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2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向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派遣國家警衛隊  (NATIONAL GUARD) 

隊員、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警員並發送帝國州賑災與災後重建活動  (EMPIRE 

STATE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 提供的首批物資   

  

國家警衛隊的  60 個士兵、4 架黑鷹直升機  (Black Hawk Helicopter)、  

州警察局的  100 個警員開始派遣至波多黎各   

  

共計組織部署  120 個憲兵、國家警衛隊的  125 個工程師、  

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的  30 人   

  

利用州車輛和捷藍航空公司  (JetBlue) 資助的航班運送數千瓶飲用水、食品、  

個人衛生用品以及急救物資   

  

 州長正式請求聯邦政府批准豁免遵守《瓊斯法案  (Jones Act)》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額外的人員和透過帝國州賑災與災後重建活動捐贈的

第一批物資正發往波多黎各。榔槺科瑪村  (Ronkonkoma) 1 號陸軍航空支援中心  

(Army Aviation Support Facility #1) 已開始部署紐約州國家警衛隊第  142 航空兵團第  

3 營的  60 個士兵和 4 架 UH-60 黑鷹直升機，用於支持從空中為這座島嶼運輸賑

災物資和人員。紐約州還調動了  100 個州警察局警員協助處理安全事務，前  50 個

警員將在週五上午乘坐達美航空公司  (Delta Airlines) 捐助的航班趕赴波多黎各。   

  

葛謨州長還批准部署國家警衛隊第  442 憲兵連 (Military Police Company) 和第  107 

憲兵連的多達  120 個士兵。紐約州正在調動這些士兵，準備從韋斯特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史密斯營地  (Camp Smith) 實施部署，這些士兵將與  16 輛悍

馬車  (Humvee) 一同運送到波多黎各，為當地執法人員提供安保援助。此外，紐約

州還調動了第  827 工程連 (Engineering Company) 多達  125 個士兵和設備，準備在

今後幾天實施部署，目標是在地面執行廢墟清理任務。  

  



 

 

為了進一步支持地面作業，紐約州還調動紐約州交通廳多達  30 人組成的工作組，

其中包括持有大型車輛駕照  (Commercial Driver's License，CDL) 的駕駛員，實施公

路修復作業，並操作多個設備用於協助作業。優先工作將在現場確認，但可能包括

清理道路、清除廢墟、修理公路、其他重型建築工作以及運輸物資。第  16 號卡車

司機聯合委員會  (Teamsters Joint Council 16) 主席兼卡車司機美國拉美裔核心組織  

(Teamsters National Hispanic Caucus) 主席喬治·米蘭達  (George Miranda) 也召集了 

50 個提供志願服務的卡車司機，這些司機將協助紐約州交通廳的工作人員和帝國

州賑災與災後重建活動。  

  

此外，紐約州首批物資和捐贈物資正在使用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  (State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Community Supervision) 和紐約州立大學海事學院  

(SUNY Maritime) 提供的車輛以及捷藍航空公司資助的航班運往波多黎各，這些物

資包括食品、飲用水、個人衛生用品、急救物資和各種其他物品。  

  

葛謨州長為了加快運送這些物資並分發，還正式申請豁免遵守《瓊斯法案》，此舉

將確保向波多黎各運輸更多物資。  

  

「我在親眼見證颶風瑪利亞  (Puerto Rico) 給波多黎各造成的難以想象的災難後，  

很自豪紐約民眾伸出援手，支持我們處在困境中的兄弟姊妹，」州長葛謨表示。  

「波多黎各是紐約州大家庭的成員，紐約州各地民眾提供的這些重要捐助證明了我

們幫助這座島嶼重建的堅定承諾。  波多黎各面臨著漫長而艱難的重建之路，但

是，紐約州將陪伴他們走完其中的每一步。」   

  

發動全州慷慨解囊是面向波多黎各開展的帝國州賑災與災後重建活動的重要內容。

這項工作把大批民間、商界和行業合作夥伴聚在一起，為波多黎各人民提供所需的

服務、物資和資金，幫助其恢復和重建，並為紐約民眾提供機會繼續提供救災捐

獻。作為該工作的一項內容，全州各地都設立了物資交送點。 

  

