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1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因南安普頓鎮  (TOWN OF SOUTHAMPTON) 採取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量和構建氣候應變力爾將其認定為模範   

  

紐約州認定南安普頓鎮為認證氣候智慧社區  (Certified Climate Smart Community)  

  

支持州長設立的目標，截至 2030 年把全州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40%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南安普頓鎮是紐約州  (New York State) 第 16 個認證

氣候智慧社區。這項認定認可了南安普頓鎮在強化應變力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領域

所採取的行動。這項成就支持州長設立的宏偉目標，即截至  2030 年把全州溫室氣

體排放量減少  40%，截至  2050 年把全州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80%。 氣候智慧社

區認證計畫  (Climate Smart Communities Certification Program) 設立於  2014 年， 

用於表彰地方政府採取行動減少排放量和保護社區抵禦氣候變遷。  如需查看更多

資訊，請參考此處。 

  

「紐約州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方面持續領先全國，隨著紐約各地社區積極實現氣

候目標，我們正在奠定基礎，為子孫後代構建一個更強大的紐約，」州長葛謨 

表示。「我讚賞南安普頓鎮在持續支持清潔能源計畫上做出的努力，並建議紐約

州所有市鎮追隨它的腳步，幫助對抗氣候變遷。」   

  

南安普頓鎮採取著重能源效率及清潔可再生能源資源的行動，以預防氣候變遷。  

南安普頓已完成數個鎮級設施的建築物能源稽核，並且支持像是長島地區綠色家庭  

(Long Island Green Homes) 的計畫，這類計畫為居民提供免費家庭能源評估。南安

普頓也協助居民轉為採用清潔交通模式，改善當地基礎建設以鼓勵騎行和步行，  

例如升級成單車專用道及尋路標牌。此外，該鎮在今年稍早購買了三千瓦太陽能發

電板並安裝在提亞納灣區公園  (Tiana Bayside Parks)，從爾減少了該鎮的碳足跡。  

  

南安普頓也實施了一系列保護濕地、松林泥炭地及當地含水層的土地使用政策。  

以這種方式保護自然區支持水質及生態系統的應變力，有助於減少該鎮面臨氣候變

遷所帶來的洪災及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http://www.dec.ny.gov/energy/50845.html


 

 

南安普頓擁有美東 (East Coast) 第一座申請美國綠色區域聯盟  (American Green 

Zone Alliance，AGZA) 綠色區域認證的鎮立公園，該公園的例行景觀維護工作採用

零排放手動維護技術，且電力設備則使用紐約州相對清潔的電網電力。鑒於該鎮的

這項特殊計畫，該鎮獲得了氣候智慧社區認證計畫的創新獎勵點數。  

 

清潔能源社區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NYSERDA) 清潔能源社區  (Clean Energy Communities) 計畫表彰完成  10 

個中的 4 個以上高影響力清潔能源行動的市鎮，其中一項行動是獲得氣候智慧社

區認證認定。  獲得認定的清潔能源社區有機會申請高達  25 萬美元的補助金  

（當地無需支付對應成本），以支持其他的清潔能源項目。  如需查看更多資訊，

請參考此處。 

 

除了被認定為認證氣候智慧社區，南安普頓還完成了下列清潔能源行動：  

  

•  與地方非營利組織合作開展社區太陽能推廣活動，用於提供公眾教育

和開展外展，透過聯合採購減少太陽能項目成本   

•  要求能源標準合規官員和其他市政官員完成能源標準最佳實踐執法培

訓  

• 統一太陽能許可證  (Unified Solar Permit)  

•  清潔能源車隊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部長 

巴茲爾 ·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我讚揚南安普頓鎮在保護自然區域上所做

的承諾，以及透過提高能效和轉爾使用清潔能源來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我恭喜鎮

長施耐德曼  (Schneiderman) 及鎮區政府同仁獲得氣候智慧社區認證，我希望其他

市鎮能以他們作為楷模。」   

  

「恭喜南安普頓獲得認定成為認證氣候智慧社區，」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

局局長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 ·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南安普頓鎮已經讓我

們看到這個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YSERDA) 清潔能源社區對於永續性的

堅持，這項認定進一步印證南安普頓在為居民建立一個更清潔、更永續社區上的承

諾。」  

  

參議員肯 ·拉瓦爾  (Ken LaValle) 表示，「在長島地區東端  (East End of Long Island) 

的社區長久以來一直都是保護環境的領袖。我讚揚南安普頓鎮積極主動地推行各項

改善能源效率及利用清潔可再生能源的措施，這不但提高了應變力，同時也減少了

溫室氣體排放。恭喜每位促成獲取清潔氣候智慧社區認證的人員。」   

  

https://www.agza.net/
https://www.agza.net/
https://www.nyserda.ny.gov/cec


 

 

眾議員兼環境保護委員會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mittee) 主席史蒂夫 ·

恩格布萊特  (Steve Englebright) 表示，「南安普頓鎮成為認證氣候智慧社區， 

這非常值得祝賀。對於長島地區居民來說，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Greenhouse Gas，

GHG) 和強化氣候應變能力再重要不過的。這項成就應當受到表揚，也希望能鼓勵

其他地方政府起爾效尤。」   

  

州眾議院議員弗雷德 ·西勒  (Fred Thiele) 表示，「恭喜南安普頓鎮獲得『氣候智慧

社區』的認證。南安普頓近幾年來致力於推行一系列減少溫室氣體和保護自然資源

的政策及投資項目，例如社區保育基金  (Community Preservation Fund)。全紐約州

沒有其他地方像長島東部有著數百英里的海岸線，它們因爾容易蒙受海平面上升和

其他氣候變遷衝擊造成的不利影響。藉由與地方政府及其他州的合作，紐約州確保

我們盡己所能，作為美國氣候聯盟  (US Climate Alliance) 的一分子，努力達成  

《巴黎氣候協議  (Paris Climate Accords)》設定的目標。」  

  

南安普頓鎮鎮長傑 ·施耐德曼  (Jay Schneiderman) 指出，「這項認定符合我對本鎮

在 2025 年以前達成 100% 再生來源電力的計畫。我們相信本鎮將會繼續大步前

進，以降低成本並保護環境。」   

  

長島自然保護協會  (The Nature Conservancy) 海岸部主任愛麗森 ·布蘭柯  (Alison 

Branco) 表示，「我們讚賞南安普頓加入氣候智慧社區計畫，採取行動以更具備應

變能力，減少導致氣候變遷主因的溫室氣體排放。今年的颶風季節造成巨大破壞，

這記痛苦的警鐘提醒我們暴風雨的強度和頻率都不斷上升，爾海平面的上升使這個

問題益形嚴重。氣候變遷對我們在長島上的社區和我們的生活方式是一個嚴重的威

脅。我們讚揚葛謨州長、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NYS DEC) 部長巴茲爾·賽格斯 、 

以及南安普頓鎮鎮長傑 ‧施耐德曼的領導，帶領我們的海岸社區準備好面對氣候變

遷的真實挑戰。」   

  

長島東端群組  (Group for the East End) 主席羅伯特  S. 迪盧卡  (Robert S. DeLuca) 

表示，「身為紐約州最古老的海岸社區之一，南安普頓鎮站在氣候變遷的最前

線，那裡的居民日復一日的活在海平面日益上升的威脅之下。因此，我們讚揚南安

普頓鎮的領導及承諾，積極投入以強化海岸應變力、減少溫室氣體，並對州長的全

州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做出可量化的具體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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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州發佈公告後，該聯盟目前有 15 個州，包擴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在所有參與人的建議下，「美國氣候聯盟」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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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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