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2 月 17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公佈斥資 2,500 萬美元計劃，旨在為清潔能源工作讓現有工人轉型，也為此

而培訓弱勢社區人員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致力於以聯邦撥款支持紐約社區學院公平聯合企業的工作，

從而為 3,500 名紐約民眾加強培訓和做好就業準備  

  
支持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設定的目標，即為弱勢社區帶來至少 35% 的清潔能源投

資福利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由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紐約州勞工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NYSDOL) 和紐約社區學院能源公平聯合會 (New York Community Colleges Energy Equity 

Consortium, NYCCEE) 支持的一項面向全州斥資 2,500 萬美元的聯邦撥款計劃。這份計劃將以多

管齊下的方法幫助紐約民眾學習新技能和接受培訓，其中包括讓化石能源行業的工人和弱勢社區

成員接受清潔能源新就業機會。此外，該計劃還支持社區學院開展以產業為驅動的課程發展和微

認證，並為幫助人員在事業上獲得成功而提供多個全方位服務。該計劃的工作內容支持著氣候領

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的目標，即以 40% 為

目標，為弱勢社區帶來至少 35% 的清潔能源投資福利，還要實現公平過渡。  

   
「這是全州首屈一指的公私合作項目，其凸顯出政府、行業、工人、教育、生產和社區組

織為幫助弱勢社區中的人員為紐約向清潔能源過渡做好準備而共同作出的承諾，」霍楚

爾州長表示。「為了對紐約未來的勞動力進行培訓，我們要以具有創造力的方式思考，

這樣才能利用現有的專業技能和資源發展這一激動人心的新產業。紐約州再次引領了未

來。」  

  
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代表全州共同開展的工作，向美國經濟發展協會 (Economic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DA) 的優質就業挑戰賽 (Good Jobs Challenge) 提交了一份

價值 2,500 萬美元的資金機會計劃。紐約社區學院能源公平聯合會是一個由 24 所紐約州

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社區學院、員工、社區組織、工會、信仰領導、州和地方政府組成的聯合

會，其重點是採用現有資源和探索機會的方式，為建築電氣化、海上風能、太陽能和高級

製造業制定新的培訓和職業準備內容而使用州、聯邦和私人資金。每個行業將分別由能源

可購性協會 (Association for Energy Affordability, AEA)、經濟發展中心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CEG)、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 (NYC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NYCEDC)、州際可再生能源委員會 (Interstate Renewable Energy Council, 

IREC) 和紐約中部地區生產商協會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Central New York, 

MACNY) 領導。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和紐約州勞工廳將對這項工作予以通告，以確保其

與紐約州氣候行動委員會 (Climate Action Council) 和就業公正轉型小組 (Just Transition 

Working Group) 的建議相一致，同時還要符合本州勞動力整體目標。  

  
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氣候行動委員會聯合主席多利．M．哈里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很明顯，我們在紐約州正在開展的促進環保就業培訓和勞動

力發展工作是目前全國所需要開展的工作內容，這能確保每個社區的人員都能在參與清潔

能源轉型的過程中擁有平等機會，在透過此類全面工作框架開展的工作更是如此。能源研

究與發展機構很自豪能協助領導開展此項工作，我們將為打造紐約清潔能源勞動力光明未

來而繼續努力。」  

  
紐約州勞工廳廳長兼就業公正轉型小組聯合主席羅伯塔．里爾登 (Roberta Reardon) 表

示，「透過重點確保弱勢社區能參與到迅速拓展的清潔能源產業中來， 紐約州正在引領

平等的新時代發展。勞工廳已經準備好幫助紐約民眾獲得培訓機會，從而讓他們為進入這

一有意義領域的崗位而做好準備，而這一領域能以對環境負責的方式滿足我們州的能源需

求。」  

  
此外，參與的紐約實力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學院還將共同制定出課程和和學徒前計劃，搭

