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3 月 11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在紐約州立大學校園實施旨在拓展建造優質兒童看護中心計劃  

  
為支持現有中心而撥款 450 萬美元，其中包括為招聘培訓下一代兒童看護專業人士的專

項資金  

  
支持州情諮文的目標，即為 18 和紐約州立大學校園消除兒童看護服務短缺的情況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在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所有校

園，尤其是缺乏兒童看護服務的校園啟動一項旨在為學生和教職員工拓展建造優質兒童看

護中心的計劃。該計劃內容包括為支持現有紐約州立大學中心而發放 450 萬美元的聯邦

和州資金，為培訓下一代兒童看護專業人士而開展項目，為實現州長在州情諮文 (State 

of the State) 中設立的目標而制定長期計劃，從而在紐約州立大學消除兒童看護服務短缺

的情況。州長的行政預算案內容包括為在紐約州立大學校園內新建兒童看護中新而發放 

1,080 萬美元資金。  

 
「兒童看護服務是經濟復甦的重要部分，其為求學或上班的家長提供了他們急需的支

持，」霍楚爾州長表示。「我的政府的目標是為全州紐約州立大學的校園消除兒童看護

服務短缺的現象，並為我們州的學生、教職員工和在職家長充分投資，這筆資金是實現這

一目標的重要措施。」  

  
紐約州立大學在 2020-2021 學年在配備兒童看護中心的 46 個紐約州立大學校園為 1,200 

名學生家長提供了 4,000 個兒童看護名額。這些中心也為教職員工、州員工和周邊社區

而服務，每個人群都可使用三分之一的兒童看護總名額。目前還需 18 個中心才能完全覆

蓋全州紐約州立大學全部的 64 個校園。  

  
紐約州立大學臨時校長黛博拉．F．斯坦利 (Deborah F. Stanley) 表示，「對於學生家

長，必須選擇兒童看護服務而不是學校的哥哥姐姐，以及教職家長來說，兒童看護名額有

限是主要阻礙。在聯邦、州和紐約州立大學新增的支持幫助下，我們將為校園拓展優質看

護服務資源，同時還要為紐約州立大學和我們州的其他中心培訓更多早教專業人士。這是

紐約州立大學內開展的多個計劃中的第一個。凱西．霍楚爾州長在其州情諮文演講中認識

到有進一步拓展兒童看護服務的需要，對此我們表示稱讚。我們期待能通過合作為在職家

長提供所有的機會。」  

  



州參議員托比．安．斯坦威斯基 (Toby Ann Stavisky) 表示，「註冊率下降是紐約州立

大學和全國存在的一個問題。提供兒童看護服務將使人們回到紐約州立大學中學習更多課

程和走上工作崗位。經濟社會效益是顯而易見的。感謝霍楚爾州長為卓越的紐約州立大學

系統新實施的這項先進工作。」  

  
眾議員黛博拉．J．格里克 (Deborah J. Glick) 表示，「紐約民眾不應被迫在照顧子女和

學習深造中做出選擇。感謝霍楚爾州長優先拓展兒童看護服務，這將幫助紐約州立大學學

生、教職員工重返課堂。這項拓展工作中的額外福利是在讀家長的子女更有可能 接受高

等教育，從而提升社區水平。」  

  
紐約州立大學發放了近 450 萬美元資金，其中：  

  

• 發放到約州立大學內所有兒童看護中心的有 390 萬美元聯邦撥款，這是兒

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OCFS) 兒童

看護穩定性資金 (Child Care Stabilization Funds) 中的一部分。聯邦美國營

救計劃法案 (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和冠狀病毒應對與補助撥款 

(Coronavirus Response and Relief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CRRSA) 
法案籌集了這筆款項，其將對人員和培訓等運營開支，以及員工及其子女精

神健康需求提供支持。  

  
• 16 個校園獲得 50 萬美元，這是紐約州立大學早教員工 (Early Childhood 

Worker) 帶薪實習項目的內容。獲得早教學位的 139 名帶薪實習生將被聘

用，每週平均工作 20 小時。新的獎學金項目滿足了兒童看護的額外支持需

求，同時還讓每個學生為完成學業而獲得寶貴的早教實地工作經驗。  

  
• 11 個校園將獲得 8 萬美元，用於獲得或維護國家優質機構發放的認證。資

金將用於更換教室中破舊的設備，供應課堂材料，確保殘障人士通道暢通，

支付咨詢和認證費用。  

  

