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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給被強風暴和暴洪損毀的社區提供 1,300 萬美元的救濟金

援助布魯姆郡 (Broome)、希芒郡 (Chemung)、舒勒郡 (Schuyler)、塞尼卡郡
(Seneca)、泰奧加郡 (Tioga)、特拉華郡 (Delaware)、希南戈郡 (Chenango) 的房主

8 月 13-15 日發生的強風暴和暴洪嚴重影響到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和五
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撥款 1,300 萬美元給修復和
重建工作。
「極端天氣如今成為了紐約州的新常態，我們必須建設更具適應力的社區來應對這
一實際情況，」州長葛謨表示。 「這筆資金將幫助確保紐約州南部地區和五指湖
地區受近期風暴和暴洪重擊的家庭獲得需要的資源來把家園重建得比以往更加強大
安全。」
「世界各地都受到惡劣天氣事件的影響，這些事件給社區造成了破壞，」 副州長
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損失高達數百萬美元，風暴過後的修復和重
建工作因此變得愈加艱難。強風暴和洪水摧毀紐約州南部地區和五指湖地區的住宅
和街道後，這筆資金將幫助該地區的社區重建。我們想確保家庭能夠在自然災害過
後修復和重建得更加強大。」
設立了新住宅援助計畫，用於提供資金給損失程度超過保險索賠和其他可用援助金
範圍的主要房主。 該計畫最高可提供 5 萬美元資金，將幫助解決房主未獲得滿足
的需求。該計畫將由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管理，補助金將提供給布魯姆郡、希芒郡、舒勒郡、塞尼卡
郡、泰奧加郡、特拉華郡、希南戈郡。
這些撥款用於報銷，從而支持修理和修復建築物，以及修復其他物理損壞以實現安
全宜居，包括地基、供暖系統、供電系統、井和化 糞池系統、絕緣材料和地板。

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數據顯示，2018 年 7 月 22 日起，這些地
區在 30 天內的降雨總量為 10 至 20 英吋。八月在該週期末出現的風暴造成了暴
雨、暴洪和強風，連同因異常濕潤期而飽和的土壤，在該地區造成了重大破壞。
8 月 14 日，由於風暴的嚴重性，州長宣佈進入緊急狀態，而九個地方政府機關也
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大規模的斷電衝擊該地帶超過 1,500 戶住家與商業場所，州屬
與地方的應急先遣隊從五指湖地區的多處營地救援並 疏散超過 200 人。
由於這些風暴破壞的結果，葛謨州長在 8 月 24 日請求以聯合初步損失評估
(Preliminary Damage Assessment) 的形式提供技術援助。10 月 2 日，聯邦政府宣
佈批准重大災害聲明，向州政府和合格的地方政府以及一些私人非營利組織提供資
金協助，以分擔成本的方式為應急工作、和嚴重風暴所損壞設施的修復或更換作業
提供資金。
住宅援助計畫將從 11 月 5 日，星期一開始接受房主的申請。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9 年 2 月 4 日，星期一。負責管理該計畫的地方非營利住房機構將發佈申請
書。想提出申請的房主應聯繫：
Bishop Sheen
（泰奧加郡和塞尼卡郡）
585-657-4114
dbassage@rochester.rr.com
https://sheenhousing.org/
Arbor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舒勒郡、希芒郡、布魯姆郡、特拉華郡、希南戈郡 ）
607/654-7487 x 2049
Info@arbordevelopment.org
www.arbordevelopment.org
參議員帕米拉·赫爾明 (Pamela Helming) 表示，「洪水襲擊當天，州長和我就在現
場，因此親眼目睹了應急先遣隊隊員和當地志願者的英勇行動，這些人冒著個人危
險挽救同胞的生命。我們整個社區團結起來，幫助受影響的人。看到房主處理洪水
造成的破壞令人感到心碎，其中很多房主幾代都住在這些房屋里。作為州參議員，
我在現場會見了居民，並承諾竭盡所能協助他們。紐約州承諾支持到底，我們今天
兌現了這個承諾。因此，我奮力提供這筆重要的災害援助金。這筆重要的資金將幫
助居民重建家園並發展。感謝葛謨州長從洪水發生當天到現在始終配合這項工
作。」

