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4 月 2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抗擊氣候變遷的新能效目標  

 

「2025 新能效目標  (New Energy Efficiency 2025)」等同於  180 萬戶家庭所用的

能源 

 

能效戰略將實現「2030 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2030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Goal)」的近三分之一目標  

 

耗資  3,650 萬美元投資將為高達  19,500 位紐約民眾提供新的工作機會  

 

新的策略將能在  2025 年前把年度電力節省比例提高到  3% 以上， 

使得紐約成為全國節能領袖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紐約推出一項雄心勃勃地提高能效的計畫，包括一

套實現重要溫室氣體減排新目標、降低消費者能源成本和創造就業機會的全面計

畫。為了實現截至  2030 年將紐約州的溫室氣體排放減少  40% 的氣候目標，達到

這一新的能效目標將能夠將所需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完成近三分之一。本聲明從

屬於州長《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提案，旨在設立一個里程碑式的「地球

日 (Earth Day)」能效目標和全面戰略。  

 

「能效對於紐約民眾來說是減少水電費、抑制有害污染、抗擊氣候變化最具成本

效應的方式，」州長葛謨表示。「隨著聯邦政府正在推卸保護環境的責任，我們

必須採取積極大膽的措施進行減排，在當前和未來保護所有紐約民眾不受氣候變

遷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  

 

「我們正在積極努力，設置前所未有的目標來提高紐約的能效，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應對氣候變遷，」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本戰略旨在確

保本州更加清潔環保，並透過勞動力開發，為紐約民眾提供高科技工作機會。  



 

 

關注能效不僅將改善環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還將為居民降低能源成本，刺激

能源經濟的發展。」  

 

在全州境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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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的  59%。「2025 新能效目標」將透過激勵

機制鼓勵建築物開發商、商業和機構建築物所有人和居民減少排放、降低能源成

本，透過建築物改造的措施，將  2025 年的預計能源使用量減少  185 萬億英制熱

單位 (British thermal units, BTUs)，這相當於  180 萬戶紐約家庭的能源消耗。  實現

這一目標將在接下來  7 年間將能效提高的速度比現有速度加快  40% 以上。 新能

效目標不僅將節省大量供暖燃料，還將使得紐約州到  2025 年時實現年度電力效

率節省量達到投資所有電力銷售總量的  3%。 

 

本倡議將支持私營行業中具有成本有效性的能效企業的發展，並進一步促進  

「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REV)」的各種機遇，使得第三方能

夠直接與公共事業部門開展合作。  這些戰略將透過新的建築物改造措施、節能電

器和創新技術（如熱泵）的使用，來為紐約民眾帶來福祉。紐約投資者所有的公

共事業部門將透過能效措施來擴大規模並促進創新。透過加快創新來實現能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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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倡議將支持「清潔能源標準  (Clean Energy Standard，

CES)」的任務，即截至  2030 年實現本州 50% 的電力都來源於可再生資源，促使

紐約在清潔能源和氣候變遷的領域內充當全國領袖。  

 

能效是紐約州清潔能源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超過  110,000 名紐約民眾都從

事著與能效相關的工作。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NYSERDA) 將另外投資  3,650 萬美元針對 

19,500 多位紐約民眾提供清潔能源工作培訓，支持這一快速增長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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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夫曼  (Richard Kauffman)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英明領導下，紐約現已採取大

膽措施來降低清潔能源的成本、鼓勵私營部門投資、在本州各地促進清潔能源經

濟的發展、並創造新的優質就業機會。隨著市場透過更具成本有效性的方式提高

能效、並在此過程中構建一個更健康、更安全的環境，這將使得全體紐約民眾從

中獲益。」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部長巴茲爾 ·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隨著聯邦政府繼續

