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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啟動實施用於指導紐約境內自然資源保護的新藍圖

新編《開放空間保護計畫 (Open Space Conservation Plan)》將指導針對九大區域顧
問委員會 (Reg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確定的 140 個優先專案的撥款工作
支援葛謨州長推出各類環境目標：確保水源、空氣和土地的清潔、
推動綠色紐約經濟、維護自然資源和鼓勵戶外休閒活動
針對如何使用開放空間提供建議，改善州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時的籌備和適應工作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發佈 2016 年《開放空間保護計畫 (Open Space
Conservation Plan)》，為如何維護和保護開放空間，完成本州環境目標提供了藍
圖。這份計畫由紐約州環境保護局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和紐約州公園、康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OPRHP) 編制，將透過「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分配資金，用於維護紐約境內的重要棲息地和自
然資源。如需查看 2016 年《開放空間保護計畫》請參見此處。
「紐約州的開放空間保護工作對於改善本州環境與經濟至關重要，這套新的計畫將
持續指導保護本州寶貴自然資源的工作。」葛謨州長表示。 「從阿迪朗代克
(Adirondacks) 到卡茨基爾 (Catskills) 到長島 (Long Island)，紐約擁有豐富的自然資
源和風景優美的開放空間，我們必須保護它們，使其為後世所享用。」
《開放空間保護計畫》終稿提供了一個藍圖，展示了開放空間如何能夠幫助實現葛
謨州長提出的環境目標，具體包括：
 確保水源、空氣和土地的清潔，維護公共健康和充滿活力的經濟發展；
 促進紐約經濟綠色化；
 保護自然資源，鼓勵戶外休閒活動；
 擴大、深化和改善遊客對州立公園和土地的體驗；
 創立 21 世紀公園系統，確保設計美觀、節能高效、運營良好且能持續運
作。

本計畫還針對如何透過開放空間保護專案更好地幫助本州應對氣候變化，改善強暴

風和惡劣天氣過後的適應恢復能力一題提出了建議。如需瞭解更多有關開放空間的
資訊，請瀏覽此處。
優先專案包括：長島南岸入海口保護區 (South Shore Estuary Reserve of Long
Island)；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內欠服務社區公園；尼亞加拉陡崖 (Niagara
Escarpment)；五指湖 (Finger Lakes)；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和伊利湖 (Lake Erie)
的湖濱區域、島嶼和尼亞加拉河 (Niagara River)；新設立的州立公園 (State
Parks)、州林地和野生動物管理區 (State Forest Lands and Wildlife Management
Areas)；德拉姆堡要塞軍隊相容使用緩衝區 (Fort Drum Army Compatible Use
Buffer)；哈德遜河走廊 (Hudson River Corridor)、入海口 (Estuary) 和綠道
(Greenway) 和哈德遜河校園藝術小徑 (Hudson River School Art Trails)。
州環境保護部專員貝希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葛謨州長為『環境保護
基金』注入大量資金，展示了他在維護紐約開放空間方面所做的承諾。紐約民眾和
遊客熱愛開放空間。這份計畫將確保紐約的自然資源獲得保護和維護，使得世世代
代均能享用。這份計畫還提出了常識性的建議，這將保護水質、農田、森林、野生
動物棲息地，並提供公共娛樂休閒空間，改善適應力，保護房屋不受傾盆暴雨和洪
水的影響。我衷心感謝編制這份環保藍圖終稿的每位成員。」
紐約州公園、康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專員露絲 ·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
「紐約州的公園和公共土地是構成我們社區生活品質的重 要組成部分。這些土地為
遊客提供了寧靜有趣的旅行，鼓勵健康的生活方式，並成為當地社區發展的重要經
濟發展引擎。本州境內各式各樣的公園和開放空間可謂是家庭和企業到紐約安家落
戶的絕佳理由。」
州參議員、參議院環境保護委員會 (Sen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mittee) 主席湯姆·奧馬拉 (Tom O’Mara) 表示：「本州持續執行符合常識、均
衡有效的戰略來加強維護、鼓勵戶外休閒活動、保護重要的開放空間、改善環境品
質、促進經濟發展，並持續回應當地人民提出的建議和所面 臨的挑戰，這些都是至
關重要的。這份《開放空間保護計畫》提出了重要的短期和長期計畫，從而在紐約
南部 (Southern Tier) 和五指湖 (Finger Lakes) 以及全州境內實現共同的目標。」
州眾議院環境委員會 (Assembly Environmental Committee) 主席史蒂夫·恩格布萊
特 (Steve Englebright) 表示：「紐約州的開放空間將保護我們的生活品質和自然
歷史遺產。我很高興看到《2016 開放空間保護計畫》現已準備推行。這筆投資將
為當代和後世造福。」
該計畫的編制獲得了九大區域顧問委員會的支援。這些委員會由縣政府、環境保護
部和州立公園選出的對開放空間保護問題十分熟悉的代表們構成。
專員們要求每個區域委員會對本州於 2009 年制定的計畫進行審核，包括優先開放
空間保護專案、政策建議等，從而使得紐約州制定更為完善的開放空間保護計畫。

