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2017 年 2 月 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安德魯  M.葛謨  |  州長 

 
葛謨州長啟動『精益求精獎學金  (EXCELSIOR SCHOLARSHIP)』行動，  

對紐約州中產階級家庭免收大學學費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領導者支持州長制定的計畫，讓紐約州全體
民眾有機會上大學，這些領導者包括布法羅比爾橄欖球隊  (Buffalo Bills) 名人堂成

員索曼·托馬斯  (Thurman Thomas)、布朗  (Brown) 市長、馬克·珀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縣長  

 
州長指派副州長和內閣成員會見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CUNY) 全州各校區的師

生，藉此支持領先全國的免收學費計畫  

 
該創新計畫將對年收入不超過  12.5 萬美元的紐約民眾免收大學學費，紐約州西部

地區將近  80% 或  68,712 戶家庭將有資格參加州長提出的這項大膽計畫  

 
設立『實現大學夢編碼挑戰賽  (Making College Possible Coding Challenge)』：來
自紐約州立大學  64 個校區和紐約市立大學  25 個校區的學生隊將設立技術平台以

宣傳『精益求精獎學金』行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啟動『精益求精獎學金』行動，視察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

市立大學各校區，並對紐約州中產階級家庭免收大學學費。600 多個學生和當地支

持者參加了在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  (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舉辦的集會，紐約

州西部地區領導者支持州長制定的計畫，讓年收入不超過  12.5 萬美元的紐約州家

庭實現大學夢，這些領導者包括布法羅比爾橄欖球隊名人堂成員索曼 ·托馬斯  

(Thurman Thomas)、布朗  (Brown) 市長、馬克·珀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縣長。根

據州長提出的這項大膽計畫，紐約州西部地區大約  80% 或  68,712 戶家庭將有資

格免費就讀紐約州立大學或紐約市立大學。  

 

作為新行動的內容，州長還指派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和內閣成員會

見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全州各校區的師生，藉此支持在兩年制大學和四年

http://www.ny.gov/codingchallenge


制大學開展史無前例的免收學費計畫。州長還宣佈紐約州將面向紐約州立大學和紐

約市立大學各校區的學生舉辦首屆全州編碼競賽『實現大學夢編碼挑戰賽』。該挑

戰賽將鼓勵學生運用技術分享『精益求精獎學金』資訊。  

 

「教育在紐約州始終是公平的，但如今有太多年輕人被剝奪了取得成功、在全球經

濟中競爭以及獲得未來工作機會所需的高學歷，」葛謨州長表示。「帝國州發出

清晰洪亮的訊息，即根據『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無論學生們的口袋里有多少錢

或來自哪個社區，都將實現高等教育的夢想。我們處在變革的時代，紐約州將引領

全國率先對中產階級家庭實行免收學費，並推動經濟前進。因此，我請求參議院和

眾議院批准該計畫，以便全國其他地區加以效仿。」  

 

紐約州西部地區的領導者加入州長發起的這項行動，對紐約州家庭免收大學學費  

 
紐約州西部地區下列領導者支持州長的大膽提案，對紐約州年收入不超過 12.5 萬

美元的中產階級家庭免收大學學費。  

 

· 索曼  (Thurman) 和帕蒂·托馬斯 (Patti Thomas) 

· 羅比·塔卡克  (Robby Takac)，咕咕玩偶搖滾樂隊  (Goo Goo Dolls) 貝斯手  

· 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學院  (Buffalo State College) 院長凱瑟琳·康維-特納  

(Katherine Conway-Turner) 

· 詹姆斯敦社區學院  (Jamestown Community College) 院長科里·達科沃斯 

(Cory Duckworth) 

· 紐約州立大學弗雷多尼爾分校  (Fredonia) 校長維吉尼亞·霍瓦特  (Virginia 

Horvath) 

· 紐約州立大學奧爾佛雷德州立學院  (Alfred State College) 院長斯基普·沙利

文  (Skip Sullivan) 

· 布法羅公立學校  (Buffalo Public Schools) 校長克瑞耐·喀什 (Kriner Cash) 博

士  

· 布法羅市 (Buffalo) 市長拜倫·布朗  (Byron Brown) 