推卸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應對氣候變遷威脅之責任，紐約則正在加緊步伐，快速

推進，構建一個更清潔更具天氣適應力的州。葛謨州長現已展示其堅定不移的承

諾，即保護並改善我們的環境。能效是應對氣候變遷的有效工具，透過減少我們

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節省消費者所需支付的能源賬單、保護自然資源等方式，  

為紐約民眾帶來福祉。」  



 

 

 

州勞工廳廳長羅伯塔·利爾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清潔能源行業將創造未

來的就業機會，衷心感謝葛謨州長、紐約州關注這一領先領域。透過投資於清潔

能源資源，紐約州正引領大家構建一個更綠色環保、更繁榮富強的未來。在紐

約，我們絕不坐以待斃，我們將奮起行動。毋庸置疑，本州的經濟正在增長。  

為了維持這一增長勢頭，州長理解我們必須採取大刀闊斧的措施，這也是本輪加

速計畫所想要達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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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設立的能效目標鞏固了紐約在全球應對氣候變遷的努

力中佔據的領導地位，展現了葛謨州長對提高能效，並將其作為清潔能源議程之

基石這一堅定承諾。這一大膽的政策領導措施與  NYSERDA 的勞動力培訓投資相

輔相成，這將為本州快速增長的清潔能源行業注入新的活力。該行業目前已經在

全州各個地區僱傭了超過  146,000 位工作人員，並已成為各地區的一個經濟發展

引擎。 」  

 

公共服務委員會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PSC) 會長約翰·羅德  (John 

Rhodes) 表示，「紐約正致力於向清潔能源轉型，我們要確保所有消費者——特

別是那些在市場轉型中通常被忽略的消費者們——看到切實利益。葛謨州長於今

天宣佈的宏偉能效目標將確保我們能夠透過盡可能明智高效地方式實現清潔能源

和氣候變遷的目標。」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 會長雷亞· 

蘇  (Rhea Suh) 表示，「此舉充分展示了應對氣候變遷的領導精神。葛謨州長的計

畫把紐約推到了能效發展前沿——能效是避免發電廠污染造成氣候變遷並威脅人

們健康的最廉價、最清潔和最快速的方案。這將大幅度提高節能水準，為紐約民

眾減少水電費用，創造數以千計的工作機會，並清潔我們的空氣。當全國在應對

氣候變遷時面臨著群龍無首的境況之時，葛謨州長正在率先展示，州政府如何挑

起大梁，引領大家進入我們生命中最為重要的抗爭。我們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去

做，但這一標誌性的決定將成為一個關鍵轉折點。透過設立雄心勃勃、全國領先

的能源目標，州長現已在環境保護方面展示了優秀的領導能力。」  

 

紐約清潔能源聯盟  (Alliance for Clean Energy New York) 執行理事安妮·瑞諾德斯  

(Anne Reynolds) 表示，「這一新的能效承諾對於該行業來說可謂是個絕佳消

息。這個行業目前已經僱傭了  110,000 多名紐約民眾，並還將增加就業機會。  

效率對於環境、公共事業部門的消費者、清潔和具有適應力的電網來說，都是極

具價值的。我們的行業期待著利用這一價值，在紐約州各地的家庭和企業中安裝

提高能效的各項措施。我們期待著與公共事業部門、本州和所有利益攸關方一起

開展合作，確保葛謨州長訂立的宏偉目標能夠帶來切實而及時的成效。」  

 



 

 

環境保衛基金會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紐約州清潔能源理事羅瑞 ·克里斯

蒂納  (Rory Christian) 表示，「在降低成本、構建更健康的社區這一領域，能效將

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幫助紐約實現其雄心勃勃的氣候目標。今天的聲明向市場發

出了一個明確訊號，即本州致力於提高能效，且此舉將與加強電網現代化改造和

可再生能源發展工作相輔相成，明確告知市場紐約現已堅定承諾應對氣候變遷，

這一目標將不會動搖。」  

 

