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1 月 2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幫助社區推動高影響力清潔能源舉措和對抗氣候變化而斥資逾 1,700 萬美

元  

  
最新實施的《清潔能源社區》領導力項目有助於削減能源開支，為弱勢社區的項目提供

額外支持  

  
支持葛謨州長全國領先的氣候議程實施，該議程以為弱勢社區投放 40% 清潔能源投資福

利為目標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斥資 1,700 萬美元，並擴大《清潔能源社區 (Clean Energy 

Communities)》項目高影響力舉措的實施範圍以推進更強勁的社區領導力，旨在減少有

害的碳排放，為弱勢地區加大協助力度，並為發展中的清潔能源經濟深化投資。該項目新

開展的領導力項目增加了社區降低碳排放的選擇，透過積分獎勵機制認可了其領導力，為

已採取措施提供獲得追加撥款機會的途徑，支持葛謨州長全國領先的氣候議程，該議程以

為弱勢社區投放 40% 清潔能源投資福利為目標。  

  
「只要我們確保能妥善分配資源，則有可能實現在氣候方面採取大膽舉措，支持清潔能源

的公平使用，」葛謨州長表示。「在幫助紐約抗擊氣候變化和接納清潔能源上，我們在

地方政府中的合作夥伴發揮了關鍵作用。這筆資金也讓他們能夠提高標準，從而樹立榜

樣。這一項目不僅在幫助我們實現開創性氣候議程的目標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確保了弱

勢社區能有機會對抗氣候變化和使用清潔能源。」  

 
「我們都應為對抗氣候變化各盡其職，」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

筆投資將使當地社區能降低碳排放，為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社區擴大協助範圍，這是全

國領先的氣候議程內容。我們希望在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後得到重建，與此同

時，我們承諾會打造更清潔、更環保的未來。」  

  
《清潔能源社區》領導力項目由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管理，該項目將幫助更多市郡和鄉鎮

加入到 300 餘個已經獲得《清潔能源社區》專項撥款的地方政府行列。該項目自 2016 年開

展以來，已有來自 61 個郡，擁有超過全州人口 91% 的 600 多個社區，以及經濟發展委員會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的全部 10 個地區透過該項目完成了 1,700 項高影響力舉措。不論

此前是否參加過該項目，包括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在內的所有社區都可參加新開展的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www.nyserda.ny.gov_All-2DPrograms_Programs_Clean-2DEnergy-2DCommunities_CEC-2DMap&d=DwMGaQ&c=7ytEQYGYryRPQxlWLDrn2g&r=B4i67U0a-FM7SdgkZ2iYoyaNbzdutYt2aHLohlc5yPc&m=eJvFu-2ls3G6SwQOY53wXxWV59iPwHwaG2q53Xd3qsM&s=yxfM9s-M8EQUT-p5UskPB_1vsRdUyaUBHI_qYb9Gav8&e=


 

 

《清潔能源社區》領導力項目，而不需分攤地方開支。在本輪項目中，長島地區的社區獲

得 170 萬美元專項資金。  

  
必須完成四項清潔能源高影響力舉措才可獲得《清潔能源社區》專項撥款。此輪項目建立

在該項目先前開展的工作基礎之上，且又為社區在節能和減少費用上提供了新機會。具體

包括為獲得參加清潔能源項目而開展社區活動 (Community Campaigns)，項目內容涉及

電動車、社區太陽能、清潔供熱和製冷、能源效率或需求響應，以及其他內容。參加社區

活動的各方必須確定合作夥伴、志願者、地方官員，以及要實現清潔能源項目目標所需的

正式身份和職責。社區還可實現的另一目標是採用紐約州拓展能源準則 (NYStretch 

Energy Code)，這是在全州範圍內開展的建築模範經濟準則，旨在幫助地方轄區實現能

源和氣候目標，同時還要促進能源節省成本、減少建築排放、提高復原能力和降低公用事

業賬單開支。《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的目標是擴大終端用戶使用清潔能源和可持續性基礎設施的範圍，為支