· 伊利縣 (Erie) 縣長馬克·波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 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市長保爾·戴斯特  (Paul Dyster) 

· 拉克萬納市  (Lackawanna) 市長傑夫·希曼斯基  (Geoff Szymanski) 

· 詹姆斯敦市  (Jamestown) 市長薩姆·太雷西  (Sam Teresi) 

· 頓柯爾克市  (Dunkirk) 市長威利·羅薩斯  (Willie Rosas) 

· 薩拉曼卡市  (Salamanca) 市長邁克爾·史密斯  (Michael Smith) 

· 威廉斯維爾村  (Williamsville) 村長布萊恩·庫珀 (Brian Kulpa) 

· 弗裡多尼亞村  (Fredonia) 村長安坦阿西亞·蘭蒂斯 (Athanasia Landis) 

· 詹姆斯敦市理事會主席格雷格·拉布  (Greg Rabb) 

· 布法羅市議員拉希德·懷亞特 (Rasheed Wyatt) 

· 布法羅市議員阿利西斯·溫戈 (Ulysees Wingo) 

· 尼亞加拉瀑布市議員克里斯丁·格藍迪尼提  (Kristen Grandinetti) 

· 尼亞加拉瀑布市議員小以斯拉·斯科特  (Ezra Scott, Jr.) 



· 尼亞加拉瀑布市議員安德魯·圖曼  (Andrew Touma) 

· 頓柯爾克市議員小唐·威廉姆斯  (Don Williams, Jr.) 

· 尼亞加拉縣  (Niagara) 議會議員歐文·斯迪德  (Owen Steed) 

· 卡特羅格斯縣  (Cattaraugus) 議會議員蘇珊·拉布恩  (Susan Labuhn) 

· 林肯紀念堂聯合衛理公會教堂  (Lincoln Memorial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喬

治·尼古拉斯  (George Nicholas) 牧師 

· 拉克萬納第二浸信會教堂  (Second Baptist Church of Lackawanna) 馬克·布魯  

(Mark Blue) 牧師 

· 阿勒格尼縣商會  (Allegany County Chamber of Commerce) 執行理事格雷

琴·漢切特 (Gretchen Hanchett) 

· 完善肖托夸縣公民社團  (Citizens for a Better Chautauqua County) 主席傑

森·帕度  (Jason Perdue) 

· SWNY 建築貿易協會  (SWNY Building Trades Association) 會長史蒂夫·索普  

(Steve Thorpe) 
 
 
瞭解事實  –  『精益求精獎學金』  

 
『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規定參加該計畫的學生報名就讀紐約州立大學或紐約市立

大學的兩年制全日制學院或四年制全日制學院。該計畫將透過補助計畫涵蓋年收入

不超過 12.5 萬美元的中產階級家庭和個人。紐約州各地目前約有  80% 的家庭的年

收入不超過  12.5 萬美元，約有  94 萬戶家庭有大學適齡子女適合參加該計畫。  

 

新計畫將用三年時間逐步實施，首先在  2017 年秋季面向年收入不超過  10 萬美元

的紐約民眾實施，然後在  2018 年上調至  11 萬美元，在  2019 年再次上調至  12.5 

萬美元。 

 

『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旨在為大多數學生提供最大機會在紐約州免費上大學，透

過與紐約州立大學以及紐約市立大學合作，此目標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實現。  

 

州長設立的這項計畫並未不公平地對待紐約州境內的私立大學。紐約州自  2011 年

起對私立學校投資逾  24 億美元，目前提供補助金給大約  9 萬個學生就讀私立學

校。除德克薩斯州  (Texas) 以外，紐約州對私立大學的投資比美國任何其他州都

多。 

 

此外，紐約州私立大學的學費比公立教育機構的學費高很多，紐約州私立大學的年

均學費是 3.4 萬美元，相比之下，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四年制學校的學費

約為  6,400 美元，我們社區大學的學費約為  4,300 美元。 

 

