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3 月 22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紐約為美國最大的社區太陽能市場  

  

已安裝發電能力超過 1 千兆瓦——足以為全州 20 多萬戶家庭提供服務  

  

社區太陽能為客戶提供有保障的成本節約，可再生能源穩定了紐約民衆的長期能源成本  

  
支援紐約州《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設定的目標，即到 2030 年實現紐約州 70% 

的電力來自於可再生能源，以及州長提出的到 2030 年實現 10 

千兆瓦太陽能發電能力的目標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紐約已成為美國最大的社區太陽能市場，安裝並運行了超過 

1 千兆瓦的社區太陽能，足以服務全州 20.9 

萬戶家庭。紐約亦擁有全國最大的太陽能管道，有足夠的社區太陽能正在建設中，可為另

外 40.1 

萬戶家庭提供服務，確保所有紐約民衆在未來幾年繼續獲得清潔、價格合理的太陽能。今

天的公告加速了《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簡稱《氣候法案》）目標的實現進程，即到 2030 年，紐約州 70% 

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以及州長提出的目標，即到 2030 年實現 10 

千兆瓦的太陽能發電能力。  

  

「達到這一全國領先的里程碑——安裝了超過 1 

千兆瓦的社區太陽能，證明了紐約積極追求清潔能源替代品，這將增強我們的經濟，讓我

們更接近碳中和的未來，」霍楚爾州長表示。「紐約再次創造了清潔能源的歷史，許多

家庭面臨著能源成本上漲的負擔，本屆政府仍然致力於擴大太陽能的使用範圍，這將節省

開支，穩定電費，同時實現我們積極的氣候目標。」  

  

「我們今天取得了超過 1 千兆瓦的進展，足以為紐約州 20 

多萬戶家庭供電，」副州長本傑明表示。「當我們考慮紐約州的未來時，我們必須考慮

我們所追求的經濟繁榮，以及是否惠及我們的後代。當這些紐約民衆後代展望今天時，他

們會知道這些進展的取得始終將他們謹記於心。今天我很自豪地宣佈，紐約是美國的太陽

能之都。」  

  



副州長布萊恩〃本傑明 (Brian Benjamin) 在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County) 的一個 7.5 

兆瓦社區太陽能專案上宣佈了這一消息，該專案與前身為垃圾填埋場的 10 

兆瓦時儲能專案同期開展。該專案位於葛蘭維爾 (Glenville) 鎮，由 DSD 

可再生能源公司開發，該公司也是該專案的所有者和運營商。該工地是透過與斯克內克塔

迪郡太陽能聯盟 (Schenectady County Solar Energy Consortium) 的合作得以實現的七個 25 

兆瓦投資組合專案的一部分，該聯盟每年為斯克內克塔迪郡的市政當局和各市節約 40 

多萬美元的能源成本，並使每個市政當局都能由 100% 可再生能源供電。該聯盟由該郡於 

2019 年成立，包括斯克內克塔迪郡、斯克內克塔迪市、杜恩斯堡 (Duanesburg) 

鎮、葛蘭維爾鎮、尼斯卡尤納 (Niskayuna) 鎮、普林斯敦 (Princetown) 鎮、鹿特丹 

(Rotterdam) 鎮、德蘭森 (Delanson) 村和斯科舍 (Scotia) 村。  

  

社區太陽能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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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戶和企業主

增加獲得太陽能的機會。透過社區太陽能安排，清潔能源仍然由客戶的常規電力供應商提

供，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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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中的部分，用戶也可獲得電費優惠。  

  

2021 年，社區太陽能發電占全州太陽能發電裝機總量的 

70%。此外，紐約的分佈式太陽能管道目前由超過 708 個專案組成，總功率為 2300 

兆瓦，竣工後將有助於擴大所有紐約民衆獲得清潔能源的機會，包括中低收入 (LMI) 

