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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 200 多個社區獲得了清潔能源社區 (CLEAN ENERGY COMMUNITY)
稱號

全州 200 多個社區完成了 1,250 多次清潔能源行動
清潔能源州聯盟 (Clean Energy States Alliance) 頒發 2018 年州清潔能源領導力獎
(2018 State Leadership in Clean Energy Award)，以此支持清潔能源社區計畫
(Clean Energy Communities Initiative)

支持紐約州設立的目標，截至 2030 年利用可再生能源製造 50% 的電力並減少
40%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全州 200 多個社區獲得清潔能源社區稱號，共完成了
1,250 多次高影響力清潔能源行動。該稱號認可社區帶頭減少能源使用量、削減能
源費用並推動清潔能源，所有這些措施都支持本州設立的清潔能源目標。清潔能源
社區計畫推進州長設立的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 戰略，展現社
區在幫助紐約州實現本州目標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即截至 2030 年利用可再生能
源製造 50% 的電力並減少 40%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紐約州引領整個國家抗擊氣候變化，這個重要進展表明這個大州各地的社區都致
力於為我們的工作做出貢獻，創造更加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州長葛謨表示。
「這 200 個社區是本州所有市鎮和整個國家的楷模，致力於減少能源使用量並為
後世民眾保護我們的環境。」
葛謨州長於 2016 年 8 月公佈斥資 1,600 萬美元的清潔能源社區計畫，撥款給符
合條件的市政當局來支持紐約州各地的地方政府在其社區內實施能源效率、可再生
能源及可持續發展項目。
「全州各地社區建設各類項目來幫助削減能源費用並支持清潔能源，」 副州長凱
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紐約州 200 多個社區都獲得了清潔能源社區稱

號，這進一步推進了我們積極的清潔能源目標，用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紐約州
正在引領我們開展工作抗擊氣候變化，全州市政當局正在幫助保障我們的環境目前
和今後都是清潔安全的。」
總體來說，各社區完成的 1,255 項高影響力清潔能源行動代表著全州 60 個郡和全
部 10 個經濟發展委員會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區域 86% 的人口。紐約
州一些頂級規模的社區已獲得清潔能源社區稱號，包括紐約市 (City of New York)、
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圣勞倫斯郡 (St. Lawrence County)、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亨普斯特德鎮 (Town of Hempstead)。查看地圖，該地圖展示了清潔能源
社區、完成的行動、參加清潔能源社區計畫的社區。
目前有 450 多個社區參加清潔能源社區計畫，並已完成了至少一項高影響力行
動。下表重點展示了紐約州各地區的參與情況：
地區
首府地區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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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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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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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能源社區計畫近期榮獲清潔能源州聯盟頒發的 2018 年州清潔能源領導力獎。
全國共有六個計畫在 2018 年榮獲過該獎項，清潔能源社區憑著在公共福利和成
果、成本效益、領導力和創新力、可復現性方面的傑出成就成為其中之一。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紐約州認可並支持社區工作，從而幫助實現葛謨州長設立
的目標遠大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我欣賞全州獲得此稱號的清潔能源社區取得的成
就，並希望其他社區因這些社區的傑出榜樣而獲得激勵。」
紐約州能源和金融 (Energy and Finance for New York State) 主席理查德·考夫曼
(Richard Kauffman) 表示，「祝賀所有清潔能源社區採取重要措施減少碳足跡和削
減費用。各社區持續發揮重要作用，支持葛謨州長設立的能源願景改革戰略，推進
並建設更加清潔、有適應力、廉價的能源系統來抗擊氣候變化。」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 ·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
「祝賀全州清潔能源社區獲得機會減少能源使用量和費用，並為其居民提供更加清
潔的環境。葛謨州長優先確保 地方社區獲得資源和技術援助，用來協助這些社區開
展工作減少碳足跡。」
參議會能源與電信委員會 (Senate Energ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ttee)
主席約瑟夫·格裡佛 (Joseph Griffo) 表示，「紐約州目前有 200 個社區獲得清潔能
源社區稱號，該稱號授給在減少能源使用量工作中展現出領導力的社區。感謝全州
所有清潔能源社區給紐約州全體民眾樹立了可持續能源實踐活動的典範。」
眾議會能源委員會 (Assembly Energy) 主席邁克爾·庫思科 (Michael Cusick)
表示，「鼓勵社區使用清潔能源作為替代，這朝著實現本州的能源目標邁出了重
要的一步。我們投資於環保能源產品，從而為下一代紐約民眾創造更加可持續的未
來，進而為全體民眾把紐約州建設得更加清潔、更有適應力。我因這些成果而受到
鼓舞，並期待看到更多社區執行清潔能源實踐方法。」
完成 10 個高影響力清潔能源行動當中至少 4 項行動的市、郡、鎮、鄉被指定為清
潔能源社區，並由資格申請高達 25 萬美元資金用來資助其他清潔能源項目。居民
人口低於 4 萬人的區域可申請高達 10 萬美元資金。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從
現在起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接受資金申請，或直至該項資金發放完畢，以先發
生的情況為準。清潔能源基金 (Clean Energy Fund) 和地區溫室氣體倡議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將提供上述資金。
地方政府可以利用 10 項高影響力行動 (High Impact Action) 獲取清潔能源社區稱
號，並獲得資格申請撥款資金，包括：
•
•

確定大城市和大型私營建築的能源使用標準；
在大城市建築中進行能效升級和可再生能 源升級；

•
•
•
•
•
•
•
•

使用節能 LED 燈替換路燈；
採納紐約州《統一太陽能許可證》，精簡太陽能專案的當地審批流程；
啟動以社區為基礎的太陽能宣傳活動，透過聯合採購降低太陽能專案成本；
向法規官員提供能源法規執法培訓；
透過降低社區對環境的影響，獲得「氣候變化智慧社區認證 (Climate Smart
Communities Certification)」；
透過一項當地法律，允許一批居民在能源使用方面獲得更多選擇和控制權利
（又稱「社區選擇聚合體」）；
安裝電動汽車充電站；在市內開車時，使用可替代燃料汽車，例如電動車；
確立『刺激紐約金融計畫 (Energize NY Finance Program)』，使得商業大樓
和非營利機構在推行提高能效的可再生能源項目時 ，能夠獲得價格適宜的
『已評估地產清潔能源 (Property Assessed Clean Energy)』長期融資。

清潔能源社區協調員還可免費幫助社區制定清潔能源目標並優先實現；提供方便使
用的資源，例如指引文件及案例研究；並利用撥款機會和技術協助機會。
地方政府官員或僱員可以從此處查找響應協調員的聯絡資訊，用於獲取協助以完成
行動。
如需了解更多關於清潔能源社區的資訊，請訪問 www.nyserda.ny.gov/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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