根據預計報名人數，該計畫一旦全面實施，每年預計將花費大約  1.63 億美元資

金。該計畫的成本估算較低，這是因為該計畫結合現有的計畫，用來彌合學費的

『最後缺口』。該計畫把紐約州強大的  10 億美元大學學費減免計畫  (Tu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與聯邦政府撥款相結合用來彌合所有現存的缺口。  

 

州長設立的這項計畫還鼓勵學生如期畢業、規定學生就讀全日制大學並在兩年後取

得專科學位，或在四年後取得本科學位。與全國其他學校類似，紐約州公立大學的

畢業率過低，紐約州四年制學生有  61%，兩年制社區大學有  91% 的人不能如期完

成學位學習。  

 

『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旨在改變這種狀況，透過減少總體債務負擔來為學生節省

時間和金錢。該計畫還認識到可能有某些情況超出學生的能力控制範圍，因此，提

案包含『臨時離校』規定，這樣一來，若生活變得有阻礙，學生將能夠暫停並在稍

後重新開始參與該計畫。  

 

截至  2024 年，紐約州有  350 萬份工作將要求至少具備大專學歷，比  2014 年的工

作數量多出大約  42 萬份。但太多家庭目前仍難以負擔大學學費。『精益求精獎學

金』計畫將透過讓學生免費攻讀高等學位來為其提供成功所需的技能，並確保學生

能夠獲得未來的高技能高薪工作。  

 

『實現大學夢編碼挑戰賽』  

 
『實現大學夢編碼挑戰賽』邀請來自紐約州立大學  64 個校區和紐約市立大學  25 

個校區的學生開發者和設計人員，以『實現大學夢』為主題，並以『精益求精獎學

金』計畫為靈感構建獨特的數字原型。原型可用於移動應用程式或網站，並將用作

資訊工具，供學生進一步了解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提供的獎學金和生活。

該競賽將在隨後幾週分兩輪展開，以葛謨州長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開展末輪

評審宣告結束。  

 

所有團隊必須在  2 月  14 日前完成報名，所有報名團隊此後將收到官方提醒。首輪

評審將在二月末舉行，排名前五的參賽者將進入三月初的末輪評審和遊說演講。排

名前五的團隊將與紐約州科技社區的導師合作，向評審團介紹自己的最終作品，評

審團將選出一個優勝者。優勝作品將用於宣傳『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  

 

要報名參加該挑戰賽和了解更多資訊，請訪問『實現大學夢』網站。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葛謨州長的提案涵蓋中低收入家庭在

紐約州立大學各學院的學費，這將減輕畢業新生的學生貸款負擔，從而鋪平道路供

紐約州更多青少年實現財務安全，使之能夠在我們偉大的州境內擁有住房和養家糊

口。如果我們能夠讓紐約州的學生完成學業而不受縛於學生貸款，那麼就能為僱主

提供所需的人才庫用來滿足崗位需求和發展業務。」  

 

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學院院長凱瑟琳 ·康維-特納  (Katherine Conway-Turner) 表

示，「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學院讚同該願景，該願景彰顯了葛謨州長提出的『精

益求精獎學金』計畫。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學院和我們的姊妹校區為不同社會 -經

http://www.ny.gov/codingchallenge


濟背景以及文化背景的學生提供轉換性學習體驗。我們深刻了解大學學位能夠提高

社會流動性並改變學生及其家人的生活。紐約州有很多學生因經濟壓力而難以修完

學位，葛謨州長提出的免學費計畫將為紐約州更多民眾提供一條道路通向更加光明

的未來。」  

 

布法羅公立學校校長克瑞耐·喀什  (Kriner Cash) 博士表示，「在當代競爭激烈的全

球經濟環境中，高中以上學歷對年輕人而言是必需品。大學教育投資強化了我們的

城市實力，在各級政府、商業、藝術以及教育領域掀起全面的變革性復興。葛謨州

長設立的計畫在州立學校和市立學校提供免費教育，這設立了較高的標準供美國各

州仿效，並為所有需要援助的家庭彌合了經濟缺口。」  

 

