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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300 萬美元供各自治市和電力合作社採購電力汽車  

 
該計畫幫助地方政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對抗氣候變化  

 
力爭在  2030 年完成州長將溫室氣體排放減少至  40% 的承諾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新撥款  300 萬美元幫助符合條件的自治市及鄉村電力

合作社採購電力汽車用於其市政車隊。該計畫是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NYPA) 市政電動車輛計畫  (Municipal Electric-Drive Vehicle Program) 的組

成部分，提供財務援助用於加快更換燃料效率低下的車輛。本公告支持葛謨州長設

定的能源目標，截至  2030 年把紐約州溫室氣體排放量從  1990 級減少  40%。 

 

「該計畫將幫助紐約州各地社區採購電動車和混合動力車，從而幫助這些社區減少

碳足跡並建設更加環保可持續的紐約，」葛謨州長表示。「我建議所有符合條件

的自治市和我們一起抗擊氣候變化。」  

 

該計畫提出供採購的各類商用電動車和混合動力車包括客車、皮卡車、越野特種

車、重負荷多用途翻斗車。幾款適合採購的車輛的照片請見此處。目前使用紐約電

力局提供的低價水電的自治市和鄉村電力合作社有資格參加該計畫。這筆撥款鞏固

了此前根據該計畫分配的  500 萬美元資金，這筆資金幫助為紐約州  24 個村鎮提供  

61 輛清潔汽車。  

 

紐約電力局市政電動車輛計畫提供無息貸款來發揮作用。用於採購這些車輛的資金

分三年償還。  

 

紐約電力局服務於全州  47 個自治市和  4 個鄉村電力合作社的公用系統，為其提供

低成本水電用來幫助滿足其居民和企業的用電需求。除了市政電動車輛計畫，紐約

電力局還為這些社區提供多種能源效率服務，並幫助安裝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用來

支持葛謨州長提出的『充電紐約  (Charge NY)』計畫，該計畫的目標是在  2018 年

前為公共場所和工作場所構建由多達  3,000 個充電站組成的網絡。今年年初，紐約

電力局為其市政客戶及鄉村電力合作社客戶提供優惠價格，透過主合同供應、安裝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ElectricDriveVehicleProgramNYPA.pdf


及維護這些電動車輛  (Electric Vehicle，EV) 充電站。 

 

紐約州能源與金融機構  (Energy and Finance, New York State) 主席理查德·霍夫曼  

(Richard Kauffman) 表示，「自治市、鄉鎮領導的社區務必發揮領導作用以滿足我

們領先全國的氣候變化與減排目標，我很高興創造方便條件供各自治市採購電動汽

車。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地方領導人率先減少碳排放量，這不僅是在能源

領域，還涉及交通運輸領域。」  

 

紐約電力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吉爾  C. 奎尼昂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電

動汽車和電動汽車對於幫助紐約民眾減少碳足跡而言至關重要。讓更多自治市和鄉

村電力合作社夥伴在日常工作中使用電動汽車，這能夠提供理想的辦法供其促進更

加清潔的環境並對抗氣候變化，而不增加業務成本。」  

 

州眾議院能源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Energy) 主席兼女議員艾米·寶林  

(Amy Paulin) 表示，「交通運輸是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最大因素，因此，州政府鼓勵

增加使用電動汽車是至關重要的。該計畫將讓更多自治市採購電動汽車，這朝著實

現減排目標邁出了一大步。」  

 

市政電氣設施協會  (Municipal Electric Utility Association) 執行理事托尼·莫達非瑞  

(Tony Modafferi) 表示，「這對此前獲益於該計畫的市政電氣設施協會及諸多會員

來說是個好消息。我們期待為  40 個市政會員延續該計畫，並感激紐約電力局幫助

我們以適中的價格採購這些清潔汽車。」  

 

紐約州公共電力協會  (New York Association of Public Power，NYAPP) 會長保爾·

帕拉斯  (Paul Pallas) 表示，「僅代表紐約州公共電力協會，我認為該計畫取得的

成功不言而喻，很多機構因為此前的撥款而為車隊添置了車輛，這筆新增的撥款將

讓更多機構能夠利用這項重要計畫。」  

 
 

下列自治市和鄉村電力合作社機構有資格參加市政電動車輛計畫：  

 

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綠島村 (Village of Green Island)*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市政電氣設施協會* 

奧奈達-麥迪遜電力合作社有限公司  (Oneida-Madison Electric Cooperative, Inc.) 