持這一目標的實現，領導力項目為弱勢社區追加了撥款。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代理總裁兼執行長多瑞 M. 哈瑞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

「葛謨州長空前的氣候領導力將對更多地方社區提供幫助，擴大工具和資源的使用範圍，

從而降低能源費用，推進更清潔、更平價的能源選擇。這一項目和額外發放的福利使地方

政府能代表其所在地居民對推動舉措的實施上發揮更大作用，為弱勢社區發放的福利尤其

如此。」  

  
紐約州有意向參加該項目的地方政府可透過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在線門戶以滾動

製申請撥款，截止日期為 2025 年 12 月 31 日或資金用完之時。可申請的撥款有：  

  

1. 5,000 美元的清潔能源社區撥款 (Clean Energy Communities Grant)，撥款對象為至少

完成四項由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認可的高影響力舉措。  

2. 採用紐約州拓展能源準則後獲得高達 5 萬美元，開展一項或多項清潔能源社區活動後獲得

高達 6 萬美元的舉措撥款 (Action grant)。  

3. 因清潔能源項目而獲得超過 2 萬美元獎勵的弱勢社區有資格再獲得 1 萬美元，用於開展後

續項目。  

4. 積分製撥款 (Point-based grants)，社區每次完成清潔能源舉措後可獲得積分。社區在達

到特定的積分界限後可滿足獲得更高金額撥款的資格。  

  
該項目還免費提供清潔能源社區協調員，以幫助社區制定清潔能源目標並優先實現；幫助

提供方便使用的資源，例如指引文件及案例研究；並幫助他們利用撥款機會和技術協助機

會。有意向與協調員合作指定計畫和完成舉措的地方政府可在這裡找到當地聯繫方式。  

  
區域溫室氣體倡議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RGGI) 和清潔能源基金 (Clean 

Energy Fund, CEF) 對《清潔能源社區項目》提供資金。更多關於《清潔能源社區 

(Clean Energy Communities)》的資訊，請訪問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網站。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www.nyserda.ny.gov_cec&d=DwMGaQ&c=7ytEQYGYryRPQxlWLDrn2g&r=B4i67U0a-FM7SdgkZ2iYoyaNbzdutYt2aHLohlc5yPc&m=eJvFu-2ls3G6SwQOY53wXxWV59iPwHwaG2q53Xd3qsM&s=6BAwIJ-t0KW5bbkcfVj4FQ8mDzUByX0uAyDzqOvjZiQ&e=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3A__www.nyserda.ny.gov_cec&d=DwMGaQ&c=7ytEQYGYryRPQxlWLDrn2g&r=B4i67U0a-FM7SdgkZ2iYoyaNbzdutYt2aHLohlc5yPc&m=eJvFu-2ls3G6SwQOY53wXxWV59iPwHwaG2q53Xd3qsM&s=Y57YIqcVh_Qw_ZP4jRRNFQx8fcpdIHQaRdolDguXL9k&e=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www.nyserda.ny.gov_All-2DPrograms_Programs_Clean-2DEnergy-2DCommunities_Action-2DItems&d=DwMGaQ&c=7ytEQYGYryRPQxlWLDrn2g&r=B4i67U0a-FM7SdgkZ2iYoyaNbzdutYt2aHLohlc5yPc&m=eJvFu-2ls3G6SwQOY53wXxWV59iPwHwaG2q53Xd3qsM&s=yk1XVZ-v63-RJKLDjCvRvXiTP_9WE5xzJw2saKbFVb4&e=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www.nyserda.ny.gov_ny_disadvantaged-2Dcommunities&d=DwMGaQ&c=7ytEQYGYryRPQxlWLDrn2g&r=B4i67U0a-FM7SdgkZ2iYoyaNbzdutYt2aHLohlc5yPc&m=eJvFu-2ls3G6SwQOY53wXxWV59iPwHwaG2q53Xd3qsM&s=fxwpTOm885pSQIUnsljmkU3G61YuOzetq0oziECkLz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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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廳長巴茲爾·賽

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紐約州在葛謨州長的指示下與州和地方合作夥伴合作從大

大小小的來源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從而為減緩氣候變化而推進全國領先工作的開展。紐

