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7 月 1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部署緊急救援人員因應克林頓郡  (CLINTON COUNTY) 野火   

  

州屬和地方編制的緊急救援人員主動撲滅阿爾托納鎮  (Altona) 平石保護區  (Flat 

Rock) 幅員  300 英畝的野火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下令增派州屬緊急救援人員前往克林頓郡阿爾托納鎮平

石保護區野火蔓延現場。這場野火從星期四下午起火，延燒至今。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和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署長羅傑 ‧帕里諾  (Roger Parrino) 將監控由州屬護林員帶領與它州和地方先遣應急

人員協同進行的滅火作業。  紐約州護林員皆受過高度野火撲滅訓練，並定期在野

火季協助它州的滅火工作。他們已在火勢周圍建立圍欄，這場火勢從昨天起已延

燒  300 英畝。 

  

「本州的緊急救援人員正全天候努力控制火勢，保護紐約州民眾，」州長葛謨表

示。「紐約州已準備就緒，為這些英勇的救援人員提供滅火和確保社區安全所需

的任何資源。我敦促所有居民遠離受影響的區域並保持警覺和接收相關資訊。」   

  

來自國家警衛隊  (National Guard)、環境保護廳、火災防控辦公室  (Office of F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應急管理辦公室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州警

察局  (State Police) 和紐約州矯正及社區監督廳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ervision) 等部門，共有超過  40 名州屬救援人員正隨時待命或正和

地方消防隊緊密配合，努力控制和撲滅火勢。克林頓郡、富蘭克林郡  (Franklin 

County) 和加拿大 (Canada) 的消防部門也已進駐現場和本州救援人員緊密合作控

制火勢。 

  

紐約州因應本事件所派出的救援人員和資源包括：  

  

•  國家警衛隊：共有八位士兵和兩架各搭載  660 加侖消防水袋的  UH-60 黑鷹

直升機已出發。   



 

 

•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護林隊：編制  22 名救災人員的一輛野火消防車已進駐

現場支援兩隊編制必須個人裝備（包括水管、可攜式幫浦和滅火隨身工

具）的護林隊   

•  州員警：兩位救援人員和兩架貝爾  UH-1 (Huey) 直升機，各搭載一個消防水

袋以撲滅火勢。每個水袋各裝有  200 加侖的水。州警局也將部署加油車以

供加油作業。  

•  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廳應急管理辦公室：一位專員助理、一位地區統籌員

和五位緊急事故管理人員搭配突發事件管理團隊  (IMT) 車輛以及指揮車提供

器材支援  

•  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廳火災防控辦公室  (Office of F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一位副紐約州消防管理員和兩位地區工作人員   

•  紐約州矯正及社區監督廳：兩組受刑人小隊協助消防員和護林員在火勢周

圍建立圍欄   

•  運輸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一輛推土機和駕駛員進駐現場   

  

此外已從州屬地區儲藏倉調撥四棧板的水以及一架  50 峰瓩發電機提供救火人員使

用。 

  

平石保護區州立森林公園  (Flat Rock State Forest) 暫時關閉禁止進入   

在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護林隊宣佈火勢撲滅之前，平石保護區州立森林公園將持續

關閉。這座州立森林公園包含北美短葉松樹和越橘莓樹，都是本地火依存自然社

區中的高度易燃植物。即使在火勢獲得控制之後，由於這些易燃植物的特性，  

火勢仍可能復燃，因此在滅火作業完成之前，火災將不會視為已經撲滅。  

  

減少野火風險   

在紐約州，露天焚燒是野火的最大誘因。氣溫上升且上年秋季的垃圾和樹葉乾透

時，野火就會開始出現並輕鬆蔓延，並因風和缺少綠色植物而進一步變強。  

此外，紐約州全年禁止燃燒樹葉和草。紐約州環境保護廳鼓勵紐約州民眾遵守下

列提示來避免引起野火。 

  

目前，紐約州大部分地區已被國家氣象局列為火災中等風險。火災可能很容易發

生，如果在火情剛起始不及時撲滅，則可能發展為危險火災。要查看在紐約火險

等級的更新的地圖，請點擊此處。http://www.dec.ny.gov/lands/68329.html。  

  

紐約州 3,090 萬英畝的土地中，有  1,890 萬英畝土地是林地並由發生野火的風

險。還有大量的露天非林地也可能發生大規模野火。全州  1,700 多個消防局每年

平均出動撲滅  5,300 起野火。2016 年，紐約州環境保護部林警  (Forest Rangers) 

撲滅了 185 起野火，這些野火共燒毀  4,191 英畝林地。  

 

野火安全提示   

野火通常蔓延極快，使紐約州民眾及其家庭、財產和生意發生危險。但有多種辦

法可供你自己以及家庭準備好應對此類緊急狀況。  

https://www.dec.ny.gov/press/114124.html
http://www.dec.ny.gov/lands/68329.html


 

 

  

提前做好準備並制定計畫   

制定家庭應急計畫，並練習住宅開車或步行的逃生路線。請訪問公民防範團隊  

(Citizen Preparedness Corps) 網站查看家庭可以採取哪些措施用來制定家庭計畫，

包括保護兒童和寵物，並準備逃生用品包。紐約民眾在發生災難或緊急狀況時應

準備一些基本的日用品。  

 

