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指示州政府各機構向長島  (LONG ISLAND) 部署應急響應物資，  

準備應對颶風何塞  (HURRICANE JOSE)  

  
長島迎賓中心  (Long Island Welcome Center) 將於晚上  9 點啟動應急管理程式，

並作為指揮基地直至後續通知   

  

儲備物資（包括沙袋、發電機、水泵）已做好部署準備   

  
熱帶風暴強風天氣預計將肆虐長島地區   

  
部署  100 名國家警衛隊  (National Guard) 隊員和  20  

輛高軸承機動車輛用於應急響應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天指示多家州政府機構向長島部署一系列物資和人員，  

準備應對颶風何塞帶來的任何惡劣天氣，其中包括：100 名國家警衛隊隊員、  

13 名紐約州任務組-第 2 城鎮搜救隊  (New York Task Force-2 Urban Search and 

Rescue Team) 的成員和 20 輛高軸承機動車輛。各大機構正在向位於迪克山  (Dix 

Hills) 的長島迎賓中心部署物資。該中心將在今晚  9 點時進入應急管理程式，直至

後續通知；並將作為長島應急指揮基地。  

 
鑒於該中心將進入應急管理程式，則僅在緊急事務發生之時，或當公眾在惡劣天氣

時尋求躲避遮掩處時，向公眾開放。進入應急管理程式後，該中心的零售店或資訊

服務均不可用。  

 
「颶風何塞預計將在過境紐約州時減弱成為熱帶風暴  (Tropical Storm)，但仍將給紐

約州南部地區帶來具有摧毀能力的強風、降雨和沿岸洪災，我們正準備就緒、嚴陣

以待，為災區提供資源和人力，」州長葛謨表示。「我敦促所有居民做好準備，

因為熱帶風暴所帶來的強風將可能導致停電，對於沿海的社區，請做好應對洪災準

備，特別是漲潮期間。」  

 



 

 

颶風何塞正在以  9 英哩/時的速度向北推進，預計在今晚將沿著這條路線行進，  

並在星期二晚上轉向北部-東北部一帶。這次風暴將帶來危險的離岸流、洶湧的波

濤、海灘侵蝕和一些沿岸地區的洪災，特別是長島后灣地帶。何塞過境紐約州時，

熱帶風暴的強風風速將達到  25-35 英哩/時，預計星期二晚上至星期三早上的風速

將達到 45 英哩/時，特別是在長島福克區域。星期二至星期三，長島東部地區的

降雨可能會達到  3-5 英吋。風暴中心預計將保持在長島東部地區，但距中心較遠

的地區也將受到影響。  

  
目前，美國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現已針對以下地區發佈了直至  9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6 點前的海岸洪災預警  (Coastal Flood Watch)：金斯郡 (Kings)

（布魯克林區  (Brooklyn)）、皇后郡南部  (Southern Queens)、里奇蒙郡 (Richmond)

（斯塔頓島 (Staten Island)）等地區，特別是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南部海灣和大

西洋 (Atlantic Ocean) 海灘、紐約港  (New York Harbor) 南部、阿瑟基爾  (Arthur Kill)

（斯塔頓島海灣  (Staten Island Sound)）等地區。  

  

州政府機構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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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 現已部署了四輛高軸承機動車、六臺沙袋裝袋機、近  1,000 英呎充氣水

壩。每輛高軸承機動車都配備救生衣、手提燈、手動工具（破拆工具和鏟子）、  

毛毯、充氣艇。  

 
紐約州在布倫特伍德鎮  (Brentwood) 和約翰 F. 肯尼迪國際幾場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存放有以下儲備物資，以供按需部署：  

 

•  29 臺發電機  

•  58 座照明燈塔  

•  25.2 萬瓶飲用水  

•  97,104 份即食食品  

•  155 臺泵，功率分別為  2”、3”、4”、6”  

•  兩臺沙袋裝袋機；20 萬只沙袋  

 
此外，曾經參與佛羅里達州  (Florida) 颶風艾瑪  (Hurricane Irma) 應急響應工作的紐

約州任務組-第 2 城鎮搜救隊的  13 名隊員現已在風暴來臨前被調往長島。紐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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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風暴來臨前被派往拿騷郡  (Nassau County) 和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應急指

揮中心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s)。 

 
交通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正在向迎賓中心緊急部署  20 輛大型自動傾

卸卡車、一臺木片切削機、一臺  Sew-Vac 卡車、一臺大型排水泵；且一旦條件批

准，將從長島和三個其他地區增派設備和人員。長島高速公路  (Long Island 



 

 

