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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葛謨宣佈撥款近 400 萬美元用於發展紐約州的社區熱泵網絡  
  

優勝專案為在 600 棟建築中探索清潔能源選擇，三分之二的資金用於支援在弱勢社區開
展的專案   

  
支援州長在《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中提出的全國領先目標，包括到 2050 年減少 

85% 的溫室氣體排放  
   

州長安德魯．M．葛謨今日宣佈，為第一輪社區熱泵系統試點專案下的 23 個專案提供近 
400 萬美元的撥款，以推進利用地熱和廢物能源來為建築供暖和製冷的社區熱網。優勝專
案將在 600 棟建築中探索清潔能源選擇，以減少碳排放和空氣污染，其中三分之二的資
金將用於支援在弱勢社區開展的專案。此公告的發佈支援州長葛謨在《氣候領導力和社區

保護法案》(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中提出的全國領先清潔
能源和氣候議程，包括到 2050 年減少 85% 的溫室氣體排放。  
   
「社區熱網透過為全州社區提供更健康的生活和工作場所，為擴大電氣化建設創造了機

會，」州長葛謨表示。「這些專案展示了我們如何在社區建立新的清潔能源基礎設施，

同時為居民（包括低收入和弱勢社區的居民）提供長期的能源節約。」  
  
「紐約州正在投資社區熱網，以推進清潔能源選擇，並為有需要的社區提供長期的能源節

約，」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社區熱泵熱點系統試點專案 
(Community Heat Pump Systems Pilot Program) 將提供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空間，使紐約
更接近我們的全國領先目標，即到 2025 年減少 85% 的溫室氣體排放。」  
  
社區熱泵熱點系統試點專案由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DRA) 管理，旨在透過共享熱泵管道和基礎
設施，將多個相鄰的建築連接起來，從而建立社區熱網。社區熱力戰略加速了紐約建築存

量的脫碳努力——從逐棟建築的方式轉變為逐塊街區和逐個社區的模式。  
  
今日的公告包括三類專案：範圍界定研究、建築專案和最佳實踐指南，以確保開發新的創

新熱網模型，最大限度地擴大專案範圍和社區影響。試點專案還側重於探索其他建築物或

社區資源丟棄的廢物能源，以供應熱泵。在範圍界定研究、建築專案和最佳實踐指南以及

設計研究領域，仍然可以為其他提案提供資金。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多琳．M．哈里斯 (Doreen M. Harris) 表
示，「熱泵提供了創新技術，為家庭和企業提供清潔、負擔得起的能源，這顛覆了以往

應對氣候變化的做法，尤其是服務欠缺的社區。我們與合作夥伴一起，正在創造途徑和資

源，以減少建築的碳排放，改善清潔能源的獲取，並促進紐約州的可持續發展。」  
   
批准專案  
   
範圍界定研究：23 個批准專案中有 21 個是範圍界定研究，以合同簽訂為準，將研究安
裝熱泵網絡的可行性。評估的第一步將包括 600 多棟建築，佔地面積超過 4000 萬平方英
尺，包括大學、醫院、多戶住宅小區、商業建築和多用途綜合體。其中 10 項研究以弱勢
社區為重點，將確定如何實現社區熱泵網絡以惠及 8000 多戶經濟適用房家庭。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一個專案   

o 現有建築，多個業主  

 特洛伊市 (City of Troy) 市中心社區——CHA 諮詢公司 (CHA 
Consulting, Inc.)，紐約特洛伊市*  

 紐約市中心：兩個專案  

o 現有建築，多個業主  

 錫拉丘茲市 (City of Syracuse) 市中心社區——紐約中心區域規劃和
發展委員會 (Central New York Region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CHA 諮詢公司，紐約錫拉丘茲市*  

o 校園現有建築，單個業主  

 錫拉丘茲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M/E 工程公司 (M/E 
Engineering, P.C.)，紐約錫拉丘茲市*  

 五指胡 (Finger Lakes)：一個專案   

o 校園現有建築，單個業主  

 羅切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Rochester)，溫德爾能源服務有限責任
公司 (Wendel Energy Services, LLC)，紐約羅切斯特市  

 哈德遜中部 (Mid-Hudson)：四個專案  



o 校園新建築，單個業主  

 普拉特蘭丁 (Pratt Landing) 多用途綜合體——耐久能源公司 
(Endurant Energy)，紐約新羅謝爾市    

o 校園現有建築，單個業主  

 新羅謝爾市共濟會社區 (Masonic Community)——CHA 諮詢公司，
紐約州新羅謝爾市  

 菲爾普斯醫院 (Phelps Hospital)——威爾丹 (Willdan)，紐約睡谷 
(Sleepy Hollow)     

 兒童村 (Children's Village) 教育設施——MEP 地熱工程公司 (MEP 
Geothermal Engineering)，紐約多布斯費里 (Dobbs Ferry)  

