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7 月 1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已安裝三千兆瓦的太陽能，所產生的清潔能源足夠為超過 50 萬個家

庭供電 

 
自紐約太陽能 (NY-Sun) 倡議啟動以來，本州的太陽能增長超過 2,100%，太陽能成

本降低 69% 

 
全州已完成的太陽能專案，加上已授予的和正在開發的專案，合計達成葛謨州長提出的

「到 2025 年部署六千兆瓦太陽能」目標的 95% 

 
照片請查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全州已經安裝了三千兆瓦的太陽能，足以為超過 50 萬個

家庭供電，這突顯了紐約州在發展全國最強大的太陽能市場之一方面的領先地位。自 

2011 年啟動紐約太陽能倡議以來，太陽能在全州範圍內增長了 2,100%，成本下降了 

69%，同時在全州範圍內創造了約 12,000 個工作崗位。加上正在開發當中的專案，今天

的里程碑達成了葛謨州長在《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中制定的「到 2025 年安裝六千兆瓦太陽能」目標的 95%。 

 
「在我們致力於全面減少有害排放，並積極應對抵禦氣候變化和疫情後重建的雙重挑戰的過

程中，太陽能是紐約州向清潔能源經濟過渡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葛謨州長表示，「紐約

太陽能倡議的成功表明，我們正穩步實現全國領先的能源目標，同時刺激全州各社區的綠色

就業增長和經濟復甦，這是我們在疫情後重新構想紐約州的綜合規劃的組成部分。」 

 
「作為一個在伊利湖 (Lake Erie) 附近長大的人，我親眼目睹了當地鋼鐵廠的排放物造成

的有害影響，因此，創造一個更清潔、更綠色的未來一直是我個人的奮鬥目標。」副州

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透過達成在紐約州安裝三千兆瓦太陽能的歷史

性里程碑，我們現在可以用清潔能源為超過 50 萬個家庭供電，同時也創造了良好的就業

機會，並為本州的綠色能源經濟吸引了更多投資。」 

 
霍楚爾副州長今天與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YSERDA) 總裁兼執行長多琳 M. 哈里

斯 (Doreen M. Harris) 以及生成資本公司 (Generate Capital) 的負責人佩奇·弗蘭納里 

(Peggy Flannery) 共同出席了哈德遜中部地區最大的社區太陽能專案的剪綵儀式，並在儀

式上進行了宣佈。該專案被非正式地稱為「17B」，其位於貝塞爾鎮 (Bethel) 通往 1969 

年伍德斯托克音樂節 (Woodstock Music Festival) 原址的道路上，由特拉華河太陽能公司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albums/72157719546924442#_blank


(Delaware River Solar) 開發，所有權歸屬於生成資本公司，該公司目前共同管理該場地。

專案包括一個 6.1 兆瓦的太陽能電池陣，每年將產生 780 萬千瓦時的太陽能，並已由 129 

個住宅、小型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完全訂購。該專案透過紐約太陽能倡議從紐約州能源研究

與發展機構獲得了超過 100 萬美元的資金。 

 
該專案透過允許消費者訂購當地的社區太陽能專案，從而為那些不具備理想條件直接就地安

裝太陽能電池板的屋主和租戶增加獲得太陽能的機會。透過社區太陽能安排，能源仍然由客

戶的常規電力供應商提供，但社區太陽能電池陣產生的電力則直接饋送回電網。由於電網獲

得了清潔的可再生能源，對於用戶在社區太陽能系統中的部分，用戶也可獲得電費優惠。 

 
2020 年，紐約州的社區太陽能安裝量在全國排名第一，總安裝量排名第二。去年也是本州

的太陽能安裝有史以來最富有成效的一年，共安裝了 549 兆瓦的容量，其中大部分透過紐

約太陽能倡議的激勵措施獲得了支援。紐約州的政策確保了太陽能進入本州的每個縣，其

中長島地區、哈德遜中部地區以及首府地區的太陽能安裝量最大。 

 
自 2011 年以來，葛謨州長的紐約太陽能倡議取得了以下成果： 

• 在紐約州各縣的 14.5 萬個家庭的屋頂或房產上安裝了太陽能； 

• 提供了超過 10 億美元的激勵措施，帶動了 53 億美元的私人投資； 

• 推動了紐約州實現超過 2,100% 的太陽能增長； 

• 產生了足夠為超過 52.2 萬個紐約家庭供電的清潔可再生能源； 

• 創造了 12,000 個太陽能行業的工作崗位； 

• 幫助推動太陽能的成本在 10 年內降低 69%；以及 

• 承諾為有利於環境正義和弱勢社區的專案提供 3,000 萬美元的資金。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執行長多琳 M. 哈里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