詹姆斯敦社區學院院長科里·達科沃斯  (Cory Duckworth) 表示，「高等教育幫助那

些取得學位的人們獲得無窮的機會，但家庭難以負擔學費的學子不該失去這些機

會。葛謨州長設立的計畫為中低階層家庭提供免費教育，這將有助於在職業層面上

為所有想獲得更高教育的紐約民眾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州長表示其堅信勤奮總有

回報，感謝州長致力於進一步在我們州境內增加教育機會和經濟平等性。」  

 

紐約州立大學弗雷多尼爾分校校長維吉尼亞 ·霍瓦特  (Virginia Horvath) 表示，「紐

約州擁有美國幾個最好的公立高等教育機構，葛謨州長新設立的『精益求精獎學

金』計畫將面向紐約州全體民眾敞開大門。州長的提案代表著公共教育領域的重大

發展，並開創先例供其他州仿效。我期待普及化高等教育有朝一日與公立高中一樣

普遍，而紐約民眾將能夠宣稱『我們是第一批。』」  

 

紐約州立大學奧爾佛雷德州立學院院長斯基普·沙利文  (Skip Sullivan) 表示，「在

紐約州，我們認可並重視自己作為機會之州的角色。葛謨州長設立的計畫在紐約州

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各學院對來自年收入低於  12.5 萬美元的家庭的潛在學生免

收學費，我們藉此提供大量的機會給民眾，而不局限於富人。在當代社會中，大多

數工作都不會考慮沒有大學學位的應聘者。該提案一旦獲得批准，將培養出受過更

廣泛教育的勞動力，這將有助於紐約州各地社區在當代及未來數代繁榮發展。」  

 

布法羅市市長布朗  (Brown) 表示，「我們的經濟正在向高科技製造領域轉變，我

們幫助學生獲得大學教育，使之能夠在未來的勞動力隊伍中保持競爭力是至關重要

的。葛謨州長提出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提供實際解決方案用來解決大學學費

負擔力危機，並將確保我們的勞動力隊伍處在行業發展的最前沿，與此同時幫助紐

約州年輕人尋找高薪工作，讓其在這個重要的人生時期取得進步。我很自豪加入這

次行動，並支持我們州的領導者達成這次行動，這樣一來，我們就能讓紐約州更多

年輕人實現大學夢。」  

 

伊利縣縣長馬克·波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表示，「大學教育對在當代經濟環境

中保持競爭力而言至關重要，但是伴隨大學學費持續失控激增，太多學生和家庭為

了取得大學學歷而耗盡錢財。幸運的是，葛謨州長提出一項明智的計畫，該計畫將

為全體學生提供成功的機會，而不論其經濟背景如何。『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能



夠改變紐約州西部社區和全州各地數千個家庭的生活，感謝葛謨州長再次幫助中產

階級向前發展。」  

 

尼亞加拉瀑布市市長保爾·戴斯特  (Paul Dyster) 表示，「在紐約州，諸如紐約州立

大學水牛城分校等頂尖高校為下一代專業人士提供無數的學習研究課程，但太多年

輕人沒有機會學習這些課程。葛謨州長設立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試圖扭轉這

種令人困擾的趨勢，在我們州的多所大學免費提供大學教育，這樣一來，學生們就

能在畢業後重新自立，而不必面對幾十年持續增加的債務。紐約州透過諸如編碼挑

戰賽等項目強調技術和高等教育對發展我們的  21 世紀勞動力隊伍所起的重要作

用。該獎學金計畫將讓我們未來數代在全球經濟中保持競爭力，感謝葛謨州長引領

前進的道路。」  

 

頓柯爾克市市長威利·羅薩斯  (Willie Rosas) 表示，「對紐約州，尤其是頓柯爾克

市的工薪家庭和中產階級家庭而言，州長的『精益求精獎學金』提案是一次具有里

程碑意義的勝利。我們為奮鬥者提供機會獲得所需的技能用來在全球經濟中取得成

功，藉此讓幾代紐約民眾走向成功。我讚賞州長提出這項明智的前瞻性計畫，該計

畫將讓數十萬學生免費攻讀大學學位，我建議州議會迅速批准該新措施。」  

 

