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8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利用試點項目消滅斯卡尼阿特勒斯湖  (SKANEATELES LAKE)、 

奧沃斯科湖  (OWASCO LAKE) 和塞尼卡湖  (SENECA LAKE) 的有害藻花   

 

在湖上鋪設尖端監測站來改善數據採集能力   

  

該項目從屬於斥資  6,500 萬美元的計畫，消除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薄弱湖泊和水域的有害藻花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在斯卡尼阿特勒斯湖、奧沃斯科湖和塞尼卡湖啟動創

新試點計畫，該項目從屬於紐約州斥資  6,500 萬美元的四點計畫，旨在積極消滅紐

約州北部地區薄弱湖泊和水域的有害藻花。這個長期項目把州及聯邦研究人員與尖

端的數據採集與監測技術相結合，識別有害藻花的成因。從了解藻花的形成和制定

有效的緩解策略來消除藻花的角度來看，尖端監測技術十分重要。  

  

「保護水質對於保障安全的飲用水和紐約民眾的健康而言是首要工作，」州長葛

謨說。「我們將利用這個試點計畫持續監測各個湖泊的有害藻花的狀態，更重要

的是，將幫助我們採集關鍵資訊用來協助我們設法全面消除這些藻花。」   

  

作為州長《2018 年州情咨文 (2018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稿的內容，葛謨州長指

示本州水質快速響應團隊  (Water Quality Rapid Response Team) 與紐約州農業市場

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合作召開系列地區有害藻

花峰會，該團隊由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和紐約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共同主持。這些峰會匯集國家、州和地方專家，

共同討論有害藻花的科學原理，並制定紐約州  12 個已經出現有害藻花或難以抵抗

有害藻花的重要湖泊的戰略行動計畫  (Action Plan)，包括斯卡尼阿特勒斯湖和奧沃

斯科湖。這些行動計畫得出的經驗目前用於制定戰略計畫，在塞尼卡湖  (Seneca 

Lake) 等其他湖泊恢復水質並預防有害藻花，有報告稱這些湖泊已出現了有害藻

花。這些團隊關注有可能影響水域並形成有害藻花的條件，並提出可即時應用的長

期措施來減少藻花。  



 

 

 

今天公佈的項目是有害藻花計畫的產物，也是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與美國地質調查所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 紐約州水利科學中心  (NY Water Science 

Center) 的合作項目。  

 

上週，項目研究人員在斯卡尼阿特勒斯湖北部流域的不同位置部署了兩座『尖端監

測站』。這兩個位置有一個靠近湖岸，另一個在近湖區域，提供水質資訊用來協助

了解有害藻花的形成、持續時間以及對水質產生的影響。  

 

其他監測站計劃於九月中旬在奧瓦斯科湖和塞尼卡湖部署。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 ·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紐約州有害藻花計

畫是本國同類計畫當中最全面的，目前實施的項目將促進紐約州的工作，減少這些

可能有害的藻花。連同本州機構夥伴和美國地質調查所，這些尖端監測站用於調查

並跟進有害藻花，這補充了葛謨州長的持續工作，用於保護全州水質。紐約州全力

投入辨識有害藻華的潛在成因，並將實施新穎創新的策略來處理和預防未來再度發

生，以求為未來的世代守護我們的清淨水源。」   

  

州參議員、參議院環境保護委員會  (Sen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ittee) 

主席湯姆·奧馬拉  (Tom O’Mara) 表示，「紐約州必須積極行動面對這場環境危

機，我們很感謝葛謨州長和環境保護廳將此事定位了相當的嚴重性。對藻華的影響

層面和它對地方社區以及地方環境帶來的風險有更深刻的了解，就能讓我們更妥善

地做好準備，以求有效消除藻華對我們的湖泊的威脅，並將未來的傷害減至最

低。」  

  

眾議院環境保護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主席、州眾議員史蒂夫 ·恩格布萊特  (Steve Englebright) 表示，「有害藻花一直以

來都是本州各地日趨嚴重的問題，對於全面了解問題的範圍和制定有針對性的有效

解決方案，啟動這類研究計畫是至關重要的。受有害藻花影響的水域不僅是飲水的

關鍵來源，而且也是有助於提升生活品質、支持地方經濟的休閒觀光景點。我期待

看到該項目的成果。」   

  

奧農達加郡郡長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由於葛謨州長發揮領導能

力，諸位專家正在持續調查紐約州北部地區有害藻花的成因。專家們還找尋新渠道

用來消除這些藻花，以及藻花給我們的重要水源構成的威脅。本州全面開展應對工

作，保護薄弱湖泊並預防本地區今後出現有害藻花，這個試點項目是該工作的下一

個重要步驟。」   

  

錫拉丘茲市市長本·瓦什  (Ben Walsh) 表示，「今天發佈的公告將提供亟需的資

源，用來監測並處理我們水域內的有害藻花。清潔用水對我們社區的健康、安全和



 

 

生活質量十分重要，我感謝葛謨州長認可監測活動和優質數據在迎面反擊這個重大

問題方面具有的重要意義。」   

  

斯卡尼阿特勒斯鎮  (Town of Skaneateles) 鎮長珍妮特·阿榮  (Janet Aaron) 表示，

「有害藻花對紐約州的湖泊和水源有著毀滅性的影響。這些藻花如果不加處理，  

將對紐約民眾和環境的安全構成重大風險。感謝葛謨州長認可需要進一步開展研究

和監測，用於在斯卡尼阿特勒斯湖、奧瓦斯科湖和塞尼卡湖這些重要水域消除這些

有害藻花。」   

  

斯卡尼阿特勒斯鄉  (Village of Skaneateles) 鄉長馬丁·胡巴德  (Martin Hubbard)  

