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20 年 1 月 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發佈《2020 州情咨文  (2020 STATE OF THE STATE)》第  32 份提案：擴

大紐約斥資  1.75 億美元的《勞動力發展計畫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ITIATIVE)》實施範圍，以滿足新興的就業需求   

  

透過建造新的未來就業中心  (Future of Work Centers) 在服務匱乏社區擴大以地區

為基礎的勞動力發展工作範圍   

  

透過制定驅動行業發展的綠色崗位培訓項目來解決綠色經濟中新興的需求   

  

在全州範圍內進一步發展學徒項目和大學先修高中  (Early College High School) 培

訓項目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公佈《2020 年州情咨文》第  32 份提案：擴大紐約斥資  

1.75 億美元具有歷史意義的《勞動力發展計畫》實施範圍，以滿足新興的就業需

求。州長推行了一系列計畫以幫助人們為新崗位接受再培訓和做好準備工作，這一

工作內容包括建立勞動力培訓新中心並開展相關項目。透過擴大《勞動力發展計

畫》在目標新興行業中的實施範圍，州政府將確保僱主能夠在紐約找到並僱傭掌握

急需技能的合格勞工。   

  

「新興產業在我們州發展迅速。透過確保勞工在新興產業中掌握競爭和取得成功所

需的技能，針對勞動力培訓採用的這一大膽全面的方法將推動紐約創新《勞動力發

展計畫》的實施，」葛謨州長表示。「在私營部門就業需求持續居高不下之時，

紐約必須為其勞動力持續進行投資，並確保勞工掌握必要技能，從而能夠迅速變化

的經濟中工作。」   

  

葛謨州長實施的斥資  1.75 億美元具有歷史意義的《勞動力發展計畫》使紐約成為

了保障優質崗位的全國先鋒，這一計畫提供的資金可為  3,000 多紐約民眾培訓目前

急需的技能。此外，州長僅在今年就為職業和技術教育項目投資了  4.3 億美元，包

括學徒和本州領先全國的技術大學先修高中橋樑課程  (Pathways In Technology 

Early College High School, P-Tech)/大學先修高中培訓項目。   

  



私營部門就業崗位創下歷史新高  830 萬個崗位，隨著這一局面的出現，紐約必須

繼續在經濟以有史以來最快速度發展之時繼續投資培訓技能，並縮小技能鴻溝。截

止 2037 年，預計因勞動力自動化而被改變的崗位數將超過  480 萬。這一發展的經

濟為人們在新崗位接受再培訓和做好準備工作創造了機會，新崗位包括清潔能源崗

位，如風力渦輪技師和太陽能技師、衛生保健、網絡安全和高級製造業。   

  

州長將在其斥資  1.75 億美元的《勞動力發展計畫》基礎上滿足新興崗位的需求，

主要途徑有：   

  

透過建造新的未來就業中心在服務匱乏社區擴大以地區為基礎的勞動力發展工作

範圍   

隨著紐約多地失業率創歷史新低，本州僱主不斷地在尋找更加靈活的方式以確保其

僱員掌握急需的技能。為解決這一挑戰，葛謨州長將在水牛城  (Buffalo) 已獲得成

功的諾詩蘭勞動力培訓中心  (Northland Workforce Training Center) 和在錫拉丘茲  

(Syracuse) 最近宣佈建成的勞動力培訓中心基礎上開展工作，並新建兩所全國領先

的未來就業中心。   

  

這些未來就業中心將與私營部門、以社區為基礎的機構、紐約州立大學  (SUNY) 和

紐約市立大學  (CUNY) 系統合作，旨在面向現有勞工和新勞工讓當地僱主和行業協

會透過現有的學位項目提供所需培訓，或制定短期的非學位新證書和微證書新項目

以迅速解決僱主對技能的需求。   

  

兩所新未來就業中心將於  2020 年秋季前敲定，並於 2021 年前定址。   

  

在全州增加學徒   

葛謨州長於  2019 年作出大膽承諾，即在  2025 年前將發展迅速領域的學徒和女性

學徒人數翻一番。為達到這一目標，紐約已下發  2,500 萬美元，用於在過去三年中

透過紐約州立大學、紐約市立大學和紐約州勞工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大力發展學徒和預備學徒項目。州政府還制定了《帝國州學徒退稅額計畫  

(Empire State Apprenticeship Tax Credit)》。這些工作在過去三年中促成了  300 多個

新《註冊學徒項目  (Registered Apprenticeship Program)》。  

  

