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3 年 3 月 2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第二輪戰略勞動力發展辦公室撥款總額超過 700 萬美元  

  

全州的 14 個項目將 630 多萬美元的公共/私人資金用於支援 100 多個業務合作夥伴的 
3,700 多名學員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紐約州戰略勞動力發展辦公室已透過第二輪勞動力發展資金

和績效薪酬資助計劃向全州 14 個專案提供超過 700 萬美元的撥款。這些撥款將透過培訓

機構與 100 多個合作夥伴之間的合作，支援 3,700 多名工人的培訓，這些領域包括先進

製造、可再生能源和建築等。勞動力發展辦公室隸屬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負責支援勞動力發展專案和工作，以確保紐約民眾掌握應有技能，滿足

當今雇主的需求和優先事項。  

  

霍楚爾州長表示，「我們可以做出的最重要的投資就是對紐約民眾的投資。新的戰略勞

動力發展辦公室將支援紐約企業的需求，為培訓專案提供資源，這些專案致力於消除長期

存在的阻礙未來勞動力發展所需的培訓和技能的障礙。」  

  

去年年底 宣佈戰略勞動力發展辦公室的第一輪撥款，資金超過 600 萬美元，並將動用超

過 400 萬美元的公共/私人資金，為 100 多個業務合作夥伴的近 3,000 名學員提供支援。  

  

今天撥給 14 個專案的資金將支援以僱主為導向的高技能勞動力培訓計劃，並獎勵減少高

需求社區參與障礙的創新方法和最佳實踐方案。3,500 萬美元的資本資助計劃將能支援勞

動力培訓服務商的資本需求，這些服務商有意增加或擴大其所提供的服務項目。1.15 億

美元的績效薪酬資助計劃則提供兩種資助途徑：靈活的經營資助，幫助供应商支付課程開

發和綜合服務等項目費用，為紐約民眾提供所需技能和行業認可的證書；以及能力建設資

助，這是一種以數據和指標為導向的方案，旨在擴大成熟的勞動力培訓計劃，积極為畢業

生提供好的工作。利用基於績效的資助，勞動力培訓機構將獲得資金，以擴大具有高就業

率和有效綜合性服務成功方案的能力。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執行長霍普．奈特 

(Hope Knight) 表示，「我們的戰略勞動力發展辦公室正在對一些計劃進行明智的戰略投

資，這些計劃將為紐約州的勞動力提供所需工具，有助於他們在不斷變化的商業環境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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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功。透過關注現在和未來所需的技能和行業，我們致力於為當今民眾以及子孫後代提

供所需的基本技能。」  

  

第二輪撥款：  

  

績效薪酬 (Pay for Performance, P4P) 補助計劃獲資助者：  

  

麥可山谷社區學院 (Mohawk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 -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 976,000 美元：麥可山谷社區學院的快速培訓計劃旨在幫助那些原本無法擺脫貧困的年

輕人獲得快速培訓，使他們在接受不到一年的培訓後就能進入良好的工作崗位，同時解決

雇主對工人的迫切需求問題，並為對該地區經濟至關重要的中等技能職業建立可持續的勞

動力發展模式。麥可山谷社區學院將提供機電一體化、焊接、數控、木工和石工方面的技

能培訓，而當地勞動力發展合作夥伴將招募受訓人員並支援就業安置工作。  

  

羅徹斯特工程公司 (Rochester Works) -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862,000 美元透過

與培訓合作夥伴青年製造商培訓就業計劃機構 (YAMTEP) 的合作，羅徹斯特工程公司

「ROC SEEDS」青年領航員計劃提供就業前培訓和經驗講解，將參與者與先進製造業的

初級和中級就業機會聯繫起來。該計劃提供軟技能發展以及廣泛的實踐經驗和支援服務，

以消除常見的就業障礙。  

  

克拉克森大學 (Clarkson University) -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729,000 美元:

克拉克森大學的「用微型證書推動行業發展 (Advancing Industry with Micro-

credentials)」計劃將擴大該學院現有的微型證書計劃，將先進製造、清潔技術和建築方

面的課程納入其中，這將使得畢業生在需求領域隨時可以就業。新微型證書的開發旨在滿

足行業合作夥伴的需求，他們致力於支援課程設計，提供體驗式學習機會，並為項目畢業

生提供面試機會。  

  

社會企業與培訓中心 (Social Enterprise and Training Center) -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485,200 美元：社會企業和培訓中心 (Social Enterprise and Training Center, 

