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5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建設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首棟

新的零淨碳認證宿舍樓   

  

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尤蒂卡分校  (Poly-Utica) 耗資  3,350 萬美元建設的項目，  

推進了州長為在全州建設清潔能源未來而設立的全州能源目標   

  

宿舍樓將為學生提供戶外休閒場所、舒適的生活學習空間和單車存放區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建設紐約州立大學校園內首棟新的零淨碳認證宿舍

樓。紐約州立大學與紐約州住宅局  (Dormitory Author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DASNY) 合作，將在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  (Polytechnic Institute) 尤蒂卡校區 (Utica 

Campus) 動工建設造價  3,350 萬美元、有 257 個床位的宿舍樓項目。預計到  2020 

年 8 月對住宿的學生開放。   

  

「這棟創新的零淨碳認證宿舍樓代表新的能源性能水準，以嚴格的要求確保卓越的

節能水準，並為學生提供健康的環境，」葛謨州長表示。「這個項目對紐約州立

大學來說是大膽的一步，因為大學系統持續沿著減少碳足跡的道路前進，並以我們

的『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倡議為基礎，使紐約州的電力在  2040 年前達到 

100% 碳中和，創造更加可持續的綠色經濟。」   

  

「這棟現代化建築推進了我們實現清潔能源目標的工作，」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座紐約州立大學學生公寓將是尤蒂卡市  (Utica) 理工學

院校區內首棟零淨碳認證建築。該建築建成後將使用可再生能源，從而節約大量能

源。該項目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應對氣候變化、確保後世民眾享有更清潔、  

更綠色環境的又一舉措。」   

  

「宿舍樓將建設成『零淨碳認證』，這意味著除了超越現有的能源法規外，還將在

現場建造未來可再生能源生產系統的基礎設施。」一旦這些系統安裝完畢，該建築

每年使用的能源將不超過其通過可再生資源在現場製造的能源。   

  

約翰遜 (Johnson) 校長計劃對紐約州立大學  64 個校區系統進行改造和翻新，以實

現更大的節能，該項目與之同步。該計畫包括紐約州立大學利用零碳來源製造其  

100% 的電力，包括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儲存，並要求紐約州立大學所有新建築都設



 

 

計成零淨碳  (zero-net carbon, ZNC) 排放。紐約州立大學共有  2,346 棟建築，占紐約

州建築基礎設施的  40%，這一轉變預計將使紐約州的碳足跡每年減少  40 多萬噸二

氧化碳當量。   

  

紐約州住宅局將與許貝爾-布羅伊爾建築有限公司  (Hueber-Breuer Construction Co.) 

合作，並採用設計-建造方法，這是一種可替代的項目交付技術，通過單一合同提

供設計和施工服務，以加快項目交付並節約成本，同時保持高品質水準。   

  

建築設計將圍繞可持續發展和能源效率，從而節約能源和改善居民的身心健康。  

宿舍樓將包括酒店風格的學生房間，相鄰的休息室、廚房、學習區、洗衣區以及多

功能房間、遊戲室和單車存放區。宿舍樓還將包括多處室外綠地，如庭院和帶有戶

外烤架的棚架區域，並包含生物滯留池 /雨水花園，以阻止雨水徑流和去除水中的

污染物。此外，宿舍樓還將連接到未來的光伏 /太陽能發電系統。   

  

設計-建造團隊將通過國際未來生活研究所  (International Living Future Institute, ILFI) 

尋求零能耗建築  (Zero Energy Building, ZEB) 認證和零碳認證  (Zero Carbon 

Certification)。該建築將利用基礎設施和線路實現超節能，以便未來可以在現場安

裝可再生能源系統，以實現國際未來生活研究所的零碳認證認證。   

  

該宿舍樓係由紐約州住宅局的紐約州立大學宿舍設施計畫  (SUNY Dormitory 

Facilities Program) 資助，該計畫利用學生宿舍大樓的費用發行低成本免稅債券。   

  

紐約州立大學校長克里斯蒂娜  M. 約翰遜  (Kristina M. Johnson) 表示，「我們修繕

建築物的時候，就是清潔能源和可持續發展獲得最高投資回報的時候，或者就像紐

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的情況一樣，對新基礎設施有巨大需求。這個項目提供了一個

機會，供紐約州立大學繼續推進葛謨州長提出的清潔能源目標，也為我們的學生樹

立了一個榜樣，即紐約州和紐約州立大學的領導層致力於保護我們的環境。」   

  

紐約州住宅局總裁兼執行長傑拉德  P. 布謝爾  (Gerrard P. Bushell) 博士表示，  

「效率。可持續發展。卓越。所有這些特質都將顯示在尤蒂卡市紐約州立大學理工

學院。通過設計-建造方法，我們將能夠加快交付這棟宿舍樓，並節約能源，與此

同時保持品質和支持本州的能源目標。這棟零淨碳認證的宿舍樓將提供卓越的節能

水準，並為學生的生活和學習提供健康舒適的環境。」   

  

