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2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從紐約州赴波多黎各  (PUERTO RICO)，按照理查多·羅塞羅  

(RICARDO ROSSELLÓ) 州長提出的正式請求，提供應急物資和服務   

 
葛謨州長提供超過  3.4 萬瓶飲用水、9,600 份即食餐食、3,000 份罐頭食品、500 

個手電筒、1,400 張帆布床、1,400 個枕頭、1,400 張毛毯、10 臺發電機   

  

葛謨州長搭乘捷藍航空公司  (JetBlue) 捐贈的飛機，利用颶風瑪利亞  (Hurricane 

Maria) 結束後首趟飛往聖胡安  (San Juan) 的航班運送物資   

  

派遣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NYPA) 工程師、翻譯人員、  

監督人員、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提供的無人機以及無人機駕駛員協助重建電網   

  
紐約州國家警衛隊  (New York National Guard) 的  60 個隊員、4  

架黑鷹直升機  (Black Hawk Helicopter)、50 個州警察隨時待命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和政府官員代表團於今天上午赴波多黎各提供應急物資、  

幫助社區修理受損的電力結構、協助颶風瑪利亞結束後的賑災與災後重建工作。

開展這趟行程前，理查多·羅塞羅  (Ricardo Rosselló) 州長透過應急管理援助合同  

(Emergency Management Assistance Compact) 提出正式州長公書用於請求互助。

葛謨州長為回應這一請求，立即提供超過  3.4 萬瓶飲用水、9,600 份即食餐食、

3,000 份罐頭食品、500 個手電筒、1,400 張帆布床、1,400 個枕頭、1,400 張毛毯、

10 臺  10 千瓦功率的發電機。  此外，葛謨州長還宣佈紐約州陸軍國家警衛隊  

(New York Army National Guard) 的  60 個隊員、4 架黑鷹直升機  (Black Hawk 

Helicopter)、50 個州警察隨時待命。這趟航班由捷藍航空公司  (JetBlue) 捐贈的飛

機執行飛行任務，是颶風瑪利亞結束後首趟飛往聖胡安的航班。  

  

「波多黎各是紐約州大家庭的成員，我們支持波多黎各的兄弟姊妹，以便他們在

颶風瑪利亞造成大規模破壞後啟動重建工作，」州長葛謨表示。「我們組織頂級

應急響應專家支持波多黎各，幫助其修理嚴重損壞的電力結構，還力所能及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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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物資和各種其他援助，用來支持這個島國從這場史無前例的自然災難中恢復過

來。」 

  

理查多·羅塞羅  (Ricardo Rosselló) 州長表示，「颶風瑪利亞結束後，我向葛謨州

長和紐約州發出正式州長公書，請求提供必要的物資、服務和專家意見，用來幫

助我們評估損失情況，並幫助制定重建計畫。波多黎各經歷了可怕的苦難，我們

很幸運擁有像葛謨州長和紐約州這樣的朋友，我們與之有著密切的關係和深厚的

歷史淵源。感謝州長接受我的邀請，前往波多黎各，紐約人民始終在困難時刻與

我們站在一起，我們感激紐約州支持我們開展重建過程。」  

  

美國捷藍航空公司  (JetBlue)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羅賓·海耶斯  (Robin Hayes)  

表示，「我們有幸支持這趟救援航班，這是諸多援助措施的第一步，以便波多黎

各人民開始從這次可怕的災難中恢復過來。我們心繫所有受災的民眾。感謝葛謨

州長帶頭開展重建工作，感謝紐約州國家警衛隊為波多黎各人民提供現場支持。

我們作為波多黎各最大規模的航空公司，具備獨特的優勢用來與之合作支持我們

的機組人員、乘客，以及島上的社區。」  

  

「感謝葛謨州長帶頭迅速安排資源和人員，用來幫助波多黎各重建，」可口可樂

飲料公司  (Coca-Cola Refreshments) 三州地鐵運營部  (Tri-State Metro Operating 

Unit) 部長弗朗西斯·麥克格里  (Francis McGorry) 表示。「可口可樂飲料公司總是

在民眾有需要時伸出援手。我們掛念那些因颶風瑪利亞造成的破壞而受到影響的

民眾，並為他們祈禱。」  

  

