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9 月 1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布新設立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行動通訊覆蓋率工作小組  

(CELLULAR COVERAGE TASK FORCE)  

  

工作團隊將研擬建議措施以處理紐約州北部地區鄉村地區和偏遠地區的行動通訊

服務差異   

  

工作小組將於今日舉行首次會議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新成立的行動通訊覆蓋率工作小組，他們將研擬可行

的解決方案和政策來處理紐約州北部地區鄉村和偏遠地帶缺乏行動通訊服務的問

題。該工作小組的成立原是由州長在  2019 年《州情咨文》中提案，並將由帝國州

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管理。   

  

「每一位紐約民眾都應該能夠享有穩定的行動通訊，然而長期以來，紐約州北部

地區卻難以建立日常生活和商業活動所需的通訊連線，」葛謨州長表示。  

「今天，我們將成立一支由行動通訊服務專家、特選代表和環保人士組成的工作

小組來推動此事的進展，他們將研擬確實、有內容的政策來協助確保當地可獲得

行動通訊服務，並以永續方式建造該服務的基礎設施。」   

  

「所有紐約民眾都應享有可靠的行動通訊服務，而這支新成立的工作小組將努力

找出解決方案來縮小現有的差異，」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紐約州北部地區各地社區和鄉村地帶的居民和企業仍面臨行動通訊服務的挑

戰，我們希望能一次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正致力於將基礎設施轉型成  21 世紀

的現代化設施，以求擴大服務覆蓋率並強化經濟。」   

  

該工作小組是由產業專家、社區領袖、政府官員、環保代表以及其他利益關係人

組成，並延聘奧邁企業顧問公司  (Alvarez & Marsal) 擔任顧問。該工作小組將於今

天舉行首次會議。   

  

紐約州北部地區缺乏行動數據網路的覆蓋，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衝擊通訊與安

全，並抑制了地方當局採用智慧型基礎設施。阿迪朗達克公園地區  (Adirondack 

Park Region) 和其他紐約州北部地區的鄉村地帶之間的通訊覆蓋率差異非常大，  

行動數據的部署問題已成為地方上的重大議題。本工作小組將審視現有的政策、



潛在的限制，以及可用的資源與包括聯邦的支持等資金來源，以供研擬可行的建

議政策來提升包括阿迪朗達克和卡茲基爾  (Catskills) 等無服務區域的行動數據覆

蓋率。  

  

紐約州北部地區行動數據覆蓋率工作小組成員包括：   

•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辦公室  (Office of Governor Andrew M. Cuomo) 經濟發展

助理秘書芭芭拉·萊斯  (Barbara Rice)  

• 帝國州發展公司創新與寬頻行政副總裁傑佛瑞·諾德豪斯  (Jeffrey Nordhaus)  

•  紐約州公共服務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副主席

湯瑪斯·孔登  (Thomas Congdon)  

• 漢彌頓郡 (Hamilton County) 郡委員會 (Board of Supervisors) 主席威廉·法伯  

(William Farber)  

•  紐約州無線通訊協會  (New York State Wireless Association, NYSWA) 顧問暨

前主席克里斯·費雪  (Chris Fisher)  

• 斯圖本郡 (Steuben County) E911 服務主任大衛·霍普金斯  (David Hopkins)  

• 卡茨基爾保育與發展中心  (Catskill Center) 行政主任傑夫·先特曼  (Jeff 

Senterman)  

•  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石溪分校 (Stony Brook) 

無線技術卓越中心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Wireless Technology, CeWIT) 行政

主任薩提亞·夏馬博士  (Dr. Satya Sharma)  

•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課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課長麥可·史普拉格  (Michael Sprague)  

•  紐約州阿迪朗達克公園行政局  (New York State Adirondack Park Agency)  

規劃副局長瑞克·韋伯  (Rick Weber)  

• 紐約州參議員貝蒂·麗托  (Betty Little)*  

• 紐約州參議員珍·枚茲格  (Jen Metzger)*  

• 紐約州參議員瑞秋·梅  (Rachel May)*  

• 紐約州眾議員艾琳  M. 岡瑟 (Aileen M. Gunther)*  

• 紐約州眾議員比利·瓊斯  (Billy Jones)*  

• 紐約州眾議員安傑羅·桑塔芭芭拉  (Angelo Santabarbara)  

*當然成員  

  

紐約州已對寬頻服務的基礎設施投入了歷史性規模的投資。在  2015 年，州長發起

了耗資 5 億美元的《新紐約寬頻計畫  (New NY Broadband Program)》 來達成普及

全州的高速網路連線。該計畫完全實施後，逾  99% 的紐約民眾都將能取用無線寬

頻。  

  

帝國州發展公司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艾瑞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每一位紐約民眾都明白通話斷訊或失去訊號的煩躁。對紐約州鄉村地帶

https://nysbroadband.ny.gov/


的人們而言更是一項挑戰，因為行動數據連線對於商業和通訊而言都至關重要。  

本工作小組的名單皆為一時之選，他們將致力使所有居民都能參與數位經濟，  

同時處理建設必要基礎設施的相關環境顧慮。」   

  

經濟發展助理秘書芭芭拉·萊斯表示，「高品質的行動通訊服務，對於居住在本州

鄉村和偏遠地帶的民眾，乃至於紐約州任何地區的民眾而言，都是一項必要的工

具，有此服務才能和親友家人通訊，招攬業務甚至在家中作業。我期待在紐約州

北部地區行動數據覆蓋率工作小組代表葛謨州長，並研擬出實際有效的方案來為

紐約民眾實現這項重要的服務。」   

  

