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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紐約州氣候行動理事會 (New York State Climate Action Council) -  

能源效率和住房顧問小組的建議 
 

親愛的氣候行動理事會能源效率和住房顧問小組成員： 
 
 紐約市（以下稱「本市」）根據 2021 年 2 月 4 日能源效率和住房顧問小組（以下
稱「顧問小組」）公眾參與評議會上提出的建議提交這些意見。  
 

介紹 
 
 紐約市感謝能有機會針對能源效率和住房顧問小組的建議提供回饋意見。紐約市認

識到氣候變化對其居民和紐約州的健康和安全構成的重大威脅，因此採取了重大的步驟來

提高氣候適應能力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下稱「排放」），包括承諾到 2050 年實現公
正和公平的碳中和過渡。1紐約市在減排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2006 年至 2019 年間，紐約
市公共部門排放量減少了 23%，2005 年至 2019 年間，全市排放量減少了 15%。2這些目

標與《氣候領導與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CLCPA)中規定的紐約州的目標一致。3事實上，正如庫莫州長 近觀察到的，氣候變化是

一種「存在的威脅」，「如果我們不採取集體行動就無法減緩。」4   

																																																								
1 OneNYC 2050：Building a Strong and Fair City A Livable Climate（2019 年 4 月發佈）第 

5-6 頁，請見 http://onenyc.cityofnewwyork.us/strategies/a-livableclimate/ (OneNYC)。 
2    NYC Mayor’s Office of Sustainability，NYC GHG Inventories, City Government Inventory，
請見 https://nyc ghg inventory.cusp.nyu.edu/#data。此排放量是根據地方政府操作議定書 
(Local Government Operations Protocol) 計算的。  

3 請參閱，L. 2019，第 106 章。 
4 州長 Andrew M. Cuomo 於 2021 年 1 月 11 日 26:33 分發表的州情演講；請見 

https://www.rev.com/blog/transcripts/gov-andrew-cuomo-state-of-the-state-address-
transcript-2021；州情白皮書 2021（2021 年 1 月 15 日發佈），第 118 頁，請見：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SOTS2021Book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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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業對紐約市的發展尤為重要，因為建築物的排放量佔紐約市總排放量的近 
70%。5為了減少建築物存量的排放量，紐約市現在規定超過 約 2323 平方公尺（25000 平
方英尺）的所有建築物都必須進行基準測試。6此舉採用以性能為基礎的彈性能源規範，

規定新建建築物必須符合 新的能效標準，7大幅擴大技術援助計畫，幫助建築物業主透

過紐約市加速器 (NYC Accelerator) 實施能效和相關工作，透過了開創性的紐約市氣候動
員法案 (Climate Mobilization Act)，包括對大型建築物設定排放上限的本地法第 97 號法案 
(Local Law 97)，並與其他 19 個城市共同參與了《淨零建築物宣言》(Net-Zero Buildings 
Declaration)，爭取到 2030 年所有新建建築物實現淨零能耗。8以身作則，紐約市的自有建

築物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 2005 年減少了 30%。9這些努力仍在繼續，預計到 2030 年，紐
約市自有建築物和營運的碳排放量將減少 50%。 終，紐約市自有的所有建築物都將是

碳中和的。10 
 

紐約市表彰能源效率和住房顧問小組迄今為止為彙集 2021 年 2 月 4 日提出的建議
所作的努力。紐約市對建議提出以下意見。 
 

評論 
 

1. 紐約市堅決支持小組的許多初步建議 
 
實現紐約州和紐約市共同的能源目標需要多方面的方法，包括監管改革、財政支持、

教育、勞動力發展等。紐約市讚揚顧問小組提出的建議，這些建議考慮了一些 重要的因

素，有助於透過電氣化實現能源效率的大幅節約和建築行業的進一步脫碳。 
 
紐約市支持將更嚴格的能源法規作為實現減排的 直接途徑，並在這方面採取了重

大步驟。LL 32 要求紐約市樓宇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Buildings, NYCDOB) 在 
2019 年採用紐約州能源研究與開發署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的模式延伸規範，並在 2022 年採用修訂後的延伸規範（如適用）。
LL32 也要求 NYCDOB 在 2025 年採用以性能為基礎的能源規範。   

																																																								
5 OneNYC，supra，第 16 頁。 
6 經 2016 年本地法第 133 號法案 (LL 133) 修訂的 2009 年本地法第 84 號法案 (LL 84) 規
定符合特定標準（即超過約 2323 平方公尺［25000 平方英尺］）的建築物業主必須測
量其年度能源和水消耗，以用於基準測試。  

7 2017 年本地法第 32 號法案 (LL 32)。 
8 OneNYC，supra，第 16 頁。 
9 同上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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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市同時也讚揚顧問小組的建議，即規定大型多戶型 (multi-family, MF) 和商業及
工業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I) 建築物必須進行基準測試。正如紐約市透過自身實施 
LL 84 和 LL 133 的經驗所學到的，基準是減少建築行業排放的關鍵步驟。事實上，正如下
面進一步詳細討論的，收集和分析建築物使用資料是能效部署活動的關鍵。 

