盛頓港村  (Port Washington) 之間倒塌的電線和 /或電線桿。因此，

長島鐵路公司目前在大頸鄉與華盛頓港村之間提供有限的代用巴士服務。長島鐵路

預計公共服務企業集團長島分公司將及時完成所有維修工作，以便在星期一早高峰

時段全面恢復正常服務。  

 

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   

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在整個系統內按照正常時刻表運營，或逐步採用正常時刻表運

營。  

  

準備應對斷電狀況  

葛謨州長建議居民遠離吹落的電線，因為這些線纜可能帶電並且極其危險。  

 

請機動車駕駛員注意，州法律強制規定，如果交叉路口『斷電』，交通燈不工作，

則交叉路口自動變成『四向』禁行。道路因洪水、電線倒塌或廢墟而封閉或堵塞

時，建議機動車駕駛員謹慎駕駛，無論道路看起來是否乾淨，都服從所有交通標誌

或路障。  

 

紐約民眾還應確認親朋好友和鄰居是否安全，尤其是老年人。斷電會影響民眾給住

宅供暖，這會在冬季月份導致危險的低溫。  

 

州長提供這些額外的安全建議：  

 

如果您失去電力   

 

•  致電您的公共設施服務機構，向其通知斷電狀況，並收聽當地廣播以

了解官方資訊。如需獲取公共設施服務機構的清單，請瀏覽紐約州公

共服務廳網站，查看您的鄰居是否斷電。關照需要獲取公共設施服務

或相關功能的人。  

•  只使用手電筒提供緊急照明  - 蠟燭有可能引起火災。  

http://www3.dps.ny.gov/W/PSCWeb.nsf/All/03627EFC626529EE85257687006F39CD?OpenDocument
http://www3.dps.ny.gov/W/PSCWeb.nsf/All/03627EFC626529EE85257687006F39CD?OpenDocument


 

 

•  使冰箱和冰櫃的門保持關閉  - 大多數需要冷藏的食品可以安全地保存

在密閉的冰箱內數小時。冰箱如果不開啟，可保持食品冷度大約四小

時。裝滿物品的冰櫃將保持溫度大約  48 小時。  

•  切勿在市內使用炭火烤架，切勿使用煤氣爐加熱  - 這些設備會釋放出

有害濃度的一氧化碳。  

•  在寒冷的天氣，多穿幾層衣服來保暖，並盡量減少在室外的時間。  

警惕冷應激症狀（即低體溫症），並在出現症狀時尋求合適的醫療照

顧。  

 

斷電後   

 

•  丟掉不低於兩小時接觸  40°F (4°C) 溫度的食品，這些食品會產生異常

的氣味、顏色或紋理。『丟掉不可靠的食品！』   

•  如果冰櫃內的食品溫度低於  40° F 並且表面有冰晶，則可以重新冷

凍。  

•  如果您懷疑藥品質量已破壞，請聯繫醫生。  

•  給應急救生包重新儲備新電池、罐頭食品級其他日常藥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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