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開展『藍色三叉戟演習  (OPERATION 

BLUE TRIDENT)』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牽頭開展

多部門訓練演習，以改善國土安全、水質以及海事安全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在長島地區開展『藍色三叉戟演習』，這是一場多機

構國土安全訓練演習，將部署  23 個地方、州、聯邦機構的  100 多個人員，在一週

內開展輻射探測訓練、船航安全演習、海洋漁業合規演習以及環境監測演習。我們

提醒該地區的居民和遊客，這只是一場演習。  

 

「長島地區是紐約州大都會區的重要關隘，我們必須做好充分準備，處理任何威脅

紐約民眾福祉的危機，」州長葛謨表示。「準備、組織、協調對任何緊急響應而

言都十分關鍵，這場史無前例的演習將有助於保證紐約州做好準備，應對任何對我

們的健康、環境或安全構成威脅的事件。」   

  

這場全面演習由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的環境保護人員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Officers，ECO) 負責，由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大力支持，是長島東部地區開展的首場

同類型演習，並按照聯邦政府國土安全演習與評估計畫  (Homeland Security 

Exercise and Evaluation Program) 的綱領策劃。這場演習將啟用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東區多個地點的  24 艘船，並將配合水質、航海以及海洋漁業合規性工

作。  

 

這場演習將至少調用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50 個警察和平民支持人員，以及  20 多個

地方、州、聯邦機構的  50 多個執法人員，包括：  

  

•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反恐辦公室  (Office of Counter 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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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ment)  

•  紐約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L 警隊 (Troop L)  

•  紐約州公園警察局  (State Park Police)  

•  紐約州海軍民兵組織  (New York State Naval Militia)  

• 紐約州陸軍國民警衛隊民事支持小組  (New York Army National Guard Civil 

Support Team)  

• 紐約州警察廳  (State Police Department) 反恐科 (Counter Terrorism Division)  

• 薩福克郡警察局  (Suffolk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 薩福克郡警長辦公室  (Suffolk County Sheriff's Office)  

•  拿騷郡警察局  (Nassau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  東區海軍特遣部隊  (East End Marine Task Force)（東漢普頓鎮警察局  (East 

Hampton Police Department)、利弗黑德鎮警察局  (Riverhead Police 

Department)、南安普頓鎮警察局  (Southampton Police Department)、紹斯霍

爾德鎮警察局  (Southold Police Department)、薩格港鄉警察局  (Sag Harbor 

Police Department)、歇爾特愛蘭鎮警察局  (Shelter Island Police 

Department)、西安普頓鎮警察局  (Westhampton Police Department)、夸格鄉

警察局 (Quogue Police Department)）  

•  聯邦國內核檢測辦公室  (Federal Domestic Nuclear Detection Office)  

•  美國海岸警衛隊  (U.S. Coast Guard) 長島分隊 (Sector Long Island)  

• 美國海關與邊境巡邏隊  (U.S. Customs and Border Patrol)  

•  美國國家海洋漁業局  (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紐約州環境保護局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局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環境保護人員在本

州巡邏，他們是保護紐約州環境、自然資源以及公眾健康的第一道防線。我命令我

們的工作人員在長島地區配合這次重要演習，並聚集所有合作夥伴參加這次重要的

應急準備工作演習，從而確保各方在今後任何環境或國土安全事故中能夠正確合

作。」  

 

這次演習分兩個階段開展。第一階段是岸上水質計畫，在  8 月  2 - 16 日開展，目

標是識別長島地區水道面臨的威脅，並清除這些威脅。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環境保護

人員、1 區洩漏響應部門  (Region 1 Spills Response Unit)、殺蟲劑與水質工作人

員、美國海岸警衛隊、薩福克郡衛生局  (Suffolk County Health Department) 檢查了

濱海碼頭設施及其他岸上設施，旨在調查散裝汽油倉庫、農藥、污染點源排放，以

保障符合法規。  

 

第 2 階段為 8 月 16 - 19 日，該階段將著重在實際海上作戰環境中開展有組織的

國土安全/輻射訓練，並將包括航海安全、外國船隻攔截、海洋漁業、水質合規性

工作。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和薩福克郡警察局也將開展大規模殺傷性戰略武器訓練，從而提

高在突發狀況中攔截非法輻射材料的能力。  東區特遣部隊和合作夥伴將在週末開

展『盾牌行動  (OP SHIELD)』，關注航海安全和行船以及受影響的執法行動，環境

保護人員將解決水質面臨的威脅，例如不安全的海洋衛生設備、漁業資源面臨的威

脅、常規航海安全。  

  

『藍色三叉戟演習』將達成幾個目標：  

  

•  通過真實威脅演習來提高海洋反恐能力，完善機構對自然災害和人為

災難的響應；   

•  地方、州、聯邦機構合作，幫助預防非法運輸對公眾安全構成重大威

脅的材料；   

•  與保護長島地區和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大都會區的機構加強合作並

改善協調；   

•  保護長島地區的水質抵禦污染和污水威脅；   

•  透過航海執法行動改善乘船遊客的安全性，並保護海洋漁業；   

•  向乘船公眾宣傳國土安全問題，包括『看到就報告  (See Something - 

Say Something)』保衛紐約安全  (Safeguard New York) 行動，用於使公

眾識別可疑的活動。  

 

