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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精彩地球」(COOL GLOBES) 展覽在  LAKE PLACID 盛大開幕 

 

公共藝術展提高人們對氣候變化的意識  

 

全州在葛謨州長的帶領下努力保護環境並促進清潔能源經濟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日宣佈將開辦「精彩地球」 (Cool Globes) 公共藝術展，展覽

將於整個冬季在  Lake Placid 舉辦。公共藝術展旨在提升展覽參觀者的意識，並鼓

勵他們對氣候變化採取行動。展覽將傳達公眾及企業如何保護環境的訊息，並在州

長採取的行動基礎上發展本州清潔能源經濟。  

 

葛謨州長說道：「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紐約一直處於全國領先地位。這次全新

的公共藝術展將鼓勵紐約市民採取行動保護我們的環境，並強調我們在為下一代打

造更清潔及活力的社區中起到的作用。」  

 

將在  Lake Placid 五個不同地點佈置  12 個地球模型：Lake Placid 展覽圖片可在此

處獲取。 

  六個位於網球場附近的  Mirror Lake 步行道   

  兩個位於 Lake Placid 會議中心正面   

  兩個位於 Mid’s Park 

  一個位於市區停車場涼亭   

  一個位於 #1 Main Street Park 

 

「精彩地球  (Cool Globes)」展覽於  2007 年發源於芝加哥，由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

與戴利 (Daley) 市長的環境辦公室聯合開辦。展覽的參觀人數超過三百萬人次。從

此以後，「精彩地球」已走向世界，在紐約市、華盛頓特區、舊金山、洛杉磯、聖

地亞哥、休斯敦、溫哥華、聖丹斯、克里夫蘭、波士頓、哥本哈根、日內瓦、馬

賽、阿姆斯特丹及耶路撒冷佈展。在紐約州，「精彩地球」展覽曾在曼哈頓下城的  

Battery Park City 和布法羅縣的  Canalside 舉行。 

 

Cool Globes, Inc. 創始人溫迪·艾布拉姆斯  (Wendy Abrams) 說：「我們很高興能

與葛謨州長合作帶領「精彩地球」來到  Lake Placid，以讚揚紐約市民應對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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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構建更可持續發展的未來的承諾。這些地球模型推行的氣候變化解決方案只需

個人及企業採取簡單行動。」  

 

Lake Placid 鎮長克雷德·蘭達爾  (Craig Randall) 說：「在此舉辦精彩地球展覽對於

社區而言意義非凡，這裡曾是第三屆和第十三屆冬奧會的舉辦地，我們都十分重視

綠色措施。精彩地球展覽將於冬季在  Lake Placid 舉辦，我們希望他們能讓冬季遊

客意識到氣候變化是實際存在的，它對冬季城市造成巨大影響，我們必須共同確保

以最佳方式遏制及反轉氣候變化趨勢。」   

 

Essex 郡監事會主席比爾·費雷比  (Bill Ferebee) 說：「Essex 郡正在採取各種措施

減少氣候變化，每位居民都有機會參與。精彩地球展覽提醒我們每個人能夠採取的

措施，從整體角度考慮，所有這些措施將對我們的環境產生重大影響。」   

 

North Elba 鎮監事羅比·波利蒂  (Roby Politi) 說：「Lake Placid 奧林匹克村全力支

持葛謨州長的「精彩地球」計畫，以強調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並提升紐約州對清潔能

源承諾的意識。在 Lake Placid 周圍 Adirondack Park 中心地區佈置這些地球模型的

涵義是號召所有人共同合作，為下一代保護紐約州重要的森林保護區。葛謨州長的

領導及對環境問題的關注最終將為能源效益以及公民責任制定新方向。」   

 

重要能源及環境成就  

在葛謨州長的帶領下，紐約在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環境及發展清潔能源經濟方面持

續處於全國領先地位。 

 

葛謨州長的關鍵能源及環境成就包括：  

 

  推出海上風力能源藍圖並承諾進行聯邦風力能源區域競標：  這項戰略計畫

最初是在州長 2016 年的州情諮文中宣佈，該計畫將促進紐約海岸沿線的海

上風力能源發展，將惠及所有使用清潔、可再生能源的紐約市民。  

 

  採納清潔能源標準：  葛謨州長的清潔能源標準規定獲得紐約州公共服務委

員會  (New York Stat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批准，發展大規模可再生電

力，  2030 年紐約州一半的電力都將來自於可再生能源。葛謨州長  10 億美

元的紐約太陽能  (NY-Sun) 計畫已在 2012 及  2016 年 8 月之間實現大約  

750% 的太陽能擴容。  

 

  降低 RGGI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上限：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

下，紐約於  2014 年降低了「區域性溫室氣體倡議  (RGGI)」的上限，使紐約

電力部門承諾截至  2020 年實現減少百分之  50 的排放量，迄今為止並為紐

約對清潔能源經濟的投資提供了近  10 億美元。 

 

