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2 月 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太陽能使用量增幅超過  1,000%  

  

2011 年起，太陽能使用量的增長吸引了  28 億美元的私人投資，  

在全州推動創造了  1.2 萬份工作   

  

這份公告在水牛城  (Buffalo) 宣佈，面向  公立學校系統由本州支持的最大規模太陽

能項目   

  

增加的用量支持州長提出的強制命令，即截至  2030 年利用可再生能源製造  50% 

的電力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太陽能的使用量在  2011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增加超過 1,000%，這為紐約州持續增長的清潔能源經濟吸引到  28 億美元的

私人投資。太陽能對實現州長提出的強制命令至關重要，該命令規定截至  2030 年

利用可再生能源製造半數電力，並鞏固了紐約州在清潔能源發展領域的美國領先地

位。  

  

「太陽能是本州清潔能源未來的重要內容，我們在這個新部門經歷了空前的增

長，」州長葛謨表示。「我們將繼續支持開發太陽能，從而幫助刺激經濟增長、

創造新就業，並幫助為全體民眾建設更加清潔環保並且可持續的紐約州。」   

  

該公告由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今天在水牛城麥金利高中  (McKinley 

High School) 公佈，她還褒獎了本州支持的紐約州校區目前最大規模的太陽能項

目。水牛城公立學校  (Buffalo Public Schools) 共部署了 19 個太陽能設施，這些設

施共製造將近  3 兆瓦特電力。18 個地點部署了項目並運作，剩下的  1 個項目預計

在今後幾個月投入運作。這些項目預計每年共將減少  1,700 多萬公噸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這相當於從道路上清除  370 輛汽車。  

  

「葛謨州長承諾使紐約州帶頭抗擊氣候變化並實現大膽的清潔能源目標，這個  

1,000% 太陽能增長里程碑標誌著重要的進展，」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ttps://www.nyserda.ny.gov/-/media/Files/Programs/NYSun/Buffalo-School-District-Solar-Install.pdf


 

 

Hochul) 表示。「感謝水牛城公立學校系統認可減少碳足跡的重要意義，並把教育

與經營相結合、在紐約州學校部署本州支持的最大規模的太陽能項目，並為學生提

供機會用於在該產業參與實踐學習。投資於太陽能是紐約州的戰略內容，旨在推動

可再生能源並創造未來的就業。」   

  

紐約州過去六年太陽能增長超過  1,000%，這得益於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10 億美元

的『紐約-太陽能 (NY-Sun)』計畫、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長島

電力局 (Long Island Power Authority，LIPA) 提供的支持。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

共安裝了 972.2 兆瓦電力（78,323 個太陽能項目），相比之下，截至  2011 年年底

共安裝了 83 兆瓦電力（8,989 個項目）。目前的項目創造充足的電力，這些電力

能夠滿足 159,000 個普通家庭的需求。  

  

今天的公告還再次體現了太陽能如何在本州各地滲透至每個社區，從而支持州長的

《2018 年州情咨文》提案，用於為低收入客戶把更多太陽能拓展至社區內、推動

這些客戶參與持續發展的清潔能源經濟，並保護環境抵禦氣候變化造成的有害影

響。  

  

紐約州能源與金融機構  (Energy and Finance for New York) 主席理查  L.卡夫曼  

(Richard L. Kauffman) 表示，「太陽能的使用量增長  1,000% 展現了廉價可行的清

潔能源技術在本州境內對消費者和公私實體發生的改變。根據葛謨州長和我們領先

全國的清潔能源計畫，紐約州帶頭抗擊氣候變化，這帶來了私人部門提供的大規模

投資，這些資金在過去六年推動太陽能使用量實現驚人的增長。」   

  

太陽能的使用量大幅增長歸功於多個因素，包括『紐約 -太陽能』兆瓦模組倡議  

(Megawatt Block Incentive) 計畫、太陽能設備價格下降以及太陽能裝置產業持續發

展。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YSERD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 ·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太陽能使用量在今天取得重要里程碑，增幅實現  