 
此外，顧問小組也適當優先考慮了中低收入 (low- and moderate-income, LMI) 居民

和其他弱勢社區成員 (disadvantaged communities, DAC) 的能源效率和電氣化可及性。這對
紐約市非常重要，因為這裡的居民電價是美國 高的電價之一。11目前，居住在紐約市將

近 50 萬個家庭的能源費用負擔沉重，其支出超過紐約州家庭消費能源帳單的目標。12因

此，除了確保獲得這些資源之外，也必須認真考慮對建築物級措施所做的投資，如何透過

增加租金或住房費用，或是可能增加營運成本和水電費，因而加劇社會脆弱性和負擔能力

的問題。紐約市對顧問小組的建議也很感興趣，即社區就業管道，以及 LMI 居民和 DAC 
內部獲得更多能源效率融資的管道。這些機會以及顧問小組建議的其他機會，對於確保公

平過渡到一個脫碳的未來至關重要。  
 
紐約市也支持有效、公平地過渡使用化石燃料的建議和步驟。13紐約市長 Bill de 

Blasio 在 2021 年的市情諮文中宣佈，到 2030 年，新建築物禁止使用化石燃料。14重要的

是向建築行也發出明確的要求和市場信號，鑒於在新建建築物中安裝燃氣和高效電暖系統

的成本幾乎相等，因此從建築物的這些設備開始著手是有其道理的。改造建築物的特定要

求需要投注更多的考慮和分析，以考慮排放影響、共同利益、資本和營運成本的影響，特

別是對低收入紐約市民的影響，以及獲得低成本融資的機會。 
 
顧問小組提出的其他幾項建議將大大有助於紐約州努力實現更大的能源效率擴大化

和提高電氣化水準，其中包括：  
 

																																																								
11 美國勞工統計局，平均能源價格，紐約-紐華克-澤西市，2020 年 11 月（2020 年 12 月 

11 日發佈），https://www.bls.gov/regions/new-york-new-jersey/news-
release/averageenergyprices_newyorkarea.htm#:~:text=The%2020.1%20cents%20per%20k
Wh,area%20compared%20to%20the%20nation。 

12 OneNYC，supra，第 13 頁。 
13 紐約市在下文第 7 節中對這些建議提出改進建議。 
14 2021 年市情諮文：紐約市長 de Blasio 宣佈我們業主的經濟復甦（2021 年 1 月 28 日發
佈），請見 https://www1.nyc.gov/office-of-the-mayor/news/062-21/state-the-city-2021-
mayor-de-blasio-recovery-a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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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城市供熱和製冷廣泛使用區域地熱系統建立法律架構。這些系統的使用將
對逐步消除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和實現脫碳經濟至關重要。這些系統可以透過適

當的融資機制來提供低營運成本和電網平衡效益。  

• 在學校採行以能源/永續性為重點的課程。有關能源相關決策方面的教育實現公
正過渡為更清潔的電網的一個關鍵步驟，因此應儘早開始採取這種教育措施。 

• 與社區團體和其他組織的夥伴關係。社區團體可以成為能源效率的主要宣導者，
因此他們的支持可以促成一個更成功的計畫。 

• 提供技術協助以瞭解各種選擇和技術方案是很重要的，而教育和對外推廣將有
助於確保適當部署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 

• 確定能源效率和電氣化的低成本融資是第一優先需求。許多業主很難負擔得起
所需的改造，廉價的融資選擇對計畫的成功至關重要。 

總而言之，顧問小組的建議代表了在全州內提高能源效率節約和減少建築行業排放的重要

步驟。 

2. 顧問小組應鼓勵建築物在可行的情況下將能效改造與高效電氣化結合起來，以降低
成本和峰值需求影響 

紐約市同意顧問小組的建議，即推行能源效率和電氣化措施。但是，如果同時實施

這兩種方式，還有其他好處。透過首先減少能耗，它可以使建築物「合理地確定」其供暖

設備的規模，進而在降低運作成本和熱幫浦設備成本的同時，盡可能充分利用建築物級改

造工作的成本效率。這種方法還可以幫助管理與電氣化相關的峰值。單單是電氣化（沒有

能源效率）就有可能導致用戶的能源費用增加。 

這可以透過多種管道來實現，例如建議將某些電氣化和能效措施（例如，電氣化供

暖和新窗戶）結合起來，提供資源以幫助確保供暖系統的尺寸適合空間的需要，或者鼓勵

將能效和電氣化專案捆綁在一起。  

在選擇熱幫浦設備時，建築物業主應選擇在寒冷氣候下高效運行的設備。與其他設

備一樣，顧問小組應考慮制定熱幫浦效率標準，以確保實現高效電氣化的好處，並有助於

管理營運成本和電網擴建需求。一種方法是確定安裝在紐約州的冷氣候熱幫浦的 小性能

係數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COP)。 

顧問小組也應該研究哪些工具和方案可以支持擴大建築物的靈活需求應對能力，以

幫助管理電網壓力和減少峰值，進而有可能降低營運成本，緩解供應和基礎設施擴建需求  

能源效率措施可以透過減少能源消耗來幫助緩解這些問題。需求管理更進一步，允

許使用者（或使用者允許的任何人，例如公用事業公司）在可行的情況下將能源消耗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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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高峰時間。綜合來看，這些措施可以減少能源消耗，降低消費者費用，盡可能減少對