葛謨州長臨行前指示紐約州倉庫提供的物資做好部署準備，並召集多個組織，  

由這些組織按照羅塞羅  (Rosselló) 州長提出的請求提供各類物資和必要的資源，

包括： 

  

  可口可樂公司  (The Coca-Cola Company) 捐贈的超過  3.4 萬瓶飲用水；   

  9,600 份即食餐食；   

  美國超市聯盟  (National Supermarket Association) 捐贈的  3,000 份罐頭食品；   

  1,400 張帆布床；   

  1,400 張毛毯；   

  1,400 個枕頭；   

  500 個手電筒；   

  10 臺  10 千瓦功率的發電機。  

  

紐約州電力局還派出  10 人工作組，成員包括翻譯人員、監督人員和工程師，  

連同紐約州環境保護廳提供的無人機和兩位無人機駕駛員，前往協助波多黎各電

網的評估與重建工作。  

  



 

 

紐約州與波多黎各有著多方面的密切關係。紐約州境內的多家企業在波多黎各多

個地點僱用數千個員工，120 萬個紐約民眾，或者紐約總人口的  5.7% 是波多黎各

族。這表示紐約州境內的波多黎各人口數量高於島外任何其他地點。根據  2016 

年《美國社區調查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提供的估計數值，紐約州有  

280,904 個居民承認波多黎各為其出生地。  

  

這趟行程不是葛謨州長首次造訪波多黎各。1998 年，葛謨擔任比爾·克林頓 (Bill 

Clinton) 總統任期內的美國住房與城市開發部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秘書，隨後擔任部長，在颶風喬治  (Hurricane Georges) 結束後前往該島國，評估

損失情況並加快提供聯邦援助。2015 年，葛謨州長兩次前往波多黎各，這是互助

任務的部分內容，旨在協助該島國解決長期存在的醫療危機和經濟問題。  

  

颶風瑪利亞是  1928 年以來襲擊美國領土的最強大的風暴，並且是美國境內著陸

的最強大的一場風暴。颶風瑪利亞於 9 月 20 日作為  4 級風暴  (Category 4 storm) 

襲擊美國領土，風速達到每小時  155 英哩，造成全島斷電，約有  340 萬人失去用

電。波多黎各的官員預計修復能源網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波多黎各至少有一人死

亡，颶風瑪利亞目前為止在加勒比海地區  (Caribbean) 至少已造成 18 人死亡。  

當前局勢還將威脅對該島經濟至關重要的冬季旅遊季，因為多個地點遭受損失，

包括酒店、機場及其他重要基礎設施。  

  

國會女議員妮蒂亞  M. 維拉茲科茨  (Nydia M. Velázquez) 表示，「颶風瑪利亞行進

途中在波多黎各造成了災難性的破壞，我們現在才得以全面了解這些損害。島上

的民眾從現在起將獲得幫助。葛謨州長和紐約州大規模地開展行動，為這個島國

提供人員和物資。伴隨機場重新開放，我們必須爭分奪秒，這次援助對挽救生命

絕對是至關重要的。伴隨我們開始評估損害情況，我將與州長以及國會合作，  

為波多黎各提供所需的額外資源用於開展重建和災後修復工作。我將不會袖手旁

觀，直到這個島國重歸完好。」  

  

國會議員約瑟  E. 賽拉諾  (José E. Serrano) 表示，「波多黎各在本週遭到颶風瑪

利亞的嚴重破壞，伴隨居民開展清理工作，我們州長明確表示紐約州將在這個困

難時刻支持波多黎各。今天有大量的資源和人員正在趕赴波多黎各，請波多黎各

人民放心，紐約州將竭盡所能打撈物品，挽救居民的生命，並幫助重建該島國。」  

  

