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0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在奧爾巴尼  (ALBANY) 南部地區開展的里程碑式空氣質量調查結果   

  

此類首項以社區為基礎的科研調查準確查明卡車是在以斯拉學徒居民區  (Ezra 

Prentice Homes) 造成空氣污染的最大原因   

  

州和地方合作夥伴宣佈減少空氣污染的措施已在實施當中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日宣佈在奧爾巴尼南部地區社區開展的先進空氣質量調查結

果，以及由州政府帶頭、旨在解決該地區空氣污染問題的新舉措。2017 年開展的

一項調查由葛謨州長指導，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開展，旨在對包括火車和汽車交通在內的潛在排放源進行評

估，這一污染影響了該環境公正  (Environmental Justice) 社區的空氣質量。此外，

州長宣佈紐約環境保護廳正在與紐約州交通廳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奧爾巴尼市 (City of Albany) 和奧爾巴尼住房管理局  (Albany 

Housing Authority, AHA) 合作執行緩和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卡車改道、重新對道路

進行歸類、減少居民對室內空氣污染的接觸，以及其他工作。   

  

「紐約正在為解決影響全州居民的空氣質量和其他環境健康問題採取積極措施，  

奧爾巴尼南部地區也不例外，」葛謨州長表示。「這項創新新調查在短期內為我

們提供了實質性新措施所需要的事實，是我們能夠減少對卡車污染物的接觸。從長

遠來說，其將成為全州其他社區效仿的典範，使我們為所有人打造更清潔更環保的

紐約。」  

  

「這項首個由社區驅動的科學調查解決了奧爾巴尼南部地區街區的重要空氣質量問

題，」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根據調查結果，本州計劃與當

地利益相關者合作解決令人擔憂的問題，並減少該地區排放對空氣質量造成的負面

影響。我們想減少污染物，從而改善當地居民的公共衛生情況，並打造更清潔更環

保的環境。」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設計的這項調查可作為供全州其他社區復刻的典範。紐約州環境

保護廳在調查開展期間，與該社區密切合作逾  15 個月以在戰略地點收集街面空氣

質量指標，並為對氣象和來源活動變量作出解釋而開展了一年以上的持續監測工

作。記錄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調查員和合作夥伴開展調查的一部視訊請點擊此處。  

https://www.dec.ny.gov/docs/air_pdf/albanysouthendreport.pdf
https://www.dec.ny.gov/docs/air_pdf/albanysouthendreport.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v0lijpDeE4&feature=youtu.be


 

 

  

該調查於 2017 年和 2018 年間開展，內容包括約  260 小時的背包空氣監測，在此

期間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的調查員使用便攜式監測器，在超過  6,480 個小時內行走了 

780 英里。調查員對經過該地區的車輛拍攝了總計  8,570 張照片，收集了  7 萬個小

時的監測數據，並在  100 多個地點收集苯樣本。此外，紐約州交通廳還收集了  

4,400 個小時的交通數據。   

  

調查發現有更多的顆粒物質來自於當地交通，而不是在奧爾巴尼港  (Port of Albany) 

從事的活動。比起當地交通，火車和港口航運僅有少量排放。隨後該調查轉為重點

調查當地交通造成的污染物。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對南珍珠街  (South Pearl Street) 一

天中車流量較大時段的交通廳交通數據進行了分析，並對社區監測器的數據進行了

審查，其顯示卡車為以斯拉學徒居民區帶來了大部分交通污染物。總體來說，數據

顯示除以斯拉學徒以外的南部地區交通污染物相對均衡，卡車在往返企業和以斯拉

學徒南部的其他作業區時造成了最多的交通污染物。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領導

下，在州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的 50 萬美元投資幫助下，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為保護奧爾巴尼南部地區街區的公共衛生狀況開展了此類首項調

查。這項調查的開展結合了當地居民的合作，為這一街區的空氣質量帶來了更好的

認識，其將有助於對未來將要開展的計畫提供指示，從而保護全州環境公正社區的

空氣質量。」   

  

該項調查對空氣污染物進行評估，包括苯排放物和柴油排放物、針對主要與社區內

的移動污染源相關的顆粒污染物收集空前水平的詳細資料，並對排放量較高的車輛

類型進行進一步評估。以斯拉學徒與移動污染源相關的顆粒污染物將得到持續監

測。奧爾巴尼大學  (University of Albany) 參與科技入門計畫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ry Program) 的中學生與環境保護廳的科學家共同收集了空氣質量指

標，這是該調查的內容。   

  