環境的影響，並改善電網管理。 

顧問小組應探討將需求管理擴大到全紐約州的政策。需求管理計畫是幫助改變能源

消耗模式的一個關鍵但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方法。顧問小組提出的需求管理倡議應涵蓋一系

列複雜問題，以確保所有紐約人都可以選擇，而不僅僅是大型建築物業主。有一個可以輕

易實施的選擇，那就是加強對租戶和小型建築物業主的教育，使他們瞭解小型和低成本行

為改變的潛在正面影響，例如在離峰時段關燈或使用電器。應探討的更複雜的選擇包括設

計公用事業費率，以減少高峰期的需求，並要求更大力部署可透過硬體和軟體組合程式設

計或控制的電器設備。儲熱器和電池儲存是建築物級技術可以支援需求管理的其他例子。  

3. 必須考慮到並設法降低消費者費用  
 

如上所述，紐約市堅決支持顧問小組的建議，其中許多建議的影響範圍都很大。但

是，這份簡報並未提及這些建議的潛在成本，他們對消費者的影響（尤其是對 LMI 消費者
和居住在 DAC 的消費者的影響），或是實現這些建議所需的資金來源。15顧問小組應說明

是否期望資金來自於公用事業費、州通用基金或其他來源，以及何處可能需要為營運成本

提供帳單補貼。如果預期資金來自公用事業費，是會選擇使用現有資金，例如 2020 年 1 月
公共服務委員會（以下稱「委員會」）批准的能效預算嗎？還是會徵收新的附加費？16 
 

儘管紐約市支持並認識到需要在能源效率和電氣化方面迅速前進，以實現紐約州在 
CLCPA 17中設定的強大目標以及紐約市本身的目標，但必須謹慎權衡這些措施的成本，

才不至於加劇紐約市民目前所經歷的不穩定的經濟狀況。COVID-19 疫情給紐約人造成了
巨大的醫療和經濟損失。截至上述評論提交之時，全州失業率為 8.2%，紐約市的失業率
為 11.4%。18許多紐約人都在努力支付水電費，並被迫在支付帳單和購買食品和藥品等必

																																																								
15 在 2021 年 2 月 10 日提交給顧問小組的費用介紹中，沒有提供足夠的資訊來瞭解建議
的前期費用和年度費用或評估建議的承受能力。 

16 Case 18-M-0084，In the Matter of a Comprehensive Energy Efficiency Initiative，要求授權
公用事業能源效率並在 2025 年之前建立電氣化投資組合（2020 年 1 月 16 日發佈），
請見附錄 A（「2020 年 1 月法案」）。   

17 L. 2019，第 106 章。 
18 紐約州勞工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2020 年失業率下降至 8.2%
（2020 年 1 月 21 日發佈），請見 
https://labor.ny.gov/stats/pressreleases/pruistat.shtm#:~:text=In%20December%202020%2C
%20the%20statewide,from%205.7%25%20to%20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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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品之間進行權衡。19實際上，公共事業法專案 近的一份檔顯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紐約州大約有 1,143,412 個公共事業帳戶的欠款總額為 10.91 億美元。20儘管經濟似乎正在

