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3 月 2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批准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建設清潔能源食品廢料回收設施   

  

利用現代化技術轉移長島地區垃圾填埋場的廢料，從而推動建設更加可持續的社

區和平價能源   

  

支持州長設立的領先全國的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 計畫，從而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量，並確保紐約州截至  2040 年實現無碳化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長島電力局理事會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ong 

Island Power Authority) 投票批准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大都會地區建設首個獨

立的大規模厭氧消化池，這是一種食品廢料回收設施。該項目將於  2020 年投入運

作，每年將製造四兆瓦的清潔能源，並把長島地區的溫室氣體年度排放量減少  8.5 

萬公噸，相當於道路上減少  1.8 萬輛車。清潔能源項目直接支持葛謨州長提出的綠

色新政計畫，這個清潔能源與就業工作日程推動紐約州走向無碳化經濟，並支持紐

約州實現截至  2030 年把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比  1990 年水平低 40% 的目標。  

  

「紐約州持續帶頭實施有利於我們的街區和地球的清潔能源計畫及創新解決方

案。」葛謨州長表示。「我們在長島地區部署這項突破性的技術，不僅能夠製造

清潔能源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還能節省垃圾填埋場，並在今後數十年使社區更

加清潔環保。」   

  

該項目將創造至少  10 份全職工作，並幫助保留現有的  100 多份工作。該設施提供

成本更低的廢料處理方法給食品服務企業，例如超市、烘培店、餐館、商業食品加

工商、咖啡館、餐飲音樂廳、酒店。布魯克海文鎮  (Brookhaven) 也將能夠從目前

採用的費用相對高昂的處理方法改為每年向該項目轉移  1 - 1.5 萬噸食品廢料。   

  

該項目將由亞普漢克村  (Yaphank) 長島堆肥公司  (Long Island Compost) 旗下的美國

有機能源公司  (American Organic Energy, AOE) 運作，每年將處理當地大約  18 萬噸

食品廢料。否則這些廢料將與  3 萬噸脂肪、油劑及油脂  (fats, oils and greases, 

FOG) 一起利用天然氣或柴油動力卡車運送到遙遠的垃圾填埋場。美國有機能源公

司將與通用電氣水處理集團  (GE Water) 以及斯科特 Miracle-Gro 公司 (Scott's 

Miracle-Gro) 合作，收集長島地區的食品廢料，加以分離、預處理、分解，並將其

轉變成能源、電力、肥料和富含營養的凈水。   



 

 

  

溫室氣體排放量預計每年將減少  8.5 萬噸二氧化碳 (CO2)，相當於道路上減少  1.8 

萬輛車。相比於目前的垃圾填埋場處理方法，該項目每年還將把長島地區道路上的

卡車交通量減少  140 萬英哩。此外，長島堆肥公司將把某些固定式設備從使用柴

油改為使用電力，這預計每年將減少大約  20 萬加侖的柴油消耗量。   

  

厭氧消化是細菌在缺氧條件下分解有機物質的生物過程。在分解過程中，釋放出的

沼氣可以回收、處理並用於製造能源來替代傳統的化石燃料。   

  

協議還針對向長島電力局  (Long Island Power Authority, LIPA) 提供能源的事宜設置

了年度限制和小時限制。住宅账单受到的平均影响约为每月  0.10 美元，与長島電

力局簽約的其他同類清洁能源设施的价格相比具有竞争力。厭氧消化池預計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投入運作。   

  

該項目還獲得了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清潔綠色社區計畫  (Cleaner Greener 

Communities initiative) 的支持，該項目獲得該計畫撥款  135 萬美元，並被選中領取

長島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Long Isl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發放的 40 萬美元的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資金。  

  

長島電力局執行長湯姆·法爾科內  (Tom Falcone) 表示，「在葛謨州長領導下，  

紐約州持續尋找新途徑用來生產清潔能源，並向消費者提供這些能源。在長島地區

把食品廢料轉化為能源，這有助於從長島地區垃圾填埋場轉移廢料、減少碳排放

量，並幫助長島電力局達成紐約州設立的積極的清潔能源目標。」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執行長艾麗西亞·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

「這類沼氣池項目把廢料轉化成能源，將減少有害排放物和物料進入垃圾填埋場，

與此同時給長島地區的居民帶來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很榮幸與長島電力局合作，推進清潔能源解決方案用來支持紐約州根據葛謨州長提

出的綠色新政計畫設立的領先全國的清潔能源目標。」   

  

帝國州發展公司總裁、執行長兼專員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

「這類設施這樣的清潔能源項目不止有利於環境，還有利於社區健康，並有助於為

全州建設更加環保的經濟未來。」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葛謨州長

明白投資於可再生能源計畫對於保障我們社區和全州社區的可持續未來具有的重要

意義。我們關注擴大工作來把長島地區建設更加清潔高效，感謝州長持續支持實現

這類項目。」   

  