鄉村：漢密爾頓村  (Hamilton)、馬拉松村  (Marathon)*、斯卡尼阿特勒斯村  

(Skaneateles)、索爾維  (Solvay)*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鄉村：阿卡德村 (Arcade)*、卑爾根村  (Bergen)、卡斯提爾村  (Castile)、徹奇維爾村  

http://www.nypa.gov/Press/2017/011817a.html


(Churchville)*、費爾伯特村  (Fairport)*、霍利村  (Holley)*、彭延村  (Penn Yan)*、銀

泉村  (Silver Springs)、斯潘塞波特村  (Spencerport)*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紐約公共電力協會  (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ower) 

鄉村：費里伯特村  (Freeport)*、格林波特村  (Greenport)、羅克韋爾中心村  

(Rockville Centre)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謝里爾市 (City of Sherrill) 

奧奇戈電力合作社有限公司  (Otsego Electric Cooperative Inc.) 

鄉村：布恩維爾村  (Boonville)*、法蘭克福村  (Frankfort)、伊林村  (Ilion)、莫霍克村  

(Mohawk)*、里士滿維爾村  (Richmondville) 

 
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普拉茨堡 (City of Plattsburgh) 

馬塞納電力部  (Massena Electric Department)* 

鄉村：普萊西德湖村  (Lake Placid)*、費城村  (Philadelphia)、路塞斯角村  (Rouses 

Point)*、特里薩村 (Theresa)、塔帕萊克村  (Tupper Lake)*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特拉華縣電力合作社有限公司  (Delaware County Electric Cooperative Inc.) 

斯托伊本鄉村電力合作社有限公司  (Steuben Rural Electric Cooperative Inc.) 

鄉村：巴斯村  (Bath)*、恩迪科特村  (Endicott)*、格林村  (Greene)、格羅頓村  

(Groton)*、舍本村 (Sherburne)*、沃特金斯格倫村  (Watkins Glen) 

 

紐約州西部  (Western New York)： 

城市：詹姆斯敦市  (Jamestown)、薩拉曼卡市  (Salamanca)* 

鄉村：阿克倫村 (Akron)、安多弗村  (Andover)、安傑利卡村  (Angelica)、布羅克頓

村  (Brocton)、利特爾瓦利村  (Little Valley)、梅維爾斯普林維勒村  (Mayville 

Springville)*、維爾斯維爾村  (Wellsville)*。  

 

*標註有星號的自治市已在使用電動汽車，這些自治市透過市政電動車輛計畫採購

汽車。 

 
 

『充電紐約』計畫簡介  

葛謨州長設立的『充電紐約』計畫透過就紐約州各地安裝充電站開展教育、研究、

消費者推廣以及財政支持來促進電動汽車市場在紐約州的增長。為實現截至  2018 

年實現『充電紐約』計畫設定的  3,000 個充電站的目標，1,600 多個電動汽車充電

站已安裝完畢。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紐約電力局、紐約州環境保護局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合作參與該計畫，以實現州政府截至  

2030 年把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40% 的目標。  

 

『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REV)』簡介  

『能源願景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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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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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在

全州太陽能市場促成了  730% 的增長，使  105,000 多戶低收入家庭在擁有能源效

率的同時永久地削減了電費帳單，並且在製造、工程以及其他清潔技術部門創造了

成千上萬的工作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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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更多關於『能源願景改革』的資訊，包括州長在清潔技術和創新

領域的 50 億美元投資，請訪問  www.ny.gov/REV4NY 並在關注  @Rev4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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