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3 月  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3 千萬美元啟動「卓越建築  (BUILDINGS OF EXCELLENCE)」

比賽，旨在推動創新性低碳和零碳排放建築項目的開展   

  
該項目對州長全國領先的《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目標予以支持，即讓紐

約所有的建築存量實現轉型到碳中和狀態   

  
比賽將促進可複製設計和建築方法的發展，從而推動清潔能源經濟的進步並催生

清潔能源崗位的增長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啟動斥資  3 千萬美元的「卓越建築」比賽，旨在促進低碳

或零碳排放建築的設計、建造和使用，從而打造舒適、健康和平價的居住和工作環

境。紐約民眾每年需要為電力和供暖燃料支付大約  350 億美元，各大建築物的溫

室氣體排放則佔到了全州總排放量的  59%。作為葛謨州長全國領先的《綠色新

政》工作內容，這一比賽是他使紐約的所有建築存量轉型的目標之一。《綠色新

政》是一項清潔能源和就業議程，旨在讓紐約州實現無碳經濟。其還對州政府樹立

的目標予以支持，即在  2030 年前使溫室氣體排放量降到  1990 年排放指標以下，

達到  40%。  

  
「現在正是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時候，我們正在雙倍實現我們引領變革道路的承

諾，從而建造無碳建築，」葛謨州長表示。「建造低碳和無碳建築將為全體紐約

民眾打造更健康的居住環境和社區，同時還能讓排放量最高的行業之一，即建築存

量減少有害氣體的排放，並推動我們碳中和進程的發展。」   

  
「我們在紐約州已經樹立了宏偉的清潔能源目標。這一比賽將繼續推動我們碳中和

工作的開展，」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筆重要的投資將對

建造無碳建築予以支持，使全體紐約民眾都能負擔得起。這一項目對《綠色新政》

形成互補，從而減少了溫室氣體排放並抗擊了氣候變化，為後代打造了更清潔更綠

色的環境。」   

  
卓越建築比賽由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主辦，其將為建築施工和使用項目提供財務福利

和認可，這些項目成本效益高，具有可複製的低碳或碳中和設計理念，從而能夠為

居民降低能源成本，並利用可預測收入和預測成本為開發商提供競爭優勢。這一比

賽將為紐約民眾展示低碳建築如何實現高利潤、具有吸引力和平價的特點，也將展

示出紐約州節能和建築規範  (New York Stat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onstruction 

Code) 如何採納先進的建築設計。   



 

 

  
比賽還對紐約計劃將要提高的《清潔能源標準  (Clean Energy Standard)》予以支

持，其將強制使本州的電力在  2030 年前實現  70% 的發電來自於可再生能源。  

透過轉型到低碳建築存量，紐約將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使用，從而降低能源和燃料使

用，並減少消費者能源總需求，同時還能使紐約的供熱和供電轉型到可再生能源系

統。作為創新能源項目的另一典範，卓越建築比賽也建立在紐約全國清潔能源和氣

候變化的領先地位基礎之上。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新色新政》指示下，紐約正向著無碳經濟轉型，這意味

著今天採取的大膽措施將使未來的全體紐約民眾大獲裨益。啟動卓越建築比賽為全

州的建築設立了新標桿，並為認可和推動方案的實施提供了急需的支持，這將有助

於業主實現低碳或零碳目標，從而帶來環境和健康福利，降低能源成本，並為全體

居民和用戶提供安全舒適的環境。」   

  
這項比賽將舉辦三輪。每輪比賽將獎勵多達  1 千萬美元，每個項目將獲得多達  

100 萬美元。第一輪的重點是多戶家庭建築。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9 年  6 月 4 日，

預計頒獎儀式將於  2019 年夏季舉行。為符合申請條件，項目必須在  6 個紐約州電

力投資商公用事業公司服務範圍內開展。提案可以是新的施工或修復項目。多用途

建築亦符合要求，但建築面積至少有  50% 是作居住之用。項目必須展示出具有容

易被複製的設計和建築方案，並可以使業內人士在未來開展項目時採納。   

  
符合要求並要獲獎的項目必須經歷以下四個階段之一：   

•  早期設計 (Early Design) - 處於方案設計或設計開發階段；有資格獲得高達  

100 萬美元的獎金。   

•  後期設計 (Late Design) - 設計開發已完成且建築文件正在制定當中，但還未

獲得建築許可；有資格獲得高達  75 萬美元的獎金。   

•  正在施工過程中  (Under Construction) - 如已獲得建築許可，但還未獲得暫時

或永久居住證書  (Certificate of Occupancy)；有資格獲得高達  50 萬美元獎

金。   

•  完成後期性能優化  (Post-Completion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 項目必須要

展現出計劃要新增的改造工作和 /或優化工作如何能實現可複製性、如何改

善居住環境；有資格獲得高達  25 萬美元獎金。   

  
每年紐約有約  1 億平方英呎的施工面積。建築竣工後可使用約  50-100 年，而如要

在建築竣工後開展重大能源和減排工作則成本更高。因此，工作重點是在建築的早

期設計階段就融入低碳和碳中和措施和設計理念。   

  
卓越建築比賽是紐約為整體經濟夯實基礎，從而能夠開展提高能源效率活動工作的

內容。透過推動創新來實現低碳和零碳能源效率解決方案，紐約將按照符合成本有

效性的方式降低全州各地的電力和建築物燃料需求，從而減少排放量。提高能源效

率是紐約州實現清潔能源經濟的重要環節。目前在紐約的清潔能源行業有  15.1  

https://portal.nyserda.ny.gov/CORE_Solicitation_Detail_Page?SolicitationId=a0rt000000WH8uAAAT


