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向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增派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警員、

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NYPA) 工人和港務局  (PORT 

AUTHORITY) 應急響應人員，援助正在進行的紐約州救災和恢復工作  (EMPIRE 

STATE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  

 

72 名港務局應急響應人員將援助協調恢復作業   

  

部署  53 名警員協助安保行動   

  

部署  10 名輸電和發電專家和專案經理，援助該島的電力恢復工作   

  

第一批重要醫療物資和藥物現已離開長島  (Long Island) 運往災區   

  

警員和紐約電力局工人趕赴波多黎各的照片請參考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將透過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向波多黎各增派人員和

運送醫療物資。本州於今晨從港務局的航空、港口和警務處部署了  72 名工作人

員，並從應急管理辦公室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派出了人員，尾隨昨

天派出的 5 人先遣隊趕赴災區。葛謨州長還從州警察局部署了  53 名警員以援助安

保行動，從紐約電力局增派  10 名專家來幫助波多黎各政府持續恢復電力。此外，

紐約州組織的一批重要藥物和物資也已離開共和國機場  (Republic Airport)，駛往聖

胡安 (San Juan)、維切克島 (Vieques) 和庫萊布拉島  (Culebra)。 

  

這些部署工作均屬於葛謨州長針對波多黎各啟動的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的一部

分。  

 

「紐約將繼續與波多黎各人民站在一起，共同面對恢復進程中的每一步。這些專家

和資源將幫助我們的兄弟姊妹重建社區、保證安全，」州長葛謨表示。「看到眾

多善良的紐約民眾響應號召在危難時刻幫助美國同胞，我感到由衷地自豪，並想向

他們的服務表示衷心感謝。」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albums/72157687244571734#_blank
https://www.ny.gov/empire-state-relief-and-recovery-effort-puerto-rico/empire-state-relief-and-recovery-effort-puerto#_blank


 

港務局  (Port Authority) 應急人員調配   

  

紐約與新澤西港口事務管理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PANYNJ) 

現已部署了一隻  77 人應急響應隊伍和支援設備，以援助波多黎各。該團隊將保持

完全自給自足，從爾保護島上居民有限的食品供應和其他資源。港務局航空處  

(Aviation Department) 的工作人員負責援助聖胡安國際機場  (San J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和其他航空領域內的同事，以恢復全部航班運營。該機構港口處  (Port 

Department) 的工作人員則將援助聖胡安港  (Port of San Juan) 的損失評估工作，  

幫助恢復商業運輸運營。港務局警務處  (Port Authority Police) 將派出警員提供安保

服務。該機構下屬的應急管理辦公室還將提供支援設備和部分工作人員以提供援

助。  

  

紐約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州警察局還派出了  53 名警員援助安保行動。其行動要點包括：保護商品和燃料，

負責供應鏈的安全，確保資源能夠被分發給最需要它們的人員。  

  

紐約電力局專家   

  

紐約電力局  (NYPA) 的團隊將與目前已經部署在波多黎各的 NYPA 技術人員展開合

作。後者目前被安排在應急響應團隊之中，接受波多黎各電力局  (Puerto 

Rico Electric Power Authority，PREPA) 的監督。這 10 名新增人員均為輸電、發

電、次級電站、公共事務後勤、專案管理、施工和電力係統通電方面的主題專家。

NYPA 團隊將直接與美國陸軍工程兵團  (United States Army Corp of Engineers) 和波

多黎各電力局  (PREPA) 保持協調，幫助恢復受損電力係統。這隻隊伍還將與美國

公共電力協會  (American Public Power Association) 和美國本土的電力次級服務協調

理事會 (Electricity Subsector Coordinating Council) 合作，協調必要公用事務的相互

援助流程。部署到波多黎各的改進後的  NYPA 團隊將包括  20 多位能源和建築後勤

專家，並配有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提供的兩架無

人駕駛飛機。  

  

醫療物資   

  

艾弗亞基金會  (Afya Foundation) 是一家位於揚克斯市  (Yonkers) 的非營利機構，負

責搜集和運送多餘的醫療物資支援全球各地的人道主義工作，改善醫療保健危機。

在該基金會與大紐約醫院協會  (Greater New York Hospital Association，GNYHA)  

的合作下，首批物資已於上週五早上離開共和國機場。這批物資將首先抵達維切克

島上的蘇珊娜百年醫院  (Hospital Susana Centeno)、聖胡安大學兒童醫院  

(University Pediatric Hospital) 以及庫萊布拉島上的醫療保健社區。大紐約醫院協會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departs-new-york-puerto-rico-provide-emergency-goods-and-services-official#_blank


(GNYHA) 捐贈了注射器和超過  5000 劑量的疫苗，以及治療破傷風、感染、糖尿病

管理和止疼的藥物。  艾弗亞基金會  (Afya) 捐贈的其他物資包括：基本急救物資、

非處方藥和縫合工具。  

  

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聯合主席、國會眾議員尼迪亞  M. 維拉奎茲  (Nydia M. 