1,000%，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快速朝著實現承諾邁進，即截至  2030 年利用

可再生能源滿足全州  50% 的電力需求。太陽能日漸成為消費者的首選，消費者希

望減少碳排放量並減少能源消費，這些項目正在本州各地創造數千份優質工作，  

這對客戶、社區、環境以及我們的經濟而言是一次勝利。」   

  

太陽能電力最大百分率增長出現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其次是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下表重點介紹了  2011 年年底至  2017 年 12 月底，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在

本州各地區實現的太陽能電力的顯著增長：  

  

地域   

截至  

2011 年

部署的

項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部

署的項目   

兆瓦增

長百分

比  (%)  

項目增

長百分

比  (%)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991  9,914  1,463  900  

紐約州中部地

區 (Central 

New York)  

185  1,970  2,393  965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266  2,257  2,275  748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4,756  26,077  520  448  

哈得遜鎮中部

地區 (Mid-

Hudson)  

1,353  17,511  1,518  1,194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162  2,211  2,510  1,265  

紐約市  404  12,326  1,634  2,951  

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200  1,250  1,092  525  

紐約州南部地

區 (Southern 

Tier)  

402  2,348  1,396  484  

紐約州西部地

區 (Western 

New York)  

360  2,459  887  583  

總計   9,079  78,323  1,071  763  

  

  

如需查看更多資訊，請參考此處。  

  

file:///C:/Users/elasch/Downloads/NYS-Growth-NYSERDA-Deployed-PV%20(12).pdf


 

 

長島地區目前擁有大約  420 兆瓦的太陽能裝機容量，足夠給  7 萬多戶普通家庭供

應電力。其中很多項目透過『紐約 -太陽能』計畫或公共服務企業集團長島分公司  

(Public Service Enterprise Group (PSEG) Long Island) 太陽能計畫獲得資金。長島地

區是紐約州首個滿足本州對居民市場提出的兆瓦模組目標的地區，這彰顯了『紐約

-太陽能』計畫及長島地區其他公共事業計畫的效果和成就。鑒於聯邦政府和州政

府退稅額、資源匱乏社區的合理財務援助、太陽能發電廠的成熟市場，長島地區的

居民市場發展勢頭預計將得到保持。  

  

除了已竣工的項目增長超過  1,000%，全州目前還有  1,097 兆瓦的太陽能項目正在

建設中。這些設施一旦建成，將產生足夠的能源用於給超過  18.6 萬個普通家庭供

電。  

  

根據該規劃，728 兆瓦的社區太陽能項目將把市場拓展至居民，這些居民無法在其

自家住宅上方安裝太陽能電池板。紐約州每月平均收到  900 份住宅系統的申請

書。  

  

請從此處查看顯示紐約州各縣的兆瓦太陽能電力，以及『紐約州  - 太陽能』計畫

實施前後的數據圖。  

  

2014 年，葛謨州長做出具有歷史意義的承諾，為『紐約州  - 太陽能』計畫斥資將

近 10 億美元，並於今後  10 年增加全州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安裝量。『紐約 -太陽

能』計畫的目標是截至  2023 年實現本州太陽能發電量達到  3 億瓦。1 億瓦等於  

1,000 兆瓦。紐約州目前有  12,000 多人在太陽能領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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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參議員約瑟夫·格裡佛  (Joseph Griffo) 表示，「透過採用盡可能多的方式發

電，支付電費的消費者們將從中獲益。本州提供多元化的能源，這些能源來自諸如

太陽能等資源，我們必須確保良好地維護這些能源供應，並尋找途徑增加可再生能

源發電量。且我們必須確保這種做法對付費者帶來的成本是合理的。」   

  

眾議會能源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Energy) 主席兼眾議員邁克爾 ·庫希克  

(Michael Cusick) 表示，「紐約州太陽能電力增長  1,000% 切實體現了紐約州致力

於為全體民眾保障清潔能源未來。感謝州長和我在州議會內的夥伴幫忙實現這個目

標，並期待推動紐約州作為清潔能源項目領域的領先州繼續發展。」   

  

