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5 月 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重新組建的氣候變化科學咨詢委員會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召開首次會議   

  

應用氣候評估獨立咨詢委員會  (Independent Advisory Committee on Applied 

Climate Assessment) 重新聚集被聯邦政府解散的頂尖科學家與專家團隊   

  

州長《2018 年州情咨文  (2018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稿中提出重新組建該委員
會，該委員會將於今年晚些時候提供建議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重要的氣候變化科學咨詢委員會將於本週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召開首次會議，該委員會在去年年底被聯邦政府解散，隨後被紐約

州重新組建。該委員會的正式名稱為應用氣候評估獨立咨詢委員會，由一群頂尖的

科學家和專家組成，負責提供建議來幫助聯邦、州及地方政府、社區以及私人部門

應對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聯邦委員會由特朗普  (Trump) 政府在 2017 年年底解

散，由葛謨州長在《2018 年州情咨文演講稿中重新組建。  

「否認事實並非生活策略，假裝氣候變化問題並不存在對這個星球的未來是有害

的。」州長葛謨表示。「這些專家開展的工作必須持續下去，並且不受政治干

擾，我們很自豪在紐約州招待這個小組。」   

  

這個重新組建的小組曾用名為可持續美國氣候評估聯邦咨詢委員會  (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the Sustained 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將開展重要工

作，針對如何幫助決策者更好地了解氣候變化對其機構和社區造成的影響，以及決

策者可以做些什麼來應對這些影響提供建議。19 個成員組成的獨立咨詢委員會由

理查德·莫斯  (Richard Moss) 主持，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  (The Earth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的客座資深研究科學家，該委員會將於  5 月 1 至  3 

日在紐約市召開會議。該委員會將合作制定策略，供州和市更深入地參與美國氣候

評估活動，這是聯邦政府開展《1990 年全球變化研究法案  (Global Change 

Research Act of 1990)》規定的跨機構氣候變化工作。要進一步了解該獨立委員會

開展的工作，請訪問  climateassessment.org。  

  

https://www.climateassessment.org/


 

 

紐約州能源和金融機構  (Energy and Finance for New York State) 主席理查德· 

考夫曼  (Richard Kauffman) 表示，「在葛謨州長領導下，我們再次承擔領導責

任，確保科學家和氣候變化專家能夠聚在一起開展重要工作來抗擊氣候變化。我很

自豪紐約州支持咨詢委員會，並期待該委員會提供的建議。」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聯邦政府蓄意忽視

科學，但是紐約州接納科學。我們隨時準備帶頭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重大挑戰，  

並與這些專家合作，有策略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增強社區的適應力。按照葛

謨州長的指示，紐約州正在加倍開展工作減少排放量，並加快過渡至可再生能源，

這將為本州帶來更加清潔的空氣、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程度，並為紐約民眾提供

新就業。」   

  

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客座資深研究科學家兼獨立咨詢委員會會長理查德 ·莫斯  

(Richard Moss) 表示，「我們知道很多州和市都期待獲得更好的資訊用來推進其

氣候變化準備工作。科學家正在完善知識用來支持氣候行動，我們提供的建議用於

幫助美國氣候評估活動更好地評估並提供這些資訊。我們非常感激葛謨州長代表紐

約州與哥倫比亞大學以及美國氣象學會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合作延續

該委員會開展的工作。」   

  

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正在採取大膽措施解決氣候變化問題。2017 年  6 月 1 

日，聯邦政府宣佈打算退出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 

紐約州與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 以及華盛頓州  (Washington) 共同成立了美國氣

候聯盟  (U.S. Climate Alliance) 用來堅持完成該協定提出的目標。美國氣候聯盟已發

展至包含 17 位州長，這些人代表著美國將近一半的國內生產總值。  

  

紐約州還設立清潔能源標準  (Clean Energy Standard)，規定截至  2030 年利用可再

生資源製造一半的電力，從而補充葛謨州長設立的目標遠大的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 REV) 戰略。能源願景改革旨在刺激投資於諸如太陽

能、風能和能源效率等清潔技術，從而为紐約州全體民眾建立更清潔、更有適應力

並且價格更適中的能源系统。能源願景改革戰略確保紐約州截至  2030 年在全州減

少  40%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實現國際認可的目標，即截至  2050 年把排放量減

少  80%。要瞭解更多關於「能源願景改革」的資訊，包擴州長在清潔技術和創新

領域的 50 億美元投資，請訪問  www.ny.gov/REV4NY 並在關注  @Rev4NY。  

  

應用氣候評估獨立咨詢委員會  

 

成員   

•  理查德·莫斯  (Richard Moss)*，會長，哥倫比亞大學   

•  蘇珊·艾弗利  (Susan Avery)*，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 克里斯丁·巴哈  (Kristin Baja)，城市可持續指導網路  (Urban Sustainability 

Directors' Network)  

http://www.ny.gov/REV4NY


 

 

•  馬克辛·波克特  (Maxine Burkett)*，夏威夷大學  (University of Hawai'i)，威廉  S. 

理查森法學院  (William S. Richardson School of Law)  

• 安·瑪莉·奇斯奇利 (Ann Marie Chischilly)*，北亞利桑那大學  (Northern Arizona 

U.)，部落環境教授機構  (Inst. for Tribal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s)  

•  楊·戴爾  (Jan Dell)*，懷蘭基金會  (Wyland Foundation)  

• 保羅·艾倫·萊弗明  (Paul Allen Fleming)*，西雅圖公共事業機構  (Seattle Public 

Utilities)  

• 凱西·雅各布斯  (Kathy Jacobs)，亞利桑那大學  (U. of Arizona) 氣候適應性科

學與解決方案中心  (Center for Climate Adaptation Science and Solutions)  

• 安德魯·瓊斯  (Andrew Jones)，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 吉姆·諾爾頓  (Kim Knowlton)*，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  伊傑·戈 (Jay Koh)，萊特史密斯集團  (The Lightsmith Group)/全球適應力與恢

復力投資工作組  (Global Adaptation & Resilience Investment WG)  

•  瑪利亞·卡門·萊莫斯 (Maria Carmen Lemos)*，環境與可持續性學院  (School 

fo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密歇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傑瑞·米利洛  (Jerry Melillo)*，生態系統中心  (The Ecosystems Center)  

• TC·里士滿 (TC Richmond)，范·內斯·費爾德曼法律事務所  (Van Ness 

Feldman)  

• 利恩·斯卡利特  (Lynn Scarlett)，自然保護協會  (The Nature Conservancy)  

• 嘉利斯·施耐德  (Jared Snyder)，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  傑西卡·懷特海德  (Jessica Whitehead)*，北卡羅萊納海洋撥款機構  (North 

Carolina Sea Grant)  

• 丹尼爾·扎瑞利  (Daniel Zarrilli)*，紐約市復甦與適應力辦公室  (New York City 

Mayor's Office of Recovery and Resiliency)  

* 原聯邦咨詢委員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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