Velázquez) 表示，「紐約市和波多黎各島有著不可割裂的聯繫。從一開始，葛謨

州長就已經動員各類紐約資源，應對日漸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我讚賞葛謨州長推

出的最新舉措，增派應急響應人員和物資，並為該島的電網提供亟需維修。作為帝

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的聯合主席，我將繼續與政府各個層面保持合作，直至波多黎

各能夠恢復原狀。」   

  

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聯合主席、州眾議員馬庫斯·克萊斯波  (Marcos Crespo)  

表示，「在危難時刻，紐約民眾將永遠與朋友們站在一起。在葛謨州長的領導

下，我們將繼續部署大量所需關鍵資源，援助波多黎各的兄弟姊妹。從颶風瑪利亞  

(Hurricane Maria) 造成的損毀中恢復過來是一個長期爾艱難的過程，但紐約民眾將

與當地人民肩並肩、手拉手、一步一步渡過難關。」   

 

布朗克斯區  (Bronx Borough) 行政區長小魯本·迪亞茲  (Ruben Diaz Jr.) 指出，

「向維切克島島民提供亟需的醫療物資可謂是個絕佳的消息。我要衷心感謝  

GNYHA 的捐贈，感謝艾弗亞基金會提供運輸航班，感謝葛謨州長及其州政府協助

物資的運送。波多黎各急需能夠獲得的每一點幫助。在該島處於危難之時，我衷心

感謝來自各地的援手。」   

  

港務局執行理事瑞克·戈登  (Rick Cotton) 表示，「波多黎各災後的景象令人痛心不

已，我們很榮幸能夠參與葛謨州長派出的大規模應急響應團隊，援助本次救災工

作。我們的航空、港口、警務和應急管理工作人員將提供重要的專業知識，幫助自

由邦當地的同事和居民從這次慘烈的災情中恢復過來。」   

  

州警察局總局長喬治  P. 比琦二世  (George P. Beach II) 表示：「我們的警員隨時準

備為各地災情提供所需援助。我們致力於在波多黎各完成我們的使命，幫助我們的

親朋鄰里，使得他們能夠從颶風瑪利亞帶來的重大損毀中恢復過來。」   

  

紐約電力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面對颶風

瑪利亞在無情肆虐後留下的嚴重損毀，電力局很榮幸有機會援助波多黎各人民。  

上週，我與州長一起訪問了波多黎各，看到全島各地的慘烈災情和損失，我感到無

限悲傷。NYPA 的技術人員非常熟悉  PREPA 的電力係統，因為這套電力係統與紐

約州的係統十分類似。我有信心我們的專家將能為當地帶來極具價值的援助，我們

還將繼續與聯邦政府和當地合作夥伴協調，使波多黎各恢復電力。」   

 



大紐約醫院協會公司  (Greater New York Hospital Association Ventures) 總裁李  H. 

伯曼  (Lee H. Perlman) 表示，「紐約的醫療保健社區致力於盡我們所能幫助波多黎

各。GNYHA 有能力匯集當地急需的藥物和其他醫療物資，這將能夠立即緩解當地

需求，並帶來深遠影響。我們十分榮幸與葛謨州長和艾弗亞基金會展開合作，推進

這一重要使命，幫助波多黎各的醫療保健社區。我們期待著匯集更多醫療保健物

資，供後續行動所用。」   

  

艾弗亞基金會創始人和執行理事、公共衛生碩士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MPH)、職業治療師  (Occupational Therapist，OTR) 丹妮兒·布丁  (Danielle Butin) 

表示，「我們代表波多黎各醫療保健社區，很高興能與葛謨州長和  GNYHA 進行合

作。透過將艾弗亞基金會多年在全球各地開展危機響應工作的經驗、葛謨州長對援

助波多黎各的堅定承諾和  GNYHA 惠及醫療物資的能力結合起來，我們將有機會真

正拯救成百上千條生命。」   

  

如需獲取有關波多黎各當前救災和減災工作的資訊，瞭解您可以如何提供援助，  

請造訪：州長針對波多黎各啟動的帝國州救災和恢復工作網頁。 

 

NYPA 是本國最大規模的州級公共電力組織，運營著  16 個發電廠和  1,400 多英裡

的輸電線。NYPA 生產的  70% 以上的電力屬於清潔的可再生水電。紐約州電力局

不使用稅款或州立稅收抵免。其透過銷售債券和大部分透過銷售電力獲得的收入，

為營運提供資金支持。如需更多資訊請訪問：www.nypa.gov，請關注我

們： Twitter @NYPAenergy、 Facebook、Instagram、Tumblr 和 Linked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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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