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5 月 3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紐約州史上最大的人工珊瑚礁擴展計畫  (ARTIFICIAL REEF EXPANSION)  

第一階段由葛謨州長宣佈啟動   

  

辛奈考克珊瑚礁  (Shinnecock Reef) 得到  1,000 余噸原材料，分別來自塔潘澤橋  

(Tappan Zee Bridge) 清潔過的回收材料，舊運河船隻和其他珊瑚礁建築材料   

  

紐約州人工珊瑚礁擴展專案  (Artificial Reef Program) 將透過重建海洋環境和生物
多樣性為旅遊和娛樂業創造更多機會，從而支持長島  (Long Island) 經濟發展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首次將來自舊塔潘澤橋和舊運河船隻的回收材料安置於

辛奈考克珊瑚礁中，從而啟動州長大力擴展紐約人工珊瑚礁網絡倡議。該專案於

四月宣佈，將在長島離岸修建  12 個人工珊瑚礁  - 這是本州史上最大的人工珊瑚

礁擴展計畫。珊瑚礁擴展所用材料將策略性地被安置，用於改善紐約海洋生命多

樣性和刺激長島娛樂業，游釣業和潛水業的發展。除今日宣佈啟動的辛奈考克珊

瑚礁擴展計劃外，今年還將在史密斯鎮  (Smithtown)，莫里奇斯  (Moriches)，火島  

(Fire Island)，亨普斯特德  (Hempstead) 和洛可威  (Rockaway) 離岸增加 5 處珊瑚

礁。 

  

「如果垂釣愛好者有魚可捕，海岸沿線有可探索海洋生命的娛樂機會，長島的經

濟就能得到發展，」州長葛謨表示。「這些人工珊瑚礁可將海洋生系統發展的更

強，更多樣化，其可促進經濟發展，為舊塔潘澤橋帶來新的機會，這些都會繼續

在未來造福紐約民眾。」 

  

在州長的指示下，透過規模空前的多機構協調，從交通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DOT)、運河公司  (Canal Corporation) 和高速公路局  (Thruway 

Authority) 回收的材料將被用於紐約人工珊瑚礁的修建工地，改善各種魚類和龍蝦

棲息地的生物多樣性。紐約首個人工珊瑚礁的修建始於  1949 年，這一最新倡議

則標誌著本州首次透過協調合作來刺激人工珊瑚礁充分發揮其環境和經濟效益。  

  

今天，總計  1,093.2 噸材料將被添加至辛奈考克珊瑚礁中。  駁船運來  885 噸清潔

過的塔潘澤橋回收材料，以及紐約州交通部的項目材料，其中有：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new-initiative-develop-artificial-reefs-long-islands-coast-and


  

•  35 噸三角桁架   

•  100 噸混凝土甲板分段   

•  750 噸鋼管樁   

•  6 噸鋼格構桁架   

•  13.1 噸鋼板   

•  37 噸鋼樑  

•  13.8 噸鋼柱   

•  9.4 噸大鋼柱   

•  0.9 噸鋼桁樑   

•  128 噸鋼管   

此外，州政府還在珊瑚礁處配備了  3 艘退役運河船隻，分別是  110 英呎駁船，74 

英呎拖船和  40 英呎補給船。  佔地  35 英畝的珊瑚礁位於離岸  2 海里處，最深處

可達  85 英呎。 

  

紐約州的海洋資源對於本州經濟是至關重要的，它支持著近  350,000 份工作機

會，可透過旅遊業、捕魚業和其他行業帶來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效益。本地區  

500,000 多名垂釣愛好者將從這個倡議中獲益，支持本州持續增長的、佔到長島

境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大約 9.7% 的海洋經濟。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廳長  

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這項從基礎設施項目中廢物再利用的創新

專案將擴展重要的人工珊瑚礁網絡，從而支持本地經濟和改善漁業健康發展。  在

葛謨州長的領導下，我們的社區，垂釣愛好者和環境都將從本州最大的人工珊瑚

礁擴展專案中受益。」   

  

紐約州高速公路管理局代理執行局長馬修  J. 德里斯科爾  (Matthew J. Driscoll)  

表示，「塔潘澤橋上回收再利用的材料用於擴展本州環境資源和促進經濟發展，

這是葛謨州長確保政府各級部門都能團結一心取得成果的體現。塔潘澤橋數十年

來為高速公路局服務，現在其可容納的新承載量將使長島社區繼續受益，這一點

是很有意義的。」   

  

紐約州交通廳代理廳長保爾  A. 卡拉斯  (Paul A. Karas) 表示，「我們為我們在紐

約州史上最大的人工珊瑚礁中做出的貢獻而感到無比自豪。長島以其豐富的戶外

娛樂活動而聞名，葛謨州長在其任期對此予以大力支持。交通部致力於修建基礎

設施和促進經濟發展，新珊瑚礁將成為離岸新基礎設施，其可保護漁業和生態系

統，同時為長島旅遊業和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基礎。」 

  

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總裁及首席執行官吉爾  C. 基尼奧內斯  

(Gil C. Quiniones) 說道，「葛謨州長承諾改善環境從而造福紐約民眾，我們紐約

電力局和運河集團  (Canal Corporation) 對此表示自豪和支持。從提高能源效率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到回收再利用專案，我們對氣候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們很欣慰能

看到退役運河船隻能為此項珊瑚礁項目而被再次利用，也希望此次倡導透過增加

捕魚量，發展旅遊業和當地經濟有所收穫。」   

  