全州截至目前共收集了  60 多貨盤的物資，包括食品、飲用水、個人衛生用品、  

手電筒、電池等物資。首批發往波多黎各的物資包括  22 貨盤的捐贈物資，這些物

資來自賈維茨中心  (Javits Center) 交送點和花旗球場  (Citi Field) 交送點，以及設在

甘迺迪機場  (JFK Airport) 的紐約州倉庫。物資包括：  

  超過  2.2 萬瓶半升裝飲用水，228 加侖桶裝水   

  2,000 份罐頭食品   

  1,500 包女性用品   

  1.7 萬包嬰兒濕巾   

  4,000 包嬰兒尿布   

  1,100 包消毒濕巾   

  電池、手電筒、急救用品包、個人衛生用品   

https://www.ny.gov/empire-state-relief-and-recovery-effort-puerto-rico/empire-state-relief-and-recovery-effort-puerto#_blank


 

 

  

這些物資大部分正在使用紐約州矯正與社區監督廳提供的卡車運往佛羅里達州  

(Florida) 基韋斯特島 (Key West) 港口。物資運抵基韋斯特島後，將轉移到帝國州  VI 

號船  (Empire State VI)，這艘船歸紐約州立大學海事學院所有，將在明天起航發往

波多黎各。船隻抵達波多黎各後，將為應急先遣隊隊員提供電力、住宿、食品和飲

用水，藉此支持災後重建工作，從而騰出當地酒店資源供失去住房的個人使用。  

剩餘的物資正使用捷藍航空公司資助的航班發往波多黎各。  

  

葛謨州長為了加快運送捐贈的物資和日用品，還正式請求美國國土安全部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豁免紐約州遵守《1920 年商船法  (Merchant 

Marine Act of 1920)》，或稱《瓊斯法案》。《瓊斯法案》規定在美國港口間運輸

的貨物必須使用主要在美國境內建造的船隻，並且船隻所有人和船員必須是美國公

民。最近，聯邦政府在颶風哈維  (Harvey) 和颶風厄瑪  (Irma) 發生後豁免遵守該法

案，以便利用更加廉價和現成的外國船隻向受災地區運送貨物。聯邦政府尚未發佈

類似的豁免令用於支持波多黎各賑災工作。  

  

葛謨州長在上週末針對波多黎各設立了帝國州賑災與災後重建活動。除了全州捐贈

工作，葛謨州長現已聯繫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的主要商業組織紐約市夥伴在公共

基金紐約社區基金會  (New York Community Trust) 設立波多黎各救災和重建基金  

(Puerto Rico Relief & Rebuilding Fund)，該組織將負責向波多黎各當地慈善機構發放

善款，幫助當地從颶風瑪利亞  (Hurricane Maria) 的破壞之中恢復並重建，並重點關

注最需要幫助的家庭和社區。商業社區目前正在征集各種資金和物資捐獻，最低捐

獻額度為 10,000 美元。州檢察長艾瑞克·施耐德曼慈善局  (Eric Schneiderman's 

Charities Bureau) 正在監督該基金，以確保其遵守所有與管理資金募捐活動相關的

規則和條例。捷藍航空公司已承諾提供價值  100 萬美元的實質性援助，為救災工

作運送客戶和貨物。  

  

此外，大紐約醫院協會  (Greater New York Hospital Association)、紐約州醫療協會  

(Healthcar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State)、紐約州護士協會  (New York State Nurses 

Association) 和 1199 國際服務業員工工會  (Service Employee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 將團結一致，採取三管齊下的措施為波多黎各提供醫療援助。該合作將：  

組建醫療專業人士團隊（包括雙語專業人士）派往波多黎各；提供後勤支援，針對

獲取和運送藥品及醫療物資提供支援；為紐約州和波多黎各醫療機構建立姊妹聯

繫，全面支持波多黎各醫療係統的長期恢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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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一隻應急隊伍奔赴波多黎各，援助協調恢復工作。港務局將派出：45 名航空

工作人員支援聖胡安國際機場  (San J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和自由邦 

(Commonwealth) 境內的其他機場；11 名港務工作人員評估聖胡安港  (Port of San 

Juan) 的損失並協助重建；10 名港務局警務處  (Port Authority Police Department)  



 

 

隊員展開搜救工作，並為機場安全提供支持。此外，應急管理辦公室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還將提供設備，並派出四隻應急管理隊  (Emergency 

Management Teams，EMTs) 提供援助。港務局團隊將開展完全自給自足的救援行

動。 

  

葛謨州長面向波多黎各設立帝國州賑災與災後重建工作前，接到了理查多 ·羅塞羅 

(Ricardo Rosselló) 州長發出的正式州長公書  ，因此在颶風結束後立即前往波多黎

各視察災情。葛謨州長為回應理查多·羅塞羅 (Rosselló) 州長提出的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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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個州警察隨時待命。  

  

請點擊此處了解您可以透過哪些途徑參與這項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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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