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6 月 2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提名湯普金斯郡  (TOMPKINS COUNTY) 和伊薩卡鎮  (TOWN OF ITHACA) 

為紐約州第  12 個和第  14 個認證氣候智慧社區  (CERTIFIED CLIMATE SMART 

COMMUNITIES) 

 

因採取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和構建氣候適應力而被認定為模範市   

 

支持州長設立的目標，截至  2030 年把全州排放量減少  40%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把湯普金斯郡和伊薩卡鎮認定為紐約州第  12 個和第 14 

個提名為認證氣候智慧社區的地方政府。在這些社區採取措施強化氣候適應力並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量，藉此支持州長設立的積極目標，即截至  2030 年把全州排放量

減少 40%。 

 

「紐約州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透過與全州和全國各地社區合

作，我們正在抗擊氣候變化，從而為紐約州後世民眾提供更加可持續的環境，」

葛謨州長表示。「我讚賞湯普金斯郡和伊薩卡鎮支持這些清潔能源計畫，我建議

紐約州各地市政當局仿效這些地區，成為認證氣候智慧社區。」  

 

在伊薩卡鎮湯普金斯郡回收與固體廢棄物中心  (Tompkins County Recycling and 

Solid Waste Center) 舉辦的活動上，有人向湯普金斯郡議會主席邁克爾 ·萊恩 

(Michael Lane) 和伊薩卡鎮鎮長比爾 ·古德曼  (Bill Goodman) 展示了街道銘牌用於突

出展示其認證成就。該中心是新食品殘渣回收項目未來的所在地，該項目由州氣候

智慧社區撥款計畫  (State’s Climate Smart Communities Grant Program) 資助。  

 

湯普金斯郡  

2008 至 2014 年，湯普金斯郡令人驚歎地將其地方政府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了  

53%。同期，社區排放量減少了  21%。這些減量源於構建合作關係、建立嚴格制

度跟蹤溫室氣體排放量、設立目標、採取系統化步驟減少排放量。  

 

 

  



該郡制定的氣候行動計畫還注重透過各類計畫適應氣候變化，例如保護自然區域以

維持生態系統適應力並把氣候變化問題納入到多元減災計畫內。伊薩卡鎮和湯普金

斯郡自 2006 年起密切合作制定減災計畫，用來解決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由於地

方協同適應力規劃具備的深度和範圍，湯普金斯郡的全體居民及其基礎設施將更能

夠適應持續變化的氣候。  

 

除了成為認證氣候智慧社區，湯普金斯郡近期還獲得了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透過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提供的資金用於資助兩個項目：  

•  25,000 美元: 根據城市零排放汽車退稅計畫  (Municipal Zero-Emission Vehicle 

Rebate Program)，該郡有五款插電式混合動力車獲得了總額為  2.5 萬美元的

退款。這類汽車的購置成本透過參加紐約州聚合採購計畫得到進一步的減

少，該計畫由環境保護廳和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共同贊

助。  

•  355,000 美元: 這筆撥款將幫助湯普金斯郡減少食物殘渣產生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建立集中式垃圾轉運站用來在其回收與固體廢棄物中心接收食物殘

渣。這筆撥款將支持把現有的貯存庫房取代為新的專用傾卸盤，該傾卸盤設

計用於接收食物殘渣。  

更多與紐約州環境保護廳氣候智慧社區撥款計畫和城市零排放汽車退稅計畫有關的

資訊請見此處。  

 

四月，湯普金斯郡成為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被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NYSERDA) 規劃為清

潔能源社區的首個社區，用於彰顯該郡在社區內帶頭減少能源使用量、削減費用以

及推動清潔能源。該提名為湯普金斯郡提供機會申請高達  25 萬美元資金用於開展

額外的清潔能源項目，而無需地方政府分攤成本。  

 

伊薩卡鎮 

伊薩卡鎮透過體現減緩和適應的全面周到的地方氣候行動計畫落實各個氣候智慧社

區承諾要素  (Climate Smart Community Pledge Elements)，從而賺取認證。伊薩卡鎮

針對市政運作和更廣泛的社區完成製作溫室氣體排放量清單，並把可持續性以及專

門論述氣候和能源的章節整合到其《全面規劃  (Comprehensive Plan)》內。伊薩卡

鎮還執行適應力行動，透過區劃法規內的河流逆流法規保護濱岸緩衝帶。根據氣候

智慧社區認證體系，該鎮利用獨特的住宅能源評分項目  (Residential Energy Score 

Project，RESP) 展現其創新和領導力，該項目旨在為住宅設立能源評分，這將為住

宅市場提供關於能源效率值的明確訊號。住宅能源評分項目利用紐約州能源研究與

發展機構提供的支持得以實現。  

 

http://www.dec.ny.gov/energy/109181.html


該鎮近期還啟動了綠色建築政策項目  (Green Building Policy Project)，該項目研究新

型建築的能源與可持續性標準，以及伊薩卡鎮和伊薩卡市獎勵或強制執行這些標準

的方法。  

 

為了改善市政運作，伊薩卡鎮開展了建築物能源審核、升級了照明裝置、開始把車

隊車輛過渡為混合動力車，並在多棟市政建築中提供堆肥。在  2014 和 2015 年，

該鎮購置了充足的綠色電力  (Green-e) 認證可再生能源配額，用於  100% 補償市政

設施和基礎設施的用電量。因此，所有鎮區設施使用的大約  68% 的能源總量都來

自可再生能源。利用諸如此類承諾，伊薩卡鎮在實現目標的道路上順利前進，即截

至 2020 年把政府運作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30%。  

 