建遠程和混合學習模式，制定能發揮其強項的課堂和項目。清潔能源方面的認證將由紐約

社區學院能源公平聯合會與積極參與的產業顧問和環境公正專家一起制定。參與方還將獲

得交通、日托、咨詢和其他由當地需求而定的全面服務。  

  
由於紐約在全州範圍內開展的工作與聯邦挑戰賽的目標緊密契合，因此能源研究與發展機

構向美國經濟發展協會優質就業挑戰賽提交了資金計劃，該挑戰賽旨在把有招聘需求的僱

主和培訓工人獲得優薪崗位所需技能的其他關鍵實體集合在一起，構建和鞏固能實現這一

目的的系統和合作，讓美國人重返工作。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將從清潔能源基金 (Clean 

Energy Fund) 和地區溫室氣體計劃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中追加 300 萬

美元的成本分擔額，作為對 2,500 萬美元聯邦基金申請的補充，同時還有阿萬電網公司 

(AVANGRID) 發放的 50 萬美元和諾沃基金會 (NoVo Foundation) 的 25 萬美元。  

  
阿萬電網公司首席執行官丹尼斯．V．阿里奧拉 (Dennis V. Arriola) 表示，「作為一家可

持續能源公司，我們為未來打造清潔能源勞動力的構想與霍楚爾州長不謀而合。作為紐約

社區學院能源公平聯合會中的行業領袖，阿萬電網公司與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合作促成

全面項目，旨在確保建立一個能代表我們所服務社區的多元人才渠道。該項目融匯了利益

相關者的多次談話內容，其中包括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制定方案的社區團體和當地社區學

院，這將組建一支能促成清潔能源轉型的技術勞動力。」  

  
諾沃基金會高級特別項目協調官馬丁．科克 (Martin Kirk) 表示，「我們知道這一聯邦撥

款機會將為紐約州帶來福利，其將為構建充滿活力的清潔能源技能培訓系統而提供重要資

源。」  



  
根據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提交的美國經濟發展協會計劃內容，紐約社區學院能源公平聯合

會將在培訓 2,000 名新工人和為 1,500 現有工人提高技能後，將他們分配到清潔能源優

薪崗位上，其中特別要照顧服務匱乏社區和優先人群。阿奇街通訊公司 (Arch Street 

Communications) 是紐約的一家女性所有企業，其在清潔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具有豐富

的經驗，該公司將在美國經濟發展協會資助該計劃的情況下支持項目的開展工作。  

  
這項在全州範圍內開展的工作建立在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承諾基礎上，即為支持新老勞

動力發展和培訓專案而撥款超過 1.2 萬美元，從而在 2025 年前為不斷發展的清潔能源就

業機會培訓和預備 4 萬多名紐約民眾，並協助清潔能源企業招聘、僱用和在職培訓。能

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在 2021 年 3 月被美國財政部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和美國勞

工部 (Department of Labor) 選中參與首個為發展成果而結成社會影響合作關係 (Social 

Impact Partnerships to Pay for Results, SIPPRA) 項目，該項目旨在為失業和低收入工人

進行清潔能源就業培訓，為參與者漲工資，評估培訓的有效性。該項目對清潔能源勞動力

培訓提供直接支持，其還將為獲得優質工作而消除障礙，尤其是弱勢社區的障礙。  

  
參議員查克．舒默爾 (Chuck Schumer) 表示，「和氣候變化的抗衡不只是是對我們環境

的投資；其還意味著優薪崗位、較低的能源開銷和經濟機會。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計劃

優先考慮了處於氣候危機前線的工人和弱勢社區，該計劃將為數千個清潔能源崗位培訓下

一代，從而為全體紐約民眾打造更光明的未來，」參議員舒默爾表示。「紐約在海上風能

和清潔氫能源等行業中領先全國進行環保能源方面的創新和生產。此類項目將在我們從化

石能源中轉型的過程中加速工作進程。我將繼續全力確保紐約與氣候變化作鬥爭，也要確

保我們的工人在保住優質高薪的崗位時擁有所需的所有技能和支持。」  

  
參議員克斯汀．吉利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 表示，「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項目計

劃是實現清潔能源轉型的精明創新方式。其將使紐約組建充滿活力的綠色能源勞動力，同

時還能確保從化石能源行業分配的工人和弱勢社區成員不會在這一進程中掉隊。我敦促經

濟發展管理局 (Economic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充分考慮為這一計劃撥款。」  