水牛城公立學校總校長克瑞耐 ·喀什  (Kriner Cash) 博士表示，「建設該項目前，  

我們撥款 14 億美元改造各所學校，該項目表明水牛城公立學校的工作人員和教育

委員會 (Board of Education) 的成員在本州境內實施頂級規模的太陽能電池板項

目，藉此證明我們能夠以進步的方式管理學校。感謝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女眾議員克裡斯托 ·比伯斯-斯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Stokes)、塞拉俱樂

https://www.nyserda.ny.gov/-/media/Files/Programs/NYSun/NYS-Solar-Growth-By-County-Maps.pdf


 

 

部 (Sierra Club)、紐約州教育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支持這項

重要的計畫。該項目將為學生們提供活生生的實驗室，這項學生在我們的學校內接

受教育、減少碳足跡，並幫助在今後保障穩定且具有成本效益的電力。」   

  

蒙坦特太陽能公司  (Montante Solar) 正在建設水牛城學校項目，  該公司總裁丹· 

蒙坦特  (Dan Montante) 表示，「校區利用太陽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幫助為

更加清潔的環境做出貢獻。可再生能源在這個新興的工業部門為學生提供的就業機

會是同樣重要的。」   

  

水牛城可持續住房民眾聯合組織  (People United for Sustainable Housing (PUSH) 

Buffalo) 執行理事亞倫·巴特利  (Aaron Bartley) 表示，「對於在水牛城勞動力市場

曾經遇到就業問題的地區承包商和勞動者而言，水牛城可持續住房民眾聯合組織的

社區招聘大廳  (Community Hiring Hall) 是個創新的勞動力解決方案。蒙坦特太陽能

公司與水牛城可持續住房民眾聯合組織合作，決定利用該解決方案，並在新興可再

生能源經濟的前沿使地方勞動力獲得足以養家糊口的工作。」   

  

如需獲得更多與『紐約-太陽能』計畫相關的資訊，請訪問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

機構網站。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簡介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是一家公益公司，提供客觀資訊和分析、創新計畫、

專業技術以及資金用來幫助紐約州民眾提高能源效率、節省成本、使用可再生能源

並減少對礦石燃料的依賴。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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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自  1975 年起建立合作關

係，在紐約州推進創新能源解決方案。要進一步了解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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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太陽能」倡議簡介   

『紐約-太陽能』計畫是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斥資  10 億美元啟動的倡議，旨在大規

模推廣太陽能技術，使得紐約州朝著構建一個可持續可自給的太陽能行業的目標更

進一步。2011 年起，紐約州太陽能使用量增長超過  1,000%，並吸引到將近  28  

億美元的私人投資。紐約州有超過  1.2 萬人參與太陽能工作。  

  

「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 REV)」簡介   

能源願景改革  (REV) 是安德魯 M. 葛謨州長頒佈的引領氣候變化應對工作和發展紐

約經濟的一項戰略。能源願景改革  (REV) 旨在透過刺激諸如太陽能、風能和能源

效率的清潔技術的投資，並在  2030 年前實現可再生資源發電占比達  50%，從而為

所有紐約人建立一套更清潔、更具彈性、價格適宜的能源體系。能源願景改革已經

帶動全州太陽能市場增長超過  1,000%、為 165 萬個低收入客戶提高能源負擔力，

https://www.nyserda.ny.gov/


 

 

並在製造、工程及其他清潔技術部門創造了數千份工作。『能源願景改革』確保紐

約州截至 2030 年在全州範圍內減少  40%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實現國際認可的

目標，即截至  2050 年把排放量減少  80%。如需瞭解更多有關能源願景改革的資

訊，包括州長對清潔能源技術和創新領域的  50 億美元投資，請造訪  rev.ny.gov，

並關注我們的  Twitter、Facebook、Linked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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