為確保學徒機會持續滿足紐約企業和紐約服務匱乏社區的需求，紐約州將投資  

1,400 萬美元增加全州的學徒機會。州長勞動力發展辦公室  (Governor's Office 

of Workforce Development)、紐約州勞工廳、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將利用

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的勞動力規劃作出

項目決策。    

  

擴大大學先修高中培訓項目的實施範圍   



參加技術大學先修高中橋樑課程大學先修高中項目的學生將獲得高中文憑  (High 

School Diploma) 和有專業技能方向的專科文憑  (Associate's Degree)。這使他們在就

業或學習的地方優先獲得該行業就業機會。州長在  2013 年至今所做的 6,000 萬美

元投資基礎上將提出增長計畫，這將新增  12 個技術大學先修高中橋樑課程，漲幅

超過 30%。  

  

透過制定驅動行業發展的綠色崗位培訓項目來解決綠色經濟中新興的需求   

自 2016 年來全州有近 16 萬個清潔能源崗位且清潔崗位漲幅達  8.9%，是全州平均

水平的兩倍。本州領先全國的氣候政策正在吸引私營部門的投資和企業的建立。紐

約州幾乎是每個綠色崗位領域的先鋒，太陽能崗位位列各州第  3，能源效率排名第  

3，高級交通排名第  9，風能排名第  10，總體排名第  4。葛謨州長於去年推行了重

要工作，即與兩座離岸風力農場簽訂合約以創造  1,600 多個崗位，預計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斯坦頓島 (Staten Island)、布魯克林 (Brooklyn) 和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將修建建築、裝配和維修設施。較之其他行業的勞工，很多入門級別和中

等級別的清潔能源崗位尤其能夠享受到更豐厚的工資溢價，比例分別達  32% 和 

12%。  

  

為解決能源勞動力需求，為全州的紐約民眾提供機會，紐約將：   

  

在接下來的  5 年中追加投資  4,000 萬美元使總投資額達到  1 億美元，用於培訓清

潔能源行業的  4 萬名勞工：   

•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將與州長勞動力發展辦公室一起與

清潔能源行業結成夥伴關係，以確保勞工不僅能接受培訓，還能把新

勞工透過在職培訓安置在崗位上，從而支持實習和職業橋樑計畫的開

展。  

•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將與全州以社區為基礎的機構合作，以確

保退伍老兵和其他具有優先權的團體能夠參與到這一驅動產業發展的

培訓項目中來，從而對公平轉型到清潔能源經濟予以支持。   

  

壯大全州汽車技術培訓工作組，使其涵蓋針對電動車的培訓內容：  

•  葛謨州長組建了精益求精汽車技師工作組  (Excelsior Automotive 

Technician Task Force)，旨在解決汽車技師的嚴重短缺問題，並為紐

約民眾提供優質的就業機會。該工作組與汽車經銷商、汽車技師和本

州的公立高校密切合作，下一年將涵蓋電動車的培訓內容。   

•  紐約有 13 所公立高校開設了汽車項目，各學校將派出至少一名導師

參加由哈德遜谷社區大學  (Hudson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 舉辦的為



期 5 天的《電動車教員培訓項目  (Electric Vehicle Train The Trainer 

Program)》。  

•  該課程將使參與的導師能夠在其所在地培訓汽車技師，培訓範圍包括

州政府部門、當地市政和交通部門的車隊機修工，培訓內容將基於適

用於多款汽車的電動車操作和維修。   

•  該項目全面開展後，每年將培訓  2,000 名學生，每個地區的學生和技

師每年可在當地學校中向電動車專家請教。   

  

在長島地區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Stony Brook) 和法明岱爾  (Farmingdale) 分

校開設新的離岸風力培訓機構  (Offshore Wind Training Institute)  

•  此外，紐約州立大學法明岱爾分校和石溪分校校區將針對其斥資  

2,000 萬美元的離岸風力培訓機構正式征詢合作夥伴，從而在  2021 年

培養 2,500 名紐約民眾，預計這是該行業需要大量嫻熟新員工的時

期。  

  

成立太陽能團隊  (Solar Energy Corps, SEC) 培訓紐約青年，旨在為州立公園和環

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的設施修建太陽能排

和安全太陽能設備：   

•  公園、休閒與歷史遺跡保護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和環境保護廳聯合開展的課程和在職培訓將與行

業領先公司合作，以確保太陽能團隊的參與者能直接就職於公共或私

營部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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