 

 

萬名從業人員。就業和投資方面來說，能源效率在清潔能源技術中佔比最大，其在  

2017 年僱傭了  11.73 萬名員工，自  2011 年以來公司共得到超過  41 億美元的投

資。   

  
美國建築師協會成員和建築能源互換公司  (Building Energy Exchange) 執行總裁理

查德·彥希  (Richard Yancey) 表示，「我們很激動州長和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

構發起了卓越建築比賽，並延續了他們在解決氣候危機中的領導力。建築是我們州

最棘手的有害溫室氣體來源之一，其導致了紐約市  70% 的排放。這一激烈的比賽

和獎勵項目承諾將促進現實市場的發展和適合建築方案的實施，為實施氣候相關舉

措的領導人帶來回報，並廣泛地分享其解決方案。建築能源互換公司很激動能在這

項有價值的大膽工作中起到核心作用。」   

  
紐約房地產委員會  (Real Estate Board of New York) 主席約翰 H. 班克斯 (John H. 

Banks) 表示，「紐約房地產委員會對卓越建築比賽的發起表示稱讚。我們的成員

是紐約環境工作的領導人，他們承諾會與相關人員合作，從而把紐約打造的更加環

境友好。我們很激動能支持諸如此類比賽的項目，其對於實現州政府氣候宏偉目標

很關鍵，」紐約房地產委員會主席約翰  H. 班克斯表示，   

  
職業工程師  (Professional Engineer, PE)，能源和環境設計領導力職業認證之建築

設計和建造證書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Accredited 

Professional Building Design + Construction, LEED AP BD+C) 持有人，政府事務

主席美國供熱、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製冷和空調工程師協會  

(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 
ASHRAE) 成員布蘭登·霍爾  (Brendan Hall) 表示，「這項技術和技術知識都已經發

展成熟。現在正是開展數項創新項目的時機，從而切實地向市場證明零能源是可以

實現且能盈利的目標。」   

  
CAE 成員、紐約州美國建築師學院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New York 

State, AIANYS) 名譽執行院長喬治·安·貝利  (Georgi Ann Bailey) 表示，「美國的建

築消耗約 40% 的能源，排出的二氧化碳量佔比近一半，極大地導致了氣候變化。

美國建築師學院透過其在紐約州和全國的會員對復原能力強的可持續建築設計工作

予以支持，從而能夠改善氣候，保障公眾的健康、安全和福利。紐約州能源研究與

發展機構發起的卓越建築比賽旨在推動清潔能源建築的開發，這一目標與紐約州美

國建築師學院的目標相一致，且我們對於能夠參與其中而感到激動。」   

  
倡導消費者聯盟  (Advocacy Consumers Union) 項目總監、紐約州能源與發展機構

委員會成員、卓越建築咨詢委員會  (Buildings of Excellence Advisory Council)  

成員查克·貝爾  (Chuck Bell) 表示，「卓越建築比賽將透過為先進建築設計的部署

和創新能源效率技術進行獎勵，從而使紐約消費者獲益。低碳和零碳住宅建築可透

過提高能源效率、舒適度和適合居住性直接為居民改善居住環境。其也可以透過減

少因燃燒化石燃料而造成的空氣污染為全體紐約民眾改善空氣質量。」   

  



 

 

為對卓越建築比賽的進展提供協助，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組建了咨詢委員

會，該委員會由對設計、房地產和可持續發展空間有興趣的跨領域專家組成，並與

美國建築師學院州分會  (State Chapter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等組織

展開合作。   

  
這一項目的資金來自於州政府為期  10 年、總額達  53 億美元的《清潔能源資金  

(Clean Energy Fund)》，該項目的資金還來自於紐約州能源研究與開發機構為開展

新的建築項目而進行的  5,000 美元投資，後者的工作重點是在多戶家庭建築上開展

的項目，包括市價項目和為中低收入群體開展的項目。如需獲取關於這項比賽和資

金的更多資訊，請訪問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網站。   

  
碳中和建築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的《綠色新政》包括全國領先的目標，即把紐約的全部建築存

量轉變為碳中和狀態。建築是紐約州溫室氣體排放最主要的來源之一。透過提高建

築能源效率，使用就地貯存法、可再生能源和電動車充電設備，州政府將減少其碳

污染，並實現其宏偉目標，即在  2025 年前減少 185 萬億英國熱量單位  (TBtu)  

就地能源消耗，相當於為  180 萬戶家庭供應的電力。全州能源效率領域提供了  

75% 的清潔能源行業崗位。州政府減少碳污染的宏偉計畫將帶來價值  18 億美元的

社會和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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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確保紐約的電力在  2040 年前實現清潔和無

碳的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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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促進再生能源的使用實現空前增長，紐約已為全州  46 個可再生能源大型計畫投

資  29 億美元，以實現其更高的清潔能源目標，如  2035 年前使紐約的海上風力發

電目標增長三倍，達到全國領先的  9 千兆瓦特；2025 年前使太陽能部署翻一番，

達到  6 千兆瓦特；2030 年前部署  3 千兆瓦特的能源儲備。為對這一宏偉工作進行

支持，紐約綠色銀行  (NY Green Bank) 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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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擴大紐約和北美其他地

區的氣候資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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