  保證紐約截至  2020 年實現無煤炭化：  按照州政府截至  2030 年將能源部門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百分之  40 的目標，州長已指示公共服務廳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 及環境保護部制定一個監管框架  — 截至  2020 

年關閉本州遺留的兩間燃煤發電廠或以更清潔的燃料來源重新發電。 

 

  引領交通與氣候：紐約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來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其中包括

州長簽署的零排放車輛  (Zero Emission Vehicle, ZEV) 諒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國際零排放車輛聯盟  (International 

ZEV Alliance) 促使本州減少汽車尾氣排放，以及聯合東北部的  12 個州開展

「交通與氣候行動」(Transportation and Climate Initiative)。這將支持紐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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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ty, NYSERDA) 即將推出的消費者零排放車輛退款計畫。  

 

  根據  10 年期  50 億美元的清潔能源基金發起新舉措：  根據清潔能源

基金，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YSERDA) 發起了新舉措以減

少多家庭、商業及工業建築的能源使用，幫助清潔能源企業家在紐約

州發展自己的公司，並建立可更輕易連接太陽、風力及其他發電源的

高性能電網。 

透過清潔能源基金，州政府會於  2016 年將納稅人附加費減少  9 千萬

美元，截至  2025 年共減少 15 憶美元。此舉透過降低成本並擴大清潔

能源技術規模以實現我們百分之  50 可再生能源電力的目標，從而補

充了《清潔能源標準》。   

 

  刺激 9.66 億美元用於對紐約綠色銀行  (NY Green Bank) 的清潔能源投

資：  紐約是全國最大的綠色銀行—一家  10 憶美元的綠色銀行所在

地。紐約綠色銀行如今已關閉  12 項交易，承諾將其資本的  2.07 億美

元、刺激總投資逾  9.66 億美元用於全州的清潔能源項目，從而減少  

430 萬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並幫助紐約州實現其截至  2030 年減少百

分之  40 排放量的目標。  

 

  投資環境保護基金：  向環境保護基金進行的三億美元歷史性投資正在

推進旨在改善空氣與水質以及保護整個紐約州對於提高應對氣候變化

的復原力十分關鍵的重要棲息地的重要項目。此外，2016-17 財政年

度預算分配的新經費為新的項目提供  2400 萬美元的資金，用於緩解

和適應氣候變化，包括支持氣候智慧社區、具有氣候抗禦力的農場、

復原力規劃及溫室氣體減排項目。 

 

  制定官方的海平面上升預測方案  (Sea Level Rise Projections)：  根據

《社區風險及復原力法案》(Community Risk and Resiliency Act) 的指

示，紐約州將以最先進的現有科學為基礎，經過嚴格的公眾審查，實

施全州的海平面上升預測方案；這些預測方案將幫助沿海社區及企業

所有人為極端天氣事件（如颶風珊蒂）做好更充分的準備。面對氣候

變化，州立機構亦在制定保護紐約州重要資源的相關指引。 



  打造氣候智慧社區  (Climate Smart Communities, CSC)：  紐約州現有  

192 個登記的氣候智慧社區  (CSC)，其中包含 660 多萬紐約居民，他

們已參加支援當地氣候變化行動的州立計畫。九個自治市已完成嚴格

的認證流程；經認證的氣候智慧社區完成並記錄了當地緩解和適應氣

候變化的一系列具體行動，超額完成氣候智慧社區承諾。制定的 

2016-17 年預算包括 1100 萬美元的環境保護基金新撥款，用作氣候智

慧社區補助金，以幫助社區實施氣候緩解及適應計畫。 

 

  打造清潔能源社區  (Clean Energy Communities)：  葛謨州長啟動清潔

能源社區計畫，以支持紐約州各地的政府領導人在其社區實施能源效

率、可再生能源及可持續發展項目。清潔能源社區協調人員可免費幫

助缺乏足夠資金或資源的社區制定並優先實現清潔能源目標、提供方

便使用的資源（如指引文件及案例研究）以及幫助社區利用撥款和技

術協助機會。十項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清潔能源行動中至少完成四項的

市、縣、鎮及響獲授「清潔能源社區」稱號。首個獲得該稱號的城市

是阿爾斯特縣  (Ulster County)。  

 

  為社區創造機會，透過聯合採購降低電力成本：  今年早些時候，紐約

州公共服務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批准了

方便社區及機構創建「社區選擇聚合體」  (Community Choice 

Aggregations) 以幫助消費者節省電費的措施。紐約州北部地區的若干

社區正在考慮組建該類購電協會，包括由  Municipal Electric and Gas 

Alliance, Inc. (MEGA) 提出的跨郡縣計畫。MEGA 計劃最終為從五指湖

地區  (Finger Lakes) 至哈德遜河谷  (Hudson Valley) 地區 11 個郡縣約 

500,000 位居民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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