「紐約太陽能倡議透過提供所需的市場信號和支援，以擴大所有紐約民眾獲得清潔、

可負擔能源的機會，從而使紐約州的太陽能市場成為全國的領導者。公私合作夥伴關

係是我們這項工作的基石，我們無比自豪能夠與利益相關者、開發商和土地所有者進

行合作，他們幫助我們實現了三千兆瓦的太陽能里程碑，這是我們在建立綠色能源

網，從而實現本州公平的清潔能源轉型的道路上所邁出的重要一步。」  

 
「社區太陽能是使民眾有機會獲得可負擔的清潔能源的關鍵機會，我們無比興奮地祝

賀紐約州達成這個 3 千兆瓦部署的里程碑。」生成資本公司 (Generate Capital) 的負

責人佩奇．弗蘭納里 (Peggy Flannery) 表示，該公司目前在紐約州所擁有的和正在建

設中的社區太陽能專案共計超過 200 兆瓦。「生產資本公司的願景是用可持續的基礎

設施來重建世界，我們很自豪能與特拉華河太陽能公司這樣的創新開發商合作，透過

社區太陽能專案為全州成千上萬的社區、居民和小企業帶來清潔電力、就業機會以及

經濟節約機會。」  

 
 
 



太陽能產業協會 (Solar Ener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 SEIA) 東部地區州政策部高

級主任戴維．加爾 (David Gahl) 表示，「這個三千兆瓦的里程碑是一項令人印象深刻

的成就，證明了紐約州對於太陽能的堅定承諾。太陽能行業在紐約州支援了超過 

10,000 個工作崗位，在我們努力實現《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的短期和長期目

標的過程中，諸如紐約太陽能倡議這樣的計畫將有助於繼續創造投資和就業機會。太

陽能產業協會期待著繼續與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和州領導進行富有成效的合

作，從而促進太陽能持續為紐約州的經濟和環境服務。」 

 
紐約州太陽能源產業協會 (New York Solar Ener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 

NYSEIA) 執行主任沙伊姆．馬塔 (Shyam Mehta) 表示，「紐約州太陽能源產業協會

及其成員公司感謝公共服務委員會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公共服務廳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州議會和葛謨州長及其

政府的願景和辛勤付出，這些促成了紐約州分佈式太陽能產業在過去十年間所取得的

成功。在此過程中，紐約州已成為全國清潔能源、太陽能和環境正義的領導者，尤其

是透過其社區太陽能計畫的制定。我們期待著與州政府合作，從而確保分佈式太陽能

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確保我們的經濟在未來幾年實現脫碳。」 

 
社區太陽能機會聯盟 (Coalition for Community Solar Access) 東北地區主任凱特琳·

凱利．奧尼爾 (Kaitlin Kelly O'Neill) 表示，「紐約州的分佈式和社區太陽能市場的發展

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成功故事。得益於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領導和願景，我們擴

大了可負擔清潔能源的覆蓋範圍，以使全州數十萬的額外客戶有機會獲得其所帶來的好

處，同時，我們正在創建一個服務於所有紐約民眾的更加公正、公平的電網。」 

 
參議會能源委員會 (Senate Energy Committee) 主席、州參議員凱文．派克 (Kevin 

Parker) 表示，「我讚賞葛謨州長和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這項將為超過 50 萬個

家庭提供太陽能的最新舉措。隨著我們繼續遵循《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氣候

法）的規定，我堅信，本州不僅將努力安裝更多的太陽能電池板，而且還將為紐約民眾提

供更多就業機會，這是確保我們順利度過這場疫情的關鍵因素。」 

  
眾議員兼眾議會能源委員會 (Assembly Energy Committee) 主席邁克爾．庫西柯 

(Michael Cusick) 表示，「今天，在我們全州向綠色能源網過渡以及應對氣候變化而

共同努力的過程中，我們達成了一個前途無量的里程碑。我們現已達成了全州太陽能

發電目標的一半，透過正在進行當中的各項專案，我們正朝著『到 2025 年實現六千兆

瓦太陽能發電』這一目標前進。我很高興今天能夠在本州最大的社區太陽能專案現場

之一進行這項宣佈。在我能源委員會同事的幫助下，我今年得以在奧爾巴尼通過了一

項法案 (A3805)，該法案將顯著擴大紐約州各地民眾獲得社區太陽能專案的機會。」 

  
 
 
 
 



眾議員艾琳．岡特爾 (Aileen Gunther)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哈德遜中部地區最大的