帝國州發展公司創新與寬頻行政副總裁傑佛瑞·諾德豪斯表示，「本工作小組將延

續過去五年來提升寬頻覆蓋率的努力，把成果也帶來紐約州北部地區，開始處理

與寬頻近似的行動數據覆蓋率差異問題。這些差異和寬頻一樣，會造成經濟發

展、旅遊業以及公共安全的問題，我們也期待能和工作小組一同合作評估潛在可

行的建議措施和解決方案。」   

  

紐約州公共服務委員會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 副主席湯瑪斯·孔登表示，

「確保紐約州擁有強勁穩定的行動網路，將有助於增長經濟發展和各種機會。  

此外，它也將為我們提供所有人都能夠仰賴的可靠通訊。」   

  

漢彌頓郡郡委員會主席威廉·法伯表示，「由於新紐約州寬頻計畫所設置的到府光

纖管線數量，紐約州擁有其他州難以比擬的優勢。下一步就是讓紐約民眾能穩定

連接可靠的行動數據服務，而紐約州北部地區行動數據覆蓋率工作小組將仔細評

估覆蓋率的需求，同時研擬出實在可行的建議政策來讓州政府實施，幫助州政府

實現提供此服務。」   

  

紐約州無線通訊協會前主席暨州政府與地方政府事務顧問克里斯·費雪表示，  

「我很高興能代表紐約州無線通訊協會參加葛謨州長的工作小組，協助和州政府

與地方政府的領袖們共同研擬出全面性的策略，以求刺激發展卡茨基爾與阿迪朗

達克區域公共安全與經濟效益所需的無線通訊科技基礎設施。」   

  

卡茨基爾保育與發展中心行政主任傑夫·先特曼表示，「卡茨基爾地區若能增添必

要的可靠行動數據服務，將可讓居民和企業的生活更輕鬆，我也期待和紐約州北

部地區行動數據覆蓋率工作小組能以永續、對環境友善的方式來共同處理此需

求。」  

  

紐約州立大學校長克莉斯蒂娜  M. 約翰遜  (Kristina M. Johnson) 表示，「葛謨州長

帶領處理的這項關鍵議題，將影響數以千計在本州鄉村地區居住與工作的紐約州

立大學學生、教職人員以及工作人員。本工作小組的成果將確保更穩定的行動數



據覆蓋率，而這一點已經成為生活和學習的必備工具了。改善後的網路也將保護

這些偏遠地帶民眾的健康與安全，同時又能強化這些社區的經濟活力。」   

  

州參議員貝蒂·麗托表示，「本州沒有任何一個區域，包括北部地區，應該被困在  

20 世紀。現今，人們為了許多重要的原因必須仰賴行動電話，其中自然也包括打

出足以救命的緊急通話。  我在此感謝州長成立這個工作小組，也期待小組將要研

討的內容以及擔任這個發展計畫的一分子，我們將努力縮減本區域與其他區域的

行動數據服務差異，畢竟這一點已經使許多居住和來訪本地區的民眾感到挫折許

久。」  

  

州參議員珍·枚茲格表示，「可靠的行動數據覆蓋率是經濟和公共安全的必備條

件，然而我所代表的鄉村諸社區，卻有龐大的地帶使用著不良的服務或甚至缺乏

此服務。我非常期待能和工作小組同仁們共同發展出實際可行的計畫來縮減卡茨

基爾地區和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此類服務和其他地區的差異，好讓每個

社區都能擁有能在 21 世紀蓬勃發展所需的通訊工具。」   

  

州參議員瑞秋·梅表示，「行動數據服務是本人鄉村地帶選區中的企業、學生、  

應急服務和居民亟需的服務。如果我們不能確保適當應有的服務，那麼我們的各

社區將有相當的風險會在社經方面落後其他地區。我在此感謝葛謨州長能讓我有

機會在本工作小組中服務，共同努力想出方案來解決紐約州北部地區的行動數據

服務問題，我也期待能提出確實可行的建議政策。」   

  

州眾議員艾琳·岡瑟表示，「論及行動數據服務，卡茨基爾地區長期以來都是服務

不足的地帶。我的選民們總是一再向我提及本地區是如何缺乏行動數據服務，或

是覆蓋率如何稀少。我很高興能參與本工作小組，一起合作擴大第  100 選區全區

的行動數據覆蓋率。行動數據服務並不是奢侈品，時至今日它已經成為不可或缺

的服務，而我們必須努力確保所有民眾都能取用這項關鍵的公共服務。」   

  

州眾議員比利·瓊斯表示，「行動數據服務並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服務。紐約州北部地區一直苦於這項劣勢，長久以來行動數據覆蓋率一直遠

不及其他區域，不但對安全造成風險，也讓我們的各社區背負著經濟劣勢。我很

榮幸能參與紐約州北部地區行動數據覆蓋率工作小組，也很渴望能開始研擬方案

來解決這項長久未決的問題。」   

  

州眾議員安傑羅·桑塔芭芭拉表示，「今時今日，從方向導航到問候親人，我們每

天每件事都會仰賴行動電話和行動裝置。然而事實卻是，紐約仍有太多民眾，  

尤其是鄉村地帶的民眾，仍缺少可靠的行動數據覆蓋率，被迫四處尋找通訊服務

並問話筒的另一端「現在能聽到我的話嗎？」成立一個專門的工作小組來檢驗這

項重要的問題，並努力找出長期的解決方案，無疑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大



步。住在我們紐約州北部地區，本來就不該意味著必須和全世界切斷通訊，或是

背負經濟劣勢的原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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