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6 月 2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在夏季音樂節和火島以未成年飲酒的罪名逮捕了將近  150 人 

 

『阻止行動  (Operation Prevent)』打擊未成年飲酒和使用偽造身份證件，並保障紐

約州道路安全  

 

執法行動在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紐約州中部地

區  (Central New York)、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開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過去四週開展最新一輪『阻止行動』大搜查期間逮捕

了將近 150 人，這次大搜查旨在制止未成年人飲酒，從而保障紐約民眾的安全。

參加音樂節並設法利用偽造的身份證件購買酒精類飲料的未成年人在演出現場面臨

逮捕，演出現場包括杰納西郡  (Genesee County) 達里恩湖公園  (Darien Lake)、達

里恩湖表演藝術中心  (Darien Lake Performing Arts Center)、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馬文·桑茲/星座品牌集團表演藝術中心  (Marvin 

Sands/Constellation Brands Performing Arts Center)、薩拉托加郡  (Saratoga County) 

薩拉托加表演藝術中心  (Saratoga Performing Arts Center，SPAC)、拿騷郡  (Nassau 

County) 瓊斯海灘劇院  (Jones Beach Theater) 美國猶太保健集團  (Northwell 

Health)、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湖景圓形劇院  

(Lakeview Amphitheater)。七人在火島週末執法行動期間遭逮捕。  

 

「這些大搜查行動幫助保護紐約青少年、保障道路上沒有不清醒的駕駛員，並打擊

危險行為，」葛謨州長表示。「未成年飲酒和偽造身份證件不僅是非法的，還會

導致魯莽的決定，這些決定能夠帶來改變生活軌跡的後果，我們將繼續嚴格執法以

預防這些可避免的悲劇。」  

 

州長此前宣佈作為『阻止行動』執法計畫的內容，調查人員今年夏季將大批出動，

在音樂節場地阻止未成年人飲酒以及離開音樂節的醉酒駕駛員可能導致的機動車交

通事故。州長還簽署法案，批准紐約州從  6 月 29 日起開展共享乘車服務，這及時

趕上了 7 月 4 日的慶祝活動。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DMV) 常務副廳長兼州長交通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fake-id-and-underage-drinking-sweeps-summer-concerts-across-new-york?_sm_au_=iVVKPr60qVK5tstr


安全委員會  (Governor’s Traffic Safety Committee, GTSC) 代理會長特裡·伊根  

(Terri Egan) 表示，「『阻止行動』檢查偽造的身份證件並逮捕參加音樂節並企圖

購買酒精飲料的未成年人，目標是阻止青少年在達到法定年齡前飲用酒精飲料。

『阻止行動』減少參加音樂節的未成年人醉酒駕駛的風險，並提高每個人安全回家

的可能性。」  

 

州立公園專員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阻止行動』和與州及地方執法

機構的團隊合作再次表明我們從多種途徑著手確保民眾今年夏季在音樂節和戶外享

受安全愉快的短途出行。感謝葛謨州長、我們的合作夥伴以及每天保障遊客安全的

男男女女。」  

 

『阻止行動』是紐約州汽車監理廳開展的一項全年計畫，針對的不僅是音樂節，還

有酒吧、飲酒場所、各種活動及未成年人常去的其他地點。『阻止行動』大搜查期

間，州調查人員與多個不同的實體合作檢查身份證件。21 歲以下的購酒人員一旦

被發現使用偽造身份證件或虛假證件購買酒精飲料將被逮捕，並被沒收身份證件最

低 90 天至一年。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逮捕  119 人 

 

在達里恩湖表演藝術中心饒舌錢斯  (Chance the Rapper) 音樂會逮捕了  71 人：  星

期三，5 月  31 日 

 

5 月 31 日，紐約州汽車監理廳現場調查局  (Division of Field Investigation) 與杰納西

郡警察局 (Genesee 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 合作，在達里恩湖公園饒舌錢斯演

出期間甄別使用偽造身份證件的人。這次特別行動以使用偽造身份證件購買酒精飲

料的罪名逮捕了  39 人，以非法消費酒精飲料的罪名逮捕了  27 人，以非法持有大

麻的罪名起訴了  5 人。計劃對五個在攤位區域留下偽造的身份證件的人開展跟蹤

調查。這次特別行動期間共沒收了  41 張偽造的身份證件。4 人持有其他人的紐約

州駕照。  

 

在達里恩湖表演藝術中心傑森 ·阿爾丁 (Jason Aldean) 音樂會上逮捕了  14 人：  星

期六，6 月  3 日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和杰納西郡警察局的調查人員逮捕了  7 人並起訴這些人企圖使