 

 

布魯克海文鎮鎮長艾德·羅馬尼  (Ed Romaine) 表示，「布魯克海文鎮將利用這項合

作持續推進我們的計畫，在垃圾填埋場建設能源公園，我們給這個設施蓋上蓋子並

將其封閉時，沼氣將通過管道輸送到這個厭氧消化池內，用於生產大約  1.5 兆瓦能

源。使用該設施內的食物碎屑和其他有機物料製造堆肥和能源，這是我們減少長島

地區的廢料流來造福環境的總體戰略的重要內容。感謝葛謨州長支持這個重要的創

新清潔能源項目。」  

  

參議員托德·卡米斯奇  (Todd Kaminsky) 表示，「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長島地區必須停止向垃圾填埋場輸送過量的食物，相反，應當利用現代化技術把廢

料轉化成清潔能源。未來始於現在，批准這個大型厭氧消化池是個突破，標誌著新

環保時代的開端。」   

  

「環境公民運動  (Citizens Campaign of the Environment, CCE)」執行主任艾德里

安·艾斯波斯托  (Adrienne Esposito) 表示，「這個項目是密西西比河  (Missisippi)  

這一側最大規模的項目，具有諸多社會效益，包括製造可再生能源、減少固體廢棄

物、減少卡車交通流。這個項目在今天是尖端的，但明天將成為標準操作程序。  

這個具有變革意義的項目歷時七年籌備，現在已經獲得了許可，我們很高興這個項

目開始動工建設。」   

  

前沿能源公司  (Edgewise Energy) 執行長兼美國綠色建築協會  - 長島分會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 Long Island Chapter) 會長塞米·舒  (Sammy Chu) 表示，

「這個項目給長島地區帶來了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機會。它不僅支持葛謨州長設立

的供電脫碳目標，還解決了我們持續增長的地區廢棄物危機。這正是我們當前需要

的具有創造力的解決方案。」   

  

長島協會  (Long Island Association, LIA) 總裁兼執行長凱文·勞  (Kevin Law) 表示，

「厭氧消化池是本地區最先進的食品廢料處理設施。這項技術將消化超市、餐館和

醫院的食品廢料，並將這種物料轉化成清潔能源的來源。長島協會全力支持這個項

目，它將造福於長島地區的經濟、環境和能源組合。」   

  

莫洛伊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所  (Molloy College Sustainability Institute) 執行理事尼

爾·李維斯  (Neil Lewis) 表示，「這個項目實現了能源、食品和碳排放量的互聯互

通。這個厭氧消化池減少食品廢料並製造電力，從而幫助解決長島地區的固體廢棄

物問題。沼氣是一種可再生能源，應當為我們所用，而不是在垃圾填埋場造成排放

問題並被白白浪費。」   

  

紐約州環保選民聯盟  (New York 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 NYLCV) 主席朱

利·泰戈  (Julie Tighe) 表示，「我們全面支持這項工作，從而部署技術和解決方案

用來幫助紐約州實現宏大的氣候目標、清潔空氣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我們感謝長



 

 

島電力局，並期待繼續開展工作，幫助長島地區發展可靠的有機廢棄物衍生燃料產

業。」  

  

紐約州綠色新政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的綠色新政是一項全國領先的清潔能源和就業議程，其積極地

使紐約州的整體經濟走上碳中和的道路。這一計畫為實現清潔能源提供了順利過

渡，從而促進了綠色經濟的發展，並確保紐約州的電力在  2040 年前實現 100% 的

清潔和無碳目標，這是美國最宏偉的目標之一。這一最新擬定要求的里程碑是對紐

約州成功開展的清潔能源標準的極大升華，即在  2030 年前使用 70% 的可再生能

源進行發電。   

  

可再生能源空前增長，作為該進程的一個環節，紐約州已對全州  46 個大型可再生

能源項目投資  29 億美元，以大幅提升其清潔能源目標，例如  2035 年前把紐約州

的海上風力發電目標量增加三倍，達到領先全國的  9,000 兆瓦發電量；2025 年前

把分佈式太陽能裝置的部署量翻一番，達到  6,000 兆瓦發電量；2030 年前部署 

3,000 兆瓦的能源儲備。為對這一宏偉工作進行支持，紐約綠色銀行  (NY Green 

Bank) 計劃利用其專業技術擬合財政鴻溝，即利用第三方籌款  10 多億美元以形成

更大的人均環境效益，從而擴大紐約州和北美洲  (North America) 其他地區的氣候

資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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