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6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繼續開展工作支持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修復颶風厄瑪  (IRMA) 

和颶風瑪利亞  (MARIA) 造成的破壞   

  

紀念碑委員會  (Memorial Commission) 成員將針對紀念碑的設計及安裝徵詢意

見，並向州長提出建議   

  

今年夏季，紐約州立大學  (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UNY) 超過  346 個學生將派往

波多黎各  10 週以上   

  

這是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志願者服務計畫  (Volunteer Service Program) 

的第二年，在  2019 年共計派遣了  500 個學生幫助修復受損的房屋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繼續開展工作以支持波多黎各修復颶風厄瑪和颶風瑪

利亞造成的破壞，包括新颶風瑪麗亞紀念碑委員會  (Hurricane Maria Memorial 

Commission) 的成員，以及向波多黎各部署最新一批的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

學學生，這些學生將延續他們的使命，幫助這座島嶼修復  2017 年颶風季造成的毀

滅性影響。   

  

「聯邦政府忘記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波多黎各人民是美國公民，但紐約州在

第一天就表示，我們將與波多黎各站在一起，」葛謨州長表示。「還有很多工作

要做，因此，我們今年夏季從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再次部署  300 個大學

生來幫助重建，我將再次前往該島與這些學生一起工作。我們還成立了委員會用來

紀念颶風瑪麗亞及其受害者。今年九月，我們將公佈紀念碑的設計及其在炮臺公園

市 (Battery Park City) 的位置。」   

  

「波多黎各的同胞每天仍在努力從奪去數千人生命並永久改變島上生活的災難中恢

復過來，」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與聯邦政府不同，自颶風

襲擊以來，紐約州始終站在波多黎各人民身旁，竭盡所能支持修復工作。紐約州立

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的志願者和紀念碑委員會將繼續我們的工作，支持重建工作並

緬懷逝去的生命。」   

  

根據第 189 號行政命令設立的紀念碑委員會將針對新紀念碑的建設改造征集構思

並在今年九月提供建議，用來紀念颶風瑪利亞的遇難者和倖存者以及波多黎各社區



的順應力。據估計，近  3,000 個波多黎各人在這場毀滅性的風暴中喪生。紀念碑委

員會將立即展開工作，針對紀念碑的選址、設計和安裝向州長提供建議。本州已經

確定了紀念碑在炮臺公園市六個可行的位置：   

•  錢伯斯街眺望臺  (Chambers Street Overlook)：這個最北端的地點位

於施托伊弗桑高中  (Stuyvesant High School) 西側，在炮臺公園市的最

高點。  

•  貝爾韋代雷廣場  (Belvedere Plaza)：該場地位於北灣碼頭  (North Cove 

Marina) 地勢較高的西北角。   

•  海濱大道廣場  (Esplanade Plaza)：這個地點位於北灣碼頭西南角。   

•  南灣  (South Cove) 北側：這個地點位於南灣公園  (South Cove Park) 

西北角。  

•  南灣  (South Cove) 南側：這個地點位於南灣公園西南角。   

• 瓦格納公園  (Wagner Park) 北側：該地點位於瓦格納公園西北角，  

靠近猶太遺產博物館  (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  

  

該委員會將由州長任命的十個成員組成，並將由紐約州支持波多黎各計畫  (New 

York Stands with Puerto Rico) 副組長兼眾議員馬科斯·克雷斯波  (Marcos Crespo)、 

女眾議員妮迪亞·貝拉斯克斯  (Nydia Velazquez) 和眾議員何塞  E. 塞拉諾 (Jose E. 

Serrano) 共同監督和協調；州長秘書羅薩娜·羅薩多  (Rossana Rosado)；州長顧問

亞豐索·大衛  (Alphonso David)。委員會成員包括：   

•  亨特學院 (Hunter College) 波多黎各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uerto Rican 

Studies) 主任艾德溫·梅倫德斯  (Edwin Meléndez)  

•  奧爾巴尼大學  (University at Albany) 校長哈威丹·羅德里格斯  (Havidan 

Rodriguez)  

•  維萊斯機構  (Velez Organization) 總裁伊麗莎白·維勒茲  (Elizabeth 

Velez)  

•  聖胡安灣河口保護公司  (Corpora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San 

Juan Bay Estuary) 執行董事布藍達·托雷斯  (Brenda Torres)  

• 1199/國際服務業員工工會  (1199/Service Employee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 前會長丹尼·斯里維拉  (Dennis Rivera)  

• 非營利組織  Comité Noviembre 主席特瑞莎  A. 桑提亞哥 (Teresa A. 