回暖，但紐約人多年來可能仍會感受到這此疫情的金融影響。因此，對於許多紐約人來說，

這是關鍵時刻，紐約州採取的任何可能增加水電費的步驟都必須仔細考慮。 

除了對一般消費者費率的影響之外，能源效率和電氣化升級的成本可能對業主構成

很大的障礙。不僅許多能源效率和電氣化措施（例如熱幫浦和建築物翻新）都具有大量的

前期成本，而且許多成本還在不斷提高。儘管有效的節能措施應可減少能源消耗，但尚不

清楚如果建築物業主（預設情況下是租戶）如果從燃氣供暖過渡為電熱幫浦，則營運成本

將會出現多大程度的變化。如果建築物業主或租戶無法負擔與這些措施相關的持續成本，

則此項工作將與其他重要的政策目標相抵觸，例如確保住房負擔能力和減輕能源費用負擔。   

紐約市敦促顧問小組針對其每項建議採取以下步驟。首先，顧問小組應量化與每項

建議相關的潛在成本。如果一項建議既有前期費用又有持續費用，則應確定和量化這兩項

費用，並且在目前尚無數據的情況下，顧問小組應建議進行進一步分析。接下來，顧問小

組應為每項建議確定預期的資金來源。如果費用將由公用事業費繳納者承擔，則應分析帳

單影響，並且應將此資訊告知並酌情界定擬採取的措施的範圍。分析應考慮基本費率，商

品成本以及帳單中包括的所有附加費；只分析基本費率無法正確傳達出由消費者承擔的總

成本。此外，分析應考慮到在安裝措施或系統後至少十年內估算帳單和帳單影響；許多建

議實施起來需要花費時間，因此瞭解長期的法案影響非常重要。 
 
顧問小組的建議對低收入用戶費用的影響值得進一步考慮和分析，特別是如果這些

建議會增加他們的能源費用負擔的話。需要對此影響進行評估，用評估結果幫助低收入家

庭瞭解其可以使用哪些資源，包括帳單折扣。 
 
對於擬由建築物業主提供資金的建議，顧問小組應確定激勵措施或成本抵消的潛在

來源。顧問小組必須拋開傳統的回扣式激勵措施，因為這需要建築物業主支付升級費用。

許多建築物的業主，特別是 MF 建築物和補貼住房的業主，沒有足夠的資本資源、融資能
力或現金流來進行升級。因此必須找到減少電氣化和能效措施的前期成本負擔的創新性機

會。 
 

																																																								
19 請參閱 Diana Hernandez, Understanding ‘Energy Insecurity’ and Why it Matters to Health, 

Soc.Sci.Med.（2016 年 10 月），請見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114037/。 

20 Case 20-M-0266，Proceeding on Motion of the Commission Regarding the Effects of 
COVID-19 on Utility Service，紐約公共事業法專案每月住宅電力和燃氣公用事業用戶
欠款報告（於 2020 年 11 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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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探討的一種選擇是進一步利用 Green Bank 在電氣化和能效措施方面的作用。
應當擴大 Green Bank 的現有舉措，為電氣化設備以及能效升級和翻新以提供有利的融資
解決方案，例如低息貸款和延期付款，尤其是針對 DAC 的建築物業主。另一個選擇是探
索考慮採用 Medicaid（醫療補助計畫）/醫療保險來支付能直接有益於居民健康和福祉的
能源效率改造。21要考慮的第三個選擇是廣泛使用帳單融資方法，在這種情況下，建築物

業主不需要支付任何前期付款，並且透過節能措施節省的帳單可以隨著長時間的使用而收

回成本。   
 
紐約州也應該考慮頒佈氣候行動稅收抵免。稅收抵免計畫的結構可以類似於棕色地

帶稅收抵免，但重點在於減少排放、改善空氣品質以及增強環境公平和 DAC 的恢復力。後
者非常重要，因為低收入社區和有色人種社區受到氣候變化對健康的不利影響更加嚴重。22 
 

2 月 4 日的簡報引用了清潔飲用水模型（Clean Water Model）來資助建築物脫碳。
目前尚不清楚「清潔飲用水模型」的含義，紐約市要求評估顧問小組提供更多有關此選項

的資訊，以幫助利益相關者更好地理解這項建議。  
	
 隨著紐約繼續向清潔能源系統過渡，當務之急是採取的措施不應對其居民的財務狀

況造成負面影響，尤其是因為許多人都在努力在 COVID 疫情後倖存和恢復。因此，顧問
小組建議必須考慮成本因素，這應該是關鍵因素之一。 
 

4. 有必要更加重視 1-4 戶家庭住房 
 

 這些建議包括對 MF 和 CI 建築物的一些建議，包括基準測試、資料披露和照明升
級。由於建築物往往是大量能源使用者，這是減少建築行業排放的重要一步。然而，居住 
1-4 戶家庭的建築物佔紐約州建築物存量的很大一部分。23僅在紐約市，1-4 戶家庭的房屋

																																																								
21 值得一提的是，紐約州已經採行了類似的方式。去年，州長 Cuomo 宣佈了一項試點計
畫（部分由 NYSERDA 管理），計畫將 Medicaid 資金用於能效升級，以盡可能減少引
發哮喘的環境因素。請參閱，Governor Cuomo Announces Proposal in FY 2020 Executive 
Budget to Reduce Asthma-Related Illnesses（ 2019 年  1 月  29 日發佈），請見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proposal-fy-2020-executive-
budget-reduce-asthma-related-illnesses。  

22 美國環境保護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Climate Change,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2016 年 5 月），請見 
https://www.cmu.edu/steinbrenner/EPA%20Factsheets/ejhealth-climate-change.pdf。  

23 據估計，紐約州有 530 萬套獨戶住宅。請參閱：NYSERDA，2019 Single-Family 
Building Assessment（2019 年 10 月發佈），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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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佔建築物的 82%，佔全市排放量的 19%。24實現 CLCPA 目標需要解決這種建築物類型
的排放問題，因此應該有一個整體和全面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建築物的能源效率問題，並在

