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3 月 2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在羅徹斯特市  (ROCHESTER) 召開第四屆有害藻花峰會  

 

這是第四屆也是最後一屆紐約州峰會，匯聚美國及紐約州的專家，以及地方指導

委員會，用於為肖托夸湖  (Chautauqua Lake)、考尼蘇斯湖  (Conesus Lake)、 

哈尼湖  (Honeoye Lake) 制定行動計畫  

 

晚間峰會座談會將使得居民能夠聽取有害藻花專家所做的介紹  

 

屬於《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提出的耗資  6,500 萬美元的抗擊有害藻花的

倡議中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  

 

透過調查  12 個主要湖泊所獲得的經驗教訓將被用於本州各地的各大水體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召開第四屆也是最後一屆峰會，用於支持本州的全面工

作，從而保護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的脆弱湖泊和水域抵禦有害藻

花，又稱『HAB』。 紐約州西部地區峰會  (Western New York Summit) 在羅切斯特

市召開，從屬於州長在《2018 年州情咨文  (2018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稿中公

佈的斥資 6,500 萬美元的四點倡議，以積極抗擊這類藻花。有害藻花持續增加的

頻率和持續時間威脅到飲用水質，以及對紐約州北部地區旅遊業必不可少的湖泊

的休閒娛樂用途。  

 

「保護紐約州的自然資源對確保居民獲得安全用水至關重要，我們透過這次協作

峰會處理有害藻花造成的日趨嚴重的威脅，」州長葛謨表示。「我們匯聚全州和

全國的專家，制定實際方案用於保障優質飲用水，從而幫助確保紐約州後世民眾

能夠持續利用本州的資源。」  

 

作為州長《2018 年州情咨文》的一部分，州長指示本州水質快速響應團隊  (Water 

Quality Rapid Response Team) 與紐約州農業市場部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DAM) 合作召開四次地區有害藻花峰會，該團隊由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部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和紐約州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DOH) 部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unveils-12th-proposal-2018-state-state-protecting-new-yorks-lakes-harmful-algal#_blank


 

 

Zucker) 共同主持。這些峰會將匯聚我國和本州的專家，包括來自堪薩斯州  

(Kansas)、俄亥俄州 (Ohio)、田納西州 (Tennessee)、佛蒙特州 (Vermont)、紐約州

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環境科學與林業學院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Forestry, ESF)、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SUNY Stony 

Brook)、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紐約州衛生廳、  

紐約州農業市場廳、紐約州水土保護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ommittee) 以及地方利益攸關方的科學家們。前三屆有害藻花峰會

分別在新帕爾茨鎮  (New Paltz)、錫拉丘茲市  (Syracuse)、泰孔德羅加鎮  

(Ticonderoga) 召開。  

 

紐約州西部地區有害藻花峰會  

紐約州西部地區峰會將指導制定行動計畫，用於保障肖托夸湖、考尼蘇斯湖、  

哈尼湖的健康。這些水域通常是支持休閒娛樂活動和提供飲用水的典型湖泊。  

從這些湖泊中學習的經驗教訓將被用於其他水體。這類水體周圍都擁有居民區開

發、現場污水處理係統、密集的休閒娛樂活動、山地林業和農業利用和其他養分

輸入。紐約州西部地區的很多湖泊都擁有這些常見特點。  

 

參與紐約州西部地區峰會的專家：  

•  阿特·迪戈塔諾  (Art DeGaetano) 博士，康奈爾大學  

•  克里斯托弗·高布勒 (Christopher Gobler) 博士，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

校 

•  戴維·馬修斯 (Dave Matthews) 博士，紐約州北部地區淡水研究所  

(Upstate Freshwater Institute) 

•  格雷格·博伊爾  (Greg Boyer) 博士，紐約州立大學環境科學與林業學

院 

•  尼爾遜·哈斯頓  (Nelson Hairston) 博士，康奈爾大學  

• 薩利·弗利斯 (Sally Flis) 博士，肥料研究所  (The Fertilizer Institute) 

• 史蒂夫·索扎 (Steve Souza) 博士，普林斯頓水電公司  (Princeton 

Hydro) 

•  蒂姆·戴維斯 (Tim Davis) 博士，俄亥俄州博林格林州立大學  (Bowling 

Greene State University) 

 

誠邀公眾參加今晚  6-8 點召開的紐約州西部地區峰會晚間會議，地址：門羅社區

學院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R. 托馬斯·弗林校區中心  (R. Thomas Flynn 

Campus Center)，1000 East Henrietta Road，Rochester，New York 14623。 

 

紐約州西部地區和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受影響的水域  

肖托夸湖是肖托夸郡  (Chautauqua County) 境內面積為  13,156 英畝的湖泊。這片

湖泊長 17 英哩，一處  10 多萬英畝的水域注入該湖泊。這片湖泊為肖托夸鎮和肖

托夸學院 (Chautauqua Institution) 供應公共用水。這片湖泊用於划船、釣魚、帆船



 

 