表示，「州長開展空前規模的工作消除有害藻花，我感謝他持續帶頭解決並處理

我們的湖泊和飲用水面臨的這個威脅。利用這些監測站採集的數據，我們能夠做出

更明智的決策，並確保居民和遊客安全。該計畫是為消除湖泊內的這些藻花採取的

又一個措施，我感謝州長在這方面持續予以支持。」   

  

奧本市市長邁克爾·奎爾  (Michael Quill) 表示，「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持續

抗擊這場環境危機，並帶頭確保每個社區獲得乾淨的水。這個創新的試點計畫將有

效解決有害藻花，並採取必要措施消除我們社區面臨的這個重大威脅。」   

  

奧沃斯科鎮  (Owasco Town) 鎮長艾德·瓦戈內  (Ed Wagner) 表示，「湖泊是我們社

區的無盡資源，我們依靠湖泊飲水、游泳、釣魚和開展其他娛樂活動。感謝葛謨州

長為這個創新的試點計畫提供必要的資金，該計畫將確保我們社區獲得乾淨安全的

水。」  

  

科特蘭郡議會  (Cortland County Legislature) 主席查理斯·素德布瑞克  (Charles 

Sudbrink) 表示，「葛謨州長設立這個試點計畫並部署尖端監測站，幫助清理我們

湖泊內的有害藻花，表明紐約州環境的健康和活力是至關重要的。感謝州和地方領

導人員合作開展這項重要工作，設法為下一代紐約民眾保護我們的自然資源。」   

  

塞尼卡鎮理事會  (Board of Supervisors) 會長羅伯特·斯普雷  (Robert Shipley)  

表示，「有害藻花對本地區造成了災難後果，影響到了整個地區的飲用水、旅遊

業以及休閒娛樂活動。我們進一步了解這些藻花的形成、擴散以及對水質造成的影

響，我們務必記錄並評估這些數據來幫助針對根除有害藻花的方式做出最明智的決

策。感謝州長持續承諾消除有害藻花，並提供必要的資源來保護紐約民眾和遊

客。」  

  

安大略郡議會  (Ontario County Board) 主席傑克·瑪倫  (Jack Marren) 表示，「這項

工作鞏固了州長的承諾，為後世民眾保留更美好的紐約州，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

環境保護廳認可需要保護飲用水和水生生境。紐約州與聯邦、州以及地方專家合作



 

 

清理珍貴水域內的有害藻花，紐約州因此將在今後數十年保持更加健康完好的狀

態。」  

  

舒勒郡  (Schuyler County) 郡長提摩西·奧合恩  (Timothy O'Hearn) 表示，「塞尼卡

湖是我們頂尖重要的資源，該水域遭受任何威脅都將危害到居民和經濟。我們設法

保護這個重要的自然資源，然而對有害藻花及其對環境和人類健康造成的長期影響

幾乎一無所知，這令我們受到妨礙。感謝葛謨州長持續開展工作做出明智的決策，

因為我們確定最安全快捷的可行方法用來徹底清除湖泊內的有害藻花。」   

 

尖端監測站將評估湖內水質狀況，並使用收集到的資訊來幫助指導實施今後的緩解

策略，從而減少有害藻花導致的人類健康風險。各監測站配備現代化技術，測量溫

度、導電率、pH 值、溶解氧、氧饱和度、浑浊度、叶绿素荧光、植物荧光、溶解

有机物荧光。近湖監測站還配備網絡攝像頭。  

  

傳感器按照每天  24 小時每 15 分鐘的間隔收集這些參數的資訊。收集到的數據實

時發送到互聯網，並整合到美國地質調查所美國水利資訊系統  (National Water 

Information System, NWIS) 內。這些數據一旦進入美國水利資訊系統內，就立即可

以被任何訪問互聯網的人看到。民眾可訪問『水質數據查看器 (Water Quality Data 

Viewer)』自由下載和使用數據。  

  

斯卡尼阿特勒斯湖被紐約州指定為  AA 級水域，適合提供飲用水、休閒娛樂活動和

釣魚。斯卡尼阿特勒斯湖是五指湖  (Finger Lakes) 第五大湖泊，並且是紐約州中部

地區 20 多萬民眾的主要飲用水水源，其中包括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和其他城

市。2017 年九月中旬到十月初，斯卡尼阿特勒斯湖的沿岸地點和開放水域出現了

藻花。更準確地說，這次藻花稱作藍藻細胞，是這片相對原始的湖泊首次確認發生

藻花事故。  

  

奧瓦斯科湖面積達  6,640 英畝，是五指湖在紐約州中部地區的一個支流，也是  12 

片受有害藻花影響的主要湖泊之一。該湖用於游泳、釣魚、划船。此外，奧瓦斯科

湖是奧本市  (Auburn)、奧斯威戈鎮以及眾多湖畔房產業主的主要飲用水源。奧瓦斯

科湖因為易於發生有害藻花，被指定為『受損水域』。  

  

塞尼卡湖地處五指湖的地理中心，流經安大略郡  (Ontario)、耶茨郡 (Yates)、塞尼

卡郡 (Seneca)、舒勒郡。這片湖泊的北端是傑尼瓦市  (Geneva)，南端是沃丁格倫

鄉 (Watkins Glen)。塞尼卡湖擁有五指湖最大的儲水量，被紐約州指定為  AA-(TS) 

級水域，適合提供飲用水、休閒娛樂和釣魚活動。塞尼卡湖在  2015、2016、2017 

年發生了高毒性有害藻花。  

  

如需了解更多與州長有害藻花計畫以及第  12 項行動計畫相關的資訊，請點擊此

處。  

https://waterdata.usgs.gov/nwis
https://wim.usgs.gov/habs/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action-plans-combat-harmful-algal-blooms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action-plans-combat-harmful-algal-bl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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