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7 月 2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派遣主要機構的行政人員調查紐約州南部地區受暴洪影響的地區   

  

 瓦帕瑟寧河  (Wappasening Creek) 上方的  17 號州公路橋封閉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派遣州長辦公室  (Governor's Office)、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DOT)、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的專員、行政人員、地區工作人員，評估泰奧加

郡  (Tioga) 和布魯姆郡  (Broome) 昨晚暴雨和洪水過後發生的損失。因星期日夜間暴

洪造成破壞，17 號州公路封閉泰奧加郡  62 號出口（尼克爾斯鎮  (Nichols)）和  63 

號出口（朗斯伯里村  (Lounsberry)）之間的路段，並公佈了繞行線路。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目前協助管制交通並發佈行人公告，紐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目前利用電子可變資訊板向機動車駕駛員告知橋樑封閉。  

  

「洪水和其他惡劣天氣已破壞了紐約州南部地區的道路和橋樑，並在城市地區、排

水不良的地區、河流附近地區繼續造成問題，這些河流已達到最高水位，」葛謨

州長表示。「我們正在部署州資源，用於協助有需求的紐約民眾，並幫助這些社

區盡快重建。」  

  

紐約州交通廳已調動  39 人處理昨晚的暴洪，包括派出  2 個橋樑檢查小組檢查橋樑

的結構損壞情況、2 個工程師、31 個公路養護人員。  紐約州交通廳部署設備清理

殘渣、修理溝渠，並開展其他公路養護作業。紐約州交通廳還正在加快修理尼克爾

斯鎮瓦帕瑟寧河上方的  17 號州公路橋，這座橋樑昨晚迅速升高了  10 英呎，支撐

梉因堤壩沖刷而外露。  

  

部署的設備包括  11 輛自動傾卸卡車、5 輛皮卡車、3 輛裝卸車、1 臺鏟斗機、1 

臺山貓公司  (bobcat) 的設備、2 臺挖掘機、1 輛拖拉機掛車。紐約州交通廳還簽署

了一份合同，此舉將加快橋樑修理作業，從而盡快恢復交通。如需了解最新交通情

況，包括道路封閉狀況，請致電  511 或訪問  www.511ny.org。  

  

http://www.511ny.org/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應急管理辦公室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始終與當地官員保持實時聯繫，應急管理辦公室在該地區部署了四個工作人員。州

政府儲備物資  (State Stockpiles) 正準備按需部署以下物資：  

  

  在賓漢姆頓市儲備庫  (Binghamton Stockpile) 部署了  61 臺發電機，在全州

部署了 608 臺發電機   

  在賓漢姆頓市儲備庫部署了  32 臺照明燈塔，在全州部署了  232 臺照明燈

塔   

  在賓漢姆頓市儲備庫部署了  5 臺水泵，在全州部署了 1,218 臺發電機   

  在賓漢姆頓市儲備庫部署了  3 萬個沙袋，在全州部署了  482,680 個沙袋   

  

  

特大暴雨席捲該地區，布魯姆郡和泰奧加郡的局部地區的降雨量已達到二至四英吋

以上，這造成了暴洪，在近期出現暴雨並已發生洪水的敏感區域，尤其是市內和周

邊地區排水不良的地段，短時降雨量可能增加一英吋，這預計帶來更多洪水。國家

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對布魯姆郡和泰奧加郡發佈了暴洪觀測  (Flash 

Flood Watch)，持續到今晚  8 點。 

  

紐約州觀測中心  (State Watch Center) 和應急指揮中心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目前按照 4 級行動狀態運作，包括加強監測，因為洪水觀測和警報持續全

天。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超過 12 個環

境保護官員、洩漏響應人員、水利局  (Division of Water) 工作人員正在檢查布魯姆

郡、泰奧加郡  希南戈郡  (Chenango) 的治洪項目。檢查工作目前尚未發現任何問題。

7 月 24 日，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環境保護官員巡視了維斯塔爾鎮  (Vestal) 大喬科納

特河  (Big Choconut Creek) 以應對洪水，並確認是否需要部署更多資源。初始報告

顯示，薩斯奎哈納河  (Susquehanna River) 以及相關的治洪設施未受到不利影響，

但薩斯奎哈納河以南地區發生局部暴雨，導致流域內的某些河流發生暴洪。損害評

估正在持續開展。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環境保護官員、洩漏響應人員、水利局工作人員將繼續評估紐約

