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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在紐約州西部、中部及北部地區部署州資源以準備應對大湖效應冬季暴

雪預報  

 
州長建議紐約民眾在惡劣天氣來臨前採取預防措施  

 
受暴雪頻率影響，危險駕駛條件預計將持續到週六  

 
高吹雪和低吹雪有時將造成類似於暴雪的天氣狀況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指示應急管理辦公室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火災防控辦公室  (Office of F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交通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高速公路管理局  (Thruway 

Authority) 加強監測並準備部署資源以應對大湖效應降雪，截至週六早晨，這場降

雪將影響到紐約州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區、中部地區、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伴隨這場大暴雪的臨近，我建議紐約民眾做好準備並保持安全，」葛謨州長表

示。「我們正在積極監測這些暴風雪，並利用我們可以調度的一切資源減少影

響。我強烈建議每個人從現在起負責任地駕駛並採取合適的預防措施。」  

 

州政府機構資源  

 
按照州長的指示，紐約州應急指揮中心  (New York State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在週四和週五將投入運作，應急管理辦公室、交通部、高速公路管理局、

紐約州警察局、火災防控辦公室、軍務海事局  (Division of Military and Naval Affairs) 

的代表人員將在現場開展工作。此外，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已經提前配備

兩輛高車軸機動車、兩輛六座履帶多功能作業車  (Utility Task Vehicle，UTV) 和一輛

九座履帶越野車，火災防控辦公室的  16 個工作人員將趕赴門羅縣  (Monroe County) 

地區部署機構，預備在必要時接受調配。其他的六座履帶多功能作業車將暫時待

命，以備必要時派往本州其他區域。  

 

高速公路管理局開展的冬季氣候準備工作包括維修人員  24 小時輪班、準備除雪設

備供調度、儲備充足的鹽和燃料物資讓道路盡可能保持通行。高速公路管理局安排



了  600 多個監督員和操作員，以備在紐約州各地部署  200 臺大型除雪機、137 臺

中型除雪機以及  53 臺裝載機，並儲備了  11.85 萬噸路鹽。高速公路管理局根據需

要把資源運送到受影響的地區，並利用可變資訊板、公路路況廣播以及社交媒體在

高速公路上向機動車駕駛員提醒冬季氣候狀況。  

 

紐約州高速公路管理局現鼓勵機動車駕駛員註冊訂閱交通預警電子郵件  

(TRANSalert) 以獲取高速公路最新路況資訊。機動車駕駛員可從此處註冊訂閱交通

預警電子郵件。  

 

高速公路行人還可關注  Twitter 頁面  @ThruwayTraffic 獲取最新實時資訊，或瀏覽  

http://www.thruway.ny.gov 查看高速公路和紐約州其他公路的互動路況地圖。  

 

紐約州交通部目前在全州各地有超過  3,700 個操作員和監督員，預備部署  1,489 臺

大型除雪機 /自卸車、204 輛中型除雪犁 /自卸車、336 輛裝載機、45 輛安裝有鏟雪

機的卡車/裝載機、61 架拖犁、19 臺平路機、15 輛配犁皮卡車。紐約州交通部還

儲備了逾 45.6 萬噸公路用鹽。  

 

建議機動車駕駛員查看  511NY，在出發前撥打  511 或訪問  www.511ny.org。這一

免費服務允許用戶查看路況或交通運輸資訊。移動設備用戶可從  iTunes 或  Google 

Play 商店免費下載最新的  511NY 移動應用程式。該應用程式現擁有『駕駛』模

式，在駕駛過程中提供選定沿線的聲音提示，對事故和施工發出警示。用戶可以在

出發前設置目的地，可接收多達三條路線的資訊。  

 

所有紐約民眾均可透過本州發佈的免費全災害網絡預警和通知系統『紐約預警  

(NY-Alert)』來獲取緊急資訊。如需訂閱該系統，請造訪  nyalert.gov。如果你沒有電

腦或無法使用電腦，請撥打免費電話  1-888-697-6972。  

 

大湖效應降雪預報  

 
在紐約州西部地區，伊利湖  (Lake Erie)、北伊利縣  (Northern Erie)、杰納西縣  

(Genesee) 今天深夜將形成大湖效應降雪。一至三英吋厚的降雪預計將持續到週四

早晨，並將在週四下午加大強度，肖托夸分水嶺  (Chautauqua Ridge) 的降雪強度將

達到每小時二至三英吋。大湖效應降雪將在週六逐漸減弱，二至三英呎厚的降雪將

持續到週六早晨，海拔越高的地區降雪越厚。每小時  20-30 英里 (miles per hour，

mph) 的陣風以及高吹雪和低吹雪將令行車變得極其危險。  

 

在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地區，傑斐遜縣  (Jefferson County) 和沃特頓鎮  

(Watertown) 今天深夜將形成降雪。降雪頻率明日將加大，降雪強度為每小時二至

三英吋。塔格山高地  (Tug Hill Plateau) 的降雪將持續到週五夜間，在週六逐漸減

弱，降雪厚度共達三英呎，奧斯威戈縣  (Oswego) 的降雪厚度達二至三英呎。  

 

在紐約州南線地區  (Southern Tier) 和紐約州中部地區，大湖效應降雪將延伸至五指

http://www.thruway.ny.gov/tas/index.shtml
https://twitter.com/ThruwayTraffic
http://www.thruway.ny.gov/
https://511ny.org/


