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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為地區清潔能源中心撥款 5,200 萬美元，為紐約社區和清潔能源建立聯

繫  

  

中心將會促成社區參與度，並確保弱勢社區能在紐約過渡到清潔能源的過程中受益  
  

對紐約《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設定的目標予以支持，即為弱勢社區帶來至少 
35% 的清潔能源投資福利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撥款 5,200 萬美元建立 12 座地區清潔能源中心 (Regional 

Clean Energy Hubs)，旨在在紐約向清潔能源過渡的過程中，為紐約州各地區成立拓展、

認知和教育中心和促成居民參與度，尤其要促成服務匱乏或弱勢社區居民的參與度。今天

的公告對《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CLCPA)》的目標予以支持，即以實現 40% 的福利為目標，為弱勢社區帶來至少 

35% 的清潔能源投資福利，為全體紐約民眾推進向清潔能源平等過渡的進程。  

  

「在紐約繼續向著綠色經濟邁進的過程中，為確保全體紐約民眾都能參與到這一過渡並從

中受益，開展社區外展和教育活動必不可少，」霍楚爾州長表示。「在紐約切實的發展

過程中，這些機構攜手對紐約同胞提供幫助，並確保每個社區都有發展的機會。我的政府

很驕傲能投資 5,200 萬美元支持他們的工作。他們幫助紐約社區過渡到清潔能源的。我對

他們在此過程中展現出的領導力表示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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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ty, NYSERDA) 為建立中心與社區機構合作，他們採用多學科全面方式，確保全體

紐約民眾在本州向清潔能源過渡的過程中都能平等受益。每座中心都由本州各個經濟發展

地區的機構網組成，他們將負責建立發展合作關係，在接下來的四年中為各自所在地的社

區提供服務，並在其社區中以新的方式來協調推進清潔能源外展、參與和教育服務。鼓勵

所有提供過清潔能源和能源效率外展和教育服務，並把這些服務與社會服務、住房、經濟

發展、醫療和培訓相結合的機構都能參與進來。  

  

獲得獎金在其所在地區建立地區清潔能源中心的機構如下：  

  

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nyserda.ny.gov%2FAll-Programs%2FPrograms%2FRegional-Clean-Energy-Hubs&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5249e85dfa9455ffc7108dada10efe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6206353301372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Rzfg5j2szDcsHtHyqVoBVfAA0zGL7cWlzdTagvl4Y3g%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artsnys.org%2Fnew-york-stat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initiative%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5249e85dfa9455ffc7108dada10efe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6206353301372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mJjEml%2BGPDw3pn9XWkkg8P%2Bk28Z1YAIN4CcJSeHgl40%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artsnys.org%2Fnew-york-stat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initiative%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5249e85dfa9455ffc7108dada10efe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6206353301372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mJjEml%2BGPDw3pn9XWkkg8P%2Bk28Z1YAIN4CcJSeHgl40%3D&reserved=0


 

 

• 經濟適用房合作機構 (Affordable Housing Partnership)，獲得 3,624,546 美元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紐約州中部地區區域規劃和發展委員會 (Central New York Region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CNY RPDB)，獲得 3,317,994 美元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傑納西—五指湖地區氣候措施促進機構 (Climate Solutions Accelerator of the 

Genesee-Fingers Lakes Region)，獲得 3,835,014 美元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拿騷郡康奈爾合作推廣處 (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 of Nassau County, CCE 

Nassau)，獲得 400 萬美元。  

  

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 達奇斯郡康奈爾合作推廣處 (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 of Dutchess 

County)，獲得 4,074,389 美元  

  

莫霍克山谷 (Mohawk Valley)  

• 奧奈達郡康奈爾合作推廣處 (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 of Oneida County)，

獲得 3,302,944 美元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可負擔能源協會公司 (Association for Energy Affordability, Inc.)（布朗克斯 (Bronx) 

和布魯克林 (Brooklyn)），獲得 8,926,027 美元  

• 皇后區鄰里住房服務機構 (Neighborhood Housing Services of Queens)（皇后區

和斯塔頓島 (Staten Island)），獲得 6,623,725 美元  

• 環境公正行動公司 (WE AC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c.)（曼哈頓 

(Manhattan)），獲得 3,837,067 美元  

  

北部郡縣 (North Country)  

