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19 年 4 月 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州屬各局處加強支持全國施工區意識週

最近涉及維修工作人員與紐約州員警的事故突顯施工區安全性和紐約州《讓路法
(Move Over Law)》的重要性
4 月 12 日週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高速公路局 (Thruway Authority)、紐約州
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YSDOT)、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應急工作人員和其他道路工作人員將在全州各地舉行教育宣導活

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的大眾運輸和應急部門將投入為期一週的時
間推廣和支持 4 月 8 日至 12 日的全國施工區意識週 。在意識週期間，紐約州公
路局 (Thruway Authority) 和州警察局的人員將造訪公路局的 27 處服務區以及三處
接待中心 (Welcome Centers) 與駕駛人互動並發送關於施工區安全性和《讓路法》
的宣導資料。公路局的工作人員並將在特定地點展示最近施工區意外事故中受損
的器材，以顯示路側工作人員所面臨的危險。
「鑒於最近發生的數起波及交通設施工作人員和執法人員的道路意外，對駕駛人
教育宣導隨時遵守交通安全法規的重要性顯得比過去更為迫切，」 葛謨州長表
示。「紐約州決不容忍任何駕駛人危及我們辛勤投入的勞動人員，而且隨著我們
對全國施工區意識週的支持，我們也清楚表態，任何忽視這些法規者將需負起相
關責任。」
隨著施工季節開始，將有更多維修與工作人員會在道路上執行修繕與補強工作以
確保駕駛人在道路上的安全。所有用路人在行經施工區時應準備減速並保持警
覺。全國施工區意識週自 2000 年起即已獲得聯邦公路管理局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認可。今年的主題為「以在此工作的立場駕駛。」
認識並了解通往施工區途中和施工區內的標示，對於所有駕駛人和路側工作人員
的安全而言皆屬必要。提醒駕駛人，在施工區內超速的罰鍰將為雙倍，且依據
《2005 年施工區安全法 (Work Zone Safety Act of 2005)》，在施工區違規超速兩次
以上被定罪，可能會導致駕照被吊銷。更多施工區安全性的提示請參
閱 thruway.ny.gov。

全州各地的維護工作人員每天都緊鄰著快速的交通車流工作，也知道自己的生命
安全繫於駕駛人的警覺、耐心與謹慎。駕駛人在行經工作人員時能否排除分心事
項並注意駕駛，至關重要。
在 3 月 13 日，交通廳的維護工作人員馬特·豪伊 (Matt Howe) 停在 17 號州道
(Route 17) 旁並已架設訊號燈提醒駕駛人前方有道路修繕工作團隊正在施工。一
名聯結車駕駛人未能讓路而衝撞了馬特的卡車，使馬特傷重不治。他留下多位親
友而逝世。
在 3 月 26 日， 四名公路局維護工作人員 在執行道路修繕工作時遭到一輛聯結車
衝入施工區衝撞兩輛公路局的工程車輛而受傷。該駕駛人被開立違反《讓路法》
以及數項其他車輛交通法規的罰單。同樣在三月份，有兩位紐約州員警分別在公
路上的兩件車禍事故中幸運避免重傷，該兩件事故的涉案駕駛人皆因未讓路而被
開立罰單。
此外，在 2016 年 10 月，公路局員工羅納德·登明 (Ronald Deming) 在赫基默郡
(Herkimer County) 的高速公路路肩協助修復一輛用路人車輛時遭到另一車輛撞擊
而受傷致命。該駕駛人被開立違法《讓路法》罰單。在 2017 年，公路局發佈了
一段見證 影片 ，由羅納德·登明的一位同仁強調說明紐約的應急工作人員面臨多
大的危險。
紐約州高速路管理局執行局長馬修 J. 德里斯科爾 (Matthew J. Driscoll) 表示。
「日復一日，我們的道路工作人員冒著生命危險在前線工作，以確保所有駕駛人
的道路安全。最近的紐約州交通廳維護工作人員死亡事故，以及施工區的四名公
路局員工受傷事故，沉痛地提醒大家我們的工作夥伴面臨著多大的危險。我們強
力敦促駕駛人在施工區減慢速度，保持警覺並於安全狀況允許時讓路。大家不減
速或不讓路也許能省下幾秒鐘時間，但絕不值得讓他人為此冒上生命危險。」
紐約州交通廳幕僚長陶德·威斯惠斯 (Todd Westhuis) 表示，「我們每天都致力於
提升道路和橋樑的安全，而這需要我們的工作人員在道路上進行修繕。我們的工
作人員不應在工作時擔心受怕生命友危險，駕駛人應優先減速並安全地讓路予道
路工作人員，才能讓各種用路人每天安全回到家。」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DMV) 代理廳長暨州長交通安
全委員會 (Governor's Traffic Safety Committee) 代理會長馬克 J. F. 施洛德 (Mark
J. F. Schroeder) 表示，「我們想要確保我們的高速公路對所有人而言都一樣安
全，尤其是對每天冒著生命危險維護我們能在路上安全行駛的警員、應急工作人
員、工程施工人員和維護工作人員。為避免無意義且可避免的傷亡慘劇，所有駕
駛人皆須遵守法規，遇到應急工作車輛和維護工作團隊時減速並讓路。隨著我們

