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2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飲用水水質委員會  (DRINKING WATER QUALITY COUNCIL)  

成員任命名單，用於保護紐約州飲用水供應   

  

該委員會將處理多種新出現的水質問題   

  

該委員會的首要工作是提供建議，用於針對  全氟辛酸  (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s，PFOS)、1,4-二惡烷  (1,4-

dioxane) 設立最高污染限值  (Maximum Contaminant Levels，MCL)  

  

該委員會將於  10 月  2 日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召開首次會議， 

並將於今年年底在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召開第二次會議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有  12 個成員的飲用水水質委員會的成員任命名單，

該委員會將引導紐約州的行動，旨在保護紐約州各地所有社區無論規模大小都能

獲得清潔飲用水。該委員會將處理多種新出現的水質問題，並在必要時請外部專

家補充委員會成員提出的專業意見。  

  

該委員會的首要工作是針對三種主要新型污染物提供建議，用於建立可執行的最

高污染限值，這三種污染物未受到聯邦政府的監管，但已在紐約州境內出現，  

包括：包括全氟辛酸、全氟辛烷磺酸、1,4-二惡烷。該委員會將於  10 月 2 日，  

上午 10 點在紐約州石溪村  (Stony Brook)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SUNY Stony 

Brook) 召開首次會議，並將於今年年底在首府地區召開第二次會議。  

  

「聯邦政府在提供明確引導用於保護飲用水質量方面繼續忽視其責任，紐約州因

此再次加緊行動，」州長葛謨表示。「這個新成立的委員會運用最佳可用的科學

知識，並聯繫大量專家，從而提供基於科學的建議，用於制定條例以確保為全體

紐約民眾提供優質飲用水。水質是個全國問題，需要制定統一的全國標準，但是

紐約州無法繼續等待下去。」  

  



 

 

該委員會將制定策略並作為《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  (FY2018 Budget)》的內容加

以頒布，用於保護紐約州的飲用水質量，抵禦未受聯邦政府監管的新型污染物。

該預算案規定供水系統檢測全氟辛酸、全氟辛烷磺酸、1,4-二惡烷，該委員會將

負責考察這些化學物質的科學原理，並指導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NYSDOH) 針對這些污染物設立最高污染限值。最高污染限

值是州衛生法規中設立的飲用水標準，供水系統必須達到這些標準才能滿足相關

規定。  

  

該委員會還將針對下列行動向紐約州衛生廳提供建議：  

•  測試新型污染物的恰當時間期限和頻率；   

•  發現飲用水中的新型污染物高於通知限值時的最佳公示辦法；   

•  從新型污染物列表中清除污染物的條件和時間。  

該委員會有  12 個成員，由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擔

任會長，成員包括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St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廳長巴茲

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以及州長任命的其他六個人，這些人擁有水量調度、  

風險評估、微生物學、環境工程方面的專業知識。該委員會的最後四個成員由州

長參照參議會臨時主席和眾議會發言人提供的建議任命。這些成員包括水量調度

代表人員和公眾代表人員，這些人有毒理學或健康風險評估方面的背景或專業知

識。  

  

州長任命的成員包括：  

•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 ·朱克  (Howard Zucker) 醫學博士（指定人員：  

公共衛生辦公室  (Office of Public Health) 副主任布拉德·赫頓 (Brad Hutton)） 

•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 ·賽格斯  (Basil Seggos) （指定人員：執行副

廳長肯·林奇 (Ken Lynch)） 

•  羅傑·索科爾  (Roger Sokol) 博士，紐約州衛生廳環境衛生中心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環境衛生保護局  (Divis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Protection) 局長 

•  斯科特·斯托尼  (Scott Stoner)，紐約州環境保護廳水利局  (Division of Water) 

標準與水質評估科  (Standards and Water Quality Assessment Section) 科長 

•  斯坦  J. 凱利  (Stan J. Carey)，馬薩皮夸村水源區  (Massapequa Water 

District) 負責人兼長島地區水利工作會議  (Long Island Water Conference)  

主席  

•  約瑟夫  H. 格拉齊亞諾  (Joseph H. Graziano) 博士，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  (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環境衛生科學與藥理學教授   



 

 

•  桑德拉·尼爾茲維克-鮑爾  (Sandra Nierzwicki-Bauer) 博士，倫斯勒理工學

院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達林淡水研究所  (Darrin Fresh Water 

Institute) 副所長兼教授   

•  哈羅德·沃克  (Harold Walker) 博士，石溪大學 (Stony Brook University) 土木

工程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教授，石溪清潔水技術中心  (Stony 

Brook Center for Clean Water Technology) 副主任  

參議會和眾議會任命的成員包括：  

•  薩拉·喬斯林·梅蘭德  (Sarah Jocelyn Meyland) 法學博士，紐約理工學院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副教授  