可行的情況下確定電氣化的機會。這至少應包括收集資料、增加獎勵以及額外的教育和技

術援助。   
 
基準測試是這項工作中至關重要的第一步。儘管顧問小組建議對超過約 929 平方公

尺（10000 平方英尺）的 MF 和 CI 建築物進行基準測試，但這錯過了從小型建築物獲取資
訊的重大機會，如上文所述，小型建築物佔住房存量的大部分。儘管顧問小組建議在獨戶

建築物的銷售/租賃點進行披露，但這並不能解決長期未出售的建築物的問題。瞭解能源
使用情況是迫切需求，這可以讓建築物業主針對適當的能源效率升級作出明智的決定。如

下文所述，這些資訊有助於確定服務提供者和承包商在實施改進時的工作範圍。此外，這

些資料對於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戰略以標準化、可重複的方式以實行建築物脫碳是必要的。

紐約市提供了關於在以下 1-4 戶家庭住宅層面實施基準測試的其他建議。 
 
利用所收集的資料，應向 1-4 戶家庭建築物業主提供額外的教育和技術資源，以協

助他們為自己的房產確定和選擇 適當的節能措施。這是幻燈片 15 建議的延伸，其中指
出：「為建築決策者提供技術援助和資源，包括關鍵建築物部分的案例研究和指導。」重

要的是，這種援助應擴大到較小的建築物，因為這種類型的建築物通常由個別實體擁有，

而這些實體可能不知道他們可利用的資源。 
 
為了更加強調技術援助和資源的重要性，顧問小組也應建議採取措施吸引小型建築

物業主更積極主動地規劃和瞄準其建築物中高使用率的設備更換（例如供暖、通風和空調

系統、熱水器、洗衣機和烘乾機）。儘管許多 MF 和 CI 業主已經計畫了設備更換方法，
但許多 1-4 戶家庭的屋主往往等到設備出現故障時才進行更換，此時他們通常會在壓力下
進行更換，通常是出於對健康和安全的考慮快速更換設備。這可能會妨礙他們對 高效的

選擇進行充分的研究，或有足夠的資本投資於更高效的設備，因此他們會訴諸同類產品替

代。因此，紐約市建議，顧問小組應找出各種方法鼓勵建築物業主計畫進行這些更換，以

便他們能夠作出更明智和更有效的決定。 
 

為了簡化資訊的獲取，應該有一個單一的、線上的、全州內按建築物類型劃分的教

育材料和技術援助儲存庫。為了避免重複工作和混淆，此資料庫應該是委員會在 2020 年 

																																																								
https://www.nyserda.ny.gov/About/Publications/Building-Stock-and-Potential-
Studies/Residential-Building-Stock-Assessment。   

24 One City Built to Last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Report（2016 年 4 月 21 日發佈），第 9 
頁，請見：

https://www1.nyc.gov/assets/sustainability/downloads/pdf/publications/TWGreport_0421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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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命令中批准的 LMI「面向客戶中心」的擴展。25線上儲存庫應該建立在紐約加速器和 
NYSERDA 提供的現有資源的基礎上。這種資源應包括：(i) 說明可用的能效升級類型；(ii) 
潛在的前期和持續費用，以及在適當情況下，每種升級類型的回報期；(iii) 實施每項措施
可避免的潛在排放水準；(iv) 關於支援 LMI 用戶和 DAC 居民獲得能源效率和電氣化措施
的方案的資訊，包括關於公用事業低收入援助方案和其他降低公用事業成本的方法的資訊；

(v) 可用的費用補償（如獎勵、融資）；(vi) 有能力執行工程的合格承包商或公司名單；
(vii) 已完成專案的成本和能源使用資料，作為案例研究；(viii) 其他相關資訊或資源。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小型建築行業將能導致顯著減排，並幫助紐約州實現 CLCPA 

的目標。 
 

5. 應優先考慮取得資料的途徑 
 

取得資料仍然是提高能源效率部署的路上 顯著的障礙之一。委員會 近意識到：

「有效取得有用的能來源資料」在將紐約的電網轉型為「更清潔、更有彈性和更負擔得起

的電網」方面將「發揮關鍵作用」。26儘管這些建議討論了銷售/租賃點的基準和能源使用
情況披露，但對資料的需求還遠不止這些。   

 
首先，如上所述，非常需要獲取有關小型建築物（如 1-4 戶家庭住宅）以及小型 CI 

和混合用途建築物的資料。要實現紐約州和紐約市的同步和互補能源目標，就需要改造所

有使用類型、房齡和大小的現有建築物。為了制定改造這些建築物的有效策略，有必要更

深入去瞭解建築物存量。關鍵核心在於瞭解不同類型的建築物如何消耗能源。這些細節對

於紐約市在實現溫室氣體減排和大型建築物能效目標方面的進展至關重要，類似細節對於

實現小型建築物的減排和能效目標同樣重要。 
 
然而，由於紐約市在實施 LL 84 和 LL 133 方面擁有第一手經驗，傳統的基準測試

工作可能會對業主造成重大負擔，因為極其耗時，可能需要熟悉不同的網站、數位平台和

資料登入流程。因此，應該為較小型建築物的資料收集探尋具有創造性又較不繁重的解決

方案。    
 
紐約市樂觀地認為，公用事業公司未來將能將透過高級計量基礎設施 (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 收集的優質、詳細資訊上傳到委員會 近建立的綜合能源資