這次海洋國土安全訓練演習的另一個益處是它適合多種自然和人為的潛在事故，這

些事故可能影響長島地區東區水域，包括颶風、大規模石油洩漏、船舶碰撞或擱

淺，以及空難。『藍色三叉戟演習』採用相同的多機構規劃、協作和行動，事實將

證明其適用於所有這些可能發生的災難。  

 

同樣在本週，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反恐辦公室將大約開展  70 場反恐演

習，用於驗證可疑活動舉報計畫的效果。執法隊將造訪長島地區的多個地點，包括

公眾集會場所、卡車租賃公司、各類零售店、碼頭及其他公共地點。每次造訪後，

國土安全局、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的合作夥伴討論在每個地點的遭遇，並

指出成功的行動和有待改進的方面。  

 

長島地區長約  118 英哩，提供進入紐約州的國際海上通道，長島海峽  (Long Island 

Sound) 和相連的內海灣為向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大都會區偷運恐怖分子和 /或輻

射設備提供天然保護。長島地區也是娛樂船業的活躍地點，約有  7.7 萬艘在紐約州

登記的船隻。高人口密度和潛在的危險航運條件可能帶來重大航海安全風險。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過去在伊利湖  (Lake Erie) 和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開展過這類

訓練演習，並於去年在尚普蘭湖  (Lake Champlain) 開展了『通道清理行動  

(Operation Clear passage)』演習。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署長羅傑  L. 帕裡諾先生  (Roger L. Parrino, Sr.) 表示，「不法的國家行

為體或非國家行為體惡意使用核武器及其他輻射材料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所有海

洋執法隊必須定期沿著紐約州水道開展這類演習。  本週的演習支持紐約州國土安

全部國內核檢測辦公室『保護城市  (Securing the Cities)』計畫、幫助確保長島地區

的海洋執法隊能夠發現輻射威脅和核威脅，並加以抵制。」   

 

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局長喬治  P. 比琦二世  (George P. Beach II) 

表示，「『藍色三叉戟演習』提供機會供我們的工作人員強化技能，並與州及聯

邦夥伴合作。這次訓練至關重要，它保障所有參與機構做好準備，處理各類緊急救

援事件。」   

 

州眾議院議員弗雷德·西勒  (Fred Thiele) 表示，「『藍色三叉戟演習』是一項重要

的演習，用於保護我們的水質、環境以及國土安全。這次演習使用聯邦緊急事務管

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 撥款，將改善州、郡、地方

執法機構的協作和準備度。在海洋環境中開展的訓練適用於未來的各種潛在事故，

包括颶風、石油洩漏或輻射事故。  紐約州的安全風險增加時，執法人員必須做好

準備，應對所有突發事故。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帶頭開展這次演習，應當予以表

揚。」  

 

紐約州公園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ark Police) 局長戴維·佩吉 (David Page) 表

示，「說到保護紐約州的居民和自然資源，紐約州公園警察局的警員帶來了獨特

的訓練和技能。地方、州、聯邦執法機構協調資源，參與『藍色三叉戟演習』這類

演習以準備應對我們可能面臨的威脅，紐約州的居民因此變得更加安全。」   

  

紐約州海軍民兵  (New York State Naval Militia) 指揮官安東尼  P. 哲曼  (Anthony P. 

German) 表示，「這次演習是一次非凡的機會，紐約州海軍民兵和紐約州其他軍

隊藉此機會與地方執法機構及其他州機構合作開展訓練。我們付出時間與其他機構

共同參與訓練，從而在州長命令我們協助地方政府和紐約州公民時變得更加高

效。」  

  

薩福克郡警察局局長蒂莫西  D. 西尼  (Timothy D. Sini) 表示，「『藍色三叉戟演

習』是一次重要並且全面的聯合訓練演習，我們很高興參與其中。應急服務部門  

(Emergency Services Section)、海運局 (Marine Bureau)、國土安全局  (Homeland 

Security)、航空部門  (Aviation Section) 以及公路巡邏局  (Highway Patrol Bureau) 訓

練有素的專家每天在陸海空服務於居民和遊客並提供保護。我們警局與地方、地區



以及聯邦執法機構合作開展這次密集訓練，藉此進一步做好準備，在發生人為災難

或自然災難時響應行動號召。」   

  

薩福克郡副警長邁克爾 ·夏基  (Michael Sharkey) 表示，「薩福克郡警長辦公室很高

興與東區海軍特遣部隊內的合作機構共同參與『藍色三叉戟演習』。  感謝紐約州

在我們地區開展這次演習，這認可了東區作為大都會區關隘的重要地位。  這些訓

練演習和培訓將鞏固我們的技能以及與合作機構的工作關係、增強我們保護長島地

區的能力，並提高演習區居民的安全性。」   

 

拿騷郡  (Nassau County) 警務總長帕特里克·瑞德  (Patrick Ryder) 表示，「這次跨

司法區『藍色三叉戟演習』將確保遵從《紐約州航行法  (New York State 

Navigational Laws)》以保護我們的環境，並為居民改善廣袤水道的總體安全性。我

要感謝所有參與這次演習的機構持續支持並盡忠職守地保障我們的水道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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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