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第二輪「太陽能推廣活動  (SOLARIZE CAMPAIGN)」已在紐約州各地

啟動  850 個太陽能專案   

  

「紐約太陽能計畫  (NY-Sun Initiative)」下的頭兩輪「太陽能推廣活動」將為居民

和企業節省超過  290 萬美元的費用   

  

支持本州設立的目標，即截至  2030 年紐約  50% 的電力都將源於可再生能源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透過第二輪本地組織的「太陽能推廣活動」，紐約

各地社區中已經安裝或正在安裝  850 個太陽能專案。紐約「太陽能推廣活動」  

於 2014 年 12 月由州長發起，是用於支持本州「清潔能源標準  (Clean Energy 

Standard)」一項重要舉措。該標準要求截至  2030 年，紐約 50% 的電力都要源於

可再生能源。  

  

「紐約將繼續見證本州各地太陽能行業的空前發展，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創造就

業並推動經濟增長，」葛謨州長表示。「透過幫助居民和企業安裝太陽能電池

板，我們正在為消費者降低用電成本，為紐約在未來建設清潔能源經濟添磚加

瓦。」  

  

本聲明在布魯克林  (Brooklyn) 布朗斯維爾  (Brownsville) 公開發佈。這裡有超過  200 

多戶家庭已經在「太陽能推廣活動」中安裝了太陽能電池板。  在布朗斯維爾推廣

太陽能使得社區合作夥伴、當地居民和所選太陽能安裝公司聯合起來，成功地展示

了太陽能可以給中低收入的社區帶來影響。  

  

在這一基礎上，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NYSERDA) 和經濟增長中心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於今日啟動了首個由州政府支持的「太陽能推廣活動」，旨在幫助製造商

安裝生產清潔能源的太陽能係統。本活動將匯聚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的潛在

太陽能消費者，透過聯合採購獲得具有競爭力的價格。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YSERDA) 在 2015 年和 2016 年進行的頭兩輪

「太陽能推廣活動」中，提供了  700,000 美元的技術和行銷支持。頭兩輪活動專

案總共安裝了  13.46 兆瓦太陽能，將為參與人員節省大約  290 萬美元前期購置成

本，每次安裝的平均節省金額為  1,743 美元。  

  

「太陽能推廣活動」使得潛在太陽能消費者能夠匯聚起來，包擴：中低收入參與

人。透過廣泛外展和宣傳教育，幫助消費者選擇能夠提供具有競爭性的價格透明的

太陽能公司。  

  

社區官員、當選官員、市政當局和各大企業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對這些推廣活動

進行管理。參與「太陽能推廣活動」的社區能夠使用團購來精簡太陽能電池板的採

購和安裝、獲取折扣。  

  

這些推廣活動通常可持續六至九個月，包擴規劃和外展工作。透過向當地社區進行

宣傳教育，統一行銷策略，匯聚消費者，「太陽能推廣活動」使得太陽能成為業主

和企業更易獲取、價格更為適宜的能源選擇。  

  

第二輪社區宣傳活動（按地域劃分）  

  

地域  

活動

舉辦

次數  

地點/名稱   

專案總

數/千瓦 

(kW)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4  

太陽能推廣  - 奧爾巴尼縣  (Albany)、太陽能推

廣 - 斯克內克塔迪縣  (Schenectady County)、

太陽能推廣  7+、太陽能推廣  - 哥倫比亞縣  

(Columbia County)  

53 個專

案/391 

千瓦  

  

紐約州中部

地區 

(Central New 

York)  

5  

太陽能推廣  - 紐約州中部地區  (CNY)：卡尤加

縣 (Cayuga)、克特蘭縣  (Cortland)、麥迪遜縣  

(Madison)、奧農達加縣  (Onondaga)、奧斯威戈

縣 (Oswego)  

7 個專

案/60 

千瓦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2  
太陽能推廣  - 花城 (Flower City)、太陽能推廣  - 

奧爾良縣 (Orleans)  

53 個專

案/486 

千瓦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2  

太陽能推廣  - 北罕普斯狄  (North Hempstead)、

三州交界能源公司  (Tri-Energy)  

27 個專

案/161 

千瓦  

  

哈德遜谷中

部地區 (Mid-

Hudson 

Valley)  

5  

太陽能推廣  - 沙利文獻  (Sullivan)、太陽能推廣  

- 瓦平格尓 (Wappingers)、太陽能推廣  - 達奇

斯縣北部 (Northern Dutchess)、太陽能推廣  - 

鎖格蒂斯 (Saugerties)、太陽能推廣  - 那亞科

395 個

專案

/3,146 

千瓦  

  



普拉斯 (Nyack Plus)；太陽能推廣  - 哈廷斯-道

布斯渡船 (Hastings-Dobbs Ferry)；太陽能推廣  

- 萊布魯克 (Rye Brook)；太陽能推廣  - 索默思

-紐卡希爾 (Somers-New Castle)；太陽能推廣  - 

塔裡敦 (Tarrytown)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5  

太陽能推廣  - 布朗斯維爾  (Brownsville)、太陽

能推廣 - 布魯克林 (Brooklyn) CB6、布魯克林

中心社區太陽能推廣活動  (Central Brooklyn 

Community Solar Campaign)、太陽能推廣  -

LES、我們支持太陽能  (We Act Solar)  

202 個

專案

/996 千

瓦 

  

紐約北部地

區 (North 

Country)  

3  

太陽能推廣  - 奧格登斯堡  (Ogdensburg)、太陽

能推廣 - 阿迪朗達克沿岸  (Adirondack Coast)、

太陽能推廣  - 三湖地區  (Tri-Lakes)  

40 個專

案/336 

千瓦  

  

紐約州南部

地區 

(Southern 

Tier)  

1  用太陽能吧！(GoingSolar!)  