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開展的《清潔能源社區》項目與環境保護廳的《氣候精明社區 

(Climate Smart Communities)》項目展開合作，旨在幫助和宣告地方政府採取減排措施

和適應變化中的氣候。我希望今天的公告能激勵全州更多社區和我們一起減少排放，成為

氣候的領頭羊。」  

  
紐約州參議院能源和電信委員會 (Senate Energ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ttee) 主席、參議員凱文·帕克 (Kevin Parker) 表示：「隨著紐約州繼續領導全國

進行清潔能源改革，為弱勢社區制定激進計畫很重要。葛謨州長和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

機構開展計畫，使這些社區能夠獲得撥款和清潔能源社區協調員以確保他們在為社區實現

清潔能源未來的路上擁有所需支持，對此我表示稱讚。」  

  
紐約州市長會議 (New York State Conference of Mayors, NYCOM) 執行主任彼得 A. 

貝恩斯 (Peter A. Baynes) 表示，「紐約各地的市長支持葛謨州長對抗氣候變化的工作，

我們對《清潔能源社區》項目尤其表示支持。新的《清潔能源社區》領導力項目等州-地

方政府合作的工作不需分攤地方開支，這些工作都是實現城市和鄉鎮可持續未來的關鍵。

紐約州市長會議和我們的成員期待能繼續與州長合作，從而為紐約實現清潔能源在環境和

經濟上的最大化收益。」  

  
鄉鎮協會 (Association of Towns) 行政主任吉拉德 K. 蓋斯特 (Gerald K. Geist) 表示，

「《清潔能源社區》項目是本州與鄉鎮合作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絕佳例證，該項目的靈活

度也使各鎮能夠為適合其社區而進行變動。我們為數百個已加入的鄉鎮感到驕傲，我們在

聽說這筆追加資金時也感到高興。透過共同努力，我們將為全體紐約民眾打造更美好的未

來。」  

  
紐約州郡協會 (NYS Association of Counties) 執行主任史蒂芬 J. 阿瓜利歐 (Stephen 

J. Acquario) 表示，「在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清潔能源社區》項目的幫助下，

郡縣完成了數百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舉措，並令我們的社區更具持續性。為《清潔能源

社區》新領導項目所撥發的這筆 1,700 萬美元投資凸顯了葛謨州長的承諾，即完成全國

最激進氣候和清潔能源議程目標。葛謨州長繼續為全國樹立榜樣，展示了州和地方政府如

何共同抗擊氣候變化，並推動向清潔能源經濟的公平過渡。」  

  
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氣候計畫  

隨著紐約州從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中恢復過來，在此過程中，葛謨州長領先全國的氣候

議程是美國最激進的氣候和清潔能源計畫，它呼籲有序、公正地向清潔能源過渡、創造就

業機會，並繼續培育綠色經濟。通過《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紐約州正走上一條

實現其強制目標的道路：到 2040 年實現電力行業零排放，包括到 2030 年實現 70% 的

可再生能源發電，並實現經濟範圍的碳中和。其建立在紐約州不斷增加的清潔能源基礎

上，包括為全州 91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所做的 40 億美元投資、在紐約州清潔能源行業新

增超過 15 萬個崗位、承諾截至 2035 年開發 9,000 多兆瓦的離岸風電，以及自 2011 年



 

 

以來分佈性太陽能部門增長 1,800%。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將鞏固這一進展，並

到 2050 年把溫室氣體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礎上減少 85%，同時還要實現清潔能源投資

產生的 40% 的收益要惠及弱勢社區，並推進實現本州設立的 2025 年節能目標，在終端

能源使用中把現場能耗減少 185 萬億英制熱單位。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簡介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是一家公眾福利企業，提供客觀資訊和分析、創新計畫、專業

技術以及資金來幫助紐約州民眾提高能源效率、節省成本、使用再生能源並減少對石化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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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進一步了解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計畫和撥款機會，請訪問 

nyserda.ny.gov 或在 Twitter、Facebook、 YouTube 或 Instagram 上關注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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