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尤利西斯鎮  (ULYSSES) 成為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首個獲得清潔能源社區  (CLEAN ENERGY COMMUNITY) 稱號的鎮   

  

支持紐約州截至  2030 年利用可再生能源製造  50% 電力的目標   

  

該稱號補充了成效斐然的『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Southern Tier Soaring)』  

計畫，這是該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發展藍圖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尤利西斯鎮成為紐約州南部地區首個獲得清潔能源社

區稱號的鎮，該稱號認可了尤利西斯鎮在減少能源使用量、削減能源費用以及在社

區內推行清潔能源方面起到的領導作用。該公告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計畫，該區域經濟發展藍圖用於吸引人才隊伍、促進企業發展並帶動創新。  

  

「紐約州在減少有害溫室氣體排放量方面已確立了全國領先的地位，我感謝尤利西

斯鎮採取行動鼓勵使用太陽能，並減少能源消耗量，」州長葛謨表示。「尤利西

斯鎮為紐約州各地社區樹立榜樣，用於減少能源費用，並為居民創造更加清潔可持

續的未來。」  

  

葛謨州長於  2016 年 8 月公佈斥資  1,600 萬美元的清潔能源社區  (Clean Energy 

Communities) 計畫，用以支持紐約州各地的地方政府領導人在其社區內實施能源

效率、可再生能源及可持續發展項目。清潔能源社區展示地方政府和社區在幫助紐

約州實現清潔能源標準  (Clean Energy Standard) 指令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從而推

進州長設立的『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戰略，該指令要求截至  

2030 年利用可再生能源製造紐約州  50% 的電力。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表揚尤利西斯鎮獲得清潔能源社區

稱號。該計畫鞏固了葛謨州長提出的承諾，即減少全州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削減能源

費用。尤利西斯鎮把該計畫關聯至『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表明該地區了解

投資於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解決方案能夠為後世紐約民眾保障更加清潔的環境和

更強勁的經濟。」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NYSERDA) 確立了 10 項高影響力清潔能源行動，以此作為清潔能源社

區計畫的內容，尤利西斯鎮獲得該稱號是因為完成了其中  4 項行動。該稱號還為

尤利西斯鎮提供機會申請高達  10 萬美元資金，用於開展額外的清潔能源項目，  

而無需地方政府分攤成本。  

  

紐約能源和金融機構  (Energy and Finance for New York) 主席理查·卡夫曼  

(Richard Kauffman) 指出，「清潔能源社區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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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採用葛謨州長設立的領先全國

的能源戰略，正推動實施清潔能源解決方案用來幫助紐約州構建自己的清潔、有適

應力的廉價能源系統。」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 ·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祝賀尤利西斯鎮實現這項重要成就，並為紐約州各地社區樹立環保模範。

我們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授權社區領袖推進更大範圍地應用能源效率技術、  

可再生能源技術及其他清潔技術，從而控制其清潔能源未來。」  

  

尤利西斯鎮完成了下列高影響力清潔能源行動：  

 

•  參加以社區為基礎的『湯普金斯郡太陽能化  (Solarize Tompkins)』  

宣傳活動，透過聯合採購降低太陽能項目成本；   

•  面向規範合規性官員及其他市政官員，針對能源規範執法最佳實踐行

動完成能源規範執法培訓；   

•  採納紐約州《統一太陽能許可證  (New York State Unified Solar 

Permit)》，精簡太陽能項目的當地審批流程；  

•  為尤利西斯鎮市政建築的能源使用量設立基準。  

  

參議員湯姆·奧瑪拉  (Tom O'Mara) 表示，「就達成紐約州南部地區及周邊地區各社

區的能源要求而言，鼓勵清潔能源實踐活動具有重大意義。我感謝尤利西斯鎮兌現

其關於投資清潔能源替代方案的承諾，並敦促本州其他社區效仿該鎮樹立的  

榜樣。」 

  