用偽造的身份證件購買酒精飲料，並以非法消費酒精飲料的罪名起訴了另外  7 

人。 沒收了 5 張偽造的身份證件，包括從西維吉尼亞州  (West Virginia)、康乃迪克

州 (Connecticut)、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馬里蘭州 (Maryland) 收繳的偽造

執照。  

 

在馬文·桑茲 /星座品牌集團表演藝術中心戴夫 ·馬修斯 /蒂姆·雷諾爾茲音樂會  (Dave 



Matthews/Tim Reynolds concert) 逮捕了  4 人：  星期日，6 月  4 日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調查人員與安大略郡警察局  (Ontario 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 

合作開展這次執法行動。起訴來自伊利諾斯州 (Illinois)、特拉華州 (Delaware)、新

澤西州 (New Jersey)、康乃迪克州的  4 人持有偽造的身份證件。發現  1 人持有 3 

份偽造的證件。  

 

在達里恩湖表演藝術中心佛喬航線  (Florida Georgia Line) 音樂會上逮捕了  30 人：  

星期五，6 月  16 日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調查人員與杰納西郡警察局合作。執法人員甄別在參加音樂節時

在未成年的狀態下持有酒精飲料的人，或使用偽造的身份證件購買酒精飲料的人。

這次特別行動代表了  30 人，並起訴 8 人持有偽造的身份證件，起訴  24 人在在未

成年的狀態下持有酒精飲料。沒收了  7 份偽造的證件，包括來自俄亥俄州  

(Ohio)、新澤西州、賓夕法尼亞州、康乃迪克州的偽造的執照。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逮捕了  8 人 

 

在薩拉托加表演藝術中心戴夫 ·馬修斯 /蒂姆·雷諾爾茲音樂會期間和結束後逮捕了  

8 人：  星期六，6 月 17 日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調查人員與紐約州公園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ark Police) 合

作，在音樂會期間開展『阻止行動』大搜查，然後與薩拉托加斯普林斯市警察局 

(Saratoga Springs Police) 合作搜查酒吧。在薩拉托加表演藝術中心，7 人被起訴企

圖在未成年的狀態下使用偽造的執照購買酒精飲料。酒吧搜查期間，1 人被起訴冒

用其他人的駕照。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逮捕  19 人 

 

瓊斯海灘劇院美國猶太保健集團德克利 ·本特利  (Dierks Bentley) 音樂會期間逮捕

了  12 人：  星期五，6 月  23 日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調查人員與紐約州公園警察局合作逮捕了  12 人，這些人在拿騷

郡旺托村德克利·本特利 (Dierks Bentley) 音樂會期間使用偽造的身份證件。偽造的

證件來自紐約州、羅德島州  (Rhode Island)、馬里蘭州、賓夕法尼亞州、新罕布什

爾州 (New Hampshire)、康乃迪克州。這次行動還收繳了另外  4 個偽造的證件，但

調查對象遺棄了這些證件。  

 

星期六，6 月  24 日在歐申比奇村  (Ocean Beach) 開展的大搜查行動期間逮捕了  7 

人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調查人員與歐申比奇村警察局  (Ocean Beach Police Department) 

合作，在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火島歐申比奇村的九家酒吧開展『阻止行動』

用於檢查身份證件。  沙酒吧 (Sand Bar)、馬奎爾酒吧  (Maguires)、荒島餘生酒吧  

(Cast Away)、CJ 酒吧  (CJ's)、博瑟酒吧  (Bocce)、馬修斯酒吧  (Matthews)、海島美

人魚酒吧 (Island Mermaid)、潛伏酒吧  (Hideaway)、豪澤酒吧 (Houser's)。起訴了 

7 人，沒收了  7 份證件。其中  5 個證件是偽造的，另外  2 個是有效證件但不歸試

圖進入酒吧消費的人員所有。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逮捕  3 人 

 

在湖景圓形劇場扎克布朗樂隊  (Zac Brown Band) 音樂會期間逮捕了  3 人：  星期

六，6 月  24 日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的調查人員在奧農達加郡錫拉丘茲市湖景圓形劇場扎克布朗樂隊

演出期間逮捕了  3 人，罪名是企圖使用偽造的身份證件購買酒精飲料。  沒收了兩

個偽造的證件，這些證件代表賓夕法尼亞州和伊利諾斯州。  

 

『阻止行動』調查活動由州長交通安全委員會提供資金，旨在制止未成年人飲酒並

維護紐約州道路安全。在大型城市和大學城內，紐約州汽車監理廳還可響應酒吧所

有人、執法部門和州酒類管理局  (State Liquor Authority，SLA) 的要求展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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