 莫霍克山谷 (Mohawk Valley)：兩個專案  

o 現有建築，多個業主  

 尤蒂卡市 (City of Utica) 市中心社區——約瑟夫科技公司 (Joseph 
Technology Corporation)，紐約尤蒂卡市*  

 奧尼昂塔市 (City of Oneonta) 大部分建築 - 安博公司 (Ramboll)，紐
約奧尼昂塔市*  

 紐約市：九個專案  

o 新建住房，多個業主  

 創新皇后區 (Innovation Queens) 多用途綜合體——耐久能源公司 
(Endurant Energy)，紐約皇后區*         

o 校園新建築，單個業主  

 半島 (Peninsula) 多用途綜合體——耐久能源公司 (Endurant 
Energy)，紐約布魯克林*  

 葛灣那格林 (Gowanus Green) 多用途綜合體——耐久能源公司 
(Endurant Energy)，紐約布魯克林  

 弗利特金融東方翡翠 (Fleet Financial Eastern Emerald) 多用途綜合
體——MEP 地熱工程公司 (MEP Geothermal Engineering, PLLC)，
紐約皇后區       

o 校園現有建築，單個業主  



 普拉特研究所 (Pratt Institute)——安塔雷斯集團有限公司 (Antares 
Group, Inc.)，紐約布魯克林  

 春溪大廈 (Spring Creek Towers) 多戶住宅綜合樓——耐久能源公司 
(Endurant Energy)，紐約布魯克林*  

 巴納德學院 (Barnard College)——MEP 地熱工程公司 (MEP 
Geothermal Engineering, PLLC)，紐約州紐約市  

 洛克菲勒中心 (Rockefeller Center)—— AKF 工程師有限責任公司 
(AKF Engineers, LLP)，紐約州紐約市  

 瓦格納學院——耐久能源公司 (Endurant Energy)，紐約史坦頓島 
(Staten Island)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兩個專案  

o 現有建築，多個業主  

 布法羅 (Buffalo) 國家燃氣社區 (National Fuel Gas Community)—— 
溫德爾能源服務有限責任公司 (Wendel Energy Services, LLC)，紐
約布法羅市*  

o 校園現有建築，單個業主  

 西洛市 (Silo City) 多用途綜合體——耐久能源公司 (Endurant 
Energy)，紐約布法羅市*  

  
建築專案：根據簽訂的合同在科尼島 (Coney Island) 的弱勢社區新建的示範專案，供應
兩棟多戶住宅樓和 139 套經濟適用公寓。  

 紐約市  

o 新建築，單個業主  

 LCOR 多用途綜合體——生態節能有限公司 (Ecosave, 
Inc.)，紐約科尼島*  

  
最佳實踐指南：根據合同簽訂執行的最佳實踐指南將側重於追求社區式熱泵的途徑，以

幫助社區、業主和居民確定安裝熱泵的機會，瞭解如何向利益相關者強調其價值，並招聘

專家。  

 全州  

o 線上資源  



 約瑟夫科技公司 (Joseph Technology Corporation)，專案開發最佳
實踐指南  

   
*位於弱勢社區。  

   
造訪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網站瞭解有關批准專案的更多資訊。  
   
眾議員兼紐約州眾議會能源委員會 (Assembly Energy Committee) 邁克爾．凱西克 
(Michael Cusick) 表示「隨著我們繼續追求雄心勃勃的能源和氣候目標，採用創新技術
和創造性解決方案至關重要。對我們的建築基礎設施進行脫碳是減少我們的總排放量和提

高能源效率的關鍵組成部分。我很高興位於史坦頓島的瓦格納學院也獲得了該專案批

准。」  
   
紐約州能源和電信委員會主席、參議員凱文．帕克 (Kevin Parker) 表示，「我讚賞州長
葛謨和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最近提出的在全州減少碳排放和空氣污染的舉措，同

時優先考慮弱勢社區。社區熱泵熱點系統試點專案將成為成千上萬經濟適用房居民的資

產，我期待這個專案的擴展。」  
  
州長葛謨於 2021 年 2 月宣佈，社區熱泵熱點系統試點專案有助於降低轉換為熱泵系統的
前期資本成本。符合條件的團隊可以是建築物業主、顧問或開發商，他們提交的方案包括

地源、空氣源、水源或多源社區熱力系統。  
   
在紐約州，建築物的碳排放量佔總排放量的 33% 以上，地源熱泵是一種高能效、高成本
效益的系統，可以透過清潔供熱減少建築物的排放。這些系統透過將熱量傳入或傳出地

面、水或空氣源來提供加熱和供冷。事實證明，熱泵比傳統的化石燃料供暖系統更高效、

更節能和更舒適。  
   
該專案由清潔能源資金 (Clean Energy Fund) 資助，該投資是紐約州清潔供熱實施計劃下
紐約全國領先的建築電氣化工作的一部分，該計劃由投資者所有的公用事業公司和紐約州

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共同管理，將投入 7 億美元用於建築電氣化解決方案，包括各種熱
泵技術。  
  
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氣候計畫  
隨著紐約州從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中逐漸恢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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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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