薩拉曼卡市市長邁克爾·史密斯  (Michael Smith) 表示，「當代高等教育制度把我們

州和全國辛勤工作的中產階級家庭拒之門外，學費持續激增，紐約州學生畢業後幾

十年仍要負擔持續增加的債務。幸運的是，葛謨州長提出了一項明智的創新計畫用

來改變這種局面。透過對年收入低於  12.5 萬美元的中產階級家庭免收大學學費，

州長將幫助減輕沉重的債務負擔，並為更多奮鬥者提供機會獲取成功所需的技能。

我讚賞葛謨州長的領導力，並建議州議會在這次會議上批准這項重要計畫。」  

 

弗裡多尼亞村村長安坦阿西亞·蘭蒂斯  (Athanasia Landis) 表示，「在當代競爭激

烈的商業環境中，教育不該止步於高中文憑。對獲得所需的經驗用來開啟職業生涯

和加入中產階級行列而言，大學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州長設立的『精益求精獎學

金』計畫將變革我們看待大學的方式，使之對更多紐約民眾而言變得更加實惠和實

際。我們當中一些頭腦最聰明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很久，州長讓這些人獲得機會攻

讀學位和取得成功。」  

 

頓柯爾克市議員小唐·威廉姆斯  (Don Williams, Jr.) 表示，「葛謨州長設立的計畫

支付中產階級家庭學子在紐約州各所大學產生的學費，這對紐約州全體民眾來說是

個福音。大學畢業生更能推進創新、開展突破性研究，並創辦公司用來創造就業。

因此，更多學生上大學時，每個人都能受益。我堅信『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將幫

助推動經濟增長，並為紐約州吸引新企業和創造更多工作機會。由於葛謨州長的領

導力和遠見卓識，紐約州正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  

 

卡特羅格斯縣議會議員蘇珊·拉布赫  (Susan Labuhn) 表示，「大學教育相當於曾經

的高中文憑，數百萬紐約民眾因龐大的高等教育費用而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經濟環境

中落後。葛謨州長為這麼多人提供機會實現美國夢，這不僅將改變紐約州各地家庭



的生活，還將利用『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為各地學生敞開大門。感謝葛謨州長支

持這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提案，並為這麼多的中產階級家庭帶來機會。」  

 

阿勒格尼縣商會執行理事格雷琴·漢切特  (Gretchen Hanchett) 表示，「葛謨州長利

用該提案投資於我們州的未來。我們的經濟要想持續增長並在全球市場中保持競爭

力，受過教育的勞動力是必不可少的。透過減輕大學學費負擔，葛謨州長將讓幾代

學生獲得應聘高薪工作所需的技能和教育以開始職業生涯。『精益求精獎學金』計

畫是保障紐約州全體民眾獲得更好的經濟未來的最佳方式，我建議州議會批准該提

案。」 

 

林肯紀念堂聯合衛理公會教堂喬治 ·尼古拉斯  (George Nicholas) 牧師表示，「在  

21 世紀經濟中，大學學歷對成功而言至關重要。但是，如今有太多年輕人負擔不

起上大學，或被迫負擔高額的學生貸款以完成學業。葛謨州長設立的計畫規定公立

大學免收學費，這將為紐約州各地不同經濟背景的年輕人提供發掘其天賦潛力的鑰

匙，從而為其自己和家人爭取到更好的未來。該計畫的成本相對較低，將讓幾代紐

約民眾持續受益。」  

 

阿勒格尼縣商會執行理事格雷琴·漢切特  (Gretchen Hanchett) 表示，「葛謨州長利

用該提案投資於我們州的未來。我們的經濟要想持續增長並在全球市場中保持競爭

力，受過教育的勞動力是必不可少的。透過減輕大學學費負擔，葛謨州長將讓幾代

學生獲得應聘高薪工作所需的技能和教育以開始職業生涯。『精益求精獎學金』計

畫是保障紐約州全體民眾獲得更好的經濟未來的最佳方式，我建議州議會批准該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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