• 阿迪朗達克北部郡縣協會 (Adirondack North Country Association)，獲得 

4,099,404 美元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湯普金斯郡康奈爾合作推廣處 (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 of Tompkins 

County)，獲得 3,302,944 美元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合力爭取可持續住房公司 (People United for Sustainable Housing, Inc., PUSH)

（合力爭取可持續住房公司佈法羅分公司 (PUSH Buffalo)），獲得 3,499,034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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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清潔能源中心將搭建聯繫，讓有意向尋求降低能源開支，提高住房能源效率，參加

清潔能源就業培訓和申請新工作資源的紐約民眾獲得資源。該中心還將發揮關鍵作用，讓

當地社區參與到參與項目期間解決現有阻礙的過程中，此舉將確保綠色經濟將覆蓋全體紐

約民眾，而紐約民眾也將全力參與其中。」  

  

長島電力局 (Long Island Power Authority) 首席執行官托馬斯．法科恩 (Thomas 

Falcone) 表示，「隨著紐約向清潔經濟轉變，所有的社區必須獲得關於清潔能源過渡福

利的訊息和資源、這些清潔能源新中心將成為開展地方顧客外展、參與度和教育專案的出

發點，從而幫助顧客與項目和福利建立聯繫。我對霍楚爾州長堅定不移的領導力表示稱

讚。」  

  

中心透過競爭激勵的過程選出，旨在在以下方面推動紐約州包容性綠色經濟的發展：  

  

• 為推動清潔能源技術和機會發展而加大社區參與度，開展外展活動，增加客戶意

識；  

• 為清潔能源項目增加參與度而協調項目和資金來源；  

• 讓利益相關者以平等的方式參與進來，從而在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項目、

政策和戰略發展工作中結合社區的看法，也在工作中增加公眾所提出的建議內容；  

• 提高當地能力，從而讓社區居民參與到清潔能源政策、技術和機會中來；  

• 與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勞工工會和培訓提供商展開合作來增加清潔能源勞

動力的多元化，從而幫助清潔能源企業與優先群體或服務匱乏社區人員建立聯繫並

加以僱用，增加清潔能源行業中的承包商人數和多元化；  

• 在特定地區的清潔能源生態系統中建立戰略合作關係，使弱勢或服務匱乏社區能夠

獲益；  

• 推動能解決地區阻礙的當地項目發展，這些阻礙令弱勢社區無法參與到清潔能源經

濟中，或無法從中獲益。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和能源民主聯盟 (Energy Democracy Alliance) 共同領導計畫

的工作促成了中心專案的制定，此項工作由紐約州 30 多家社區機構參與完成。共同計畫

的方式有助於確保社區中工作人員在獲悉這一重要專案的制定後提供其見解，這些工作人

員為最弱勢的紐約民眾解決需求。  

  

為地中心專案的撥款來自於近 10 億美元投資，這筆投資旨在為中低收入居民和社區提供

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解決方案，這筆資金由清潔能源基金 (Clean Energy Fund) 和公用事

業支持。地區溫室氣體專案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也對其進行資助，此項

工作也是紐約為解決弱勢社區清潔能源需求而廣泛開展的多個專案之一。長島電力局為支

持長島清潔能源中心 (Long Island Clean Energy Hub) 而與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展開合作。

此前，為在本州 10 個經濟發展區建造中心已預留 3,600 萬美元，但紐約市獲資新增的兩

座中心旨在解決本州這一人口密集的多元地區的獨特需求，因而項目資金總額達到了 

5,200 萬美元。  

  

此舉建立在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開展的公正相關工作基礎之上，包括提供 600 萬

美元，用於為居住在歷來弱勢的社區當中或是來自優先群體的人士支援 150 個氣候正義

研究金 (Climate Justice Fellowship) 機會。  

  

阿迪朗達克北部地區協會 (Adirondack North Country Association) 執行總監麗莎貝

拉．庫博 (Elizabeth Cooper) 表示，「阿迪朗達克北部地區協會很榮幸能與傑斐遜郡和

聖勞倫斯郡康奈爾合作推廣處，以及紐約州立大學坎頓分校 (SUNY Canton) 就業預備教

育與成功培訓 (Career Ready Education and Success Training, CREST) 一起成為北部地

區的清潔能源中心。對於幫助北部地區居民和小企業節省能源賬單開支，獲得清潔能源機

會和就業來說至關重要。我們的團隊與社區建立了長期關係，具有推動清潔能源項目發展

的廣泛經驗，也重點發展平等性和包容性，這些都將支持強大的地區中心在紐約州北部地

區增加清潔能源專案的參與度。」  

  