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臨時院長格雷斯·王  (Grace Wang) 博士表示，「我們非常激

動開始建設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最新的宿舍樓，這棟宿舍樓將幫助為我們正在尤

蒂卡分校接受一流教育的學生提供更有活力的體驗。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我們提供

的學術服務和獨特的實踐學習機會，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擁有上世紀  80 年代初

以來該校規模最大的學生群體，因此，這座新宿舍樓來得正是時候。我們不僅很高

興與紐約州住宅局合作，該機構領導整個過程使這個新設施得以建設，不僅如此，



 

 

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還很高興實施強勁的能源管理計畫來使這棟新宿舍樓盡可能

環保，與此同時提高我們學生的生活品質，從而支持葛謨州長和約翰遜校長提出的

節能目標。」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總裁兼執行長艾麗西亞·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葛謨州長實施的新

能效：紐約州與綠色新政計畫  (New Efficiency: New York and Green New Deal) 呼籲

提升州屬設施的能源效率，這類項目證明了紐約州在這方面發揮的領導作用。淨零

能耗的宿舍樓將為紐約州立大學提供經濟有效的手段來減少排放量和降低能源成

本，同時讓學生們的生活更加舒適和健康。」   

  

參議員約瑟夫  A. 格瑞弗  (Joseph A. Griffo)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紐約州立大學

理工學院校園內耗資  2,780 萬美元的零淨碳認證宿舍樓即將動工。這個項目必將增

加學校已經提供給學生的教育機會和體驗。」   

  

眾議員馬瑞妮·布特斯重  (Marianne Buttenschon) 表示，「我期待這個充滿活力的

項目竣工，並很高興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帶頭創建零淨碳認證宿舍樓。這不僅是

一個傑出的機會，供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鞏固當前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最高水

準的招生人數，也是我們整個地區受益的機會。我們學院附近有很多餐館、商店和

娛樂場所，我們希望這個規模的項目能向學生們展示，紐約州立大學和大麥可山谷

地區 (Mohawk Valley) 是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完美選擇。」   

  

奧奈達郡  (Oneida County) 郡長小安東尼  J. 皮森特  (Anthony J. Picente Jr.)  

表示，「這個項目是紐約州和奧奈達郡在能源效率方面走在前列的最好例子。  

我很自豪，我們的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校區將成為這棟零淨碳認證宿舍樓的展示

窗口，我讚賞該學院在創新和領導力方面的遠見卓識。我希望這棟宿舍樓能成為全

國大學校園未來所有此類項目的典範。」   

  

零淨碳 /零淨能源  (Zero-Net Energy, ZNE) 簡介   

零淨碳意味著該項目將消除所有化石燃料的使用，並採購可再生能源來供應所需的

電力。零淨能源要求在項目現場生產可再生能源。   

  

國際未來生活研究所簡介   

國際未來生活研究所是非盈利組織，致力於為全體民眾建立有生態意識的、修復型

的世界。國際未來生活研究所採用社會和環境正義原則，推動建立沒有化石燃料的

城市環境來應對氣候變化。   

  

『能源願景變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 REV)』  

該項目還完善了州長設立的『能源願景變革』戰略，用於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構建清

潔廉價、有適應力的能源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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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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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刺激投資於諸如太陽能、風力和節能等乾

淨的技術，以為全體紐約民眾建立更清潔、更有彈性並且價格更適宜的能源系统。

該計畫支持近期批准的清潔能源標準  (Clean Energy Standard)，該標準要求本州到  

2030 年前實現可再生資源發電占比達 50%。『能源願景改革』已推動全州太陽能

市場實現 600% 的增長，利用節能措施讓超過  105,000 戶低收入家庭永久減少了能

源支出，並在製造領域、工程領域及其他清潔技術領域創造了數千個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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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關注 @Rev4NY。  

  

紐約州立大學  簡介   

紐約州立大學是美國高等院校中規模最大、最全面的教學體系，旗下共設有  64 間

學院和大學，它們分佈在本州各地每個家庭、學校和企業附近  30 英里內。截至 

2018 年秋季，共有超過  424,000 名學生註冊紐約州立大學校區的學位計畫。整體

而言，在 2017-2018 學年，紐約州立大學已服務  140 萬名學生接受多門學分制課

程和計畫、永續教育和社區外展計畫。紐約州立大學管理紐約州近四分之一的學術

研究。其學生和教職人員在研究和發現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高達  16 億美元的

研究組合。全球共有  300 多萬個 紐約州立大學校友，持有大學文憑的紐約人有三

分之一都是紐約州立大學校友。如需瞭解紐約州立大學如何創造機遇的資訊，敬請

造訪： www.suny.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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