這項調查已使奧爾巴尼市指示總務局  (Department of General Services, DGS) 下令禁

止城市車輛駛入南珍珠街，定期收固定廢物和清潔街道的車輛除外。   

  

調查主要結果   

以斯拉學徒社區受到卡車污染物不同程度的影響。調查發現以斯拉學徒居民區南珍

珠街上的卡車污染物含量比奧爾巴尼南部地區社區其他地區的要高。便攜式空氣監

測器也在南珍珠街東側和該路附近發現更高濃度。建築群其他地區的交通污染物濃

度相對類似，道路上方約  250 英呎處的污染物濃度降至背景值水平。儘管以斯拉

學徒和一條對照道路（奧爾巴尼南大街  (Southern Boulevard)）的總體車流量相似，

但以斯拉學徒的卡車車流是另一條路的約  6 倍。  

  



 

 

苯樣本顯示儲存和運輸汽油和石油產品的作業區附近苯含量更高，社區監測器顯示

港口活動是導致當地苯濃度的因素。較之城市地區的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網其他監測

器收集到的數據，奧爾巴尼郡衛生局  (Albany County Health Department) 附近的監

測器顯示苯濃度偏高。較之奧爾巴尼的監測器數據，以斯拉學徒的苯濃度較低，  

因為奧爾巴尼的監測器更長時間處於汽油和石油港的下風向。   

  

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DOH) 健康結果審查  (Health Outcome Review)  

紐約州衛生廳為解決以斯拉學徒社區的健康問題而進行了健康結果審查。該審查工

作著眼於與空氣污染有關的結果，並對  2005 到 2015 年的急診和住院數據進行了

評估。南部地區呼吸疾病和其他健康疾病的患病率結果與該市相似地理環境下的街

區做出比較。呼吸疾病包括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急性支氣管炎和哮喘，以及高血

壓和糖尿病，較之阿伯山  (Arbor Hill)/西山 (West Hill) 街區，這些疾病的患病率都要

更高。患病率的差異可能是兩個社區的接觸程度不同，由於個人風險因素並沒有納

入考量範圍，所以這並不能證明其因果關係。然而，這些結果支持著應採取措施減

少以斯拉街區空氣污染的舉措。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潔淨的空氣不應由

郵編而決定，我們必須採取措施降低因車流量和工業生產加大而造成的有害排放，

在最脆弱的街區尤其應該這麼做。在葛謨州長的指示下，這項在奧爾巴尼南部地區

開展的全面空氣質量調查將有助於採取措施解決空氣污染問題，並改善居民的健康

和生活質量。」   

  

減少空氣污染和空氣接觸的新舉措   

在調查結果的推動下，在葛謨州長的指示下，州政府部門正在與地方官員一起執行

新舉措以減少社區對卡車污染物的接觸：   

•  環境保護廳和交通廳正在從大眾汽車  (Volkswagen) 的安置款和其他來源中

留出  2,000 萬美元，以此在全州投資使用清潔卡車，並重點在南部地區等環

境公正社區開展這項工作。環境保護廳也在與已確認的卡車車隊合作，以評

估出車隊可減少排放的方法。環境保護廳為後期項目追加  5,240 萬美元的資

金，用於對全州的中轉巴士、校車和輔助客運巴士進行更換。   

•  針對南珍珠街上排放量高的卡車，環境保護廳正在進行執法檢查和處以罰

金。  

•  針對使用先進儀器的汽油和石油處理設備，環境保護廳正在對洩漏開展頻繁

性檢查，並在適當時展開執法工作。環境保護廳要求倫斯勒  (Rensselaer) 的

一處汽油和石油港使用設備對已查明的洩漏進行修復。   

•  交通廳與奧爾巴尼市一同對奧爾巴尼港的四條道路重新分類，以尋找機會對

為該地區駛向以斯拉學徒附近的卡車改道。   

•  交通廳承諾會為奧爾巴尼市提供技術支持，包括直接工程協助，支持該市對

南珍珠街和卡車交通替代路線可能性持續進行測評。   



 

 