州南部地區各郡遭受的洪水影響。  

  

州長提供下列建議，供民眾安全抵禦洪水：  

 

下載「紐約-警告  (NY-Alert)」  

 

「紐約-警告」是本州提供的免費定制性訂閱型全災害警告系統。警告，例如有關

惡劣天氣的重要資訊，將會發送到您的電子郵箱中，或通過短信形式推送到您的手



機上。如需訂閱，請造訪「紐約-警告」網站：  https://www.nyalert.gov/。如需更多

有關「紐約-警告」的資訊，請訪問常見問題與解答：https://www.nyalert.gov/faq。 

  

若您所在地區發生洪水：  

  

  關注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  (National Oceanic &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 的氣象廣播，或您當地的廣播和電視台廣播以

了解相關資訊。  

  若當地官員建議疏散，請立即這樣做。  

  若有人指示您前往特定地點，則請前往該地點。  

  了解避難所的位置。  

  把戶外財產搬到室內，或牢固綁扎這些財產。這些財產包括草坪家具、

垃圾桶及其他可移動的物品。  

  若有時間，請把重要物品和家具移動到室內較高樓層。給無法移動的

電器切斷電源。如果您身上有水或處在水中，請勿觸摸這些電器。  

  如果有人告訴您在離開前關閉水、電、氣服務設施，請照做。  

  保障住宅安全：鎖好全部門窗。  

  

如果您的住宅或工作單位也遭受洪水：  

  

  必須使用肥皂水清潔墻壁、硬面地板和其他多處家居表面，並使用  1 杯漂

白劑和 5 加侖水製成的溶液消毒。   

  給接觸食物和兒童玩耍區域的表面徹底消毒。   

  乾洗或用熱水清洗所有床單和衣物。   

  無法清洗或乾洗的物品，例如床墊和軟墊家具，必須在太陽下風乾，並全面

噴灑消毒劑。   

  用蒸汽清潔所有地毯。   

  更換採暖/製冷系統內的纖維板、絕緣材料和一次性過濾器。   

  

如果你必須出行：  

  

  不要試圖在淹沒的道路駕駛  - 走另一條路。時速  2 英里的水流將從道路或

橋面上衝走汽車。   

  留意河水或溪流可能突然升高或溢出的區域，諸如高速斜坡、橋樑以及低窪

地區。   

  如果你在車內，洪水開始迅速湧入，請迅速棄車逃生。   

https://www.nyalert.gov/#_blank


  

如果您失去電力： 

  

  首先致電您的供電局確定區域維修時間表。關閉或拔掉燈和電器電源，以防

止電路超載。留一盞燈以顯示電源已恢復。   

  盡可能保持冰箱和冰櫃的門緊閉，幫助減少食品變質。   

  如果你的冰箱或冰櫃有空間，在塑膠容器裡裝滿水，每一個留下一英寸的空

間。這將有助於保持食物冷凍。   

  

如果你需要使用發電機：  

  

  安裝發電機之前，請務必正確斷開您的實用電器服務。如有可能，由合格的

電工安裝發電機。   

  在戶外順風結構運行發電機。勿在室內操作發電機。來自發電機尾氣的致命

的一氧化碳氣體可以傳遍整個封閉的空間。   

  灑在熱發電機的燃料，會導致爆炸。如果您的發電機有一個可拆卸油箱，在

加油前移開。如果這不可能，關閉發電機，等它冷卻後加油。   

  不要超過發電機額定容量。大多數小型，可擕式家用發電機，產生  350 至  

12,000 瓦的功率。重載您的發電機，可導致破壞發電機和電器連接到的電器，

並可能引起火災。按照製造商指示說明使用。   

  務必在任何時候使孩子遠離發電機。   

  

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勿在室內操作發電機；電機發出致命的一氧化碳氣體。   

  勿用木炭在室內做飯。它也可以導致一氧化碳氣體的積累。   

  勿使用燃氣爐加熱你的房屋  - 在一個封閉的房子裡長時間使用打開的烤箱可

以產生一氧化碳氣體。   

  安裝一氧化碳報警器。   

  

如需瞭解更多安全資訊，請訪問紐約州國土安全及緊急服務署網站：

http://www.dhses.ny.gov/oem/safety-info/index.cfm。 

 

  

###  

http://www.dhses.ny.gov/oem/safety-info/index.cfm#_blank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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