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12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美國東北部最大的公共電動汽車快速充電站將在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投入使用 

  
機場充電樞紐為電動汽車乘客、公車、計程車和拼車司機提供更便捷的快速充電  

  
紐約電力局和紐新航港局努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幫助紐約州實現其積極的清潔能源

目標 

 
從此處和此處查看充電站的照片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美國東北部地區 (Northeast) 最大規模的電動汽車 (EV) 快

速充電站已在皇后區 (Queens) 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 投入運營。這座配備 10 個端口的充電站是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和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聯合倡議

的一部分，該倡議通過在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和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採

用電動汽車技術來減少紐約州的碳足跡並改善空氣品質。電動汽車充電樞紐與當前所有快

速充電電動汽車車型相容，將有助於到 2050 年實現交通部門的脫碳，並將溫室氣體排放

減少 85%，這一目標已被寫入州長的《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CLCPA)》，並使紐約州向清潔能源經濟又邁進了一步。  

  
「當我們讓更多的紐約民眾更容易駕駛電動汽車，我們就是在直接減少排放，幫助開闢一

條通往綠色未來的道路，」葛謨州長表示。「減少交通排放是我們具有歷史意義的《氣

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的優先事項，通過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新的快速充電站等

專案，我們正在確保實現遠大目標所需的基礎設施到位。」  

  
直流快速充電樁 (Direct Current Fast Charger, DCFC) 樞紐適用於當地的電動汽車駕駛員

以及往返機場的駕駛員，將為紐約市越來越多的電動計程車和公車提供寶貴的資源。該專

案作為紐約電力局在全州範圍內的充電網路的一部分完成建設，「充電紐約 (EVolve 

NY)」計畫該充電網路正在主要的旅遊走廊和城市地區安裝，以鼓勵更多的出行人士駕駛

電動汽車。  

  
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的十個高速 150kW 充電樁安裝在西側行動電話停車場 (West 

Cell Phone Parking Lot) 東北角，位於通往機場主要航站樓的萬維克高速公路 (Van Wyck 

Expressway) 附近，交通十分便利。該場地供公眾、拼車駕駛員、計程車和紐新航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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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動汽車運輸車隊使用。這些快速充電樁將作為中速（2 級）充電樁的補充，中速（2 

級）充電樁的充電速度較慢，已經在機場的室內停車場安裝。新的直流快速充電樁公共充

電站點還配備 4 個特斯拉 (Tesla) 適配器，因此該中心將能夠為任何快速充電的電動汽車

充電。  

  
紐約電力局總裁兼執行長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紐約州有許多駕駛

員正在過渡為使用電動汽車，他們想知道充電將是快速簡單的，他們可以準時到達目的

地。還有什麼地方能比駕駛員和拼車運營商經常光顧的國際機場的大容量停車場更適合安

置快速充電樁呢？紐約電力局和紐新航港局的這項電氣化工作減少了交通部門的排放量，

並支持葛謨州長的總體氣候領導力目標。」  

 
紐約電力局還在鄰近的一座停車場安裝了四個 62.5 千瓦的充電樁，供紐新航港局的電動

巴士專用，這些電動巴士用於在機場航站樓和停車場之間運送乘客和員工。替換柴油驅動

的巴士是減少交通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和減少周圍機場社區空氣和噪聲污染的重要工作內

容。  

  
紐新航港局最近完成了東海岸最大規模的機場電動巴士車隊的部署工作，包括 36 輛穿梭

於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拉瓜迪亞機場和紐華克機場 (Newark airport) 的巴士。這支

車隊包括 12 輛在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的巴士，這些巴士由紐約卡車優惠券補助計畫 

(New York Truck Voucher Incentive) 提供的返利幫助採購，該計畫支持葛謨州長提出的

到 2030 年將全州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40% 的清潔能源目標。此外，紐新航港局正在對

其輕型車隊實施電氣化。  

  
紐新航港局執行理事瑞克·戈登 (Rick Cotton) 表示，「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是紐約州

的國際門戶，也是展示紐新航港局履行《巴黎氣候協定 (Paris Climate Agreement)》承

諾的理想地點，在這裡建立東北部地區最大的公共電動汽車快速充電樞紐。在約翰 F. 肯

尼迪國際機場開放 10 個快速充電樁供客戶使用，有助於加快葛謨州長的清潔交通目標，

同時使紐新航港局更接近實現其積極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我們很高興繼續與紐新航港局

保持長期合作關係，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現實威脅。」  

  
這些新設備補充了州長的「準備就緒 (Make Ready)」計畫，該計畫將利用投資者擁有的

公用事業公司的資金，在關鍵地點建造更多的電動汽車充電站，以支持擴大電動汽車的使

用，並實現到 2025 年部署超過 5 萬個充電樁的目標。與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和紐約州環

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合作，這些電氣化工作也

將幫助紐約州實現《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中概述的積極的清潔能源目標。  

  
紐約電力局「充電紐約」計畫的首批樞紐最近宣佈在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拉格朗日維爾 (LaGrangeville) 和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沃特敦鎮 