在住宅的每層樓安裝煙霧報警器，並在把時間調整為夏令時的時候每年更換兩次

電池。在住宅內保存滅火器，並教會每個家庭成員使用滅火器。教導孩子消防安

全知識，並把火柴和打火機放在孩子接觸不到的地方。在每個家庭成員的手機內

保存應急電話號碼和資訊。此外，建議紐約民眾從  nyalert.gov 註冊『紐約-警告  

(NY-Alert)』，『紐約-警告』將發送危險警告通知或氣象狀況通知。   

 

預防措施   

  

•  清晰標示住宅地址：  務必在房屋上清晰標示您的住宅地址編號，  

以便緊急救援人員能夠從路上找出您的住宅，並確保消防車輛能夠輕

鬆進出您的住宅。  

•  列出您的物品：  查看房主的保險單並列出住宅物品清單。  

•  幫助鄰居：  與鄰居討論野火安全性，並考慮如何幫助鄰居處理特殊

需求。 

  

為房屋做好準備   

  

•  至少每年一次檢查住宅外部狀況，並養成戶外春季大掃除的習慣。  

清除住宅 30 英呎範圍內的所有乾草、灌木以及枯葉。樹木和矮樹叢

至少保持十英呎的間距。減少濃密森林覆蓋區的樹木數量、清除舊樹

樁以及住宅附近生長的所有藤蔓。  

•  定期修剪草坪。 

•  木柴和碎柴垛堆放在遠離建築物的地點，並清理柴垛附近的易燃植

物。 

•  清理煙囪和火爐管道，檢查其過濾網。  

•  避免建築物或公用設施附近堆放抹布和報紙等易燃材料。  

•  修剪高大樹木距地面六英呎高度內的低矮枝杈，以防地面火災蔓延至

樹頂。 

•  為住宅屋頂或排水溝清理松針、樹葉或其他垃圾。清理屋頂的樹枝或

枯樹杈，並讓電力公司清理接觸到電線的樹枝。  

•  始終把一根軟管連接至戶外水龍頭上，用於在氣溫高於零度時撲滅住

宅內外的小型火災。  

http://prepare.ny.gov/be-prepared
http://prepare.ny.gov/be-prepared
http://www.dhses.ny.gov/ofpc/publications/
http://www.dhses.ny.gov/ofpc/publications/


 

 

 

預防野火   

  

•  遵守當地焚燒法規。在紐約州，露天焚燒是野火的最大誘因。了解紐

約州環境保護部的露天焚燒法規。 

•  聯繫當地消防局以獲取關於消防法規的更多資訊。  

•  報告可能誘發野火的危險狀況。 

•  若打算露營或享受森林時光，請查看當地關於篝火的限制。請留人看

守篝火，並確保在離開前徹底熄滅篝火。  

•  恰當處理冒煙材料和火柴。 

•  格外謹慎地對待乾草。不在乾草上停泊或空轉汽車，不在乾草內存放

以熱氣體提供動力的設備。  

  

了解發生野火時的應對措施   

  

•  若看到野火，請撥打  9-1-1。別假想別人已經聯繫了消防局，別驚

慌。描述火災位置，緩慢清晰地講話，並回答調度員的所有提問。  

•  與地方當局和消防局共同建立溝通渠道。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關注當地應急救援人員，並了解如何打電話或親自聯繫到這些人。  

•  穿防護服和防護鞋。  

 

做好逃生準備   

  

•  從源頭關閉天然氣、丙烷和燃油供給線路。  

•  從庭院內清除木柴、燃料、垃圾。  

•  關閉住宅的門窗。  

•  若開車逃生，請帶上逃生用品包和備忘錄。若立即準備逃生，請把寵

物放在車內並準備迅速離開。  

•  打開戶外照明燈，以便住宅在濃煙中增加可視度。  

  

須知術語   

  

•  地表火：利用落葉層和諸如灌木等矮層植被蔓延的火災   

•  樹冠火：發生在『樹冠』上或蔓延至樹木頂部枝杈的火災，樹冠火以

驚人是速度在林木頂部蔓延   

•  飛火：風攜帶的燃燒的樹枝和樹葉有時候會造成遠距離火災；火災可

以『飛躍』道路和河流   

•  火災氣象預警：美國國家氣象局發佈的氣象觀測，用於向當局提醒可

能出現的危險天氣   

•  危險預警：美國國家氣象局發佈的預警，用於提醒低濕度、大風、  

低水分造成的火災可能迅速蔓延。  

http://www.dec.ny.gov/chemical/58519.html


 

 

  

如要通報疑似發生野火，請立即撥打  9-1-1。國土安全和應急服務處提醒紐約人制

定家庭疏散計畫，並準備好救急包。  請參閱此處所列之緊急用品清單。  

  

請點擊此處參閱野火安全資訊。  

  

請參閱環境保護廳網站了解如何保護住家安全的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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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訂閱  

 

http://nyprepare.gov/aware-prepare/step2.cfm
http://www.dhses.ny.gov/oem/safety-info/wildfire.cfm
http://www.dec.ny.gov/lands/42529.html
http://www.governor.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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