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0 月 2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超過  1,110 萬美元提高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和

莫霍克谷地區  (MOHAWK VALLEY) 的風暴適應力   

  

各地方社區的重建委員會  (Reconstruction Committees) 所選的專案將翻新老舊的

基礎設施、重整政府建築、增進全區域的風暴應急能力與適應力   

  

這四項專案從屬於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  (NY Rising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NYRCR) 專案，共斥資超過  4,110 萬美元並將於今年秋季動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北部地區和莫霍克谷地區斥資超過  1,110 萬美

元的專案將於今年秋季動工，用於幫助易發洪水的社區針對極端天氣事件做好規劃

和準備，這些社區正在持續修復超級風暴桑迪  (Superstorm Sandy)、颶風艾琳  

(Hurricane Irene)、熱帶風暴李伊  (Tropical Storm Lee) 造成的破壞。這筆資金從屬

於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項目獲得的  4,110 萬美元資金，這些項目定於今年秋季在本

州各地動工。  

  

「我們面臨著日漸強大和更具破壞力的天氣，保護和強化我們的基礎設施變得空前

重要，」州長葛謨表示。  「地方委員會選為優先的這些專案，將有助於北部地區

和莫霍克谷地區為其基礎設施進行現代化，以助它們能夠確保足以抵抗任何大自然

反撲的適應力。」   

  

「我們正為確保全州各社區能做好準備因應今後的極端天氣狀況，而提供必要的資

源，」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提供給莫霍克谷地區和北部地

區各專案的這筆資金，將幫助該地方單位規劃遭遇自然災害後的重建工作。我們將

投資修繕老舊的基礎設施，使其恢復強韌的狀態。我們希望所有社區都能有備無

患，而紐約的所有民眾都能保持安全。」   

  

今天公佈的四項專案由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規劃委員會  (NY Rising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Planning Committee) 的成員確定為其街區的優先項目，並屬於州長

風災重建辦公室  (Governor's Office of Storm Recovery, GOSR) 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



 

 

計畫在本州各地資助的數百專案之中。颶風艾琳、熱帶風暴李伊、超級風暴桑迪  

過後，葛謨州長認為居民和企業主最了解自身需求和薄弱環節，並且能夠推薦最合

適的專案用來幫助其社區和生活方式，因此設立了紐約州崛起社區重建計畫，使居

民和企業主能夠參與重建和適應力過程。  

  

今日宣佈撥予北部地區和莫霍克谷地區的補助將用於：  

  

拓寬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 阿姆斯特丹鎮  (Town of Amsterdam) 尺寸不足的涵

洞  - 2,701,240 美元：工作人員將拓寬橫跨鎮內多達  12 條道路的現有涵洞。它們

在颶風艾琳和熱帶風暴李伊來襲期間遭到洪水暴灌。大多涵洞將需要雙  24 吋的強

化水泥管、新的水泥頭牆和側牆、石質塊石墊和渠道修復。較大的涵洞可降低通過

的道路和附近土地房屋的淹水風險。工程預計在本月動工。  

  

斯科哈里郡  (Schoharie) 布倫海姆鎮  (Town of Blenheim) 的布倫海姆鎮立綜合校區  

(Blenheim Municipal Complex School) - 4,074,695 美元：新的布倫海姆鎮立綜合

校區將建於洪泛區之外，因現有的校地位於洪泛區內，已經經歷多次淹水。本專案

是透過社區建設專用款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災損修復 (Disaster 

Recovery) 項目補助，將容納一處應急處理中心  (EOC)、消防部門  (Fire 

Department)、鎮行政中心  (Town Hall) 和緊急庇護所  (Emergency Shelter)。新的校

地將可顯著減少淹水風險，並提供適當的出入道路，讓應急先遣隊能夠前往鎮內所

有地帶。工程預計在十一月動工。  

  

斯科哈里郡  (Schoharie) 的斯科哈里村  (Village of Schoharie) 南端排水系統改良  - 

1,457,337 美元：南端地帶的一系列雨水排水系統改良將有助於在淹水時保護村莊

的資產以及基礎設施，並增加南端地帶和  30 號公路  (Route 30) /主要大街 (Main 

Street) 住宅與商業設施的韌性。工程預計在十一月動工。  

  

埃塞克斯郡  (Essex) 傑伊鎮  (Town of Jay) 的羅馬水壩  (Rome Dam) 拆除  - 

2,945,595 美元：過去  40 年來，羅馬水壩以固定程度耗損，現在已被紐約州環境

保護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視為高危險設

施。雖然水壩並未在颶風艾琳或熱帶風暴李伊來襲時崩塌，但帶入更多沉積物和殘

骸，使水壩原已惡劣的情況更加劇。再來一個規模相當的風暴就可能引起水壩崩

裂，危及奧薩布爾村  (hamlet of Au Sable Forks) 的居民。水壩的拆除工作已於夏季

末開始。 

  

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地區主任勞里斯 ·薩拉瑪克  (Laurice Salamack) 表示，  「這些