• 史蒂夫·辛德勒  (Steven Schindler)，水質局長：供水署 (Bureau of Water 

Supply) 紐約市環境保護局  (NYC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克瑞斯·迪米克  (Kris Dimmick)，PWLF，專業工程師  (Professional 

Engineer, P.E.)，BCA 工程師與建築師公司  (BCA Engineers & Architects)  

專業工程師   

•  保羅·格蘭傑  (Paul Granger)，專業工程師，華盛頓港水源區  (Port 

Washington Water District) 負責人  

紐約州參議會多數党領袖約翰 ·弗拉納根  (John Flanagan) 表示，「飲用水水質委

員會將成為重要渠道，用於幫助確保紐約民眾獲得清潔安全的飲用水。克瑞斯 ·迪

米克 (Kris Dimmick) 和保羅·格蘭傑 (Paul Granger) 是紐約州參議會任命的兩個成

員，這兩人必將針對這個全局問題提供寶貴的知識和經驗。該委員會的設立基於

歷史規模的  25 億美元投資、參議會共和黨的支持，以及州預算的批准，用於在

全州開展清潔水項目。」  

  

紐約州眾議會發言人卡爾 ·黑斯蒂  (Carl Heastie) 表示，「眾議會多數黨堅定支持

積極措施，用來確保紐約民眾獲得最高質量的飲用水。我們設立飲用水質量委員

會，並因此確信紐約州最資深的專家將參與保護我們一種最寶貴的自然資源，  

並保護公眾健康。」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 ·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清潔飲用水是身體

健康不可或缺的。飲用水質量委員會將為紐約州衛生廳提供重要指導，這將提高

我們的工作效率，從而保護紐約州飲用水的供應質量。我很高興出任這個重要機

構的主席，並感激葛謨州長組建這個傑出的專家組。」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 ·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保護水資源的安全

是保護全體紐約民眾生活質量的核心工作。葛謨州長設立飲用水質量委員會，  

藉此鞏固他在全國發揮的領導作用，在聯邦政府缺乏行動的局面下解決水污染問

題並制定強有力的標準。環境保護廳的工作人員期待與其他議會成員合作，迅速

制定亟需的解決方案。」  



 

 

  

紐約州參議會衛生委員會  (NYS Senate Health Committee) 主席肯普·漢農  (Kemp 

Hannon) 表示，「飲用水質量委員會聚集主要利益相關方，識別未受監管的污染

物，這些污染物威脅紐約州的飲用水質量，並保護紐約民眾抵禦這些污染物。  

參議會讚賞該舉措，此舉將保護公眾健康，並幫助確保紐約州今後獲得清潔的飲

用水。」  

  

紐約州參議會環境保護委員會  (NYS Sen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mittee) 主席托馬斯·奧瑪拉  (Thomas O' Mara) 表示，「飲用水質量委員會開

展的工作是個關鍵步驟，旨在保障紐約州短期和長期應對清潔水根本問題的效率

和期限。參議會期待與葛謨州長以及眾議會合作，在紐約州各地實現水質最好的

未來。」  

  

紐約州眾議會衛生委員會  (NYS Assembly Health Committee) 主席理查德·戈特弗

里格  (Richard Gottfried) 表示，「從長島地區到水牛城  (Buffalo)，紐約民眾應當相

信，紐約州致力於確保無論你們生活在哪裡，都能獲得最優質的飲用水。飲用水

質量委員會將開展周密審核，並制定全面的行動計畫，用於保護我們最珍貴的自

然資源。」  

  

紐約州眾議會環境保護委員會  (NYS Assembly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mittee) 主席史蒂夫·恩格布萊特  (Steve Englebright) 表示，「獲得任命的這

些傑出科學家將幫助紐約州的議會和州長制定新政策和新法規，用來幫助解決在

保護土壤和地表飲用水以及公眾健康方面遇到的難題。」  

  

該委員會將召開會議：  

 

10 月  2 日，上午  10 點 

SUNY Stony Brook, Charles B. Wang Center  

100 Nicolls Road, Stony Brook, NY. 

  

所有會議均面向公眾開放、進行網絡直播，並遵守《公開會議法  (Open Meetings 

Law)》。公眾將有機會發表公共意見，委員會將按規定接收公眾和利益相關方提

出的意見，然後向紐約州衛生廳提出建議。  

  

更多關於紐約州飲用水水質保障工作的資訊，請訪問此處、此處、此處。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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