料資源 (Integrated Energy Data Resource, IEDR) 中。然而，目前需要從這種建築物類型獲
得資料，因此應探討短期解決方案。顧問小組應與利益相關者探討公用事業在解鎖這些建

																																																								
25 2020 年 1 月指令，supra，第 25-26 頁，第 36-37 頁。 
26 Case 20-M-0082，Proceeding on Motion of the Commission Regarding Strategic Use of 

Energy Related Data，實施綜合能來源資料資源的命令（2021 年 2 月 11 日發佈）第 1 
頁 (IEDR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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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的能源使用資料方面的作用。紐約州的公用事業每個月都會從用戶那裡收集能源使用

資料以便計費，並且已經掌握有助於確定能源效率需求和潛力的資訊。 
 
一旦收集到這些資料，如何取得資料就十分重要了。為了向建築物業主提供技術援

助並確定能源效率潛力和選擇，不僅需要瞭解建築物的用途，還需要瞭解類似建築物的用

途，以便進行比較。隨著能源效率措施資金的獲取變得越來越普遍，金融機構很可能需要

能夠獲取建築物使用資料。此外，隨著消費者能源意識的增強，他們在考慮租房和購買選

擇時，會希望瞭解能源使用情況。獲取能源使用資料對於更廣泛地接受和部署能源效率措

施至關重要。 
 
顧問小組建議提供約 929 平方公尺（10000 平方英尺）以上 MF 和 CI 建築物的能源

使用資訊，但沒有規定這樣做的方式。紐約市建議要求大型建築物業主將此類資訊上傳至

環境保護署能源之星能源之星建築投資組合經理（以下稱「投資組合經理」），這個工具

需要進行基準測試的實體廣泛使用。   
 
對於小型建築物類型，紐約市建議顧問小組與利益相關者（包括公用事業公司和 

NYSERDA）合作，推動並加快建立一種機制，公用事業公司可以透過此機制代表業主將
小型建築物資料上傳給投資組合經理。公用事業公司承擔這項任務的要求已經解決，因為

委員會已經命令公用事業公司開發這種自動上傳能力。27由於能源使用資料屬於用戶，因

此務必獲得用戶的同意以共用此類資料。一種選擇是考慮使用選擇退出的方法。每年應該

透過郵件或電子通知的方式進行此類退出，並應說明可獲取的資訊等級（以及由誰取得），

以確保用戶充分瞭解他們的資料使用方式。 
 
	 作為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案，顧問小組應與公共服務部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 
和 NYSERDA 合作，以更好地瞭解如何設計 IEDR，進而盡可能地提高能效。28由於 IEDR 
旨在成為一個涵蓋全州、公開可用的資料儲存庫，因此在這方面處於有利地位。使用 
IEDR 處理此類資料也將解決關於資料隱私或非自願取得資料的任何問題，因為委員會確
定，「存取 IEDR 的各種工具將受到存取控制的管理，這些存取控制與每種使用者類型的
合法需求相符，同時也能防止不正當地取得不符合這些合法需求的資訊。」29 
 
 此外，顧問小組應探討在房地產銷售過程中強制性披露能源使用情況的可能性，讓

建築物業主可以獲得此類資訊。與披露是否存在石棉或含鉛油漆類似，瞭解建築物的能源

使用情況對於瞭解購買時可能需要的改造程度至關重要，因為這可能會顯著影響投資的整

																																																								
27 Case 18-M-0084，supra，命令採用加速節能目標（2018 年 12 月 13 日發佈），第 46 
頁 (Accelerated Energy Efficiency Order)。 

28 同上 
29 同上，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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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成本。為了確保買家能夠做出明智的決定，應該要求在銷售過程中的一個有意義的時間

以有用的方式披露這些資訊。能源使用資訊也應披露給潛在的承租人、租客、合作申請人

和其他將負責公用事業費用的人。如果承租人/租客不知道與其租賃單位相關的潛在高能
耗帳單，他/她將無法確定是否真正能夠負擔得起這個租賃單位。 
 
 增加對能源使用資料的取得管道是提高能源效率、實現紐約州和紐約市目標很關鍵

的一步。因此，顧問小組在其建議中優先考慮資料獲取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6. 紐約州應該擺脫依賴以收入作為援助資格的門檻 
 