SEAT) 的「培養青年電影製作人 (Build Up Young Filmmakers)」計劃將提供綜合性培

訓，讓歷史上被邊緣化的年輕人能夠在電影和視頻製作行業謀求職業發展，同時幫助首府

地區的電影製作中心的發展和多元化。社會企業和培訓中心將提供全面的環繞式服務，以

最大限度地提高參與率，而行業合作夥伴則致力於協助課程設計、提供實習機會或開設研

討會，採訪項目畢業生。  

  

紐約州立大學奧斯威戈分校 (SUNY Oswego) -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340,963 美元:紐約州立大學奧斯威戈分校的講師訓練營 (Instructor Bootcamp) 的啟動是

紐約中部地區的行業、勞動力發展辦公室和教育合作夥伴之間協作努力的成果，旨在擴大

可用於其他勞動力培訓計劃（如 錫拉丘茲建設計劃 (Syracuse Build) 和 貿易未來計劃 

(TradesFuture)）的講師數量。講師訓練營將為大約 120 名新的培訓專業人員提供教學

法、教學技術和創建包容性學習空間方面的技能，以支援該地區製造業快速增長的專案。  



  

長島聯合路 (United Way of Long Island)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249,000 美元:長島

聯合路的「助力風能、太陽能和可再生能源 (Power Up Wind, Solar & Renewables)」是

一項免費培訓計劃，旨在為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輕人創造途徑，確保他們在可再生能源、清

潔技術、海上風能、太陽能和先進製造領域的職業發展。該計劃是在聽取行業合作夥伴的

意見後制定開發的，以確保它能夠響應行業需求，並為受訓人員提供可轉移和行業認可的

技能。  

  

就業機會中心 (Center fo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CEO) -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193,735 美元：就業機會中心的「紐約市學徒之路 (New York City Pathways to 

Apprenticeship)」計劃將為感興趣的受司法影響的參與者提供加入工會學徒所需的工作準

備技能和工作經驗，並最終享受工會建築工作的高工資和更好的工作場所安全條件。計劃

參與者將獲得帶薪過渡工作機會，配有就業指導員和職業規劃人員，以幫助在計劃完成後

找到全職就業機會。  

  

就業機會中心 -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168,750 美元:就業機會中心的

「水牛城學徒之路 (Buffalo Pathways to Apprenticeship)」計劃將為感興趣的受司法影響

的參與者提供加入工會學徒所需的工作準備技能和工作經驗，並最終享受工會建築工作的

高工資和更好的工作場所安全條件。計劃參與者將獲得帶薪過渡工作機會，配有就業指導

員和職業規劃人員，以幫助在計劃完成後找到全職就業機會。  

  

紐約州北部地區商會 (North Country Chamber of Commerce) -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125,000 美元：紐約州北部地區商會的焊接培訓是與克林頓社區學院 (Clinton 

Community College) 和林肯電氣 (Lincoln Electric) 合作提供的免費綜合計劃，將有助於

滿足地方行業對高技能焊工的需求。該計劃是為地方先進製造和運輸設備製造商開發的，

並與之協商，這些製造商有 50 多個畢業生崗位空缺。  

  

紐約州立大學科佈萊斯基爾分校 (SUNY Cobleskill) - 麥可山谷地區 - 86,400 美元：紐約

州立大學科佈萊斯基爾分校的乳製品加工訓練營 (Dairy Processing Bootcamp) 將為食品

加工勞動力提供就業前安全和衛生培訓，乳製品行業合作夥伴確定這些培訓的主題是至關

重要的，以便讓參與者為隨時就業做好準備。透過當地勞動力發展委員會和難民中心進行

有針對性的招聘，將確保為邊緣化人群提供進入這一不斷發展的地方行業的途徑。  

  

績效薪酬能力建設獲得資金各方：  

  

Per Scholas -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822,000 美元：Per Scholas 的免學費技術培

訓，包括 IT 支持、AWS re/Start、網絡安全和軟件工程方面的訓練營式課程，為失業/待

業的紐約民眾創造了就業機會和經濟流動性。培訓和職業發展戰略為僱主提供信息，以確

保畢業生能夠應對技術趨勢和新興需求，同時還為行業合作夥伴創造一個更多元化的人才

管道。  

  



布魯克林勞動力創新公司 (Brooklyn Workforce Innovation) - 紐約市 - 201,000 美元：

布魯克林勞動力創新公司的「『紐約製造』製作助理培訓 ("Made in NY" Production 

Assistant Training)」計劃透過提供專業技能和就業準備培訓以及透過其 24 小時就業熱線

進入該行業的途徑，將各種失業和待業的紐約民眾與電影和電視製作的職業聯繫起來。在

僱傭計劃畢業生的同時，行業合作夥伴還為參與者提供信息和培訓，並提供實踐經驗和指

導。  

  