(Watertown) 建設。另外三個充電站位於費爾波特鄉 (Fairport)、馬龍鎮 (Malone) 和舒倫

湖 (Schroon Lake)，將于本周投入使用，這將使本州不同地區的電動汽車出行更加方

便。到 2021 年年底，「充電紐約」計畫的快速充電網絡將在紐約州的主要交通走廊沿線



 

 

的 50 個地點，以及水牛城 (Buffalo) 至紐約市的主要城區地點安裝多達 200 個快速充電

樁。 

 
使用快充站只需 20 分鐘就能為電動汽車充電，從而能彌補缺點和推廣使用電動汽車，使

其成為駕駛員更便捷更現實的選擇。充電時間根據車輛車載充電設備和車輛電池容量而不

同。 「2 級」公共充電站一般會再企業和工作場所，這種充電站會 6 小時充滿電，旨在

在駕駛員工作或購物時，或無法在家中充電時使用。  

 
紐約電力局於 2018 年實施「充電紐約」計畫其計畫，旨在在主要出行走廊上增加快充

站，在主要城市和機場建造新的充電中心，打造適合電動汽車使用的模範社區，從而鼓勵

居民向駕駛電動汽車轉型。到 2020 年，「充電紐約」計畫將在六個地點安裝 25 個充電

樁。  

  
紐約電力局此前為拉瓜迪亞機場的電動巴士開發並安裝了車輛充電設備。該專案於今年秋

季完成，包括在 10 號停車場安裝六個充電點 (Charge Point) 巴士充電站，為需要往返航

站樓的乘客和員工提供服務。  

  
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拉瓜迪亞機場和紐華克自由國際機場 (Newark Libert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安裝的新型巴士充電樁有助於支持紐新航港局的全電動機場穿梭巴

士車隊，這將每年減少 1,600 噸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電動汽車連接公司 (EV Connect) 是公共充電專案的網路軟體提供商。約翰 F. 肯尼迪國

際機場行動電話停車場的公用快速充電樁將連接電動汽車連接公司網路，可以通過電動汽

車連接公司手機應用程式或信用卡使用。  

  
電動汽車連接公司運營長派翠克·麥克唐納-金 (Patrick Macdonald-King) 表示，「電動

汽車連接公司很自豪能夠參與這個旗艦專案，提供業界領先的軟體、負載管理功能和客戶

支持，以確保該專案的成功。我們很高興能在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支持紐約電力局，

並為客戶推出先進的電動汽車充電功能。」  

  
關於所有「充電紐約」計畫充電樁的資訊可以在共享插頭 (PlugShare)穀歌地圖 (Google 

Maps) 上找到或通過充電方式 (Chargeway)應用程式下載。  

  
紐約電力局簡介  

紐約電力局是全國最大規模的州級公共電力機構，經營 16 座發電廠和 1,400 多英哩的輸

電線。紐約電力局生產的 80% 以上的電力屬於清潔的可再生水力發電。紐約電力局不使

用州稅款或州退稅額抵免。該局的營運資金是來自於銷售債券和主要透過銷售電力的營

收。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nypa.gov，請關注我們的 Twitter @NYPAenergy、

Facebook、Instagram、Tumblr 和 LinkedIn。  

  
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紐新航港局成立於 1921 年，負責建造、運營和維護美國許多最重要的運輸和貿易基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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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資產。該機構的航空、地面、鐵路和海港設施網路是美國最繁忙的網路之一，支援超過 

55 萬個地區就業崗位，並創造了超過 230 億美元的年收入和 800 億美元的年度經濟活

動。紐新航港局還擁有並管理著占地 16 英畝的世貿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遺址，其

中 1,776 英呎高的世貿中心一號大樓 (One World Trade Center) 現在是西半球最高的摩

天大樓。紐新航港局不從紐約州、新澤西州 (New Jersey) 或紐約市獲取稅收。該機構主

要靠自己的信貸籌集必要的資金用於改善、建造或獲得其設施。如需更多資訊或現在抵港 

(Now Arriving) 博客提供的最新資訊，請訪問 http://www.panynj.gov 。 

  
紐約州全國領先的氣候計畫  

紐約州在從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中恢復過來後將會重建得更好，在此過程中，葛謨

州長領先全國的氣候計畫是美國最激進的氣候和清潔能源計畫，它呼籲有序、公正地向清

潔能源過渡、創造就業機會，並繼續培育綠色經濟。透過將《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

案》納入法律，紐約正走上一條實現其強制目標的道路，即 2040 年前實現電力行業零排

放，包括到 2030 年實現 70% 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並實現經濟範圍的碳中和。其建立在

紐約州不斷增加的清潔能源基礎上，包括為全州 67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所做的 39 億美元

投資、在紐約州清潔能源行業新增超過 15 萬個崗位、承諾截至 2035 年開發 9,000 多兆

瓦的離岸風電，以及自 2011 年以來分佈性太陽能部門增長 1,800%。紐約州氣候行動委

員會 (Climate Action Council) 正在制定一項範圍廣泛的計畫以鞏固這一進展，並到 2050 

年把溫室氣體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礎上減少 85%，同時確保清潔能源投資產生的收益

至少有 40% 惠及弱勢社區，並推進實現本州設立的 2025 年節能目標，把現場能耗減少 

185 立方米。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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