眾議員芭芭拉·里夫頓  (Barbara Lifton) 表示，「我們如今減少能源消耗量，從而幫

助為子孫後代保障安全健康的未來。尤利西斯鎮的溫室氣體減排工作樹立了典範，

我知道紐約州其他各市鎮將效仿該鎮，從而為全體民眾保障清潔的未來。」  

  

「爭取清潔能源社區稱號彰顯了協作、牢固的合作關係以及自願參與的員工具備的

重要意義，」尤利西斯鎮鎮長伊麗莎白·托馬斯  (Elizabeth Thomas) 表示。「我們

是個資源有限的小社區，清潔能源社區協調員花費時間指導我們並解答我們的疑



 

 

問，我們發現清潔能源社區協調員提供的支持極其重要。我們鎮證明小自治鎮也能

成為清潔能源社區，從而致力於減少依賴化石燃料，來幫助消除氣候變化的根

源。」 

  

社區為可以採取其他清潔能源行動用於爭取該稱號，包括：  

 

•  在大城市建築中進行能效升級和可再生能源升級。  

•  為街燈啟用節能  LED 技術。 

•  實施社區集體自決  (Community Choice Aggregation)，居民因此能夠對

能源使用群體獲得更多選擇和控制。   

•  確立『刺激紐約金融計畫  (Energize NY Finance Program)』，使得商業

大樓和非營利機構在推行提高能效的可再生能源項目時，能夠獲得價

格適宜的『已評估地產清潔能源  (Property Assessed Clean Energy)』

長期融資。  

•  透過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取得氣候智能社區認證  (Climate Smart Communities Certification)，  

從而制定全面計畫用於減少碳足跡並改善環境。  

•  安裝電動汽車充電站；在市內開車時，使用可替代燃料汽車，例如：

混合動力和電動車。  

  

市、郡、鎮、鄉至少完成  4 項（共 10 項）清潔能源行動才能被命名為清潔能源社

區，並且有資格申請高達  25 萬美元資金，而沒有地方分擔費用，並且可以選擇領

取高達 25% 的預付款用於支持其他清潔能源項目。居民人口低於  4 萬人的市、

郡、鎮、鄉可申請高達  10 萬美元資金。2016 年  8 月 1 日後至少要完成  2 項 

（共 4 項）行動。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從現在起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接受資金申請，或直至該項資金發放完畢，以先發生的情況為準。清潔能源基金  

(Clean Energy Fund) 和「區域性溫室氣體倡議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將提供上述資金。  

  

清潔能源社區協調員還可免費幫助缺乏足夠資金或資源的社區制定清潔能源目標並

優先實現；提供方便使用的資源（例如指引文件及案例研究）；並利用撥款機會和

技術協助機會。  

  

如需了解更多關於清潔能源社區的資訊，請訪問  www.nyserda.ny.gov/cec.地方政府

官員或僱員可以從此處查找響應協調員的聯絡資訊，用於獲取協助以完成行動。  

  

加快「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今天發佈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項目，該項目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

藍圖，旨在促進經濟強勁增長和社區健康發展。本倡議注重創新和強勁的企業發

展，並注重創造能夠吸引本地區最優秀、最聰慧的人才的環境。州政府自  2012 年

http://www.nyserda.ny.gov/cec


 

 

起已經對本地區投入了  46 億多美元，為本計畫奠定基礎，這包括：投資關鍵行

業，如高級製造業、食品行業和農業；並採取措施支援範圍更廣的賓漢姆頓市  

(Binghamton) 創新生態系統。如今，全州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以來的最低水平；

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在選擇諸如賓漢姆頓市、約翰遜城  

(Johnson City) 以及科寧市  (Corning) 這類地點作為發展和投資的目的地。葛謨州長

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在「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中斥資  

5 億美元啟動「紐約南部崛起」專案。此舉將刺激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

—呈交後的地區性計畫預計將帶來  10,200 個新的工作機會。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REV)」簡介   

能源願景改革是安德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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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願景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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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