參議員約翰·博納西科 (John Bonacic) 表示， 「今年夏季的極端天氣期間，葛謨
州長與我們社區並肩合作，我們非常感激他對我們的重建工作提供長期承諾。這筆
重要的資金將幫助我們重建得比以往更加美好強大，感謝州長發揮領導能力。」
參議員湯姆·奧瑪拉 (Tom O'Mara) 表示， 「八月份的洪水摧毀了住宅、商鋪、個
人房產和地方基礎設施，這給地方政府、個人和整個社區造成了巨大的應變壓力。
我們感激獲得部署的州資源，包括應急先遣隊隊員和設備、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及其他工作人員、醫療專業人員來協助我們的地方
應急先遣隊隊員。這筆重要的資金將給當地房主和整個社區帶來巨大的改變，從而
協助長期重建和修復工作。」
州參議員詹姆斯 L. 蘇瓦德 (James L. Seward) 表示， 「今年夏季的風暴給我們的
社區造成了大破壞，並摧毀了整個地區的住宅。因為這些風暴，我們支持受影響的
民眾，並採取行動幫助家庭恢復。重建住宅是個艱巨的工作，這筆重要的州資金將
幫助民眾留住在其住房內，並確保我們的街區變得比以往更強大。我建議需要幫助
的房主立即申請這筆資金。」
女眾議員唐娜·盧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 「布魯姆郡的居民已經對極端天氣
及其影響習以為常。我們社區內的民眾具有適應力，但今年夏季最新發生的洪水過
後，他們被迫再次重建家園。我非常感激州長持續致力於在全州開展洪水賑災工
作。」
州眾議員克利福德·克勞奇 (Clifford Crouch) 表示，「今年夏季，因為暴洪摧毀了
紐約州南部地區和五指湖地區的大部分區域，很多家庭被迫忍受住宅和商鋪發生的
難以言說的損壞。我們有責任幫助在極端天氣和其他自然災害過後收拾殘局並重建
生活的人。我很高興紐約州能夠為有需求的人提供援助和救濟。」
州眾議員費爾·帕爾梅薩諾 (Phil Palmesano) 表示，「我們感激本屆州政府從今年
八月洪水發生以來提供援助，用於幫助我們社區重建。我們尤其感激地區交通局 工
作人員幫助我們的當地處理人員修理基礎設施，並協助房主和企業。房主和整個社
區將萬分感激這次直接的州援助行動，用於幫助推進修復和重建工作。」
希芒郡郡長湯姆·桑圖利 (Tom Santulli) 表示， 「本州和全世界的社區當前受到難
以預測的天氣事件的影響，這些事件正在摧毀社區。這些風暴造成的破壞不利於家
庭財務，導致風暴過後的重建和修復工作更加困難。感謝葛謨州長提供這筆重要的
財務援助，用於延續我們的重建工作並重建得更加強大。」
布魯姆郡郡長傑森·T. 迦納爾 (Jason T. Garnar) 表示， 「難以預測的極端天氣正
在成為本州和本國的新常態。很多社區今年夏季承受了暴雨和暴洪造成的嚴重破
壞，這筆資金將確保家庭獲得需要的資源重建並修復住房。感謝葛謨州長開展工作
為我們的居民提供這筆亟需的資金。」

舒勒郡 郡長提摩西·奧合恩 (Timothy O'Hearn) 表示， 「今年八月，很多社區都因
為難以預測的天氣和強風暴而經歷了暴洪。舒勒郡的房主承受的住宅損毀程度超出
了保險理賠範圍，因此只能自費支付昂貴的修理費用。有了這筆資金，我們的 居民
如今將能夠對住宅實施本無力負擔的重要維修。」
泰奧加郡 (Tioga County) 立法會主席瑪莎·索爾布雷 (Martha Sauerbrey) 表示，
「因為今年夏季的暴洪，整個地區的居民的住房和財產發生了無法想象的破壞。很
多家庭陷入混亂狀態，不確定該向哪裡求助，以及怎樣邁出重建的第一步。由於葛
謨州長，居民持續獲得需要的援助，用來重建房屋和恢復生活。」
塞尼卡鎮理事會 (Board of Supervisors) 會長羅伯特·斯普雷 (Robert Shipley) 表
示，「我們的社區成員正在努力擺脫困境，並修復洪水對其住宅和商鋪造成的破
壞。葛謨州長承諾提供 1,300 萬美元資金，這將給因為暴洪而承受損失的民眾提供
亟需的財務援助。感謝葛謨州長認可我們社區面臨的嚴重情形，並提供社區居民亟
需的資金和資源。」
艾博住房與開發公司 (Arbor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傑弗
裡·伊頓 (Jeffrey Eaton) 表示， 「住宅被風暴損毀時，住在那裡的人會立即受到妨
礙。在艾博住房與開發公司，我們很感激能夠與紐約州合作，幫助社區成員完成重
建過程。」
希恩主教普世住房基金會 (Bishop Sheen Ecumenical Housing Foundation) 執行
理事艾利尼·史密斯 (Allynn Smith) 表示， 「我們目睹了強風暴破壞住宅給生活造
成的妨礙，希恩主教普世住房基金會很自豪與紐約州合作，幫助我們的同胞重建生
活。我們準備接觸房主，並幫助他們踏上康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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