顧問小組的報告包括優先考慮提高 LMI 消費者和 DAC 居民的能源效率的幾個建議。
紐約市讚賞顧問小組專心致力於為這些用戶提供協助，這也是公正公平的過渡為一個更環

保清潔的電網很關鍵的一步。但是，依賴收入門檻作為此類活動唯一限定條件的做法應加

以改進。 
 

在紐約，能源法案援助和 LMI 家庭資格與個人獲取其他社會援助計畫（紐約州的
家庭能源援助計畫，以及紐約市和韋斯賈斯特［Westchester］縣的一系列專案）的資格掛
鉤。這些計畫用一個家庭的收入來確定受益資格。雖然可以使用收入作為門檻，事實上卻

阻止了成千上萬的紐約人接受所需的援助，因為有很多不符合中低收入的標準的家庭仍可

能會因為周邊環境影響經歷高能源開支負擔或不對等的的負面健康影響（許多紐約人兩者

都在經歷）。30為了盡可能地為弱勢消費者服務，顧問小組的建議應該從嚴格以收入為基

礎的限定因素擴大到考慮其他高風險因素。例如，在確定獲得津貼和其他援助的資格時，

可以考慮額外的弱勢因素，如健康狀況、獲得醫療資源的機會，以及接近標準污染物排放

量較高的地區或已知空氣品質較差的地區。  
 
同樣重要的是紐約州不應忽視確保那些財力有限的人擁有一套專門的資源和方案的

重要性，不論是否存在其他風險因素。因此，顧問小組應該繼續努力，找到提高能源效率

及讓 LMI 居民更容易實現電氣化的方法。此外，顧問小組也應考慮在全紐約州內使用同
樣的收入門檻對 LMI 人群是否公平。考慮到紐約州各地的生活成本差異很大，是否在全
紐約州內對 LMI 人群使用取得資格的相同收入門檻，這勢必會引起一些討論。   
 
 紐約市也瞭解擴大救助資格可能會存在實施方面的擔憂。但是顧問小組位置優越，

可以與利益相關者合作，並利用所需的資源和專業知識建立方案以解決援助的需求與供給

脫節的關鍵問題，確保沒有一個紐約人掉隊。 
  

																																																								
30 能源開支負擔是指扣除支持專案後，向消費者收取的能源消耗量、公用事業電力和/或
天然氣費率以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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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顧問小組的勞動力建議需要進一步改進 

正如上面第 1 節所討論的，顧問小組對提高能源效率和和電氣化、勞動力發展和教
育的關注，令紐約市感到鼓舞。顧問小組提出的對設計、建設和管理技術方面的人員進行

全面的和相應的培訓是實現州和市目標的一個重要方面。紐約市提供了以下提議，以改進

與勞動力有關的建議。   

首先，紐約市警告不要過度依賴預先錄製的線上資源來提供培訓和教育機會。教育

機會應該盡可能地個性化並具備互動性。儘管在可預見的未來裡，由於 COVID-19 疫情影
響，這可能無法實現，但在有活力的環境中進行培訓會更有效也更有吸引力。 

其次，顧問小組應該宣導全州和地方勞動力和經濟發展機構（例如，紐約市小企業

服務部［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Small Business Services］）之間的協調發展。這麼做
可能有助於減輕小型企業的一些負擔，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利用全州的資源，企業間

能彼此協作和共用資訊資源，也將減少重複工作並可能節省成本。 

第三，為紐約市民提供穩定、高品質的就業應成為當務之急。雖然顧問小組建議在

大型專案中使用專案勞動協議和現行工資標準，但關鍵在於所有工人都能獲得養家糊口的

穩定工作。顧問小組應該讓工會、貿易協會和當地企業參與到工作中來，以尋找為所有類

型的清潔能源專案（例如：改造、建築物營運、小型清潔能源生產）的工人也提供類似的

福利。 

此外，顧問小組應為社區團體甄別培訓和教育機會。應該向這些團體提供資源使他

們成為外聯夥伴，也為他們積累知識和技能，這樣他們就能夠向其社區成員提供有意義的

援助。例如，透過適當的培訓，信用社和其他當地金融機構可以提供為提高能源效率或其

他升級量身定制的融資產品。其他社區團體也可以為居民提供適當的激勵，或協助建築物

業主審查專案投標。 
	

後，顧問小組應考慮在出現工作培訓和新機會時對小型企業、少數民族和婦女所

有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 M/WBE) 採取更積極的辦法，負
責實施的紐約州或其他實體應針對教育、培訓和新的就業機會對這些企業進行有重點的外