經濟適用房合作機構行政總監蘇珊．科特那 (Susan Cotner) 表示，「首府地區中心期待

能讓居民和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項目建立聯繫，從而幫助他們對住房完成清潔能

源升級改造，也幫助他們在發展中的清潔能源領域獲得就業機會。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

機構在建立地區清潔能源中心採用的方式中，結合了與地區所有收入水平家庭有緊密聯繫

的社區機構，對此我們表示稱讚。」  

  

可負擔能源協會公司倡議與組織主任貝塔．佈羅德 (Betta Broad) 表示，「為實現我們領

先全國的氣候目標，全體紐約民眾都必須採取措施，優先權必須給到低收入社區，以及受

污染和氣候變化嚴重影響的人群。很激動能幫助布朗克斯和布魯克林的居民和企業制定清

潔能源解決方案，因而能源開支將減少，能源效率將得以實現，建築將更健康，星球也更

具持續性。」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nyserda.ny.gov%2FAbout%2FNewsroom%2F2020-Announcements%2F2020-07-27-Governor-Cuomo-Announces-Clean-Energy-Investments-to-Benefit-Over-350000-Low-to-moderate-Income-Households&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5249e85dfa9455ffc7108dada10efe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6206353301372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gTor2vbj0MtLoINDGBc%2BXlVaYwrjWnU5o%2F3WRIjvMO4%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nyserda.ny.gov%2FAbout%2FNewsroom%2F2021-Announcements%2F2021-09-07-Governor-Hochul-Announces-6-Million-for-Climate-Justice-Fellowships-Benefiting-Disadvantaged-Communities-and-Priority-Populations&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5249e85dfa9455ffc7108dada10efe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6206353301372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PzLJuWhia3g5bXmU9w8jJWlX%2FT5K9GybS7kpd6ecdAI%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nyserda.ny.gov%2FAbout%2FNewsroom%2F2021-Announcements%2F2021-09-07-Governor-Hochul-Announces-6-Million-for-Climate-Justice-Fellowships-Benefiting-Disadvantaged-Communities-and-Priority-Populations&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5249e85dfa9455ffc7108dada10efe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6206353301372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PzLJuWhia3g5bXmU9w8jJWlX%2FT5K9GybS7kpd6ecdAI%3D&reserved=0


 

 

紐約州中部地區區域規劃和發展委員會能源項目經理克里斯．卡里克 (Chris Carrick) 表

示，「紐約州中部地區區域規劃和發展委員會很激動能與綠色經濟聯盟 (Alliance for a 

Green Economy)和大錫拉丘茲事業機構 (Greater Syracuse Works) 等合作機構一起為紐

約州中部地區提供清潔能源教育和服務。在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地區清潔能源中心

項目的支持下，我們的團隊將在推進本州領先全國的《氣候領導力與社區保護法案》目標

之時，與社區利益相關者一起發展地區清潔能源經濟，創造能維持家庭生活的就業，為弱

勢群體減少負擔。」  

  

傑納西—五指湖地區氣候措施促進機構阿比蓋爾．麥克休—格力法 (Abigail McHugh-

Grifa) 表示，「地區清潔能源中心致力於為紐約州的居民和小企業提供更便捷的清潔能源

服務、技術和就業，很驕傲能成為其中的一份子。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在這項工作

中採取本地化措施，從而讓我們能夠在地區內為我們所服務的居民調動與居民需求和價值

觀最契合的新老合作方。」  

  

達奇斯郡康奈爾合作推廣處環境與能源資源教育者科林．阿德金斯 (Collin Adkins) 表

示，「我們很榮幸能繼續服務哈德遜中部地區，從而幫助社區減少能源負擔，獲得潔淨

的可再生能源，並在知情的情況下做出能源方面的決定。在康奈爾合作推廣處協會聯盟組

成的能源顧問專職團隊的幫助下，在威徹斯特持續發展機構 (Sustainable Westchester)、

為紐約民眾實現清潔電力機構 (New Yorkers for Clean Power) 和希望咨詢機構 (UHope 

Consulting) 等分包機構所取得的成就基礎上，在不斷壯大的志願者和合作機構網的帶動

下，我們為能幫助地區和紐約州實現能源目標而感到激動。」  

  