湖地區 (Finger Lakes)，進而進入伊薩卡市  (Ithaca) 和科特蘭市  (Cortland)，並可能

延伸至奧尼昂塔市  (Oneonta)。降雪強度將為每小時二至三英吋，截至週四夜間，

降雪厚度將達一英呎。週五將出現大暴雪，強度有時達每小時一英吋，延伸至奧農

達加縣 (Onondaga)、麥迪遜縣  (Madison)、北奧奈達縣  (Northern Oneida) 直到週

六。總降雪厚度預計達  12 至 18 英吋，並將形成高吹雪和低吹雪，導致路面能見

度不佳。 

 

在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Region)，南阿迪朗達克山脈  (South Adirondacks) 和赫

基默縣 (Herkimer County) 將發生大湖效應降雪。降雪將持續到週五，強度為每小

時二至三英吋，降雪頻率總體恆定。南赫基默縣  (Southern Herkimer) 的總降雪厚

度將達 3 至  6 英吋，北赫基默縣  (Northern Herkimer) 的總降雪厚度將達  12 英

吋。 

 

美國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已發佈大湖效應降雪預報，哈密爾頓縣  

(Hamilton)、赫基默縣、傑斐遜縣、劉易斯縣  (Lewis)、奧奈達縣降雪將持續到週五

早晨，卡特羅格斯縣  (Cattaraugus)、卡尤加縣  (Cayuga)、肖托夸縣 

(Chautauqua)、伊利縣  (Erie)、門羅縣、奧斯威戈縣、韋恩縣  (Wayne)、懷俄明縣  

(Wyoming) 的降雪將持續到週六早晨。  

 

卡尤加縣、麥迪遜縣、奧奈達縣、奧農達加縣將觀測大湖效應降雪直到週六早晨。  

 

美國國家氣象局已發佈聖勞倫斯縣  (Saint Lawrence) 大湖效應降雪警報，警報將持

續至週五中午。  

 

安全預防措施  

 
全體居民均應準備好下列物品：  

  手電筒和備用電池。  

  裝有電池的便攜式收音機或提供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 氣象廣播的收音機，用以收聽應急資

訊。您將可以使用收音機收聽天氣預報、資訊和本地機構播報的其他應急廣

播資訊。 

  配備  7 至  10 日的應急食品。儲存高能量食品，例如：果乾或糖果，最好

能夠儲備無需烹飪或冷藏的食品。配備應急所用的瓶裝水。建議儲存量為：

每人每天 1 加侖水，共需配備  7 至 10 日的水量。  

  配備足夠使用一週時間的重要藥物和嬰兒物品。  

  急救箱和急救物品。  

  備用毛毯和睡袋。  

  滅火器和煙霧探測器——定期檢測以確保其工作正常。  

 
 
道路安全 



 
機動車駕駛員請注意：除雪犁的行駛速度可達  35 英里/時，這一速度通常低於規

定限速值，從而確保在公路撒鹽時，所撒下的鹽能夠留在行駛車道上，而不是被撒

到路邊。通常在州際公路上，多輛除雪犁將並行作業，因為這是最為安全有效的同

時清掃多條車道的方式。除雪犁以低速行進，因此建議機動車駕駛員保持高度警

惕。 

 

機動車駕駛員和行人還應謹記：除雪犁的駕駛員的可視範圍有限，且考慮到除雪犁

的體型和重量，駕駛員很難迅速調整方向或停止。除雪犁後面的吹雪機可嚴重降低

能見度，並可能造成白雪遮天蓋日無法看清前路的狀況。機動車駕駛員不應試圖超

越或緊隨除雪犁。對於機動車駕駛員來說，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在距離除雪犁較遠的

後方，在已經清理和撒鹽的道路上行駛。  

 

保證冬季安全駕駛的一些最重要的建議包括：  

· 當冬季雪暴襲來時，如非必要請勿駕車。  

· 如果必須駕車，請確保您的車內備有生存裝備，例如毛毯、雪鏟、手電筒

和備用電池、備用保暖衣物、一套輪胎防滑鎖鏈、電池充電電線、快速補給

能量的食物和可當做遇難信號旗的色澤鮮亮的布料。  

· 確保裝滿您的油箱，避免汽油結凍。  

· 如果您有手機或雙向溝通無線電對講機，則請確保將這些設備的電池充

滿，並在旅行時隨時攜帶。這樣您一旦被困，即可撥打電話求救，並告知救

援人員您的所處地點。  

· 請確保有人知道您的出行計畫。  

 
 
請為您的車輛做好禦寒準備  

 
請為您的車輛做好禦寒準備，確保您在急需用車時，您的車輛能夠運轉良好。  

· 請對您的車輛的以下部件進行機械檢查：  

o 蓄電池雨刷和擋風玻璃清洗液  

o 防凍劑 

o 點火系統  

o 恆溫調節器  

o 車燈 

o 排氣系統  

o 危險訊號燈  

o 取暖源 

o 剎車 

o 除霜器 

o 油位 



· 安裝品質優良的冬季用輪胎。確保您的輪胎擁有足夠的胎面。四季通用子

午線輪胎通常可以用於最為嚴峻的冬季氣候。您還可以配備一套輪胎防滑鎖

鏈，用於大雪天氣。  

· 配備一套擋風玻璃雪鏟和小型掃帚，用來清掃冰雪，並在整個冬季至少保

持油位在一半以上。  

· 最後，請謹慎規劃長途旅行。請收聽本地媒體報道，或致電執法機構瞭解

最新路況。  

 
安全駕駛 

 
冬季雪暴期間的主要傷亡原因是交通事故。  

· 今年冬季開車前，每個駕駛員都必須清除自己的車輛上的冰雪。良好的能

見度是安全駕駛的關鍵。  

· 預備停車前請做好準備，行車時保持較遠的車距。駕車時請格外謹慎。  

· 請謹記：雪堆可能會擋住個頭較小的兒童。  

· 請始終嚴格按照道路限速和天氣狀況調整車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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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