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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採取新措施保護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水質  

 
紐約州政府宣佈加布雷斯基空軍  (Gabreski Air) 國家警衛隊基地為州超級基金場址  

(Superfund Site)，並保障把私人住宅水井銜接至市政水利系統  

 
紐約州將批准試點計劃，利用先進的飲用水處理技術清除  1,4 二氧六烷  

 (1,4 Dioxane) 
 

撥款  500 萬美元給紐約州立大學  (SU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石溪分校  

(Stony Brook) 清潔水技術中心  (Center For Clean Water Technology)，  

用於開發先進的飲用水新型污染物處理系統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採取措施保護長島地區的水質，包括把加布雷斯基空

軍國家警衛隊基地認定為超級基金場址，並撥發  5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紐約州

立大學石溪分校清潔水技術中心開發新型污染物處理系統。  

 

此外，高級氧化技術  (Advanced Oxidative Process) 這種先進的飲用水處理技術將

獲得州政府批准，不久將首次應用於紐約試點計劃中，用於處理  1,4 二氧六烷。

這些舉措進一步推動了州長的水質快速響應團隊開展的工作，該團隊於今年二月在

長島地區成立，用於迅速解決全州水質問題，並開發新政策、計劃以及技術用來保

障紐約州全體民眾獲得潔淨水。  

 

「保障紐約全體民眾獲得潔淨的飲用水是我們的重點工作，水質快速響應團隊在全

州範圍內持續開展行動以超前解決這個新出現的難題，」葛謨州長表示。「我們

與環境專家、民選官員以及利益群體合作，讓污染者承擔責任、投資於水處理技術

用來保障自然資源的安全、並為紐約州更加清潔光明的未來奠定基礎。」  

 

把加布雷斯基空軍國家警衛隊基地定為州超級基金場址  

為支持葛謨州長水質快速響應團隊的持續工作，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把薩福克縣  (Suffolk County) 佛朗

西斯  S. 加布雷斯基機場  (Francis S. Gabreski Airport) 的空軍國家警衛隊基地定為  

2 級超級污染場址。根據該認定，環境保護部  (DEC，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把負責運作該場址的美國國防部  (U.S.Department of Defense) 認定為

附近區域地下水中檢測到的全氟辛集磺酸  (PFOS，perfluorooctanesulfonic acid) 污



染物的潛在責任方。環境保護部將根據州超級基金法充分行使其法定權利，以確保

對場址進行全面淨化。 

 

2016 年  4 月  25 日，環境保護部把全氟辛集磺酸添加到紐約州危險物質列表中以

利用州超級基金計劃。水質快速響應團隊持續分析美國環境保護局  (EP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非受控污染物監測規則》計劃提供的數據確認

潛在污染地區，進而發現了加布雷斯基機場附近地下水中含有的污染物質。  

 

7 月，環境保護部因空軍國家警衛隊基地，包括機場內的前消防訓練區曾使用含全

氟辛集磺酸成分的消防泡沫而將其認定為潛在的超級基金場址。環境保護部立即展

開調查並在基地採集地下水樣和土樣，經確認，該場址是該地區全氟辛集磺酸污染

物的主要來源。  

 

7 月底，薩福克縣從西漢普頓海灘  (Westhampton Beach) 的  66 口私家飲用水井採

集水樣，發現其中一些水井遭到污染。州政府與薩福克縣以及薩福克縣水利局  

(Suffolk County Water Authority) 密切合作，確保居民充分了解狀況、獲得瓶裝水並

迅速連接市政供水系統。  

 

環境保護部部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無論在哪裡發現污染物，

環境保護部都積極開展工作保護公眾健康和環境，並讓污染者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

任。」伴隨加布雷斯基機場空軍國家警衛隊基地被認定為超級基金場址，環境保護

部將指導並監督國防部展開全面的場址調查，以了解全氟辛集磺酸污染物的性質和

程度，並制定必要的補救措施計劃。給清潔水技術中心的撥款也將提供必要的支持，

用於識別新的處理技術，從而更快解決長島地區和紐約州各地超級基金場址的地下

水污染問題。  

 

除了調查超級基金場址，州政府還指示美國國防部出資用於把已經或可能受到污染

物影響的私家水井連接到市政供水系統。如果國防部  (DOD，Department of 

Defense) 無法做到這一點，州政府將利用超級基金推進實現這些連接，然後設法

向責任方回收這些成本，此外還向受影響的居民提供清潔的飲用水。  

 

上週，州長要求環境保護部擴大《非受控污染物監測規則》計劃的範圍，規定對所

有公共供水系統採樣，而不考慮這些供水系統服務的人口規模大小，以保障紐約所

有使用公共供水系統的民眾都能獲得清潔水並抵制污染。目前，只有服務於  1 萬

人以上的供水系統須按規定檢測非受控污染物，這把  250 萬個使用小型供水系統

的紐約民眾排除在外。如果環境保護局無法解決這個全國性的難題，本屆州政府將

介入並推進立法，以保障紐約州所有公共供水系統，無論規模大小，都檢測非受控

污染物並報告檢測結果。  

 