專案反映出各社區的地方需求和社區資源。這些項目還體現了這些社區強烈需要應

用從近期風暴中學到的經驗，並在該過程中培養更可持續的社區，以造福於今後幾

代紐約民眾。」   

  



 

 

參議員貝蒂·利特爾  (Betty Little) 表示，「州政府的這筆資金對於升級基礎設施以

助確保社區安全而言至關重要。我代表的許多郊區社區只有小額稅基，根本無法負

擔諸如此類的必要但昂貴的修繕工程。我很高興能支持州預算中編列這筆款項，也

很感謝能讓我的選區得益。」   

  

州參議員詹姆斯  L. 蘇瓦德  (James L. Seward) 表示，「艾琳與李伊肆虐斯科哈里

郡已經過了七年，但對許多人來說，彷彿只是昨天的事。我一直和地方官員密切合

作，不僅包括致命風暴後的重建工作，還包括讓社區能針對未來的風暴情況有更好

準備的工作。布倫海姆和斯科哈里的基礎設施專案正好符合大眾的關鍵安全性需

求，而且有助於支持我們的道路、住宅、商業地區和政府機構更上層樓。」   

  

參議員喬治·阿米多爾  (George Amedore) 表示，「強大可靠的基礎設施乃是安全

社區的關鍵要素。颶風艾琳和熱帶風暴李伊會在整個蒙哥馬利郡造成重大的破壞，

有一部分也是因為基礎設施年久失修。阿姆斯特丹鎮內的涵洞改良措施，將有助於

減輕未來的淹水問題，並確保居民和應急先遣隊更安全。」   

  

眾議員克里斯 ‧塔格  (Chris Tague) 表示，「我對於我們的社區所得到的關注由衷感

到喜悅。我們的住宅與商業區受到颶風艾琳和李伊的肆虐，直到今日有些重要的基

礎設施仍然勉強地支撐沉重負擔。基礎設施的修復和現代化將有助於改善我們的生

活品質，以及有效降低未來的淹水風險。這些專案將助我們安心向前邁進，驅動我

們成長，並向世界展現我們的社區有多麼堅強。」   

  

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 County) 郡長馬修  L. 奧森福特  (Matthew L. Ossenfort) 

表示，「這些資金將助我們改善未來面臨風暴時的適應能力。我們一直都在努力

改善我們的基礎設施，尤其是過去曾受到嚴重天氣狀況衝擊的地帶。我很有信心，

這些涵洞拓寬作業將可減輕淹水的可能性，並確保居民未來多年的安全。」   

  

斯科哈里郡議會  (Schoharie County Board of Supervisors) 主席暨埃斯佩蘭斯鎮  

(Town of Esperance) 鎮長厄爾 ‧凡沃爾瑪三世  (Earl VanWormer III) 表示，「我非

常感謝州長和州長的風暴重建辦公室  (Office of Storm Recovery) 為斯科哈里郡的重

建工作提供重大的助力。我們期待能和州長的辦公室以及其他夥伴共同合作進行布

倫海姆鎮這項非常重要的專案。」  

  

斯科哈里郡水土保護區理事會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istrict Board) 主席

克勞德 ‧昆斯  (Claude Coons) 表示，「斯科哈里郡水土保護區理事會以及我們的工

作人員全都很期待能代表  2011 年受到颶風艾琳嚴重衝擊的行政區來執行南端排水

系統專案的施工。本專案將有助於村莊進行一直持續到今日的修復工作，以及處理

一項廣泛影響本社區居民的問題。」   

  

傑伊鎮鎮長阿奇·德普  (Archie Depo) 表示，「我們很感謝州長撥款補助本鎮，尤

其是羅馬水壩的專案。羅馬水壩已經被評為高危險水壩。要是它崩塌，灌入的洪水



 

 

可能造成下游地區居民生命財產的損傷。我要感謝前鎮長藍迪 ·道格拉斯 (Randy 

Douglas) 以及籌畫委員會無價在本專案上付出無價的努力，目前專案已近尾聲。

這是本鎮重大的進步，我對各方的協助感激不盡。」   

  

全州共有 650 名紐約民眾參與到  66 個紐約崛起社區的重建規劃委員會中，並一同

為各自地區的獨特需求和資產制定了數百份計畫。紐約崛起社區的重建規劃全體委

員會已召開  650 場規劃會議，開展  250 次大型公共參與活動，這些努力都是為了

重建可持續能力更強的社區、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緩解未來災害造成的損失風險，

從而實現振興的目標。  

  

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於  2013 年  6 月成立，桑迪超級風暴、艾琳颶風和熱帶風暴李

后協調了全州範圍內的恢復工作。透過其《紐約崛起社區的重建計畫》，及其紐約

崛起《房屋恢復  (Housing Recovery)》、《小型企業  (Small Business)》、《基礎設

施  (Infrastructure)》和《設計重建  (Rebuild By Design)》等項目，州長風災重建辦公

室從聯邦《社區發展撥款項目  - 災難恢復專款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Disaster Recovery)》中撥款  45 億美元，以更好地讓紐約為極端氣候做好防

範準備。如需了解更多關於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及其工程的信息，請訪問

http://stormrecovery.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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