Santiago)  

• 紐約州建築施工貿易委員會  (Building &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 社區事務與戰略計畫主任桑托斯·羅德里格茲  

(Santos Rodriguez)  

•  伊比羅美國行動聯盟  (Ibero American Action League) 前總裁兼執行長

希達·羅薩瑞奧·艾斯徹  (Hilda Rosario Escher)  



• 托尼奧·布爾戈斯聯合公司  (Tonio Burgos & Associates) 執行長托尼奧·

布爾戈斯 (Tonio Burgos)  

•  紐約州西部地區拉美裔傳統委員會  (Hispanic Heritage Council of 

Western NY) 會長老卡西米羅  D. 羅德里格斯  (Casimiro D. Rodriguez, 

Sr.)  

  

州長還公佈了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學生的首次夏季部署工作，這是他的

『紐約州支持波多黎各計畫』第二年擴大工作的內容。州長已在寒假和春假期間部

署了 154 個學生持續重建被颶風厄瑪和颶風瑪麗亞破壞的房屋。   

  

今年夏季為期  10 週，346 多個學生將被派往波多黎各，兌現葛謨州長在  2019 年

派遣 500 個學生志願者的承諾。志願者將與非營利性重建組織全民手牽手、心連

心機構 (All Hands and Hearts)、9/11 緊急治療援助響應小組  (HEART 9/11) 以及尼

查瑪組織 (NECHAMA) 合作清潔、修復、重建家園。學生將部署  2 週並獲得大學

學分。  

  

紐約州州政府秘書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anna Rosado) 表示，「紐約州對波多黎

各做出的承諾是堅定不移的。在葛謨州長領導下，我們正著手下一個階段工作，  

幫助我們的同胞重建和恢復。紀念碑委員會進一步鞏固了我們的夥伴關係，並向世

界其他國家表明，我們將永遠與波多黎各站在一起。」   

  

紐約州立大學校長克莉斯蒂娜  M. 約翰遜  (Kristina M. Johnson) 表示，「部署數百

個學生繼續幫助波多黎各人民開展重建工作，這是紐約州立大學價值觀的核心，  

也是對社區和幫助那些有需求的人做出的承諾。我為我們的每一位學生感到深深的

驕傲，他們願意響應號召，在任何需要幫助的地方和任何時候貢獻出自己的時間。

我們將繼續與波多黎各以及州長站在一起，為我們的同胞公民重建家園。感謝葛謨

州長繼續發揮領導作用，感謝我們在現場的所有夥伴每天設法為波多黎各人民創造

更美好的生活。」   

  

紐約市立大學校長菲利克斯  V. 馬克斯·羅格里格斯  (Félix V. Matos Rodríguez) 表

示，「作為在波多黎各出生和長大的人，他與波多黎各及其居民有著私人聯繫，  

葛謨州長仍然致力維繫那裡的救援工作，這意義重大。感謝州長以及救援組織持續

支持，這些組織包括全民手牽手、心連心機構、9/11 緊急治療援助響應小組以及

尼查瑪組織。我還為紐約市立大學將參加這次行程的學生感到驕傲，他們當中很多

人與這座島嶼有著聯繫，有些人本身就是海地  (Haiti)、尼泊爾 (Nepal) 和孟加拉 

(Bangladesh) 等地的自然災害的倖存者。這些學生將長久地感激他們提供的公共服

務和服務式學習帶來的現實影響和效果。沒有人比紐約市立大學的學生更努力。  

紐約市立大學社區將永遠與波多黎各人民站在一起。」   

  



紐約州支持波多黎各重建與改造委員會  (NY Stands with Puerto Rico Rebuilding 

and Reconstructing Committee) 副會長兼女眾議員妮迪亞·貝拉斯克斯  (Nydia 

Velázquez) 表示，「聯邦政府在幫助波多黎各人民方面無所作為，但紐約州為全

國其他地區樹立了榜樣，展示了我們的國家在美國同胞遭受苦難時應該如何作出反

應。這些學生志願者將對波多黎各眾多人民和家庭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我感謝葛

謨州長繼續努力支持我們在波多黎各的兄弟姐妹。」   

  

紐約州支持波多黎各重建與改造委員會副會長兼眾議員馬可斯  A. 克雷斯波  

(Marcos A. Crespo) 表示，「波多黎各被颶風厄瑪和颶風瑪麗亞摧毀後，紐約州承

諾幫助我們的美國同胞重建這座島嶼。葛謨州長堅持這一承諾，再次部署學生志願

者幫助許多在颶風中失去住宅的家庭。全國其他地方都應注意到這一點，因為葛謨

州長正在展示我們需要的領導能力，而我們的聯邦政府繼續保持沉默。」   

  