  
保羅．D．唐考 (Paul D. Tonko) 代表表示，「對清潔能源勞動力進行培訓將在我們解決

氣候危機期間帶來巨大的福利，同時還能推動創新的發展和鞏固美國經濟。長久以來，我

都敦促國會對未來的清潔能源崗位進行投資。今天的公告將極大地推動這項工作進展，對

此我感到激動。感謝霍楚爾州長、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和所有作出承諾的人員，他們為數

千紐約民眾帶來新機會，也確保了我們州將引領全國構建更強大、更清潔、更具包容性的

未來。」  

  
州參議員凱文．帕克 (Kevin Parker) 表示，「在我們和疫情做鬥爭之際，為幫助家庭獨

立而提供有最低生活工資且有福利的崗位很重要。霍楚爾州長和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開展

的這一專案將為有需要的社區提供清潔能源就業機會，對此我表示稱讚。優質就業挑戰賽

將確保我們為找工作的人員提供機會，同時還能實現我們的清潔能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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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氣工人兄弟會 (The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Electrical Workers, IBEW) 

國際副總裁邁克爾．D．威爾士 (Michael D. Welsh) 表示，「與紐約州和社區學院展開

合作是為工會就業項目提供準備就緒的新實習生的有效途徑。這一項目代表著本州工會工

人的利益，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開始意識到未來清潔能源就業，對此國際電氣工人兄弟會

表示稱讚。」  

  
400 基金會 (The 400 Foundation) 聯合創始人兼副總裁牧師卡哈利．穆托 (Kahli 

Mootoo) 博士表示，「與公立高等院校合作能以簡單的方式提供獲得新興環保就業機會

的途徑，還能為歷來處於弱勢和邊緣社區的人員提供這些機會。這個簡單而精彩的公正框

架由紐約社區學院能源公平聯合會提出，其提供了曾經被遺忘的世代財富基礎，同時還提

供了能為未來 100 代人供能的在環境中產生的能源來源。簡直太棒了。」  

  
紐約市立大學金斯波拉社區學院 (King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 院長克勞迪亞．

V．施拉德爾 (Claudia V. Schrader) 博士表示，「紐約社區學院能源公平聯合會的目標

與紐約市立大學和紐約州的承諾高度契合，這一承諾內容是要讓數千名青少年和成人獲得

清潔能源產業中的優薪崗位。紐約社區學院能源公平聯合會的計劃利用了紐約公立學院系

統的優勢；我們期待能與利益相關者和做，從而為獲得這些 21 世紀的商業機會而確定課

程和消除障礙。」  

  
紐約州立大學門羅社區學院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Monroe) 院長狄安娜．波特．南娜 (DeAnna Burt-Nanna) 博士表

示，「紐約州立大學門羅社區學院很激動能與其他學院一起制定充滿活力的共享課程和

培訓系統，這些將為經濟條件差和歷來都來自於邊緣背景的學生帶來巨大福利。紐約社區

學院能源公平聯合會的重要合作關係將為想要參與清潔能源經濟的人員提供就業途徑。」  

  
紐約培訓與就業執業人員協會 (New York Association of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Professionals, NYATEP) 執行主任梅琳達．麥可 (Melinda Mack) 表示，「我們相信能

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紐約社區學院能源公平聯合會在幫助美國人民回到優質崗位上具有獨一

無二的地位。紐約培訓與就業執業人員協會相信此類鞏固建立的合作關係能把有招聘需求

的僱主與支持培訓服務匱乏社區人員和調配工人的組織聯繫起來。」  

  
能源可購性協會執行主任大衛．赫濱斯塔爾 (David Hepinstall) 表示，「作為紐約社區

學院能源公平聯合會在建築電氣化產業的領袖，能源可購性協會承諾會以幫助學習者習得

獲得搶手崗位所需的新興技能為目標，從而把我們利益相關者的專業知識和發展勞動力發

展成功途徑相結合。」  

  
經濟發展中心首席經濟發展官馬克．伊根 (Mark Eagan) 表示，「為協助能源研究與發展

機構開展工作，經濟發展中心將發揮我們的地區領導地位匯集清潔能源僱主、學生、成人

學習者和其他關鍵利益相關者，從而確保各方都能利用好此次項目。我們將派主題專家對

課程和項目的制定提供建議；在需要時領導和出席會議，審核文件，編纂數據，從而保證

解決障礙且成功的項目能夠得到記錄和復刻。」  

  