社區太陽能專案已在貝塞爾鎮建成。貝塞爾鎮一直走在可持續發展和綠色能源的前沿，

這個專案將有助於推進紐約州的綠色能源目標。我們深知，我們對於氣候友好型能源有

著迫切的需求。我們每天都能看到氣候變化在全國各地造成的破壞性影響。我期待著在

這項成功專案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努力確保沙利文縣 (Sullivan) 繼續引領一個更清潔、

更光明的未來。」 

 
貝塞爾鎮鎮長丹尼爾．斯特姆 (Daniel Sturm) 表示，「貝塞爾鎮無比自豪能夠主辦這

場宣佈會，以宣佈紐約州作為太陽能領導者所取得的成就。這個哈德遜中部地區最大

的社區太陽能電池陣是本鎮自身領導力的產物。2017 年，貝塞爾鎮委員會頒佈了一項

廣受讚譽的太陽能法案，以鼓勵屋頂和地面上的太陽能安裝，同時保護產權和我們地

區的美景。作為銅牌認證的氣候智慧型社區和指定的清潔能源社區，貝塞爾鎮與紐約

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持續在大小專案上密切合作，以推進本鎮的和全州的可持續性

目標。」 

 
除了全州已安裝的三千兆瓦的分佈式太陽能之外，另有 2.7 千兆瓦的太陽能已經獲得了紐

約太陽能倡議的激勵措施，目前正在全州範圍內進行開發。這些專案預計將在未來兩年內

上線，其容量足以額外為 47.7 萬個家庭供電，這將促進紐約州更接近實現《氣候法》中制

定的六千兆瓦目標。目前，全紐約州在建的太陽能專案中有 90% 以上為社區太陽能，也就

是超過 800 個專案，這些專案建成之後將覆蓋更多的紐約民眾，包括中低收入的家庭。 

 
這項強大的分佈式太陽能專案部署透過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大規模可再生能源

計畫得到了補充，該計畫與超過 75 個公用事業規模的太陽能專案簽訂了有效合同，總

共另有近五千兆瓦的太陽能正在開發中，包括全州範圍內的多個正在積極建設中的專

案，建成之後將足以為超過 120 萬個家庭供電。這些專案將一同為紐約州帶來共計超過 

55 億美元的投資，並在開發、建設、營運和維護方面創造超過 9,000 個工作崗位。 

 
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氣候計畫 

隨著紐約州從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中逐漸恢復，葛謨州長全國領先的氣候

議程是美國最有進取心的氣候和清潔能源方案，它呼籲有序、公正地向清潔能源過渡，

創造就業機會，並繼續發展綠色經濟。通過《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形成法律，

紐約州正逐步實現其在 2040 年前電力行業零排放的強制目標，其中包括在 2030 年前實

現 70% 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並實現全經濟範圍的碳中和。它建立在紐約史無前例的增加

清潔能源的投資基礎上，其中包括在全州 91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中投入超過 210 億美

元、68 億美元用於減少建築物排放、18 億美元用於擴大太陽能項目、超過 10 億美元用

於清潔交通計劃，以及超過 12 億美元的紐約綠色銀行承諾。綜合起來，這些投資支援紐

約州的清潔能源行業在 2019 年提供 150,000 多個工作崗位，分佈式太陽能行業自 2011 

年以來增長了 2,100%，以及到 2035 年開發 9,000 兆瓦的海上風電的承諾。在葛謨州長

的領導下，紐約州在這一進步的基礎上，在 2050 年前使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1990 年水準

減少 85%，同時確保至少 35%（目標為 40%）的清潔能源投資產生的收益用於弱勢社

https://www.nyserda.ny.gov/All-Programs/Programs/Clean-Energy-Standard/Renewable-Generators-and-Developers/RES-Tier-One-Eligibility/Solicitations-for-Long-term-Contracts#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earth-day-2021-governor-cuomo-announces-more-20-large-scale-renewable-energy-infrastructure#_blank


區，並推動實現本州 2025 年能源效率目標，即將現場能源消耗減少 185 萬億英熱單位

的終端使用能源節省。 

 
關於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YSERDA)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是一間公益公司，提供客觀資訊和分析、創新計畫、技術

專長和資金，以幫助紐約人提高能源效率、節省資金、使用可再生能源並減少對化石

燃料的依賴。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專業人員致力於保護環境並創造清潔能源

工作。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自 1975 年起即在紐約州建立各種合作關係，力求推

動創新能源解決方案。如需瞭解有關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專案和融資機會的更

多資訊，請造訪 nyserda.ny.gov，或在 Twitter、Facebook、YouTube 或 Instagram 

上關注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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