大紐約州建築行業委員會  (Building Trades of Greater New York) 會長嘉里·  

拉巴貝拉  (Gary LaBarbera) 表示，「我們很自豪能夠參加紐約州支持波多黎各計

畫，該計畫部署了  200 多個工會建築行業成員開展重建工作。如果沒有葛謨州長

的領導和遠見卓識，這一切都不可能實現，數以百計的波多黎各居民也不會有棲身

之所。」  

  

紐約州支持波多黎各計畫   

葛謨州長於  2018 年 9 月宣佈擴大這一計畫，承諾繼續部署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

立大學的學生以協助重建工作。   

  

在這項計畫首年，州長派遣了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的  650 多個學生和技

術工人志願者，協助颶風瑪利亞和颶風厄瑪登陸將近一年後仍在重建的社區。在五

次部署期間，志願者奉獻了將近  4.1 萬個小時，清理、修復、重建住宅。這些人早

已超越了修復  150 套住宅的目標，在  10 週時間內共修復了  178 套住宅。  

  

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州內學費補助金   

根據葛謨州長的指示，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各自的理事會  (Board of 

Trustees) 在 2017 年秋季通過決議，授權學校為來自受颶風瑪麗亞和颶風厄瑪影響

的波多黎各和美國維爾京群島  (U.S. Virgin Islands) 的學生支付 2017 - 2018 學年的

州內學費。這兩個系統都延長發放  2018-2019 年的州內學費。  

  

紐約州持續開展工作支持波多黎各   

颶風瑪利亞在  2017 年 9 月登陸以來，葛謨州長曾五次前往波多黎各，並持續為重

要社區提供關鍵資源。緊接著，紐約州成立了帝國州賑災與恢復工作組織  (Empire 

State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最終分發了在全州  13 個捐贈地點收集的至少  

4,400 個托盤的物資。紐約州還部署了  1,000 多個人員，其中包括數百名公用事業

工作人員和電力專家，幫助恢復電力和穩定電網。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www.governor.ny.gov_news_governor-2Dcuomo-2Dannounces-2Dexpansion-2Dnew-2Dyork-2Dstands-2Dpuerto-2Drico-2Drecovery-2Dand-2Drebuilding&d=DwMFAw&c=mRWFL96tuqj9V0Jjj4h40ddo0XsmttALwKjAEOCyUjY&r=dBIqNR-ztNYFnDGOnvUpf6W8yL263gmhBJn0u6X12ck&m=RNWPeV-0asDIvak4ugrW2qdppDpD50giTh0GR-FhVWo&s=BfEozc3jwQ96bqiuDaWFhVNXZ7kWR5MVfXw_lKD4kik&e=


  

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已撥款大約  1,300 萬美元支持紐約州境內因颶風瑪利亞

而流離失所的  1.1 萬多個民眾。作為這項承諾的內容，200 萬美元的初始投資將提

供給合作組織，供這些組織為弱勢的波多黎各民眾聯繫就業、住房、福利諮詢和醫

療保健等所需的服務。葛謨州長還承諾給流離失所的波多黎各民眾提供高達  1,100 

萬美元的住房資金和勞動力資金：設立  100 萬美元的計畫給流離失所的波多黎各

民眾提供可靠的個案管理服務，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給就業培訓和安置活動。   

  

葛謨州長和紐約議會代表團  (New York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繼續支持波多黎

各能獲得必要的聯邦政府援助。在  2017 年，葛謨州長和波多黎各州長里卡多·  

羅塞洛 (Ricardo Rosselló) 以及紐約國會代表團成員發佈了《重建新生評估報告  

(Build Back Better Assessment Report)》。該報告識別了需要投資的具體部門，包括

住房、電網、適應力、農業及其他部門。連同  4.87 億美元的公共安全與緊急響應

資金，以及  90 億美元的長期災後重建管理資金，總資金需求為  944 億美元。  

  

在颶風瑪利亞登陸屆滿週年的  2018 年九月，葛謨州長簽署了第  189 號行政命

令，設立新的颶風瑪麗亞紀念碑委員會  (Hurricane Maria Memorial Commission)， 

針對建造新紀念碑向颶風瑪利亞的遇難者和倖存者以及波多黎各社區的適應力致敬

的活動提供建議。另外，在  2018 年 10 月，葛謨州長呼籲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復原波多黎各各地社區的發電

機。  

  

如需了解與波多黎各當前救災和減災工作有關的資訊，請造訪州長為波多黎各以及

美屬維京群島啟動的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  (Empire State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 for Puerto Rico and the U.S. Virgin Islands) 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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