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0 月 2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獎金高達  300 萬美元的清潔能源競賽的優勝者，用來鼓勵高等院校

抗擊氣候變化   

  

羅切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Rochester)、羅切斯特理工學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IT) 和薩福克郡社區學院  (Suffolk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 分

別獲得近  100 萬美元的獎金，用於在校區和社區內建設創新清潔能源項目   

  

這些項目支持紐約州領先全國的目標，即截至  2030 年利用可再生能源製造紐約州  

50% 的電力並減少  40%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作為能源引領競賽  (Energy to Lead Competition) 的內

容，紐約州將分別給羅切斯特大學、羅切斯特理工學和薩福克郡社區學院發放近  

100 萬美元獎金。因為紐約州尋找新穎的解決方案抗擊氣候變化，這次競賽要求紐

約州各地的高等院校為校園和社區內的當地清潔能源項目制定計畫。  

  

「紐約州利用能源引領競賽推進清潔能源創新，從而幫助抗擊氣候變化並保護環

境，」州長葛謨表示。  「感謝全體師生堅定致力於改善其校園和社區，幫助為全

體民眾建設更加清潔環保的紐約州。」   

  

申請人提交的項目須演示下列一個或多個領域的創新：項目設計、商業模式、合作

關係和/或課程整合。中小學和大學也須描述該對溫室氣體排放量產生的影響、評

估項目成果的辦法，以及如何利用資金推進項目。  這些項目在今後五年預計將減

少  2,125 立方噸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能源引領競賽給高等院校提供需要的資金，用來在其社區內建設創新的清潔能源

項目，」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我們獎勵清潔能源創新，從

而在全州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和機會，為後世民眾保障更加清潔的環境和更強大的經

濟。祝賀羅切斯特大學、羅切斯特理工學和薩福克郡社區學院的團隊。這些項目將

繼續推進我們的創新能源目標，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幫助抗擊氣候變化。」   

  



 

 

能源引領競賽由葛謨州長在  2015 年公佈，該競賽從屬於能源願景改革校園挑戰賽  

(REV Campus Challenge)，該競賽表彰紐約州境內設法透過清潔能源解決方案達成

財務、學術及社區目標的高等院校，並予以支持。  

  

2016 年  5 月，巴德學院  (Bard College)、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  (SUNY 

University at Buffalo)、紐約州立大學布魯姆社區學院  (SUNY Broome Community 

College) 透過該競賽分別獲得  100 萬美元獎金。這些項目預計將在  2020 年秋季完

成。 

  

這次競賽由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NYSERDA) 管理，面向兩年制或四年制的公私高校。該競

賽要求學校提出構想，用於在校園、課堂及周邊社區建設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或

溫室氣體減排方面的創新項目。  該公告是在羅切斯特理工學院高麗莎諾可持續發

展研究所 (Golisano Institute of Sustainability) 公佈的。  

  

紐約州能源和金融  (New York State Energy and Finance) 主席理查德·考夫曼  

(Richard Kauffman)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本州高等院校新一代的清潔能源領導者

展現出切實的承諾，尋找辦法用來解決能源問題。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優先

發展紐約州清潔能源經濟，這些項目將幫助推動進展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在

我們保護環境抵禦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的同時使我們的社區變得更加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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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能源引領競賽的優勝者建設目標遠大的創新清潔能源項目，用來幫助

解決其校園和周邊社區的能源問題。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持續邁向基於先進

構思的清潔能源系統，這些構思源自與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以及我們舉辦的競賽，

這些競賽鼓勵新一代能源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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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作為分佈在本州各地區的創新引擎，有能力帶頭實施解決方案用來抗擊困擾我

們社區、本州以及地球的環境問題。薩福克郡社區學院關注在建設新科學、技術、

工程、數學中心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STEM) Center) 的

過程中使用凈零耗能元素，這很好地展現了環境領導力。該工程將幫助本州和全世

界變得更加可持續。感謝葛謨州長幫助實現該項目，並祝賀薩福克郡社區學院和往

屆優勝者、水牛城分校和布魯姆社區學院獲得這些獎金。」   

  

