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9 月 19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紐約州內的「氣候智慧型」認證社區數量已經過百  

  
地方舉措繼續支援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氣候領導力與社區保護法案》目標  

  
選出「氣候友好型住宅基金」管理機構，幫助促進建築電氣化進程並減少碳排放  

  
可於此處查看認證「氣候智慧型」社區地圖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紐約州已有 100 多個社區獲得「氣候智慧型社區 (Climate 

Smart Communities)」認證，以表彰這些社區的地方支援工作，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

經濟、社會和環境挑戰。這個市政氣候里程碑性在「氣候週 (Climate Week)」期間公

佈，與此同時，社區保護公司 (Community Preservation Corporation, CPC) 亦獲選成為

管理機構，負責管理霍楚爾州長投資 2.5 億美元的「氣候友好型住宅基金 (Climate 

Friendly Homes Fund)」，帶來住宅電氣化和碳排放減少等利好消息。這兩項舉措都有助

於紐約州成功實施全國領先的《氣候領導力與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在這個『氣候週』期間，我們慶祝紐約州內各地在建設永續住房和氣候智慧型社區方面

所取得的顯著進展。」霍楚爾州長表示。「得益於『智慧型社區』計劃和『氣候友好型

住宅基金』等舉措，紐約各地的社區正在採取行動，以保護環境並解決本地的氣候危機問

題。我的政府不遺余力，致力於降低本州的氣候影響；我們亦將繼續利用關鍵投資和資

源，為紐約民眾建設安全永續的未來。」  

   
「今天，在我們開始慶祝『氣候週』之際，我們在此公佈更多行動，指定了 11 個新的氣

候智慧型社區，同時啟動『氣候友好型住宅基金』，以實現我們積極的氣候議程目標。」

副州長德爾加多表示。「政府認真處理氣候變化的影響，同時採取重要行動，以求改變

局面，作為政府成員，我感到非常自豪。」  

  
第 100 個獲得認證的氣候智慧型社區  

  
這項由多部門合作開展的《氣候智能社區》項目於 2009 年制定，該項目為當地政府提供

了指示和技術支持，因而能在當地採取應對氣候的措施。如需申請「氣候智慧型社區」認

證，社區首先需要註冊，承諾減少排放和適應氣候變化。截至目前，代表 940 多萬紐約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sites%2Fdefault%2Ffiles%2F2022-09%2FClimate_Smart_Communities_Sept_2022.pd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148f037a97244fdefa9c08da9a60659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92036177558139%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CgBmFx7gK6iwPNWGAy0vcZXoqo%2FMfen1Pw%2BVj0mUETc%3D&reserved=0


民眾的 364 個地方政府做出了《氣候智慧型社區》承諾。紐約州在 2014 年啟動一項認

證計劃，以記錄和展示採取氣候行動社區所取得的成就，並在最新一輪認證中新增 11 個

社區，令紐約經過認證的「氣候智慧型社區」數量達到 105 個 - 9 個銀級和 96 個銅級認

證的參與城市。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廳長兼氣候行

動委員會 (Climate Action Council) 聯合主席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

「從『氣候智慧型社區』計劃的這一重要里程碑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正在致力於提高社區

的抵禦能力，以減少氣候變化影響的風險和薄弱環節。我們的地方合作夥伴在政府中和居

民間促進永續發展，以幫助減少導致氣候變化的眾多因素，而減少浪費、節約能源和增加

零排放交通方式的行動只是其中的部分工作。環境保護廳祝賀這 105 個社區，並期待著

繼續在州內各地支援這些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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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ty, NYSERDA) 主席兼執行長暨氣候行動委員會聯合主席多利．M. 哈里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必須與全州的居民和社區合作實

施，因此我對這些新加入的社區表示肯定，這些社區做出決定，立即採取行動成為『氣候

智慧型社區』。這些行動，加上霍楚爾州長為幫助更多紐約民眾享受節能住宅而實施的持

續工作，將能確保紐約社區現在和未來的活力和健康。」  

如要獲得「氣候智慧型社區」認證，社區必須規劃並實施行動，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提

高社區應對氣候變化日益惡化影響的能力，從而獲得積分。最近共有 11 個地方政府成功

達標，在州內第三季度一輪的評選中成為新的領導社區：  

  
哈德遜河谷  

• 布朗克斯維爾村 (Village of Bronxville)（韋斯切斯特郡 (Westchester)）  

• 北薩勒姆鎮 (Town of North Salem)（韋斯切斯特郡）  

• 佩勒姆村 (Village of Pelham)（韋斯切斯特郡）  

• 普萊增特谷鎮 (Town of Pleasant Valley)（達奇斯郡 (Dutchess County)）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新裡斯本鎮 (Town of New Lisbon)（奧奇戈郡 (Otsego County)）  