眾議員阿德利阿諾·艾斯巴拉特  (Adriano Espaillat) 表示，「波多黎各人在紐約州

的數量高於除波多黎各以外的任何其他州，這次任務再次表明紐約州已做好準備，

並且願意幫助有需求的鄰國。這些亟需的物資和人員將給波多黎各的兄弟姊妹帶

來重要的改變，我感謝葛謨州長發揮領導能力。」  

  

參議員馬丁·迪蘭  (Martin Dilan) 表示，「我們需要開展強有力的風暴響應行動，

從而幫助波多黎各挽回損失並重建，葛謨州長帶頭為這個島國提供需要的物資和

人員，用於加快重建工作。感謝這次行動，以及紐約州堅定不移的睦鄰友好精

神。」 



 

 

  

參議員古斯塔沃·利維塔  (Gustavo Rivera) 表示，「紐約州與波多黎各人民有著牢

不可破的關係，我們今天對受災難性颶風影響的波多黎各兄弟姊妹伸出援手。  

我感謝葛謨州長帶領紐約州開展颶風應對工作，用於支持波多黎各人民。這次援

助行動將在波多黎各漫長的災後重建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  

  

眾議員馬可斯·克雷斯波  (Marcos Crespo) 表示，「波多黎各需要數月乃至數年時

間修復颶風瑪利亞造成的破壞，紐約州在此期間將援助波多黎各的兄弟姊妹。  

這次災後重建工作和資源部署積極表明紐約民人民將始終伸出援手，我很自豪與

葛謨州長以及其他領導者共同為波多黎各提供災後重建過程中所需的援助。」  

  

女眾議員卡爾門·阿若約  (Carmen Arroyo) 表示，「葛謨州長始終是波多黎各的朋

友，因此，面對颶風瑪利亞造成的破壞，他開展行動為該島國即將開展的救災工

作提供切實的方案，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紐約州有成千上萬個波多黎各人，  

我們將幫助該島國在今後數週乃至數月內開展清理和應對工作。」  

  

眾議員艾瑞克 ·迪蘭  (Erik Dilan) 表示，「颶風瑪利亞給波多黎各造成了嚴重破壞、

造成斷電並顛覆了全島居民的生活。紐約州今天伸手援助波多黎各人民，  

提供人員、專家意見和資源用來支持這個島國的災後重建工作。幫助他人是紐約

州的傳統，我感激葛謨州長帶頭開展這項工作，援助我們在波多黎各的兄弟姊

妹。」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審計長斯科特·斯特林傑  (Scott Stringer) 表示，「波多黎

各在災後重建過程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在這些困難時期提供

幫助。葛謨州長為這個島國部署人員和資源，表明紐約州支持波多黎各修復颶風

瑪利亞造成的破壞。紐約人民總在危機時刻幫助鄰國，這正是當下的情況。」  

  

布朗克斯區  (Bronx) 行政區長小魯本·迪亞茲  (Rubén Díaz Jr.) 表示，「數月甚至

數年的災後重建和清理工作等在前面，紐約州向波多黎各的兄弟姊妹發出明確的

訊息——我們將伸出援手，並將在漫長的前路與你們並肩前行。感謝葛謨州長認

可這個島國亟需物資和人員，並決心幫忙完成這些工作。」  

  

紐約市議員安娜貝爾·帕爾瑪  (Annabel Palma) 表示，「波多黎各島國遭受嚴重損

害，損失了資源並且亟需救濟。感謝葛謨州長在重建過程中率先提供援助，用於

開啟重建工作的第一步。我非常感激本市和本州的領導者，這些人展現出紐約州

最優秀的品質。」  

  

紐約市議員里奇·托雷斯  (Ritchie Torres) 表示，「波多黎各有大量的災後重建工

作等待完成，葛謨州長為這個島國部署這些重要資源，從而發出明確訊號，表明

紐約州將在波多黎各人民需要時繼續提供支持。大自然最近幾週在行進路徑上造

成了無情的破壞，但是紐約州將在兄弟姊妹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提供支持。感謝州

長迅速開展行動，應對颶風瑪利亞造成的破壞。」  



 

 

  

