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6 月 1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敦促紐約民眾採取預防措施應對本週日至下週一的高溫天氣   

 

紐約州高溫警報閾值降至  95 華氏度以幫助預防與高溫相關的疾病   

 

多個州立公園泳池場地在夏季正式開放營業前於本週末開放   

 

高溫與高濕度混合可能會危害到危險人群，如老年人和小孩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和紐約州衛

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DOH) 對紐約市  (New York City)、哈德遜谷下游地區  

(Lower Hudson Valley)、安大略湖東側區域  (Eastern Lake Ontario)、紐約州西部

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發佈  17 項空氣質量健康警報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建議紐約民眾採取措施預防熱相關疾病，並限制劇烈的室

外體育活動，因為危險的熱量和濕度會在本週日，尤其是下週一進入本州，導致熱

量指數值升高。這些熱指數值，或稱作溫度與高濕度結合時的感覺，會在周日達到  

80 至 90 度，週一達到  90 至 105 度，尤其是在城市和山谷地區。  易患熱病相關

疾病的人群包括幼兒、老人、戶外運動者、從事戶外活動的人，以及哮喘等呼吸系

統疾病患者。隨著氣溫上升，風險人群應採取必要措施保持涼爽。  

 

「天氣預報顯示將出現長時間的高溫高濕，我敦促紐約民眾採取必要措施保持涼

爽，」州長葛謨表示。「隨著氣溫繼續上升，我建議大家確認朋友和鄰居的狀

況，因為這些人可能需要額外的幫助，並在州立公園泳池和避暑中心保持涼爽。」   

 

按照州長的指示，紐約州衛生廳與紐約州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合作降

低氣溫，以警示人們防範因炎熱的天氣和熱浪而患上與熱相關的疾病。紐約州衛生

廳由美國航空航天局  (NASA) 資助，指出在熱指數達到  95 度或更高時，急救部門

的收治人數和因高溫而住院的人數顯著增加。在熱浪的後四天，熱應激、脫水、  

腎病、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風險增加。美國國家氣象局已把紐約州各地的警報閾值

從 100 度降至 95 度。 



 

 

 

此外，紐約州衛生廳創建了避暑中心在線清單，人們可以在酷暑天氣前往這些避暑

中心降溫。  避暑中心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清單由各地區的地方衛生署和應急管理辦

公室共享在此處。  

 

整個紐約州立公園系統的游泳場所都在本週末開放，這樣遊客在未來的炎熱日子裡

可以保持涼爽。  

 

夏季實際開始前，一些熱門場所在本週末開始接納游泳人士，包括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瓊斯海灘 (Jones Beach)、羅博摩斯州立公園  (Robert Moses)、沉沒草場州

立公園 (Sunken Meadow)；紐約市丹尼法雷爾河岸  (Denny Farrell Riverbank)（室內

泳池）和熊山廣場噴霧台  (Gantry Plaza Spray Pad)；哈德遜谷地區  (Hudson Valley) 

的熊山 (Bear Mountain)、 洛克蘭湖 (Rockland Lake)、米勒瓦斯卡州立公園

(Minnewaska)、塔格卡尼克湖州立公園  (Lake Taghkanic)、泰康利湖州立公園  

(Taconic)（考帕克與路德池塘  (Copake and Rudd Pond)）；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格拉夫頓湖  (Grafton Lakes)、薩拉託加溫泉  (Saratoga Spa)（維多利亞游泳

池 (Victoria Pool)）、莫羅湖 (Moreau Lake)；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德爾塔

湖 (Delta Lake)、紐約州中部地區綠湖  (Green Lakes) 與維羅娜海灘  (Verona 

Beach)、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塔哈諾克瀑布  (Taughannock Falls) 與瓦丁

格倫瀑布 (Watkins Glen)；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費爾黑文港  (Fair Haven) 與哈

姆林海灘 (Hamlin Beach)；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尼亞加拉堡  (Fort 

Niagara)、艾瓦戈拉州立公園  (Evangola)、阿利蓋尼州立公園  (Allegany)、（貴格會

區域 (Quaker Area)）。 

 

避暑用游泳場所和地點的完整列表請訪問  www.parks.ny.gov，並選擇您附近的州立

公園。  

  

週日，紐約州大部分地區的氣溫將隨著溫度上升而升高。在五指湖地區、紐約州中

部地區、紐約州南部地區、麥可山谷地區，週日的高溫將達到  85 以上，特別是在

城市地區和地勢更深的山谷地區。週一，溫度將達到或超過  90°，隨著濕度增加，

熱指數將達到  90° 至 95°，在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和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超

過 100°。 

 

週日和周一，紐約州北部地區和首府地區的氣溫將達到  85°，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Region) 的氣溫將升高至  90 多度。考慮到熱指數，週日的氣溫感覺會

像 80 至 90°，週一為  90 至 105°。紐約市地區的溫度和濕度在週日將明顯上升，

溫度接近 90°，週一到達  95°，熱度指數升至  95° 至 100°。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和紐約州衛生廳將於  2018 年 6 月 17 日，星期日為紐約市地鐵

區 (New York City Metro area)、哈德遜谷下游地區  (Lower Hudson Valley)、安大略

湖東部地區  (Eastern Lake Ontario) 和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發佈空氣

https://www.health.ny.gov/environmental/weather/cooling/
http://www.parks.ny.gov/


 

 