家庭和弱勢社區 (DAC) 生活群體。太陽能管道由 73 

個在全州範圍內受紐約州支持的公用事業大規模太陽能專案予以補充，這些專案竣工後將

輸送足夠 220 

多萬戶家庭使用的電力。本州在部署社區太陽能方面的成功得到了太陽能工業協會 (Solar 

Energy Industry Association) 和伍德麥肯茲太陽能市場洞察 (Wood Mackenzie Solar Market 

Insight) 2021 

年回顧報告的證實，該報告不僅將紐約列為領先於第二名明尼蘇達州的全國領先者，而且

還強調了紐約州在 2021 年的安裝量排名第一，是第二名麻塞諸塞州的兩倍多。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YSERDA) 總裁兼執行長多利〃M〃哈里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紐約再次為全國各州樹立了榜樣，表明投資社區太陽能可以為成千上萬的家庭

帶來清潔能源，同時也讓紐約州更接近於實現我們的氣候目標。由於仍有大量管道需要建

設，我們正在為所有紐約民衆規劃一條道路，讓他們能夠簽署此類可再生能源專案，以降

低電力成本，並成為我們氣候變化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DSD 可再生能源公司執行長埃裡克〃希曼 (Erik Schiemann) 

表示，「我們為斯克內克塔迪的投資組合和我們能為其帶來的創新感到非常自豪，而它

位於我們總部的後院，這是一大亮點。然而，正是與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等合作夥

伴以及我們在紐約居住和工作的社區中的鄰居和利益相關者合作，促使 DSD 

繼續為加快本州的氣候法案倡議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schenectadymetroplex.com%2Fnews%2Fschenectady-county-unveils-final-plans-for-county-solar-energy-consortium%2F&data=04%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415c0b188c24a014fef08da0c2b2f1f%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3567685736930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ZgRVtkbApVDX7MN87GLvkgEMRGvzaPR1gDpJ39gndYc%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schenectadymetroplex.com%2Fnews%2Fschenectady-county-unveils-final-plans-for-county-solar-energy-consortium%2F&data=04%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415c0b188c24a014fef08da0c2b2f1f%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3567685736930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ZgRVtkbApVDX7MN87GLvkgEMRGvzaPR1gDpJ39gndYc%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schenectadymetroplex.com%2Fnews%2Fschenectady-county-unveils-final-plans-for-county-solar-energy-consortium%2F&data=04%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415c0b188c24a014fef08da0c2b2f1f%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3567685736930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ZgRVtkbApVDX7MN87GLvkgEMRGvzaPR1gDpJ39gndYc%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nyserda.ny.gov%2Fny%2Fdisadvantaged-communities&data=04%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415c0b188c24a014fef08da0c2b2f1f%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3567685736930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BIraCvM8H6HaTDynJg8OT5vkuhGaHsM7XmgRNbRpdB0%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woodmac.com%2Findustry%2Fpower-and-renewables%2Fus-solar-market-insight%2F&data=04%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415c0b188c24a014fef08da0c2b2f1f%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3567685736930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EXwKPH8Ivmg%2FKGJ48xxCIkw%2B6IHE9oXuLgXKg6kOWuM%3D&reserved=0


這一里程碑的實現得益於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紐約太陽能」計劃的大力支持，

該計劃是本州斥資 18 

億美元的標誌性計劃，旨在擴大太陽能的規模，同時降低成本，讓家庭、企業和社區更容

易使用太陽能。目前，安裝分佈式太陽能專案和其他在建專案一起將使本州實現現行氣候

法案的 95% 目標，即在 2025 年前安裝 6 千兆瓦的太陽能。  

  

自 2011 年以來，「紐約太陽能」計劃已幫助：  

 為紐約各郡 16.5 萬戶家庭或企業的房頂或資產上安裝太陽能；  

 提供超過 13 億美元的激勵資金，使用 61 億美元的私人投資；  

 推動本州太陽能實現超過 2,500% 的增長水帄；  

 輸送足夠超過 62.7 萬戶紐約家庭使用的清潔可再生能源電力；  

 為太陽能產業創造 1.2 萬個崗位；  

 在 10 年中降低 70% 的太陽能成本；和  

 確保將超過 2 億美元用於中低收入 (LMI) 