今天獲得 450 萬美元部分資金的紐約州立大學校園有：  

  
• 奧爾巴尼分校 (University at Albany)  

• 賓漢姆頓大學 (Binghamton University)  

• 紐約州立大學布羅克堡分校 (SUNY Brockport)  

• 紐約州立大學布魯姆分校 (SUNY Broome)  

• 水牛城大學 (University at Buffalo)（兩個校區）  

• 水牛城州立學院 (Buffalo State College)  

• 卡尤加社區學院 (Cayuga Community College)  

• 紐約州立大學科爾布斯基爾分校 (SUNY Cobleskill)  

• 哥倫比亞格林社區學院 (Columbia Greene Community College)  

• 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 (SUNY Cortland)  

• 紐約州立大學德里分校 (SUNY Delhi)  



• 下州醫療科學大學 (Downstate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 達奇斯社區學院 (Dutchess Community College)  

• 伊利社區學院 (Erie Community College)（三個校區）  

• 法明岱爾州立學院 (Farmingdale State College)  

• 五指湖社區學院 (Finger Lakes Community College)  

• 紐約州立大學弗雷多尼亞分校 (SUNY Fredonia)  

• 富爾頓蒙哥馬利社區學院 (Fulton Montgomery Community College)  

• 傑納西社區學院 Genesee Community College()  

• 哈德遜谷社區學院 (Hudson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  

• 傑斐遜社區學院 (Jefferson Community College)  

• 門羅社區學院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 紐約州立大學莫里斯維爾分校 (SUNY Morrisville)  

• 拿騷社區學院 (Nassau Community College)  

• 紐約州立大學紐帕茲分校 (SUNY New Paltz)  

• 尼亞加拉社區學院 (Niagara Community College)  

• 紐約州立大學奧尼昂塔分校 (SUNY Oneonta)  

• 奥农达加社區學院 (Onondaga Community College)  

• 紐約州立大學奧蘭治分校 (SUNY Orange)（兩個校區）  

• 紐約州立大學奧斯維戈分校 (SUNY Oswego)  

• 紐約州立大學普拉茨堡分校 (SUNY Plattsburgh)  

• 紐約州立大學波茨坦分校 (SUNY Potsdam)  

• 紐約州立大學柏切斯分校 (SUNY Purchase)  

• 洛克蘭社區學院 (Rockland Community College)  

• 紐約州立大學斯克內克塔迪分校 (SUNY Schenectady)  

• 石溪大學 (Stony Brook University)  

• 薩福克社區學院 (Suffolk Community College)（兩個校區）  

• 湯普金斯科特蘭社區學院 (Tompkins Cortland Community College)  

• 紐約州立大學阿爾斯特分校 (SUNY Ulster)  

• 上州醫科大學 (Up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 威徹斯特社區學院 (Westchester Community College)  

  

紐約州立大學簡介  

紐約州立大學是美國最大規模的綜合高等教育系統，超過 95% 的紐約民眾住在距紐約州

立大學 64 所學院和大學某所學院和大學 30 英哩以內的地方。在整個系統中，紐約州立

大學擁有四個學術健康中心，五個醫院，四個醫學院，兩個牙科學校，一所法學院，本州

唯一的驗光學院，並管理著一個美國能源部國家實驗室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National Laboratory)。  

  
整體而言，紐約州立大學服務大約 130 萬名學生接受多門學分制課程和計畫、永續教育

和社區外展計畫。紐約州立大學管理紐約州近四分之一的學術研究。在 2021 財政年度，

全系統的研究支出約為 11 億美元，包括學生和教師的巨額捐款。全球共有 300 多萬個紐



約州立大學校友，持有大學文憑的紐約民眾有三分之一都是紐約州立大學校友。如需瞭解

紐約州立大學如何創造機遇的資訊，敬請造訪：www.sun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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