質量健康警報，將於上午  11 點至晚上 11 點發佈。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和紐約州衛

生廳還將於  2018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一針對紐約市地鐵區、長島地區和哈德遜谷

下游地區的臭氧空氣質量健康警報，該警報將從上午  11 點到下午 11 點發佈。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設立了免費的空氣質量熱線  (1-800-535-1345) ，以便紐約州民眾

了解最新的空氣質量情況。有關臭氧和  PM 2.5 的更多資訊，請參閱紐約州環境保

護廳網站 http://www.dec.ny.gov/chemical/8400.html 和紐約州衛生廳網

站 http://www.health.ny.gov/environmental/outdoors/air/ozone.htm。 

  

夏季高溫導致紐約州水域的乘船人士增加。  確保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  美國海岸

警衛隊 (U.S. Coast Guard) 提供以下安全提示：  

 

•  禁止飲酒：酒精會影響您的判斷力、視力、平衡能力和協調能力。   

•  請參加安全課程培訓。10 起行船事故中有  7 起都是源於操作失誤。

請查看紐約州公園網站或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網站來了解您附近的課

程。  

•  穿救生衣，正確穿戴救生衣可以防止溺水，這是導致划船相關死亡事

件的主要原因。  

•  檢查您的船，美國海岸警衛隊輔助隊  (U.S. Coast Guard Auxiliary) 和美

國電力中隊  (U.S. Power Squadron) 為水上船隻提供免費的安全檢查。

從 www.vesselsafetycheck.org 了解更多資訊。  

•  做好準備。讓人們知道你要去哪里以及大約什麼時候返回並，攜帶信

號設備，如喇叭、口哨或號角   

•  遵守所有公佈的速度限制   

•  在划船時留意其他船員和游泳人士   

  

過度炎熱是每年可預防性天氣相關死亡的主要誘因，尤其是在老年群體中。根據聯

邦疾病控制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提供的數據，  

美國每年有超過  600 人因高溫天氣發生可預防性死亡。為幫助紐約民眾在炎熱天

氣保持安全，州長提出下列建議：  

 

這些人應多加注意：  

 

•  老年人和小孩最易受高溫天氣影響。  

•  有體重問題或酗酒問題，并對高溫反應非常敏感的人。  

•  使用特定藥物或藥品的人。  

  

做好準備：  

  

•  減慢進行高強度活動和運動，尤其是在日照高峰時段上午  11 時至下

午 4 時。  

http://www.dec.ny.gov/chemical/8400.html
http://www.health.ny.gov/environmental/outdoors/air/ozone.htm
https://parks.ny.gov/recreation/boating/safety-courses.aspx
https://www.dec.ny.gov/outdoor/349.html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363bba253a82ea1b.36394310-15ac1dc3a1cf3c07&u=http://www.vesselsafetycheck.org


 

 

•  鍛煉應在清晨  4 至 7 時進行。  

•  減少攝取蛋白質，增加食用水果和蔬菜。蛋白質會產生并增加代謝

熱，進而導致人體水分流失。少吃多餐。不要吃過鹹的食品。   

•  即使不覺得口渴，在酷熱天氣也要每小時飲用至少  2-4 杯水。避免飲

用含酒精或咖啡因的飲料。   

•  如果可以，請呆在空調房內，盡量不要外出。陽光會加熱人體的內

核，造成脫水。如果沒有空調，請呆在最低的樓層，遠離陽光，或到

有空調的公用建築物內。   

•  如果必須外出，請塗抹高倍防曬係數（至少  SPF 15）的防曬霜，并佩

戴帽子以保護臉部和頭部。在戶外時，請穿著寬鬆、輕質的淺色衣

物。遮蓋盡可能多的皮膚，以避免曬傷和陽光在身體上的升溫效應。   

•  在盛夏高溫期間，請勿把兒童、寵物或需要特殊護理的人留在停放的

汽車或車輛內。密閉車輛內的溫度可迅速升高至  140 華氏度以上。  

接觸如此高溫可在幾分鐘內導致死亡。  

•  高溫天氣期間，請設法核實您鄰居的狀況，鄰居是老人、有幼兒或有

特殊需求時尤其如此。   

•  確保寵物有足夠的食物和水。   

  

了解高溫相關疾病的表征：  

  

長時間暴露於高溫可能有害並可能致命。如果您或您認識的人出現熱病症狀或體

徵，請致電  911，其中包括：  

•  頭疼  

•  頭暈目眩  

•  肌肉痙攣  

•  惡心  

•  嘔吐  

 

欲獲取更多信息來了解如何在酷暑天氣期間保持安全，請點擊此處 和此處。  

 

此外，葛謨州長最近宣佈，通過家庭取暖輔助計畫  (Home Heating Assistance 

Program, HEAP) 為有嚴重健康問題的紐約民眾提供  300 萬美元的聯邦資金用來領

取補助金以購買空調。  降溫補助金將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則提供。  地方社會服務部

門 (Local Departments of Social Services) 將在 8 月 31 日，或在資金用完前接受申

請。  

  
  

###  
  
  
 

http://www.health.ny.gov/environmental/emergency/weather/hot
http://www.dhses.ny.gov/oem/safety-info/publicsafety/heataware.cfm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3-million-federal-funding-available-new-yorkers-receive-cooling
http://otda.ny.gov/programs/heap/contacts/
http://otda.ny.gov/programs/heap/contacts/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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