運動、游泳，世界著名的肖托夸學院就在其岸邊。這片湖泊自  2012 年起每年出

現高毒性藻花。  

 

考尼蘇斯湖位於利文斯頓郡  (Livingston County)。這片湖泊長  8 英哩，表面積為  

3,420 英畝。這片湖泊為埃文鄉  (Avon) 和杰納西奧鄉  (Geneseo) 供應公共用水。

很多居民和遊客利用這片湖泊游泳、划船、釣魚及其他休閒娛樂活動。紐約州西

部地區多處湖泊受到居民和農業帶來的影響，考尼蘇斯湖與這些湖泊類似，  

在 2016 年和 2017 年確認發生有害藻花。  

 

哈尼湖是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 境內一處  1,772 英畝的湖泊。這處湖泊長  4.5 

英哩，為湖上多處私人開墾的土地供應用水。這處湖泊用於游泳、划船、釣魚。

哈尼湖自 2012 年起出現有害藻花的跡象，在  2013、2014、2015 年發現高毒性藻

花，在 2016 年和 2017 年確認發生藻花。  

 

有害藻花峰會  

在這項新倡議推廣的第一年間，這套全面規劃流程將重點關注易受有害藻花影響

的 12 個湖泊，它們代表著各種狀況和受影響的使用方式。透過調查  12 個主要湖

泊所獲得的經驗教訓將被用於本州各地的各大水體。  

 

在每屆有害藻花峰會上，我國主要專家將與地方指導委員會展開合作，開始制定

專項行動計畫，用於解決導致全州十二個主要水體內產生有害藻花的成因。為每

個水域制定的行動計畫將用於指導制定優先項目並實施，包括新的監測技術和處

理技術。行動計畫將在五月底前完成制定，透過這些行動計畫獲得的經驗將應用

至其他受影響的水域。此外，本流程中審核的主要湖泊、在今秋和今夏期間受到

有害藻花影響的所有水體均將獲得撥款。  

 

四屆峰會中均包括面向公眾舉辦的晚間座談會，提供與有害藻花相關的背景資

訊。這些座談會包括專家演講、專題討論會，並提供機會供地方居民分享建議和

觀點。建議媒體參加夜間公共座談會。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 ·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指示

下，紐約州環境保護部的科學家和水質專家正在積極調查本州各地發生藻花的成

因，並正在帶頭研究先進解決方案，減少藻花及其給飲用水和休閒娛樂活動帶來

的威脅。紐約州環境保護部召開這些地區峰會，將與美國專家、州機構夥伴以及

地方領導人員合作，優先安排必要的行動用於保護紐約州的重要水資源。」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 ·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很高興與紐約州科

學團隊、地方專家以及國家級專家共同開展這些討論，這些人將幫助制定行動方

案用於持續帶頭處理公共健康面臨的這種潛在威脅。  在抗擊本地區以及全州各地

的有害藻花方面，州長的領導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

「本部很高興能夠與紐約州環境保護部和紐約州衛生部一起參加這屆峰會，並參

與這項亟需工作，應對這類對我們的環境和飲用水造成的威脅。幸虧有了州長的

前瞻性計劃，我們推出的州政府抗擊有害藻花的舉措將確保在今後多年間維護我

們最為重要的資源之一——我們的湖泊和水域。」  

 

州參議員、參議院環境保護委員會  (Sen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ittee) 主席湯姆·奧馬拉  (Tom O’Mara) 表示，「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必須認真

對待藻花，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環境保護部積極處理這場環境危機。我們非常

了解藻花的範圍及其給生活和環境造成的風險，因此將更好地準備以有效消除我

們的湖泊面臨的這種威脅，並確保盡量減少進一步的損失。」  

 

眾議院環境保護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主席、州眾議員史蒂夫 ·恩格布萊特  (Steve Englebright) 表示，「紐約的湖泊和清

潔水資源在我們的社區中起著關鍵作用，不僅可以供給飲用水，還是休閒旅遊的

好去處。我要衷心感謝州長將本地社區與有害藻花研究專家聚在一起，制定行動

計劃來應對地表水資源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問題之一。」  

 

肖托夸郡郡長喬治·博瑞羅  (George Borrello) 表示，「我期待這屆峰會成為重要的

第一步，用於解決有害藻花給肖托夸湖以及紐約州各地其他水域帶來的重大難題

和威脅。感激州長關注利用具有前瞻性的全面方法解決有害藻花，匯聚利益相關

方和專家解決這個問題。」  

 

晚間座談會還將在線直播。訪問現場流媒體  (Livestream) 實時觀看這些活動。  

 

葛謨州長制定的有害藻花治理計畫鞏固了紐約州根據《清潔水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對清潔水利基礎設施提供的 25 億美元投資以及水

質保護行動。《清潔水基礎設施法案》和 3 億美元的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為有害藻花計畫提供資金支持。在州長領導下，  

紐約州制定了美國最全面的有害藻花外展與監測計畫，由紐約州環境保護部帶頭

採集紐約州各地的環境水樣本，並由紐約州衛生部在受監管的沙灘和公共水利系

統採集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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