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執行副總裁兼首席戰略官林賽．格林 (Lindsay Greene) 表示，「能

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參加優質就業挑戰賽的目標與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的工作內容相契合，

其凸顯出紐約市為數千名值得擁有優薪工作的青少年和成人所做出的承諾。能源研究與發

展機構計劃在所有校園中制定充滿活力的共享課程和培訓系統，這是明智的決定。我們對

其重點發展環境公正的理念表示支持。」  

  
州際可再生能源委員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拉里．捨伍德 (Larry Sherwood) 表示，「州際

可再生能源委員很高興能在這一專案中擔任太陽能行業的領袖。我們在為聯合會效力的過

程中，將為幫助紐約民眾保住優質崗位而使用到我們的全國清潔能源勞動力聯盟 

(National Clean Energy Workforce Alliance)，年度全國太陽能就業統計 (National Solar 

Jobs Census) 和互動就業地圖 (Career Maps)。」  

  
紐約中部地區生產商協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蘭迪．沃爾肯 (Randy Wolken) 表示，「紐

約中部地區生產商協會承諾會發揮我們在地區和全州的領導作用，匯集清潔能源供應鏈高

級製造公司、學生、成人學習者和其他關鍵的利益相關者，從而確保所有人都能利用好這

一項目。」  

  
阿奇街通訊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諾拉．曼多尼克 (Nora Madonick) 表示，「紐約的

清潔能源勞動力 10 年後會是什麼樣？在紐約社區學院能源公平聯合會的幫助下，我們的

未來將充分體現紐約的未來。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帶頭將教育與機遇相結合，為全體紐約

民眾創造發展的平等根基和環保經濟福利，對此阿奇街通訊公司表示稱讚。」  

  
如需了解更多關於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勞動力培訓和發展計劃的內容，請點擊此處。  

  
如需獲取更多關於紐約社區學院能源公平聯合會的訊息和成員完整名單，請點擊此處，  

  
紐約州全國領先的氣候法案  

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氣候議程是全國最宏偉的氣候和清潔能源計畫，該計畫提倡向清潔能源

進行公平有序的過渡，從而在紐約州在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的恢復過程中

能創造崗位和繼續發展綠色經濟。通過《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形成法律，紐約州

正逐步實現其在 2040 年前電力行業零排放的強制目標，其中包括在 2030 年前實現 70% 

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並實現全經濟範圍的碳中和。這建立在紐約對不斷發展的清潔能源行

業的空前投資基礎之上，其中包括為全州 102 個大規模可再生能源和輸電專案投資超過 

330 億美元，為減少建築排放而投資 68 億美元，為加大太陽能規模而投資 18 億美元，

為開展清潔交通倡議而撥款超過 10 億美元，以及為履行紐約綠色銀行 (Green Bank) 承

諾而投資超過 16 億美元。綜合起來，這些投資支援紐約的清潔能源行業在 2020 年提供

約 158,000 個工作崗位，分佈式太陽能行業自 2011 年以來增長了 2,100%，幫助達成到 

2035 年開發 9,000 兆瓦的海上風電的承諾。根據《氣候法案》，紐約將在這一進展的基

礎上再接再厲，到 205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從 1990 年的水平減少 85%，同時確保至少 

35% （目標是 40%）的清潔能源投資收益用於弱勢群體社區，並推動實現紐約州 2025 

年能源效率目標，即減少 185 萬億英熱單位的終端能源消耗。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nyserda.ny.gov%2FAll-Programs%2FClean-Energy-Workforce-Development&data=04%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c73d034e8b3d4aa40ed008d9f231bee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0711774417139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qouKSwwQqNxA8dwWgN8edxpX8eQHogefaTHPQDYSRY0%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nyccee.org%2F&data=04%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c73d034e8b3d4aa40ed008d9f231bee6%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80711774417139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NZ9d%2FHz3P8Lc3g%2BH0YoknjAC%2FMXhzexEfcZjIaUW2Yk%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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