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9 月 1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增加提供國家警衛隊  (NATIONAL GUARD) 資源來協助處理颶風佛羅

倫薩  (FLORENCE) 響應工作和重建工作   

  

增派的  10 個士兵，包括兩架  UH-60 黑鷹 (Blackhawk) 醫療直升機和  30 天的醫療

物資已備妥，可部署至北卡羅萊納州  (North Carolina)  

  

向多佛空軍基地  (Dover Air Force Base) 增派了  50 個飛行員   

  

葛謨州長將請求國防部長馬蒂斯  (Mattis) 批准駕駛  MQ-9 無人機，  

該無人機將協助了解地面的風暴情況   

  

紐約州準備了專業響應團隊、人員和設備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國家警衛隊  (New York National Guard) 準備派

遣 10 個士兵、2 架 UH-60 黑鷹醫療直升機和  30 提案的醫療物資前往北卡羅萊納

州羅利杜罕都會區  (Raleigh-Durham)，協助處理與颶風佛羅倫薩  (Hurricane 

Florence) 相關的響應工作和重建工作。紐約州空軍國家警衛隊  (New York Air 

National Guard) 第 106 救援聯隊 (106th Rescue Wing) 也增派了五十個飛行員。  

葛謨州長將請求國防部長批准第  174 攻擊聯隊 (174th Attack Wing) 駕駛泊放在錫拉

丘茲市 (Syracuse) 的 MQ-9 遙控飛機，供現場指揮人員和應急處理人員了解風暴

過後的情勢。另外一百個國家警衛隊成員目前待命。  

  

「紐約民眾因極端天氣而遭受摧殘，但我們不會讓處在颶風佛羅倫薩路徑上的民眾

獨自應付這場風暴，」州長葛謨表示。「紐約州致力於幫助同胞盡快恢復，正如

我們在去年毀滅性的風暴過後幫助波多黎各  (Puerto Rico)、德克薩斯州 (Texas)、

佛羅里達州  (Florida) 的美國同胞那樣。」   

  

「颶風佛羅倫薩正在迅速穿過南卡羅萊納州和北羅萊納州  (Carolinas) 並破壞該地

區，摧毀社區和住宅，」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正在提



 

 

供需要的資源和服務，幫助保障居民的安全並協助重建工作。與聯邦政府不同，  

我們將不會拋棄面對災難需要幫助的同胞公民。」   

  

兩架 UH-60 黑鷹醫療後送直升機配備吊索，可用於把人員吊升到空中懸停的直升

機內。直升機艙可配備為運送兩個無法行走的患者、三個急診患者或十個工作人

員。每架直升機將配備四個士兵：駕駛員、副駕駛員、機工長、醫務兵。團隊還將

額外配備兩個支持人員。  

  

MQ-9 遙控飛機用於執行軍隊偵查任務。飛機配備攝像頭和其他傳感器系統，可在

指定區域上空懸停很長時間。飛機會從錫拉丘茲市漢考克空軍國家警衛隊  

(Hancock Air National Guard Base) 起飛，並利用該基地的設施操作。任務結束時，

MQ-9 會飛回漢考克飛機場  (Hancock Field)。 

  

葛謨州長近期宣佈部署第  106 救援聯隊的  50 人，1 架 HH-60 鋪路鷹 (Pave Hawk) 

救援直升機、1 架  HC-130 搜救飛機、4 艘黃道帶 (Zodiac) 充氣式救援艇。還增派

了 50 個飛行員支持作業。HH-60 配備吊索和空降救援飛行員小組，這些飛行員受

過搜救作業的專業訓練。  

  

州物資準備部署   

  

如果受影響的州憑《應急管理援助協議  (Emergency Management Assistance 

Compact)》提出請求，紐約州城市搜救隊  (Urban Search and Rescue team) 隨時準

備提供人員和設備。紐約州第  2 特遣隊 (NY Task Force 2, NYTF-2) 是由應急先遣

隊隊員和設備組成的專業團隊，擅長建築物坍塌救援、緊急挖掘、技術繩索救援、

密閉空間救援、以及其他專業救援。  

  

紐約州事故管理團隊也準備協助處理響應與重建工作，包括指揮與控制、策劃、  

物流與管理活動、行動協調、獲取情境資訊和報告、事故行動策劃、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製圖、為持續響應行動提供物流支持。  

  

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準備協助受颶風佛羅倫薩影響的

州。 紐約州交通廳準備根據需要部署交通訊號設備工作組、樹木清理工作組及其

他物資來協助這些州。  這些行動包括道路清理和協助處理交通訊號設備斷電事

故。 紐約州交通廳目前有  14 輛樹木工作組鏟斗車、76 臺木材削片機、56 輛交通

訊號卡車。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警察、林警和應急管

理工作人員保持警備狀態，準備部署至受颶風佛羅倫薩影響的社區。包括無人機駕

駛員在內，所有可用的物資、艘船以及多用途車輛均已做好準備，用於協助處理各

類應急響應工作。此外，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的警員也已備妥船艇隨時待命部署，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deploys-national-guard-assist-response-hurricane-florence


 

 

而環境保護廳的護林隊已有一個急流小隊備妥救生艇和橡皮舟、以及馬達汽艇待命

部署。  

  

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ervision)  

位於紐約州羅馬市  (Rome) 的食品生產中心  (Food Production Center) 準備為受颶風

佛羅倫薩猛烈襲擊的社區提供數千份午餐配餐。  

  

紐約州公共服務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主席約翰· 

羅德斯 (John Rhodes) 與北卡羅萊納州  (North Carolina)、南卡羅萊納州 (South 

Carolina)、弗吉尼亞州  (Virginia) 和喬治亞州  (Georgia) 的公共事業公司保持密切聯

繫，評估現場狀況以及所有運營需求和支援需求。  可能受影響的地區附近的地點

對公共事業工作人員的初始請求已獲得滿足。紐約州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工作人員正在待命，將與紐約州公共事業單位協調所有後續互助請求，

這些事業單位現已全面加入互助協議。  

  

一直以來，紐約州都積極援助其他州應對自然災害。在佛羅里達州面臨颶風厄瑪  

(Hurricane Irma)、颶風哈維  (Hurricane Harvey)、颶風瑪利亞  (Hurricane Maria)、 

馬修 (Hurricane Matthew)、颶風弗朗西斯  (Hurricane Frances)、颶風伊凡  (Hurricane 

Ivan) 和颶風丹尼斯  (Hurricane Dennis) 時，我們也曾提供類似援助。在颶風卡特裡

娜 (Hurricane Katrina) 肆虐路易斯安那州  (Louisiana) 時，紐約州派往了一隻超過  

300 多人的多機構應急團隊，並在颶風古斯塔佛  (Hurricane Gustav) 登陸時派往了

一隻 18 人組成的團隊。此外，紐約還多次將消防員調往西部地區，援助當地的山

火災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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