家庭、經濟適用住房、弱勢群體和環境正義社區，作為本州太陽能公帄框架

的一部分。  

  

去年秋天，霍楚爾州長呼籲將紐約到 2030 年的太陽能目標提高到 10 

千兆瓦。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YSERDA) 

和紐約州公共服務部 (DPS) 

向公共服務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路線圖，以擴大本州成功的「紐約太陽能」計劃，使其成為

全國規模最大、最具包容性的太陽能專案之一，包括持續獎勵額外 2,270 

兆瓦的社區太陽能專案，足以為另外近 40 

萬戶家庭供電。該路線圖還包括針對紐約州南部地區專案的雄心勃勃的目標，以及對社區

太陽能專案服務弱勢群體和中低收入家庭用戶的專項激勵，這與《氣候法案》的呼籲一致

，即清潔能源投資產生的的收益至少有 35%（目標為 

40%）惠及弱勢社區。該路線圖還提出了「紐約太陽能」計劃中 1 

兆瓦以上太陽能專案的現行工資要求，以促進高品質太陽能工作崗位的持續增長。  

  

眾議員保羅〃通科 (Paul Tonko) 

表示，「社區太陽能將在實現我們的能源目標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目前，許多想要轉用

太陽能的居民被禁止，因為他們負擔不起太陽能電池板的費用、他們住在租來的房子裡，

或者他們的屋頂根本不支持安裝太陽能板。社區太陽能是克服這些障礙的顛覆性做法，讓

更多的紐約民衆成為清潔能源轉型的一部分。我為我在國會的工作感到自豪，並再接再厲

為減少排放和降低消費者的能源成本提供關鍵投資，感謝霍楚爾州長、斯克內克塔迪郡太

陽能聯盟、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以及所有支持者，他們的努力使紐約繼續成為全球

推動清潔能源未來的國家領導者。」  

 

州參議員凱文〃帕克 (Kevin Parker) 

表示，「作為能源和電信委員會主席，我讚賞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和「紐約太陽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documents.dps.ny.gov%2Fpublic%2FMatterManagement%2FCaseMaster.aspx%3FMatterCaseNo%3D21-e-0629%26CaseSearch%3DSearch&data=04%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415c0b188c24a014fef08da0c2b2f1f%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3567685736930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V6ENzlWv3yViIYaJDgbNwuQoBTQQjEJ8rLGmNDPt%2BAw%3D&reserved=0


能」計劃幫助我們州實現了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按照這個速度，我知道我們可以實現州

長的目標，到 2030 年實現 10 千兆瓦的太陽能發電能力。」  

  

眾議員邁克〃庫西克 (Mike Cusick) 

表示，「今天，我們慶祝我們全州範圍內改造能源網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事件。安裝了 1 

千兆瓦的社區太陽能是一項巨大的成就，證明了我們對實現可再生能源目標的承諾。雖然

今天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但它也只是一個開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將繼續

推進我們在紐約州建設未來能源網的承諾。」  

  

美國國家電網紐約公司總裁魯道夫〃溫特 (Rudolph Wynter) 

表示，「我們很高興今天能在葛蘭維爾與副州長本傑明和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會

面。國家電網公司很高興在全州範圍內安裝社區太陽能設備方面處於領先地位，我們還與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合作開發了『全民太陽能』專案，以確保中低收入的國家電網

公司客戶能夠享受太陽能互聯的好處。我們正在不斷創新新方法，使太陽能連接更快、更

便宜、更以客戶為中心。我期待繼續與州長、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和我們的其他合

作夥伴合作，加強我們所服務的社區，使我們的清潔能源未來成為現實。」  

  

太陽能產業協會 (Solar Ener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 東部州政策高級主管大衛〃加爾 (David 

Gahl) 

表示，「成為社區太陽能的頭部陣營是一項重大成就，它表明了州領導人致力於發展清

潔能源，並確保所有紐約民衆都能享受太陽能的成本節約效益。 

此類領導為本州帶來了數千個工作崗位和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太陽能產業協會期待著繼續