30 專案

/273 千

瓦 

  

紐約州西部

地區 

(Western 

New York)  

1  太陽能肖托夸縣  (Chautauqua)  

43 個專

案/332 

千瓦  

  

  

  

「太陽能推廣活動」目前在紐約已經進入第三輪，這將在本活動的成就基礎上，  

進一步幫助其他社區推廣太陽能使用。  

  

「太陽能推廣活動」是葛謨州長耗資  10 億美元推出的「紐約太陽能  (NY-Sun)」 

計畫中各類舉措之一。該計畫屬於州長提出的「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的一部分，旨在擴大太陽能使用範圍，使得紐約州朝著建設可持

續的、自給自足太陽能行業的目標又邁進了一步。由州政府在紐約州支持的太陽能

使用在 2011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間已增長了進 800%。 

  

紐約州能源和金融  (Energy and Finance) 主席理查德·考夫曼  (Richard L. 

Kauffman) 表示，「太陽能推廣活動正在幫各大社區轉為使用更為可持續性的能源

方案，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和成本。在葛謨州長推出的全面『紐約太陽能』計畫下，

紐約正在推廣價格適宜的清潔能源解決方案，在全州各地構建更加安全、強大的街

區。」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YSERD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 ·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太陽能推廣活動為社區成員創造了合作機會，使他們能夠



降低能源成本，保護環境。太陽能的使用支持了葛謨州長在全國首推的能源目標，

並將幫助所有紐約民眾獲得價格更為適宜的能源。」  

  

紐約東部復興本地開發公司  (East New York Restoration LDC) 執行董事柯萊特·皮

恩  (Colette Pean) 表示，「太陽能推廣 - 布朗斯維爾活動所取得成就源於贊助機構

和歐申希爾-布朗斯維爾  (Ocean-Hill Brownsville) 和紐約州東部地區  (East New York) 

居民之間建立的廣泛社區聯繫。  我們的街區企盼獲得清潔的環境，降低能源成本

——但其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能夠透過可持續發展的方式達到這一目標。  州眾

議員拉特里斯·沃克 (Latrice Walker) 大力宣揚太陽能的益處，使得業主和社區居民

獲得更為健康的生活；沒有她的努力，我們無法獲得成功！」  

  

萊福太陽能公司  (Level Solar) 社區專案主管馬爾科姆 ·布利斯  (Malcolm Bliss) 表

示，「萊福太陽能公司很榮幸被選為布朗斯維爾太陽能推廣專案的優選安裝公

司，我們熱烈慶祝紐約州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太陽能推廣專案得以啟動。衷心感謝

葛謨州長和  NYSERDA，使得太陽能安裝工作成為可能。我們還要特別感謝拉特里

斯·沃克、柯萊特·皮恩和其他布朗斯維爾的領導積極在當地社區中推廣工作。透過

萊福太陽能公司的專案，已有超過  200 戶布朗斯維爾和歐申希爾的居民將轉而使

用無前期投入的、低成本的清潔太陽能。這些居民將在電費上節省成百上千元，  

與此同時，大大降低碳排放。作為萊福太陽能公司對社區作出的持續承諾的一部

分，萊福太陽能公司現已在布魯克林地區創造了  30 多份清潔能源工作機會，並新

建了一座運營廠房，用於支持後續太陽能安裝工作。」  

  

州參議員凱文·派克  (Kevin Parker) 表示，「我讚賞葛謨州長和  NYSERDA 繼續推

進我們制定的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關鍵的是，本市要在促進太陽能和

其他可再生能源方面佔據領導地位。我全力支持『太陽能推廣 -布朗斯維爾』  

計畫，並期待著見證該計畫能夠推廣至布魯克林和紐約州的其他區域。  」  

  

參議員羅克珊  J. 普爾索德  (Roxanne J. Persaud) 表示，「紐約州的『太陽能推廣

活動』是一項重要的環保專案，使得我們能夠對生態環保的未來進行實質性投資。

透過使用可再生能源，我們將降低總體碳足跡。  讓我們繼續在布朗斯維爾所取得

的現有成就之上向前邁進，向更多社區推廣太陽能。我們致力於為後世保護我們賴

以生存的星球，此舉僅僅是萬里征程中所邁出的一步。」  

  

州眾議員拉特里斯·沃克表示，「作為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 次級委員會

的主席，我很高興能夠看到  NYSERDA 正在向社區進行推廣，向他們提供有關海

上風電專案和後續就業機會的資訊。此舉非常重要，因為海上風電能夠在紐約市和

長島 (Long Island) 附近設立中心，地域優勢遠遠大於紐約北部地區的專案。」  

  

「能源願景改革」簡介   



能源願景改革  (REV) 是安德魯 M. 葛謨州長頒佈的引領氣候變化應對工作和發展紐

約經濟的一項戰略。『能源願景改革』旨在透過刺激諸如太陽能、風能和能源效率

的清潔技術的投資，並在  2030 年前實現可再生資源發電占比達  50%，從而為所有

紐約人建立一套更清潔、更具彈性、價格適宜的能源體系。『能源願景改革』已經

在整個州的太陽能市場促成近  800% 的增長率，參加節能計畫的 105,000 多個低

收入家庭為此永久性地削減了電費支出，並且在生產製造、工程、以及其他清潔能

源技術領域創造了成千上萬的工作職位。REV 確保紐約州截至  2030 年在全州範圍

內減少 40%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實現國際認可的目標，即截至  2050 年把排放

量減少 80%。要了解更多關於『能源願景改革』的資訊，包括州長在清潔技術和

創新領域的  50 億美元投資，請訪問  www.ny.gov/REV4NY 並在關注  @Rev4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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