•  對於在南部地區及附近有辦公室的數家商業實體，市長辦公室 (Mayor's 

Office) 正在協助他們在繁忙的卡車路線上自願改道。交通監測到的數據顯示

這些工作已為南珍珠街減少了  30% 的卡車和巴士車流   

•  市長辦公室指示奧爾巴尼市總務局下令禁止城市車輛駛入南珍珠街，定期收

固定廢物和清潔街道的車輛除外。總務局獲得一台街道清潔吸塵器，用於每

天在南珍珠街走廊上減少顆粒懸浮。凱西·希恩  (Kathy Sheehan) 市長也對州

政府的工作予以協助，她促成了環境保護廳和當地交通公司的會議，從而幫

助獲得其他數據。   

•  環境保護廳將繼續監測以斯拉學徒與交通相關的污染物，同時還會對此次調

查的知識進行調整和轉移，以評估出可幫助其他附近道路和全州環境公正社

區減少交通污染物的方法。   

•  奧爾巴尼住房管理局正在減少室內居民對交通污染物的接觸。奧爾巴尼住房

管理局將在最早今年適當時候提供專業安裝的窗式空調，這一工作將從距離

南珍珠街最近的民居開始，並向外擴散。奧爾巴尼住房管理局正在評估可減

少污染進入公寓的其他策略，如提高中央空調的使用效率。奧爾巴尼住房管

理局將與衛生保健合作夥伴一起加大上門宣傳的力度，從而提高對室內空氣

質量的意識和教育。   

•  環境保護廳、市長辦公室和奧爾巴尼住房管理局正在領導工作組制定緩解策

略，並確保所有計畫能夠順利開展。該工作組將在適當時候對植物墻等路邊

障礙物的有效性進行評估。   

  

環境保護基金的  50 萬美元資金對環境保護廳全年開展的調查予以支持，這是對先

前在南部地區開展工作的補充。環境保護廳於  2014 年開展了一項空氣篩查調查，

於 2015-2017 年針對硫化氫對空氣質量進行監測，並於  2015 年為社區已有的監測

網增加了一台空氣有害物質監測器。環境保護廳設立《生態  - 質量活動 (Operation 

Eco-Quality)》計畫，其中一項內容是在社區內是加強檢查汽車和設施力度。   

  

2017 年 4 月，首府地區交通委員會  (Capital District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對以

斯拉學徒民居段的南珍珠街卡車車流模式開展了調查和分析。調查結果用於制定潛

在戰略，以緩解卡車車流對調查開展地區居民造成的負面影響。   

  

參議員奈爾·佈雷斯林  (Neil Breslin) 表示，「葛謨州長和紐約州環境保護廳採取措

施，當地居民集思廣益以查明以斯拉學徒社區引起空氣質量和卡車污染物的問題，

並為之找到解決辦法，為此我感到欣慰。該街區的卡車能夠戰略性改道已經帶來了

好處，即卡車和巴士車流減少了  30%。對以斯拉學徒街區的空氣和交通污染物進

行持續監測將帶來更佳的空氣質量，也能減少污染。」   

  

眾議員約翰  T. 麥克唐納三世  (John T. McDonald III) 表示，「南部地區空氣質量調

查結果包括具有前瞻性的未來措施，這些措施將建立在推動這一工作的州、地方和

社區合作努力的基礎上。我確信推動這項調查的社區參與將在這些舉措開展的過程



 

 

中繼續發揮作用。居民的健康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我將繼續努力保障必要的保護措

施能夠落實。」   

  

眾議員派翠西亞·費  (Patricia Fahy) 表示，「奧爾巴尼南部地區街區的居民多年來

都因當地交通和卡車排放而承受著惡劣的空氣質量和污染影響。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和州長開展這項調查，並與奧爾巴尼市一起實施重要措施以解決這一環境公正問

題，對此我表示稱讚。州政府針對卡車改道和當地交通改道而宣佈的一系列舉措，

以及基於調查結果而開展的工作彰顯了其對整改工作的承諾，在過去的數年中這是

困擾南部地區眾多居民的環境公正問題。」   

  

奧爾巴尼郡郡長丹尼爾  P. 麥科伊  (Daniel P. McCoy) 表示，「自 2014 年我號召叫

停奧爾巴尼港的國際夥伴擴建計畫開始，我就一直在為以斯拉學徒的居民努力，這

一做法有助於把注意力吸引到這一地區的空氣質量問題上。在任何郵編區域內的每

個人都應享受清潔空氣。這項調查帶來的驚人結果顯示出為捍衛這項基本權利，我

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對州長、環境保護廳和交通廳表示稱讚，他們開展的這一

全面分析工作將為南部地區的切實變革奠定基礎。」   

  

奧爾巴尼市市長凱西·希恩表示，「自上任以來，我一直都與市議會成員、社區成

員和當地企業密切合作，以確定可改善奧爾巴尼南部地區居民健康和福祉的方案。

這項空氣質量調查有助於我們確定可共同開展的進一步舉措，從而為受影響地區的

居民解決重要的生活質量問題。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環境保護廳開展這項創新調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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