Expressway) 和其他道路都將使用可變訊息標記  (Variable Message Signs)，告知行

車人員迎賓中心目前已經進入應急管理程式。鑒於此，迎賓中心商店也將在此期間

暫停營業直至發出後續通知。  

 
紐約國家警衛隊  (New York National Guard) 目前處在警備狀態，並已部署  100 名士

兵和 20 輛高軸承機動車構成小型垃圾清理響應隊伍，援助該地區的工作。士兵們

目前駐扎在國家警衛隊法明代爾村  (Farmingdale) 和加布雷斯基機場  (Gabreski 

Airport) 的設施內。  

 
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將增派警員，配備四艘充氣船和四艘黃道帶

強擊艇，以供按需部署。這兩類船現各提前部署了一艘。紐約州南部地區的所有四

輪驅動機動車和高軸承機動車將投入作業和運營。  

 
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現已在長島沿岸戰略性部署

了 10 艘船隻，援助應急響應作業。另外，20 多名身著制服的軍官和十幾名應急

管理和溢漏響應專家、水利和海岸工程師均已嚴陣以待，將針對任何沿岸洪災和緊

急情況提供支援。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 及其下屬機構——

紐約市運輸局  (New York City Transit)、長島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 Road) 和大

都會北方鐵路公司  (Metro-North Railroad) 和 MTA 橋樑和隧道公司  (MTA Bridges 

and Tunnels)——均在密切跟蹤風暴的動向，並提前配備人力、設備和物資，為應

對任何惡劣情況做好準備。風暴過境期間，客戶資訊、各大站點、鐵軌和運營部門

均將增派人手。  

 
為準備應對潛在惡劣天氣，紐約州立公園  (New York State Parks) 現已派出  100  

名運營職工和  25 名公園警察密切監控天氣動態，並做好應對風暴的準備。紐約州

立公園部署了一艘  24 英呎的麥可基克拉福特  (McKee Craft) 中央控制艇，並配備

有身著制服的職員提供援助。公園遊客應關注  www.nysparks.com 或致電其當地公

園辦公室以獲取與公園開放時間、開放及關閉日期相關的最新資訊。  

 
最後，截至星期二下午，公共服務企業集團長島分公司  (PSEG Long Island) 還從本

州境外召集了  291 名電纜工和 121 名樹木清理工，使得該公司的勞工總數達到  

900 人。這些人員將專注於修復可能被強風損毀的電力設施，並清理垃圾。  

  
薩福克郡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出於審慎態度，我現已指示

薩福克郡各部門與州政府和當地政府的合作夥伴進行協調，為應對即將來臨的惡劣

天氣做好準備。本人現鼓勵所有居民在駕車時需要極度謹慎，且在視線不清晰時盡

量避免外出。我衷心感謝葛謨州長提供重要物資，支持本地工作，確保長島安

全。」  

  

http://www.nysparks.com/#_blank


 

 

拿騷郡郡長愛德華·曼加諾  (Edward Mangano) 表示，「拿騷郡居民和全體紐約民

眾的安全是我們工作的頭等要務，我們衷心感謝葛謨州長提供物資和人員，幫助應

對極端天氣、減少損失。本人現已啟用了拿騷郡應急指揮中心  (Nassau County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我期待著與葛謨州長和其他領導人並肩作戰，為應

對極端天氣事件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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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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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yalert.gov/faq。 

 
州長提出下列安全建議：  

 
為您和您的家人制定計畫   

 

•  與家庭成員討論面對災害時應如何應對，例如：颶風或嚴重風暴。選擇兩個

集中地點：在您的房屋外面選取一個緊急事件（例如火災）集中地點；以及

在您的街區選擇一處地點，以防您無法回到家中。  

•  指定一名位於本地區之外的朋友或親屬，使得失散家庭成員均可向其致電告

知行蹤。確保所有家庭成員均擁有該電話號碼。  

•  瞭解您所在區域的颶風風險——熟悉您所在區域的風暴發生記錄和地勢。  

•  熟悉當地社區的避難計畫，包括官方避難所的位置。  

 

風暴到來之前   

 

•  系好或把草坪傢俱，垃圾桶，工具和懸掛植物等可能在風暴中的彈動

物品帶入室內。  

•  如果你有地下室，檢查污水泵，以確保它們運行正常，並準備使用備

用系統。  

•  備有備用發電機或可用的替代電源。  

•  瞭解如何和何時關閉家中的供水、供氣和供電。  

•  檢查鄰居，尤其是老年人和殘疾人。  

•  確保儲存了充足的、不易腐壞的食品和水源。  

•  至少存有長達一週的藥物供給。  

•  確定您的家庭是否有任何特殊需求，並針對這些需求制定計畫。例如：如果

您有家庭成員正在使用生命支持係統，那麼當地的供電部門是否知曉？   

http://www.nyalert.gov/#_blank
http://www.nyalert.gov/faq#_blank


 

 

擁有特殊需求的人員或需要獲取更多資訊的人員可以聯繫郡應急管理辦公室  

(County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 

•  立即制定寵物安排計畫，以備您需要從住所中疏散。  

•  瞭解您所在社區的預警訊號和疏散計畫。  

•  審核您的保險單。房屋保險通常不會包含洪災損毀。使用照片記錄家中存

貨。  

•  獲取和儲存必要物資（例如：夾板）來適當加固房屋。  

•  清理堵塞或鬆垮的雨水槽和水落管。  

•  修剪樹木和灌木上已經乾枯的枝幹。  

•  如適用，請確定在緊急情況下如何將您的船隻搬離到安全區域。  

 
如需瞭解更多安全資訊，請訪問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網站：www.dhses.ny.gov/oem/safety-

info/index.cf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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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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