拿騷郡康奈爾合作推廣行政總監處格里戈裡．桑多 (Gregory Sandor) 表示，「拿騷郡康

奈爾合作推廣處很激動能成為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地區清潔能源中心的長島地區主

要承包商。我們相信我們在可再生能源和社區參與度方面的成熟領導聯盟（機構、高校、

協會和商業領導）組成了一支優秀的團隊。長島清潔能源中心承諾將為社區帶來實質性改

變和促成可衡量的成效而制定方案。」  

  

奧內達郡康奈爾合作推廣處行政總監瑪麗．貝斯．邁克爾文 (Mary Beth McEwen) 表

示，「奧內達郡康奈爾合作推廣處很欣慰能被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選中成為莫霍

克山谷的地區清潔能源中心。我們期待能讓社區成員、小企業和經濟適用房業主了解有關

清潔能源、降低能源開支和如何在知情更全面的情況下做出能源決定的好處。透過教育和

社區外展活動，我們將對社區民眾和紐約州的未來做出投資。」  

  

湯普金斯郡康奈爾合作推廣處高級資深資源教育者卡里姆．比爾斯 (Karím Beers) 表

示，「很高興能參與到這一專案中來，從而能減少碳排放，幫助紐約民眾，特別是能幫

助到資源有效的紐約民眾節省開支，並以有意義的方式加入到塑造清潔能源共同未來的過

程中來。」  

  

皇后區鄰里住房服務機構執行總監約瑟琳．吉娜奧—艾斯特萊拉 (Yoselin Genao-

Estrella) 表示，「我們期待能在社區建設疫情後社會的過程中，改善皇后區和斯塔頓島



 

 

居民的生活。我們希望能以全面、平等和公正的方式，在清潔能源未來中以首先考慮居民

需求為核心，從而支持紐約市實現《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的目標。」  

  

合力爭取可持續住房公司佈法羅分公司社區能源主任娜塔莉．羅戈里德斯 (Natalie 

Rodriguez) 表示，「合力爭取可持續住房公司佈法羅分公司很欣慰能成為地區清潔能源

中心專案的一份子。作為紐約西部地區地區清潔能源中心 (Western New York Regional 

Clean Energy Hub, NY Hubs) 的領袖，我們將繼續承諾建造具有復原能力的社區，為伊

利郡 (Erie)、尼亞加拉郡 (Niagara)、肖托誇郡 (Chautauqua)、卡特羅格斯郡 

(Cattaraugus) 和阿勒蓋尼郡 (Allegany) 全面提供具有包容性的清潔能源。我們對弱勢人

群的關注將有助於為整個地區的前線社區加強、支持和建造更健康的環境和具有持續性的

勞動力。」  

  

環境公正行動公司聯合創始人和行政總監佩吉．謝潑德 (Peggy Shepard) 表示，「弱勢

社區處於環境危機的前沿，他們在洪災和炎熱等極端天氣中受到的影響最大，但他們也在

改善住房和加入優質環保就業勞動力中面臨著諸多阻礙。環境公正行動公司和我們的合作

夥伴很激動能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在曼哈頓的地區清潔能源中心，低收入社區和多

戶家庭大樓中的有色社區是遭受惡劣空氣質量和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群體，我們為能為他

們服務而尤感激動。我們期待能把我們市的未來建設得更高效、更潔淨、更公正。」  

  

紐約能源民主聯盟指導委員會成員亞當．弗林特 (Adam Flint) 表示，「透過在地區清潔

能源中心項目的制定和實施中以弱勢社區的建議和需求為中心，此項目已在能源民主運動

中取得成功，也是實現紐約氣候和平等目標的重要工具。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藉由

這項最初由弱勢社區的專業倡導者構思的項目，在正在發生的文化轉變中邁出重要的第一

步，我們祝賀該機構的這一構想已在共同計畫的過程中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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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公平有序的過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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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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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提供了超

過 16.5 萬個工作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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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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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