布朗克斯區前任區長費爾南多·費勒  (Fernando Ferrer) 表示，「伴隨波多黎各的

男女老幼開始清理颶風瑪利亞造成的破壞並開展災後重建工作，我們代表全體紐

約民眾向這些人表達關心並為之祈禱。感謝葛謨州長認可當前的悲慘境況，並提

供重要的援助，用於確保我們的兄弟姊妹獲得需要的幫助。」  

  

國際服務業員工工會  (Service Employee International Union，SEIU) 32BJ 會長赫

克托·菲格羅亞  (Hector Figueroa) 表示，「颶風瑪利亞在波多黎各造成的破壞令

眾多紐約人民深感悲慟，並且今後需要多個途徑的幫助。感謝葛謨州長提供資源

和人員，協助波多黎各的兄弟姊妹開始重建這個島國，使之變得更加強大並且更

具適應力。」  

  

紐約州護士協會  (New York State Nurses Association，NYSNA) 執行理事吉爾·福

瑞羅  (Jill Furillo) 表示，「我很自豪與這位州長並肩合作，他了解作為領袖的意義，

以及幫助有需求的同胞的意義。颶風瑪利亞造成的破壞不容忽視，紐約州將竭盡

所能在這個困難時期幫助波多黎各。隨著波多黎各人民開始清理、修理和重建工

作，我們對他們寄以牽掛。」  

  

西裔聯盟  (Hispanic Federation) 主席荷西·卡爾德龍  (José Calderón) 表示，  

「幫助同胞、為有需求的民眾提供援助和希望，紐約人民把這個信念融入到血液

中。與我們相鄰的島國前所未有地需要幫助，專家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將前往受

災現場，協助居民度過這個困難時期。感謝州長提供波多黎各人民需要的資源和

援助，並向全世界展現我們的本質。」  

  

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赫特學院  (Hunter College) 波多黎各

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uerto Rican Studies) 主任艾德溫·梅倫德斯  (Edwin 

Melendez) 哲學博士表示，「我們需要開展強有力的風暴響應行動，從而幫助波

多黎各挽回損失並重建，葛謨州長帶頭為這個島國提供需要的物資和人員，用於

加快重建工作。感謝這次行動，以及紐約州堅定不移的睦鄰友好精神。」  

  

阿卡恰網絡  (Acacia Network) 首席執行官勞爾·魯西  (Raul Russi) 表示，「我們的

島國在本週遭到颶風瑪利亞的嚴重破壞，伴隨居民開展清理工作，我們州長明確

表示紐約州將在這個困難時刻支持波多黎各。今天有大量的資源和人員正在趕赴

波多黎各，請波多黎各人民放心，紐約州將竭盡所能打撈物品，挽救居民的生命，

並幫助重建該島國。」  

  

波多黎各律師協會  (Puerto Rican Bar Association) 會長卡門·帕切科  (Carmen 

Pacheco) 表示，「葛謨州長在颶風瑪利亞結束後提供波多黎各居民需要的資源和

援助。紐約人民在這個艱難時刻支持美國同胞公民是正確不二的選擇。我很自豪

支持州長以及今天趕赴這個島國提供人道援助的其他勇敢的紐約人。我們代表全

體紐約民眾對波多黎各人民表達牽掛並為之祈禱。波多黎各律師協會已準備好在

適當的時候提供法律援助，用來幫助滿足波多黎各人民的法律需求。我們身為在



 

 

海外散居的猶太人，『竭盡所能』協助所有受這場災害影響的波多黎各人及其家

庭。」 

  

美國超市聯盟主席魯迪·福爾特斯  (Rudy Fuertes) 表示，「美國超市聯盟感謝葛謨

州長發揮領導能力處理颶風瑪利亞造成的災難。州長提供波多黎各居民亟需的資

源和援助。紐約人民在這個困難時刻支持同胞是正確不二的選擇，美國超市聯盟

很自豪為波多黎各人民提供支持，勇敢的紐約人民今天正在趕赴這個島國。我們

代表全體紐約民眾對波多黎各人民表達牽掛並為之祈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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