能源承受力協會  (Association for Energy Affordability) 執行董事戴維·赫平斯托  

(David Hepinstall) 表示，「我們很高興看到葛謨州長青睞能效，並將其作為清潔

能源和氣候願景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為公共事業部門設立能效目標是將其看做

是一個能源資源的必要第一步。我們期待著與公共事業部門和紐約州開展合作，

透過將大部分低收入紐約民眾居住的多戶家庭建築物納入進來，利用提高能效的

措施來幫助實現安全可靠、價格適宜的住房目標，從而最終實現能效目標。」  

 

紐約中部和北部建築貿易理事會  (Central-Northern NY Building Trades) 會長格雷

格·朗切特  (Greg Lancette) 表示，「紐約中部和北部建築貿易理事會代表著  5,500 

個工薪家庭，我們期待著見證葛謨州長持續推進各項措施，透過技術運用和清潔

能源投資來提高能效。我們期待著與  NYSERDA 開展合作，在清潔能源經濟領域

內，培養並增強成千上萬工作人員的技能。」  

 

國際工程師聯合工會  (International Union of Operating Engineers，IUOE) 30 分會  

(Local 30) 的商業經理人威廉  M. 琳 (William M. Lynn) 表示，「IUOE 30 分會的成

員負責在紐約各地設施中提供支持與維護。葛謨州長正在引領全國構建清潔能源

經濟，這將惠及我們的環境，並為中產階級工薪階層提供新的發展軌跡。  一個公

平公正、充滿清潔能源的經濟意味著工會必須成為合作夥伴，並與政府和企業在

同一張桌子上進行討論，而葛謨州長在領導過程中正實現了這一點。本倡議提供

了一筆重大投資用於對我們行業的工人開展新的培訓，並將為我們的會員提供重

要機遇。我們要衷心感謝葛謨州長在紐約州各地持續為工會會員兌現承諾。」  

 

作為新能效目標的一部分，葛謨州長意識到納入最弱勢居民的重要性，正在指示

公共服務委員會  (PSC) 確保一大部分的新能效舉措將直接用於為中低收入紐約民

眾服務的各大專案，這也是對本州針對這類紐約民眾推出的漸進式能源方案的一

大補充。為了實施這一願景，代表中低收入人群的個人和企業、以及環境公平社

區將在設計具有影響力的解決方案時積極參與並協商，包括州長推出的環境公平

正義過渡工作組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Just Transition Work Group)。 本州將在

現有推行的清潔能源基金  (Clean Energy Fund，CEF) 倡議基礎上，與利益攸關方

和其他相關方開展合作，開發創新型零能耗改造原型，用於經濟適用住房；並在

醫療補助計畫  (Medicaid) 中採取各類能效改進措施，將其作為健康住房干預措施

的一個組成部分，推動市場修建零能耗式住房。  

 



 

 

實現新能效目標的戰略還要求紐約識別機會供州機構率先垂範。NYSERDA 和紐

約州公共服務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NYS DPS) 正在制

定創新戰略並開發工具來實現這一目標，包括：用於衡量進度的能源基準、在清

潔能源基金的支持下加速制定建築物標準、投資熱泵，實現供暖和製冷的低碳解

決方案。推動清潔能源技術的發展，在供暖、製冷和熱水領域支持有效的電力供

應，這將改善電網的能效，惠及所有消費者。  NYSERDA 和紐約州公共服務部  

(DPS) 現已與  60 多間公共和私營領域的利益攸關方組織一起，針對這一創新型宏

偉倡議編制一套戰略方案。  

 

本聲明發佈後，DPS 和 NYSERDA 還將提交一份《白皮書  (White Paper)》供公共

服務委員會  (PSC) 能效程序查看，來確定為了實現  2025 年訂立的目標且降低消

費者成本，需要組合哪些專案、政策和規章。  這套程序將審視各種專案和政策方

案的可行性，從而大幅度提高能效，推動使用全方位燃料計畫，以節省能源並最

大程度地為紐約民眾帶來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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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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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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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