• 希芒郡 (Chemung County)  

北部郡縣 (North Country)  

• 普萊西德湖村 (Village of Lake Placid)（埃塞克斯郡 (Essex County)）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日內瓦鎮 (Town of Geneva)（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  

• 皮茨福德鎮 (Town of Pittsford)（門羅郡 (Monroe County)）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蘭卡斯特鄉 (Village of Lancaster)（伊利郡 (Erie County)）  

• 北托納旺達市 (City North Tonawanda)（尼亞加拉郡 (Niagara)）  

  
除了 11 個新的認證社區之外，四個地方政府亦繼續致力於社區氣候行動，完成了缓解和

適應氣候變化的其他行動，重新獲得認證：水牛城 (Buffalo)（2019 年首次認證）、麥迪

遜郡 (Madison County)（2017 年首次認證）、馬馬羅內克鎮 (Mamaroneck Town)

（2016 年首次認證）和羅斯布姆鎮 (Roseboom)（2022 年 3 月首次認證）。  

  
「氣候智慧型社區認證」計劃在 2014 年啟動，一直以來都為地方政府提供必要的工具、

技術援助和資源，以培育地方能力，助其規劃和實施氣候行動，並促進更多社區參與，支

援紐約州不斷增長的綠色經濟。「氣候智慧型社區」計劃提供的框架有助指導地方政府採

取變革性行動，以應對氣候變化，同時建立社區網路，一起致力於實現共同目標。今年年

初啟動的「氣候智慧型社區協調機構」舉措為申請認證的地方政府提供直接的技術援助和

支援，以完成氣候緩解措施和應對行動。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的「氣候智慧型社區資助金」

計劃還提供 50/50 的競爭性資助金，以此支援市政當局，協助完成認證工作，並實施有

助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加強應對極端天氣能力的專案。  

  
如欲查看所有認證「氣候智慧型社區」完成的完整行動清單，請造訪：

https://climatesmart.ny.gov/actions-certification/participating-communities/  
  
如欲瞭解有關「氣候智慧型社區認證」計劃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s://climatesmart.ny.gov/actions-certification/why-become-certified/  
  