的施工季節開始，在路上駕駛時請保持注意力，一時的分神就可能造成致命後
果。」
紐約州警察局代理局長基思 M. 科列特 (Keith M. Corlett) 表示，「我們已經很常
見到駕駛人不遵守公路施工區的標示速限而造成慘劇結果。隨著施工季節開始展
開，駕駛人務必留意速度，保持警覺，並在行經施工區時放下電子裝置。對執法
人員以及其他應急和道路維護工作人員而言，高速公路是最危險的工作環境之
一。我們承諾會打造更安全的施工區，並保護那些必須在高速公路和州際公路沿
線工作的夥伴。警員將提高警覺加強執行交通法規，對違法者開出罰單。我們敦
促所有駕駛人持續遵守本份，對路況保持專注、在路肩看到緊急車輛或維修人員
時要放慢車速並予以讓路。」
4 月 12 日本週五早上 10 點到下午 2 點，公路局、紐約交通廳、州警察局、地方
應急工作人員、拖吊作業人員和其他道路工作人員將在 公路沿線的下列地點推廣
施工區安全和《讓路法》：
普拉特吉爾服務區 (Plattekill Service Area)
87 號州際公路北向路段
17 號出口 （紐堡市 (Newburgh) - 84 號州際公路 (I-84)） 與 18 號出口 （紐帕茲
鎮 (New Paltz) - 299 號州道 (Rte. 299)） 之間。
首府地區接待中心 (Capital Region Welcome Center)
87 號州際公路北向路段
位於 21 號 B 出口 （柯薩奇鎮 (Coxsackie) —— 9 號西向公路 (Rte. 9W)） 和 21
號 A 出口 （貝克夏爾鎮 (Berkshire) 路段/往瑪塞派克鎮 (Mass Pike) 方向） 之間
華納服務區 (Warners Service Area)
90 號州際公路西向路段
39 號出口 （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 690 號州際公路 (I-690)） 與 40 號出口
（維茲珀特 (Weedsport)） 之間
克萊倫斯服務區 (Clarence Service Area)
90 號州際公路西向路段
48 號 A 出口 （彭布羅克鎮 (Pembroke) - 77 號州道 (Rte. 77)） 與 49 號出口
（德普村 (Depew)- 78 號州道 (Rte. 78)） 之間
《讓路法》

紐約州《讓路法》規定駕駛人在駛近停靠在全州各地公路沿線的執法車輛、消防
車、救護車、聯結車、施工車輛以及維護車輛時，要謹慎駕駛、減速並安全讓
路。
紐約州《讓路法》係於 2011 年制定，旨在保護在公路上工作的紐約民眾，並已擴
大到包括更廣泛的緊急和運載危險物品的車輛。
紐約州的《讓路法》在 2016 年 7 月擴大實施範圍，涵蓋志願消防員和急救人
員，這項法規過去僅涵蓋執法車輛、應急車輛以及危險車輛。這項法規目前適用
於使用藍色、綠色、紅色、白色或黃色閃光燈的車輛。擴大實施後的法規賦予執
法人員更多權限，可對危及高速公路沿線作業人員人身安全的違規者加以處罰。
駕駛人在紐約州所有道路上必須謹慎駕駛，並在安全的前提下讓出一條車道，
以便為在路側作業的車輛和人員提供充足的空間。 2016 年 11 月 1 日，《讓路
法》進一步擴大至涵蓋衛生部門車輛，例如垃圾車和資源回收車。
州長的交通安全委員會在 2016 年製作了 一份公共宣導廣告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PSA) 在紐約州各地持續播放，鼓勵駕駛人讓路予執法人員、高速
公路工作人員和其他受影響的單位。
儘管法律持續修改和投入更多心力教育駕駛人，紐約州警察仍需開出違反新法規
的罰單。以下為過去三年來開出的罰單數量：
2018: 13,059
2017: 13,173
2016: 11,703
《讓路法》適用於道路兩側，而不僅僅限於右側路肩，首次違法的駕駛人會面臨
執照記兩點以及最低 150 美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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