聯，而不是要求這些企業自己尋找這些機會。這些企業通常會受到資源限制的影響，並且

可能沒有足夠的頻寬自己進行研究。紐約州立機構和當局應該考慮如何使用或修改其勞動

力、激勵和贈款計畫，為有意參與提高能源效率和增加清潔能源機會的小型企業、

M/WBE 以及工人所有的企業，特別是管道和屋頂等鄰近行業的企業，培養能力並增加獲
得資金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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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顧問小組應針對小型企業和 M/WBE 提出具體目標建議，並由執行機構和當
局根據《行政法》第 15-A 條 (Article 15-A of the Executive Law) 制定實現這些目標的執行
計畫。為了公開透明並便於追蹤進展情況，NYSERDA 應該發佈公開報告，詳細說明這些
企業和其他小型企業的參與情況。訓練有素和多樣化的勞動力將極大地有助於以公平的方

式實現紐約州和紐約市相應的目標。顧問小組應當確保在建議中優先考慮教育和就業機會

的可得性。 
 

8. 需要進一步考慮若干政策建議 
 

顧問小組在簡報發言中提出許多有趣的政策建議。有些建議在推進或 後確定之前

需要進一步探討。   
 
如上所述，紐約市強烈支持採取更嚴格的、以性能為基礎的建築法規，以減少整個

能源行業的化石燃料消耗，因此強烈支持顧問小組關於法規和監管改革的建議。   紐約市
正在逐步實施一套以性能為基礎的準則，並鼓勵顧問小組探尋採用一套類似的可行的全州

性能準則。31但是，顧問小組應當考慮他們建議的費用合規性。以一種符合嚴格標準的方

式設計一座新建築物，比試圖改造一座現有建築物要便宜一些。因此，應該考慮分階段進

行的方法。在這種方法中，規範和法規（無論是能效標準還是電氣化要求）的變化首先應

用於新建築物。隨著時間的過去，以及新技術的實施和成本降低，法規的改變可以擴大到

適用於現有建築物的改造。重要的一點是，顧問小組不得推薦會使業主負擔過重和不可行

的規定，特別是為 LMI 客戶和 DAC 服務的業主。 
 
紐約市也支援顧問小組關於特定產品的整個州的家電能效標準的建議，比如商用洗

碗機和燈泡。正如之前討論的，紐約市建議顧問小組將這項建議擴展到包括寒冷氣候下使

用的熱幫浦。 
 

	 紐約市對顧問小組建議對燃氣基礎設施採用與 CLCPA 一致的折舊率表示擔憂，並
提出一些改進和建議。儘管紐約市瞭解這個提議背後的根本原因 – 避免讓過高的資產成本
使客戶負擔沉重而不堪負荷 – 但關注這項行動的短期影響至關重要。縮短使用壽命和加速
折舊回收可能會產生高短期利率和帳單方面的影響。消費者不能合理吸收這種開支的增加，

特別是考慮到目前的經濟狀態。比起建議目前採用新的折舊率，顧問小組應研究修改後的

折舊率對費率和帳單的影響。這些成本應與上文第 2 節中確定的潛在成本影響一併考慮，
以確保整體影響的全面性。研究應審查折舊因素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儲備不足的影響，

以及研究潛在策略，既能使折舊率與紐約州政策目標協調一致也能減輕對消費者造成的影

響。 
 

																																																								
31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這是顧問小組建議裡的「非常有效」的規範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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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紐約市強調進行公平、有序的過渡以擺脫化石燃料的需要，這包括考慮燃氣

系統的潛在輸送量和用戶基礎的下降，將如何影響那些選擇有限但仍將保留的用戶的費用，

這些用戶或者是租戶，或者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資本儲備轉而不用燃氣。混亂無章的過渡可

能會進一步加重紐約市民的負擔，包括遺留資產成本，以及正在進行的營運、維護和安全

方面的低效支出。這是一個挑戰性很高的話題，需要額外的分析和創新思維，包括更廣泛

地改變燃氣和熱能的現有監管和業務架構。在這項議題中，必須優先考慮資源和工作措施，

以確保我們實現公平和公正的清潔能源過渡。  
 

結論 
 
 毫無疑問，要實現 CLCPA 的目標，就需要對商業運作、供暖和製冷系統、建築法
規、公用事業管理等進行全面的改革。顧問小組與氣候行動理事會和其他顧問小組一道，

已開始適當地確定必要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的實施方式。2 月 4 日報告中提出的建議是這
個流程中重要的第一步。同樣重要的是，顧問小組以及氣候行動理事會必須瞭解並考慮每

項建議的成本和後果。實現無碳的未來，必須確保紐約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確保所有紐

約市民都有能力負擔住房、食品、醫療保健和水電費。如果顧問小組和紐約州的建議導致

消費者費用和能源成本負擔持續增加，那麼他們就無法完成他們的任務。 
 

紐約市感謝顧問小組所做的工作，並期待繼續與顧問小組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合作，

制定符合成本效益的成功方法，以實現重要的 CLCPA 目標。上述意見旨在幫助推動這項
工作的進行，並為建議的完善和改進提供架構。 
 
敬啟， 
 

 
 
Susanne DesRoches 
基礎設施與能源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