如欲聯繫「氣候智慧型社區」協調機構，請造訪：

https://climatesmart.ny.gov/support/csc-coordinators/  
  
如欲瞭解與環境保護廳「氣候智慧型社區」更多資助計劃相關的詳細資訊，請造訪：

https://www.dec.ny.gov/energy/109181.html   
  
氣候友好型住宅  

  
「氣候友好型住宅基金」是霍楚爾州長戰略工作的組成部分，旨在到 2030 年實現控制建

築排放的目標，並建設 200 萬套電氣化或可實現電氣化的氣候友好型住宅。社區保護公

司總部位於紐約，是一家領先的非營利住房和社區復甦金融公司。公司透過今年年初發佈

的「可獲資助通知 (Notice of Funding Availability)」獲選成為計劃的管理機構。  

  
為了最大限度地擴大這項計劃的影響力和覆蓋範圍，社區保護公司正在與志向相同的綠色

貸款機構、社區發展金融機構和其他社區非營利組織合作，在州內各地尋找和篩選建築改

建機會。貸款合作夥伴將包括地方倡議支援公司 (Local Initiatives Support Corporation, 

LISC)、企業社區合作夥伴 (Enterprise Community Partners) 和包容性繁榮資本公司 

(Inclusive Prosperity Capital)。此外，州內各地的地方社區組織將為這項計劃提供外展和

啟動支援。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dec.ny.gov%2Fpress%2F125222.html&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148f037a97244fdefa9c08da9a60659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9203617771473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x5x2G13pHmLxCMDDKm6GWyja2N7Kx5unf8PytdqWcnc%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dec.ny.gov%2Fenergy%2F109181.html%23CSC&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148f037a97244fdefa9c08da9a60659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9203617771473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TUMbXzIwlkR5k%2FSuPYeiMa%2FmF9yN9zy%2FBXgeJyozPj4%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dec.ny.gov%2Fenergy%2F109181.html%23CSC&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148f037a97244fdefa9c08da9a60659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9203617771473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TUMbXzIwlkR5k%2FSuPYeiMa%2FmF9yN9zy%2FBXgeJyozPj4%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climatesmart.ny.gov%2Factions-certification%2Fparticipating-communities%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148f037a97244fdefa9c08da9a60659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9203617771473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L5EZtYqGlKTTxEMYcQjtuAvgEfanCnUPuvM%2FuFXOyfk%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climatesmart.ny.gov%2Factions-certification%2Fwhy-become-certified%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148f037a97244fdefa9c08da9a60659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9203617771473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zMPg3OPOhIodektj9vbgVBmHNvmOuoG3R%2BBA1zNsdng%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climatesmart.ny.gov%2Fsupport%2Fcsc-coordinators%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148f037a97244fdefa9c08da9a60659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9203617771473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cXNt8bA82jbkWtAAP8uS%2FJuigm9VKK4kivrOFlZmrSI%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dec.ny.gov%2Fenergy%2F109181.html&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148f037a97244fdefa9c08da9a60659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9203617771473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FpbzUqqMnXuW8BlnEyzOhVfXxvXX65gfprf3YAIGoQU%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communityp.com%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148f037a97244fdefa9c08da9a60659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9203617771473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lSgiwogXz3pBnr3k2g0ysQWtPmnIcoopbQrS4q6E%2FMw%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communityp.com%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148f037a97244fdefa9c08da9a60659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9203617771473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lSgiwogXz3pBnr3k2g0ysQWtPmnIcoopbQrS4q6E%2FMw%3D&reserved=0


「氣候友好型住宅基金」將向多戶住宅租賃物業的業主發放資助金，以實施能源審計或

「綜合實體需求評估 (Integrated Physical Needs Assessment)」。建有 5 至 50 套公寓

的開發專案符合申請條件；資助金將能幫助確定改進措施並支付相關費用，以提高能源效

率和減少建築物溫室氣體排放。改進措施包括為建築物供暖和製冷系統、生活熱水系統、

通風系統實施電氣化升級，以及升級建築物的圍護結構。   

  
如需瞭解「氣候友好型住宅基金」的資格標準和詳細資訊，可造訪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

廳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網站和社區保護公司網站。業主可以在網站

註冊，以接收與資金資格要求、申請流程和其他計劃更新相關的資訊。  

  
紐約州住房和社區重建廳廳長路思安．維斯瑙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

「我們制定了双重目標：一是降低對于住宅建築化石燃料的依賴；二是推動投資，以清除

州内经济弱势社區的環境不公问题。所有紐約民眾都應享有機會，生活在安全健康、維護

良好且可調節溫度的住房之中，同時不受有害毒性物質的影響。社區保護公司的資深團隊

能夠代表紐約民眾管理這項關鍵計劃，我們感到非常高興。」  

  
社區保護公司首席執行長拉斐爾．E. 塞斯特羅 (Rafael E. Cestero) 表示，「霍楚爾州長

和維斯瑙斯卡斯廳長推出這項創新計劃，實施州內現有住房的電氣化改造，我們對此表示

感謝。『氣候友好型住宅基金』將在國內設定標準，示範政府如何與私營企業合作，以幫

助現有住房實現脫碳，同時滿足小型平價物業獨有的財務和技術需求。社區保護公司能夠

獲選，負責管理這項專案，我們感到非常自豪；我們亦期待著在推進工作的過程中與合作

夥伴攜手合作。」  

  
社區保護公司總裁薩迪．麥基恩 (Sadie McKeown) 表示，「感謝州府注入歷史性投資，

幫助實施州內現有住房的脫碳工作，並致力於促進社區長期健康和復原能力的工作。這項

計劃的重點是向弱勢社區的小型建築提供資源，這也是我們確保以公正公平方式過渡至電

氣化的關鍵因素。感謝霍楚爾州長、維斯瑙斯卡斯廳長和我們的貸款和社區合作夥伴，感

謝他們對於建設更環保、更永續紐約的承諾。」  

  
紐約州全國領先的氣候計畫  

  
紐約州全國領先的氣候議程是美國最具野心的氣候和清潔能源倡議，呼籲有序、公正地過

渡到清潔能源，以創造就業機會，並隨著紐約州從 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中復蘇的同時

繼續促進綠色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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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個大規模可再生能源和輸電專案投資超過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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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hcr.ny.gov%2Fclimate-friendly-homes-fund&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148f037a97244fdefa9c08da9a60659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9203617771473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wRS8uLVLZSzFJWgX7frO0Q2XFIteqXMAksutNTSPfhw%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communityp.com%2Fclimate-friendly-homes-fund%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148f037a97244fdefa9c08da9a60659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9203617771473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806yZiPF1sQd4vqrDklcjG9Pp08YPEa%2BPCKExeoywTI%3D&reserved=0


厲，到 205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從 1990 年的水平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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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