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6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夏季音樂會季節期間嚴打使用假身分證件和未成年飲酒   

  

四月和五月份已在紐約州各地開出  139 張罰單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提醒紐約民眾，州屬調查員將在本季節各地的夏季音樂會

和酒吧再次展開打擊未成年飲酒以及使用假身分證件購買酒類飲料行為。為防止未

成年飲酒，作為「防範行動  (Operation Prevent)」的一部分，隸屬紐約州汽車監理

廳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DMV)、紐約州酒類管理局  (State Liquor Authority, 

SLA)、紐約州公園警察局  (State Parks Police) 和地方執法機構的調查員將在全州各

地的相關場所執行掃蕩執法。在四月和五月，各調查員已在紐約州各地開出  139 

張罰單。  

  

「當酒精落入年輕人手裡，時常落得悲劇收場，」葛謨州長表示。「透過這項持

續性的執法作為，全州各地的調查員就能同心協力打擊如此危險又由來已久的問

題。」  

  

「防範行動」執法掃蕩將在薩拉托加表演藝術中心  (Saratoga Performing Arts 

Center)、瓊斯海灘 (Jones Beach)、水牛城  (Buffalo) 運河河畔 (Canalside)、卡南代

瓜市 (Canandaigua) 馬文·桑茲星座品牌集團表演藝術中心  (Constellation Marvin 

Sands Performing Arts Center, CMAC) 和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湖景露天劇場  

(Lakeview Amphitheater)，以及未成年音樂會觀眾可能聚集的其他地點。此外，  

汽車監理廳和酒類管理局的調查員將在熱門的夏季酒吧執行掃蕩，以確保飲酒的顧

客都已達到合法年齡。   

  

未滿 21 歲的顧客如被發現使用偽造的身份證件購買酒類飲料可能會被開立罰單，

並且證件可能被吊銷至少  90 天或長達一年。   

  

「無論證件是來自紐約州或其他州並不重要，我們的調查員受過精良的訓練，足以

辨認出偽造者，更何況他們還攜帶著尖端科技的設備可供驗證證件的真偽，」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廳長暨州長交通安全委員會  

(Governor's Traffic Safety Committee) 主席馬克  J. F. 施洛德 (Mark J. F. 

Schroeder) 表示。「我們明白在這些活動中，飲酒對年輕人而言是很強烈的誘



 

 

惑，因此我們一整年都會同時聚焦於執法和教育。我們的訊息非常簡單：未成年飲

酒，尤其是酒駕，絕不是對的選擇。」   

  

紐約州酒類管理局  (State Liquor Authority) 主席文森·布拉德利  (Vincent Bradley) 

表示，「在葛謨州長領導下，州政府各局處和地方執法部門要共同合作採取積極

行動來確保我們的道路、社區和民眾安全。酒類管理局將持續致力於和我們的執法

機關夥伴確保今年夏天的音樂會季節不讓未成年民眾取得酒類飲料。」   

  

在四月和五月，「防範行動」的調查結果共  139 人被控使用假身分證件或他人的

身分證件來購買酒類飲料。在這些掃蕩執法中，共沒收了  126 張假身分證件。  

同樣在四月和五月份，酒類管理局執行了全州的未成年突擊行動，派出誘餌到  851 

處持照的酒類販售場所，其中有  186 家業者被控販售酒精飲料給未成年人士。   

  

開出的罰單包括：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56 張罰單   

•  4 月 5 日在歐列瑞酒館  (O'Leary's Tavern) 開出 46 張罰單  

•  4 月 26 日在葛蘭妮黑啤酒  (Stout) 開出六張罰單   

•  5 月 17 日四張罰單開給斯克內克塔迪市  (Schenectady) 的便利聯盟  (Union 

Convenience)、鵝山洋酒店 (Goose Hill Wine & Liquor)，以及恩格巴特洋酒店  

(Englebardt's Liquor Store)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14 張罰單   

•  5 月 16 日在湖景露天劇場舉行的傑森·奧爾迪恩  (Jason Aldean) 音樂會開出

五張罰單  

•  6 月 9 日在在湖景露天劇場舉行的柴克布朗樂團  (Zak Brown) 音樂會開出九

張罰單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31 張罰單   

•  4 月 25 日和 5 月 31 日在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的唯一黑膠唱片夜總會  

(One Nightclub and Vinyl) 開出 10 張罰單  

•  4 月 27 日在布拉克波特村  (Brockport) 的紅壺酒吧  (The Red Jug)、理髮師燒

烤啤酒店 (Barbers Grill and Tap Room)、特調屋酒吧  (Custom House) 以及烤

肉與啤酒店  (BBQ and Brew) 開出  8 張罰單   

•  5 月 24 日在達里恩湖表演藝術中心  (Darien Lak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的克里斯·揚  (Chris Young) 音樂會開出  13 張罰單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20 張罰單   

•  5 月 3 日在賓漢頓市  (Binghamton) 的地下室酒吧 (The Rathskellar)、湯姆與

馬蒂酒吧 (Tom and Marty's) 以及凱爾特酒吧  (Celtic Pub) 開出 20 張罰單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18 張罰單   

•  5 月 3 日在托納萬達市  (Tonawanda) 的舵 (The Steer) 餐廳與老威利酒吧  

(Slick Willie's) 開出 18 張罰單  

  

「防範行動」是由州長交通安全委員會支持。該委員會協調紐約州的交通安全活

動，並把聯邦政府公路安全補助金分配給地方機構、州屬機構和非營利機構，以供

執行改善公路安全的專案並減少車禍造成的死亡和重傷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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