與霍楚爾州長、紐約公共服務委員會和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合作，以擴大紐約更公

帄地獲得清潔能源的機會。」  

  

社區太陽能利用聯盟東北部主任凱特琳〃凱利〃奧尼爾 (Kaitlin Kelly O'Neill) 

表示，「紐約對社區太陽能的承諾使其成為全國領先者，成千上萬的紐約民衆已經能夠

享受到清潔能源的好處。紐約州政府擴大社區太陽能效益的承諾將在實現《氣候法案》設

定的氣候目標方面取得切實進展。」  

  

紐約州保護選民聯盟 (New York 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 主席朱利〃泰戈 (Julie Tighe) 

表示，「祝賀紐約和太陽能行業在社區太陽能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社區太陽能正在幫助

應對氣候變化，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增長，以實現我們雄心勃勃的氣候目標。如果紐約要實

現這些清潔能源目標，我們需要優先考慮太陽能，為家庭提供使用綠色能源的機會，並優

先考慮對弱勢社區的投資。隨著紐約在 2021 

年的社區太陽能裝機總量和總裝機量位居全國前列，我們正在加強我們的電力供應——

讓我們走上可再生太陽能發展壯大的道路。」  

  

紐約太陽能產業協會執行主任紮克〃杜弗雷納 (Zack Dufresne) 

表示，「紐約太陽能產業協會對紐約州去年成為社區太陽能領域的全國領導者表示讚賞

，太陽能產業為支持這一成就而感到自豪。看到紐約的社區太陽能市場繼續發展，為希望



參與清潔能源轉型的紐約客戶帶來更多機會，這真是太棒了。紐約太陽能產業協會及其成

員公司期待著與州政府官員、公用事業公司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合作，不僅確保社區太陽能

市場的未來增長，還確保社區太陽能的承諾得以實現，包括改善低收入客戶和弱勢社區的

准入。隨著社區太陽能專案的蓬勃發展，紐約繼續滿足這一關鍵細分市場的需求比以往任

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Vote Solar 公司高級區域總監斯蒂芬〃朗德垂 (Stephan Roundtree) 

表示，「社區太陽能是紐約綠色經濟的關鍵支柱，也是確保所有紐約民衆都能參與清潔

能源轉型的關鍵工具。我們讚賞霍楚爾州長、「紐約太陽能」計劃團隊和我們的行業合作

夥伴幫助紐約州成為社區太陽能發展領域的全球領導者，堅實地邁向到 2030 年實現 70% 

可再生能源發電的道路。Vote Solar 很高興支持本州實現 10 

千兆瓦分佈式太陽能目標，並為那些曾被排除在太陽能經濟之外的群體擴大專案效益。」  

  

紐約州全國領先的氣候計畫 

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氣候議程是全國最宏偉的氣候和清潔能源計畫，該計畫提倡向清潔能源

進行公帄有序的過渡，從而在紐約州在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的恢復過程中能創造崗位和繼續發展綠色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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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建立在紐約對不斷發展的清潔能源行

業的空前投資基礎之上，其中包括為全州 102 個大規模可再生能源和輸電專案投資超過 

330 億美元，為減少建築排放而投資 68 億美元，為加大太陽能規模而投資 18 

億美元，為開展清潔交通倡議而撥款超過 10 億美元，以及為履行紐約綠色銀行 (Green 

Bank) 承諾而投資超過 16 億美元。綜合起來，這些投資支援紐約的清潔能源行業在 2020 

年提供約 158,000 個工作崗位，分佈式太陽能行業自 2011 年以來增長了 

2,100%，幫助達成到 2035 年開發 9,000 

兆瓦的海上風電的承諾。根據《氣候法案》，紐約將在這一進展的基礎上再接再厲，到 

205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從 1990 年的水帄減少 85%，同時確保至少 35% （目標是 

40%）的清潔能源投資收益用於弱勢群體社區，並推動實現紐約州 2025 

年能源效率目標，即減少 185 萬億英熱單位的終端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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