羅切斯特大學將安裝模塊、組合太陽能光伏和儲能系統，這些構件將整合到現有

的大學微型智能電網內，用於抵消即將建成的高能效教學樓的能源要求。該安裝項

目將提供太陽能生產與儲能研究，用於支持維持電網穩定以及大規模教育與外展計

畫。該項目預計每年減少  91 立方噸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https://www.nyserda.ny.gov/All-Programs/Programs/REV-Campus-Challenge/Program-Opportunities/Energy-to-Lead-Competition/Energy-to-Lead-Competition-2016


 

 

羅切斯特大學校長理查德·費德曼  (Richard Feldman) 表示，「作為能源願景改革

校園挑戰賽的環節，羅切斯特大學有幸被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選中領取這筆

獎金。我們對項目的巨大潛力感到激動，並感謝葛謨州長提供支持。這筆資金將幫

助在這所大學的校園內建設一棟凈零能耗建築，該建築以完全可擴展的方式把太陽

能生產與儲能結合起來。太陽能存儲陣列還將支持給師生提供研究機會和教育機

會。此外，與作為羅切斯特市  (City of Rochester) 市場驅動集團  (Market Driven 

Corporation) 成員的 ENEROC 公司  合作實施安裝，將提供羅切斯特市當地的勞動

力並支持我們社區持續減貧。」   

  

羅切斯特理工學院將設立一個平台用來整合多種數據源，使現有的建築物自動化

系統能夠管理作業計畫、調整課堂換氣次數，並對用電高峰日期做出響應。該平台

曾在羅切斯特理工學院測試並部署，將在門羅社區學院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中心區校園內測試，然後將免費公開發佈，供其他機構使用。該項目預計

每年減少 108 立方噸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羅切斯特理工學院院長戴維德·穆森  (David Munson) 表示，「該項目利用羅切斯特

理工學院的優勢，包括我們的創新精神、尖端的教學計畫以及我們校園充當體驗式

學習實驗室的方法。感謝葛謨州長投資於研究活動，這些研究活動將提供方案用來

解決全球問題並認可高等教育在提供這些解決方案的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薩福克郡社區學院將在建設可再生能源與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中心的過程中

採用凈零能耗構件，包括地源熱泵和太陽能。該項目的設計將關注減少建築物熱負

荷，並充當可復現的節能、能源效率與可再生能源方法。該項目將向更大範圍的社

區展示清潔能源技術，並將整合課程用來建設需要的符合相關資質的勞動力隊伍，

從而支持持續發展的清潔能源產業。該項目預計每年減少  227 立方噸的溫室氣體

排放量。 

  

薩福克郡社區學院院長肖恩  L. 麥凱  (Shaun L. McKay) 博士表示，「薩福克郡社區

學院致力於在校園、課堂和社區內推進並展示清潔能源計畫和創新計畫。  能源引

領競賽撥款把支持和贊助與該學院擬建的可再生能源與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中

心相整合，將充當價值將近  100 萬美元的現代化技術和設備的資金源，這些設備

和技術將部署用於減少新建築物的耗電密度消耗量  (Energy Use Intensity)，並作為

學習實驗室傳授可持續能源應用最佳實踐辦法，充當節能與學習資源中心。該建築

物竣工後，將成為紐約州立大學系統和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首棟此類建築。

我們中心感激、認可並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提供這筆重要的

資金，這將給長島地區的居民帶來多個具有變革意義的教育機會。」   

  

這輪能源引領競賽包括全州  21 家公私高等院校提交的  24 個項目。評估小組將審

核申請，並根據項目成本效益、創新、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措施、對溫室氣體排放



 

 

量產生的影響以及使用資金在校園和社區內推進項目的方式來選擇優勝者。更多與

能源引領競賽相關的資訊，請訪問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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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願景改革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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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建立一套更清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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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ny.gov/REV4NY，

並關注我們的  Twitter、Facebook、Link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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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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