區域顧問委員會確定了總共 140 個優先開放空間專案有資格獲取來自「環境保護
基金」提供的收購資金。此舉將延續紐約長期以來引以為傲的對開放空間進行的保
護傳統。本計畫中確定的優先保護專案是對開放空間保護需求進行了全面分析後得
出的結論，是各委員會與州環境保護部、公園、康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進行協
商所制定的，並在委員會召開的會議期間以及本計畫的審核階段分別征詢了公眾意
見。
自 1992 年以來，《開放空間保護計劃》一直都是本州開放空間專案的發展藍圖，
指導「環境保護基金」對土地保護劃撥資金。按照法律規定，本計畫應當定期更
新，並主要依賴九大區域顧問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
紐約大自然保護協會 (The Nature Conservancy in New York) 首席保護和外部事務
負責人斯圖爾特 F. 哥拉斯金 (Stuart F. Gruskin) 表示：「大自然保護協會讚賞葛
謨州長、紐約州環境保護局、紐約州公園、康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共同發佈紐
約州的《開放空間保護計畫》。該計畫是在本州境內保護自然資源、加強社區適應
能力的一份全面指導框架。透過『 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EPF)』，我們可以執行本計畫中列出的重要目標，保護紐約州的農田、森林、清
潔水源和其他重要土地，使得它們能夠繼續為紐約民眾和遊客帶來福祉。《開放空
間保護計畫》認識到了氣候變化對紐約的景觀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大自然在緩 和氣
候變化、增強社區適應能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大自然保護協會期待著與紐約州展
開合作，執行這一環保藍圖，使得紐約的自然資源能夠得到保護，為後世所享
用。」
土地信託聯盟 (Land Trust Alliance) 的紐約專案經理伊森·溫特 (Ethan Winter) 表
示：「我們必須盡我所能幫助各大社區保護和維護紐約州最為脆弱的自然資源，
包括清潔的水源、野生動物棲息地、作業林區和主要農田。這份藍圖維護了紐約的
全國領先地位，透過智慧投資來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和健康社區的形成。紐約的受保
護社區讚賞安德魯·葛謨州長、州專員貝希爾·賽格斯和露絲·哈威所做的工作，以
及區域顧問委員會所做的努力，從而更新和改善現有的州政府《開放空間保護計
畫》。我們還特別感謝新的計畫認識到了土地信託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作為合作夥
伴、盟友和倡議人，在全州範圍內推動以社區為基礎的合作式保護工作。」
開放空間學會 (Open Space Institute) 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CEO) 金·艾麗曼 (Kim
Elliman) 表示：「開放空間學會祝賀葛謨州長完成對《紐約州開放空間計畫 (New
York State Open Space Plan)》的重要更新工作 。這份《開放空間計畫》強調了土
地保護在保護自然資源、鼓勵戶外休閒活動、支持作業農場、保護棲息地和強化社
區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份計畫終稿還增加了一個關鍵內容，即強調了保
護大自然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一種重要方式。這份由大自然保護協會、開放空間學會
和我們的合作夥伴推崇的以科學為依據的氣候適應標準將幫助促進野生動物的適應
力，保護我們的社區在氣候不斷變化時不受洪水、乾旱和其他破壞性昂貴損失所帶
來的影響。」

哈德遜景區公園 (Scenic Hudson) 總裁耐德·薩利文 (Ned Sullivan) 表示：「保護
森林、濕地、濱水開放空間和農田土地將在全球和當地扮演重要角色，應對並適應
氣候變化。葛謨州長高瞻遠矚，發佈《開放空間保護計劃》，應對這一挑戰。本計
畫詳述了紐約州及其環保合作夥伴在維護棲息地、社區不受海岸線上升和其他氣候
變化所帶來的影響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十分願意繼續與州長、 DEC 專
員、OPRHP 專員、農業和市場保持合作，執行這一全國性重要計畫。」
保護基金顧問委員會 (Conservation Fund Advisory Board) 主席傑森·肯博 (Jason
Kemper) 表示：「熱愛運動的人們讚賞葛謨州長和環保局 (DEC) 專員賽格斯發佈
的這份《紐約州開放空間保護計畫 (State Open Space Conservation Plan)》。該計
畫為開放空間的購置提供了資金，從而能夠保護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改善了民眾到
本州境內狩獵、垂釣和誘捕的體驗。」
紐約奧杜邦 (Audubon New York) 執行董事愛琳·克羅地 (Erin Crotty) 表示：「紐
約的《開放空間計畫》為本州的開放空間保護工作勾勒了明確的藍圖。我們衷心感
謝安德魯·葛謨州長及本屆政府的卓越領導能力和廣闊的視野，制定這份 5 年期行
動規劃，用以指導針對不可取代的自然資源的維護和保護。奧杜邦 (Audubon) 感謝
本計畫能關注保護開放空間在緩解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根據奧杜邦的科學調查顯示，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行動減排，在氣候暖化的未
來保護鳥類棲息地的話，則北美洲一半鳥類都將面臨氣候暖化所帶來的風險。」
五指湖土地基金會 (Finger Lakes Land Trust) 執行董事安德魯·澤普 (Andrew
Zepp) 表示：「《開放空間計畫》為如何保護這類對本州未來至關重要的土地勾勒
了一個明確的願景。在五指湖地區，本計畫中確定的優先專案將確保公眾不僅能夠
享受美麗的湖景，也能夠確保水質安全。我們讚賞葛謨州長及其團隊對紐約環境所
做的堅定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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