紐約州執行長 (CenterState CEO) -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128,000 萬美

元：紐約州執行長的「錫拉丘茲增長 (Syracuse Surge)」計劃透過為先進製造、機電技

術、計算機編程和網絡安全等熱門行業的入門級職業提供培訓，創造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經

濟增長。這些項目的擴展將為當地的「高科技」集群提供更強大、更多元化的人才管道，

同時為畢業生提供一條穩定、高薪、有發展空間的途徑。  

  

獲撥款方：  

  

Questar III BOCES -首府地區 - 1,645,985 美元：Questar III BOCES 將把一一處廢棄工

廠改造成最先進的培訓中心，該中心將容納兩個高需求的貿易項目：一個新的焊接和金屬

製造項目，以及現有的重型設備維護和操作項目。行業利益相關者已經確定需要擴大這些

領域的計劃，並致力於為受訓人員提供實習和其他體驗式學習機會。  

  

辦公室正在接受資本資助和績效薪酬補助金計劃的申請，並將繼續以滾動方式發放資助

金。申請人可透過「綜合資助申請 (Consolidated Funding Application, CFA) 計劃」提交

申請，如需瞭解計劃指引及截止日期，請造訪帝國州發展公司網站：

https://esd.ny.gov/workforce。  

  

紐約州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 廳長羅伯塔．里爾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

「霍楚爾州長再次表明她致力於培養一支為紐約州未來服務的勞動力隊伍。這筆資金將幫

助待業和非具代表性的工人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同時幫助企業提供他們所需的人才，以

實現蓬勃發展。這一舉措是雙贏的，它有助於紐約州的勞動力並支援經濟強勁發展。」  

  

紐約州立大學校長小約翰 B．金 (John B. King, Jr.) 表示，「感謝霍楚爾州長的領導，以

及商業、教育和由帝國州發展公司和紐約州勞工廳領導的州機構致力於確保準備迎接職業

挑戰的紐約民眾獲得成功。紐約州立大學很高興參與這項工作，並祝賀克林頓社區學院、

紐約州立大學科佈萊斯基爾分校、麥可山谷社區學院和紐約州立大學奧斯威戈分校的團隊

在這一輪中成為獲資助方，開展能夠滿足該地區勞動力需求的嚴格培訓。」  

  

議員哈里．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示，「作為議會經濟發展委員會的主席，我很高

興看到戰略勞動力補助金用於如此多樣化的專案。機會覆蓋到包括紐約曾經領先的先進製

造業、可再生能源和建築貿易領域，現在將憑藉這些撥款獲得新生。這些撥款將留住經驗

豐富的工人，為待業的工人提供技能，並為年輕人提供第一次工作經驗。我知道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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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勞動力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今天的佈告將為我們的家庭和社區擁有一個更光明的未來做

好準備。」  

  

議員拉托亞．喬伊納 (Latoya Joyner) 表示，「為紐約州工人提供更多的職業培訓機會非

常寶貴，尤其是對我所在的布朗克斯區的工人而言。這些撥款將使成千上萬的受訓人員有

機會學習相關技能，為他們的終生職業做好準備。」  

  

議員小阿爾伯特．斯特普 (Albert Stirpe Jr.) 表示，「作為小企業委員會的主席，我經常

聽到企業表示，雖然對他們的產品或服務的需求很強勁，但他們急於尋求更多的勞動力，

使他們的公司能夠發展壯大。第二輪勞動力發展資金和績效薪酬資助將有助於加強他們的

就業培訓管道。提供這些撥款對我們的社區來說是雙贏的，因為它既可以幫助人們獲得有

酬工作，業為雇主提供了所需的勞動力。對於凱西．霍楚爾州長、帝國州發展公司和戰略

勞動力發展辦公室對本州勞動力的持續支援和投資，我表示感謝。」  

  

帝國州發展公司簡介  

帝國州發展公司是紐約主要的經濟發展機構。帝國州發展公司的使命是促進有活力、不斷

發展的經濟，鼓勵創造新的就業和經濟機會，增加紐約州及其轄下地方政府的收入並實現

地方經濟穩定和多元化。透過貸款、撥款、退稅額和其他形式的經濟援助，帝國州發展公

司努力提高民間企業的投資，促進其成長，從而帶動創造就業，並推動全紐約州經濟的繁

榮發展。帝國州發展公司也是監督紐約州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以及推廣本州標誌性旅遊品牌「我愛紐約 (I LOVE NY)」的主

要行政部門。如需瞭解區域委員會 (Regional Councils) 及帝國州發展公司的更多資訊，

請訪問 www.regionalcouncils.ny.gov 及 www.esd.ny.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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