此外，州長還推進立法用來監管  400 萬紐約民眾使用的私家水井，規定房主在出

售住宅前檢測水質污染物，並強制規定有私家水井的房地產的房東檢測水質並與租

客分享檢測結果。對保護紐約全體民眾抵制諸如全氟辛集磺酸等新型污染物而言，



這些檢測是必要的。  

 

500 萬美元的投資：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清潔水技術中心  

為協助供水企業清除長島地區飲用水中攜帶的新型污染物，州政府將投資  500 萬

美元支持開發新型污染物過濾技術。  

 

資金由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清潔水技術中心管理，用於支持：  

  提供補助金給供水企業用於制定並實施試點項目，以檢驗先進的污染物過

濾處理技術的效果，  

 

  開展必要的研究以開發、評估並推進這些先進的技術；並  

 

  對可行的技術實施商業化，從而為地區和州創造經濟發展機會。  

 
 

州政府已承諾利用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提供  350 萬美元

資金用於支持清潔水技術中心，該中心由葛謨州長與薩福克縣以及南漢普頓鎮  

(Town of Southampton) 合作於 2014 年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設立。該中心利用

另外  500 萬美元資金持續開發新技術，用來改進長島地區飲用水和廢水的水質。  

 

此外，紐約州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將與薩福克縣衛生部磋商批准新的水

處理技術，即高級氧化技術。這是該技術首次應用於紐約州，紐約州持續利用新技

術超前解決包括  1,4 二氧六烷在內的新型水質問題，1,4 二氧六烷對長島地區來說

是個重大問題。  

 

衛生部部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表示，「紐約州衛生部致力於保障紐約

全體民眾獲得清潔飲用水，這次與清潔水技術中心的新合作將推進我們的工作以抵

制飲用水新型污染物帶來的威脅，與此同時，環境保護部將利用超級基金計劃清理

受污染的場址，例如加布雷斯基機場。」我期待與該中心合作推進對新型污染物開

展新的研究工作，從而快速高效地從全州飲用水系統中清除這些污染物。  

 

議員肯恩·拉瓦勒  (Ken LaValle)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州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用來

解決水質問題。加布雷斯基機場被認定為超級基金場址，這對於快速恰當地解決污

染問題而言至關重要。居民理應盡快獲得所有可用的工具用來清潔水質。」  

 

州眾議院議員小佛瑞德  W. 蒂勒  (Fred W. Thiele , Jr.) 表示，「今天認定超級基金

場址及時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我讚賞政府官員如此迅速地採取行動

來確認問題的範圍、通知居民並提供必要的資金用來確保這些污染的土壤和水源得

到控制、清除和整治。此外，新提供給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清潔水技術中心的撥

款將有助於加快開發落實先進的替代廢水處理系統，這不僅能解決我們的氮危機，

還能解決對土壤和地表水的水質有威脅的新型污染物。」  

 



州眾議院議員史蒂夫·安格勒布萊特  (Steve Englebright) 表示，「就我們為解決新

型污染物而開展的工作來說，新提供給紐約州立大學清潔水技術中心的資金能夠改

變遊戲規則，我期待與州長及其政府合作，持續推進新的措施用來保護長島地區的

水源。」 

 

薩福克縣縣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這對薩福克縣的清潔水而言

是個好消息。我讚賞葛謨州長採取強有力的舉措用來保護薩福克縣居民的健康。把

加布雷斯基機場認定為州超級基金場址將能夠提供重要的資源用來解決污染問題，

並幫助房主連接至安全的公共供水系統，從而幫助他們對水質放心。對於開發價格

適中的新一代供水系統用來解決氮危機而言，投資於清潔水技術中心是至關重要

的。」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清潔水技術中心副主任克里斯多夫  J. 戈布爾博士  

(Christopher J. Goble) 表示，「每年都有新型污染物給公共供水系統帶來威脅。

在其他情況中，傳統污染物迅速出現，或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出現。紐約州清潔水技

術中心已準備好把現有的最佳技術引入到紐約州各地的水源區和供水企業，從而確

保為紐約全體民眾持續供應安全清潔的飲用水。」  

 

薩福克縣水利局首席執行官杰佛里 ·薩博  (Jeffrey Szabo) 表示，「我們感謝葛謨州

長今天宣佈提供撥款，這證明他全力投入以積極解決新型污染物。我們還要感謝州

長承諾批准薩福克縣水利局制定的試點項目，用來清除地下水攜帶的  1,4 二氧六

烷。這些舉措將大大幫助我們為薩福克縣居民持續提供優質飲用水。」  

 

紐約州水質快速響應團隊簡介  

2016 年  2 月，州長設立紐約州水質快速響應團隊，該團隊負責識別並制定計劃用

來快速解決飲用水重大污染問題，以及相關的地下水以及地表水污染問題。該團隊

按照指示制定全國領先的水質計劃和全面行動計劃，用來實時解決市政單位和相關

公民造成的水質問題，並解決從現有的受控污染物  （例如鉛）到新型污染物（例

如全氟辛酸  (PFOA，perfluorooctanoic acid)）等各種問題。團隊將整合可用的最可

靠的科學依據，可以給現有的非受控污染物設立新的審核標準、改進檢測並監管包

括私家水井在內的飲用水系統，以及先進的飲用水處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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