紐約州運河集團董事布萊恩  U. 斯特拉頓  (Brian U. Stratton) 表示，「我們非常高

興三艘運河船隻能夠再次投入使用。它們的意義將由其為未來漁業發展和更多的

潛水機會而體現。」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葛謨州長

正領導著一條改善長島水質和重建我們的海洋生態系統的道路。這是至關重要的

一步，其可保證我們地區的健康和經濟繁榮，我感謝州長為保護環境而持續做出

的承諾。」   

  

拿騷郡  (Nassau County) 郡長勞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拿騷郡非常高興

能參與葛謨州長振興人工珊瑚礁專案，并親歷塔潘澤橋材料的安置。這些新的珊

瑚礁將幫助我們恢復海洋環境，為垂釣愛好者，深潛者和浮潛者提供新的機會。

今天的珊瑚礁公告進一步鞏固了紐約作為環境創新者和領導者的地位。」   

  

洛基租船公司  (Rocket Charters) 總裁兼紐約州中大西洋漁業管理委員會  (Mid-

Atlantic Fishery Management Council) 代表托尼·蒂勒尼亞  (Tony DiLernia) 船長

表示，「我們等像葛謨州長這樣能夠啟動紐約人工珊瑚礁專案的人已經有  20 年

了。長島的捕魚社區感激葛謨州長讓這些變成了現實。這些新珊瑚礁現在和未來

都將造福于長島垂釣愛好者和家庭。」   

  

紐約州自然保護協會  (The Nature Conservancy) 執行董事比爾·烏菲爾德  (Bill 

Ulfelder) 表示，「今天對於那些潛水和垂釣愛好者來說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

也是在長島離岸為海洋生命擴展人工珊瑚礁重要的一步。自然保護協會為葛謨州

長和紐約州環境保護部推動這項激動人心的倡議而稱讚。在長島，乃至整個紐約

州，我們的經濟、健康和生活方式都依賴著自然環境。正如葛謨州長近期啟動的

其他旨在改善水質、振興甲殼類動物和海洋生物的倡議一樣，此項目將為紐約州

的漁民、沿岸社區和海洋帶來巨大福祉。」   

  

「環境公民運動  (Citizens Campaign for the Environment, CCE)」執行主任艾  

德里安·艾斯波斯托  (Adrienne Esposito) 表示，「修建人工珊瑚礁，恢復魚類資

源和保護海洋是民眾表示全力支持的舉措。長島居民熱愛我們的水道，本州為保

護和重建水道而作出的努力對於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州長不僅知曉水的經濟價

值，還有其社會價值，環境公民運動  (CCE) 因在這樣的州內生活而感到激動。」   

  

紐約州保護選民聯盟  (New York 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 執主席馬西亞·

百思特恩  (Marcia Bystryn) 表示，「戰略性地再利用塔潘澤橋和運河船隻零部件

將為紐約海洋生態系統和漁民，以及沿岸經濟帶來福祉。此項人工珊瑚礁倡議是

本州另一項恢復環境和減少浪費的舉措。」   



  

各州政府機構整個夏季將部署從塔潘澤大橋上回收的、用  33 艘駁船裝載的材

料，和已經全面清潔且不含污染物的  30 艘輪船。交通部  (DOT) 提供的總量為  

43,200 立方碼的塔潘澤大橋回收材料和  338 立方碼的鋼管，外加  5,900 立方碼的

堆石將被沉入水下，添加到六個珊瑚礁修建處，作為本倡議的第一期工程。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負責管理紐約州人工珊瑚礁專案  (New York’s Artificial Reef 

Program)，其中兩個珊瑚礁位於長島海灣  (Long Island Sound)、兩個位於大南灣  

(Great South Bay)、八個人工珊瑚礁位於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內。 修建紐約州

人工珊瑚礁的主要作用在於：改善現有棲息環境；改善本地的海洋生物多樣性；

刺激形成更具效益、更多樣的水下生態系統；以及透過改進魚類棲息地來促進環

境永續發展。   

  

這些珊瑚礁均用硬度和耐久度高的材料製成，例如：石頭、混凝土、鋼管，通常

利用剩餘或廢舊的材料，經過全面清潔後加以使用。當我們將所有材料和運河輪

船沉入海底後，大型魚類，例如：黑鯨、黑石斑魚、鱈魚、美洲拟鲽和鰈魚將在

新的架構中構建自己的棲息地，且帶殼生物如甲殼動物、海綿動物、海葵、珊瑚

和貽貝將攀附並覆蓋這些材料。一段時間後，這些架構將構建一個類似於自然珊

瑚礁的棲息環境。  

  

修建人工珊瑚礁從屬於葛謨州長推出的「紐約垂釣和打獵開放倡議  (NY Open for 

Fishing and Hunting Initiative)」。該倡議旨在為本州境內和境外體育愛好者改善休

閒娛樂活動，刺激本州各地的旅遊發展機遇。如需更多有關紐約州環境保護部推

出的人工珊瑚礁專案  (Artificial Reef Program) 的資訊，請點擊此處。  

  

州長的人工珊瑚礁倡議是建立在以下措施的基礎之上的，即：為了緩解長島褐潮

現象，本州推出的耗資空前的  3 億美元「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EPF)」投資、耗資  25 億美元的「清潔水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和超過  200 萬美元的「紐約海洋補助金  (NY Sea Grant)」， 

以及現已採取的禁止在紐約州海岸沿線進行近海石油鑽探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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