湯普金斯郡議會主席邁克爾 ·萊恩  (Michael Lane) 表示，「湯普金斯郡感激氣候智

慧社區認證認可我們持續開展的工作，我們以身作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促進社

區適應氣候變化產生的影響。地方社區減少排放量和能源使用量，並準備好應對氣

候變化效應是至關重要的。利用氣候智慧社區資源的協助，包括近期撥款支持在回

收與固體廢棄物中心建造集中式垃圾轉運站，湯普金斯郡期待做出更大成就以匹配

該榮譽，並與其他社區分享獲得的經驗。」  

 

湯普金斯郡行政人員喬 ·馬瑞尼  (Joe Mareane) 表示，「在湯普金斯郡，我們了解

當前竭盡所能保護未來的地球和環境具備的重要意義。我們有責任減少碳足跡，以

便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夠蓬勃發展，我們很自豪成為認證氣候智慧社區。感謝葛謨州

長和州環境保護廳作為環境管理者發揮領導作用，我們今後將繼續在湯普金斯郡宣

傳清潔能源方案和環境責任。」  

 

伊薩卡鎮鎮長比爾·古德曼  (Bill Goodman) 表示，「我們感謝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給

予這份重要的榮譽，並感謝州政府領導解決氣候問題。在缺乏聯邦政府領導的前提

下，地方政府在抗擊氣候變化方面的作用如今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本鎮的一個戰

略，以及各地可持續性工作的一個要素就是合作。我們對所維持的合作關係感到自

豪。多年來，我們與伊薩卡市共用同一個可持續發展規劃員  (Sustainability 

Planner)。關於住宅能源評分項目，伊薩卡鎮領導五個市政當局、湯普金斯郡以及

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  (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 開展合作。感謝紐約州環境

保護廳認可我們的工作以及合作的力量。」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 ·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感謝湯普金斯郡和

伊薩卡鎮長期發揮領導作用、對其溫室氣體排放量負責、並充當全州各地社區的榜

樣。祝賀萊恩  (Lane) 主席和古德曼  (Goodman) 鎮長取得氣候智慧社區認證。」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約翰  B. 羅德斯  (John B. Rhodes) 

表示，「祝賀湯普金斯郡和伊薩卡鎮掌控其清潔能源未來，並為本州抗擊氣候變

化的工作做出貢獻。地方政府處在葛謨州長領先全國的戰略的最前沿，旨在確保紐



約州各地社區變得更加清潔環保。」  

 

參議會環境保護委員會  (Sen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mittee) 主席湯

姆·奧馬拉  (Tom O’Mara) 表示，「祝賀湯普金斯郡和伊薩卡鎮帶頭長期開展清潔能

源、食品垃圾、能源效率及其他計畫相關的傑出工作，用於強化地區氣候適應力並

改善總體環境質量。本州投資於這些基於地區的項目和計畫仍是至關重要的。」  

 

參議員帕米拉  A. 赫爾明  (Pamela A. Helming) 表示，「紐約州從一開始就把維護

和保護環境定為最優先的工作，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我們設立氣候目標用來幫助

為後世紐約民眾提供優質牢固的住宅，供其生活、工作和養家。這些市政當局為實

現該認證而執行這些計畫，正是為建設更加清潔的環境奠定基礎所需開展的可持續

性與適應性工作。感謝湯普金斯郡開展的工作，並期待支持本州各地社區仿效該

郡。」  

 

眾議員芭芭拉·里夫頓  (Barbara Lifton) 表示，「在聯邦政府不提供領導的情況下，

本州和社區正針對氣候問題採取行動。祝賀湯普金斯郡和伊薩卡鎮採取行動減少導

致氣候變化的排放量，並為本州各地社區樹立榜樣。這些市政當局應當對其為紐約

州和全國做出的貢獻感到自豪。」  

 

該公告補充了葛謨州長發揮領導能力，與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 州長小艾德蒙

德 G. 布朗 (Edmund G. Brown, Jr.)、華盛頓州 (Washington) 州長杰·英斯利 (Jay 

Inslee) 合作成立美國氣候聯盟  (U.S. Climate Alliance)。這三個州成立了聯盟用於響

應聯邦政府關於退出《巴黎協議  (Paris Accord)》的承諾。該聯盟號召美國各州承

諾實現美國設立的目標，把排放量從  2005 年的水平減少  26-28%，並滿足或超越

聯邦清潔電力計畫  (Clean Power Plan) 設立的目標。紐約州、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華盛頓州 (Washington State) 於 6 月 1 日發佈公告後，該聯盟目前有  

13 個成員。在所有參與人的建議下，「美國氣候聯盟」還將作為一個論壇來維繫

和加強現有的氣候專案，促進資訊和最佳實踐共享，在經濟各個部門內執行減少碳

排放的新專案。  

 

除了湯普金斯郡和伊薩卡鎮，另外  12 個地方政府也已完成了嚴格的審核過程，用

於爭取被認定為認證氣候智慧社區。這些地方政府包括湯普金斯郡  (Ulster County)

（銅獎）、金斯頓市  (Kingston County)（銅獎）、多布斯費里鄉  (Dobbs Ferry)（銅

獎）、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County)、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麥迪遜郡 

(Madison County)、馬馬洛內克鎮  (Mamaroneck)、東漢普頓鎮  (East Hampton)、科

特蘭鎮 (Cortlandt)、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奧爾巴尼市  (Albany)、沃特佛利特

市 (Watervliet)。這些社區代表著紐約州在地方氣候行動方面最重要的領導者。  

###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new-york-governor-cuomo-california-governor-brown-and-washington-governor-inslee-ann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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