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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230 萬美元，作為本州具有歷史意義的勞動力發展計畫的內

容，100 萬美元資金將用於培訓  825 個紐約民眾   

  

紐約市  9 家企業、社區學院和社區組織獲得勞動力發展資金   

  

這些資金將為  825 個紐約民眾提供急需的技能培訓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市  (New York City) 九家企業、社區學院和社

區組織將獲得總計  230 萬美元的勞動力發展資金，這是紐約州具有歷史意義的  

1.75 億美元勞動力發展計畫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itiative) 的一部分。紐約市

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和紐約州勞工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NYS DOL) 提供的撥款將為  825 個紐約民眾提供專業培訓，

傳授他們雇主需要的技能。自  2019 年 5 月啟動以來，勞動力發展計畫已經發放

了近 900 萬美元資金，將給大約  4,600 個紐約民眾提供培訓。   

  

「這些資金將有助於確保紐約民眾不僅為當代和未來的工作崗位做好準備，」葛

謨州長表示。「紐約州的勞動力必須適應快速變化的現代全球經濟，我們設立的

勞動力發展計畫將幫助紐約民眾獲得成功所需的競爭優勢。」   

  

「我從全州的雇主那裡聽到最多的問題是，他們找不到具備  21 世紀工作所需技

能的工人，」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因此，我們將投資  230 

萬美元給紐約州的九個就業培訓計畫，這將使數百個紐約民眾受益，這是我們具

有歷史意義的  1.75 億美元勞動力發展計畫的一部分。無論是家庭護理、烹飪藝術

還是船舶工程，我們都在投資和努力縮小技能差距，讓紐約民眾為當代和未來的

工作做好準備。」   

  

今天公佈的九項紐約市勞動力發展計畫撥款包括：   

  

國王郡社區學院  (King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 KCC)：國王郡社區學院海

洋技術學徒計畫  (Maritime Technology Apprenticeship Program, MTAP) 是美國第一

個經紐約州勞工廳批准的海洋力學學徒計畫，該計畫將從紐約市立大學學徒計畫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www.governor.ny.gov_news_governor-2Dcuomo-2Dlaunches-2D175-2Dmillion-2Dworkforce-2Ddevelopment-2Dinitiative&d=DwMGaQ&c=mRWFL96tuqj9V0Jjj4h40ddo0XsmttALwKjAEOCyUjY&r=dBIqNR-ztNYFnDGOnvUpf6W8yL263gmhBJn0u6X12ck&m=dmvkeAuZ8YSBBWXi8kcAWB2TL8VLdwZH9d22UCBdmIk&s=4oPrpqmvj6biY4Zm1T-SRteEPSs-zEJiRfYZ_RBsyNA&e=


獲得 857,643 美元的撥款。 今天早些時候，副州長霍楚爾在今天早些時候參觀國

王郡社區學院海事計畫時重點介紹了這筆撥款。   

  

布朗克斯社區學院  (Bronx Community College, BCC)：布朗克斯社區學院的資訊

技術就業準備計畫  (IT Work-Ready Program) 和加速資訊技術認證計畫  

(Accelerated IT Credentials Program) 將獲得 20 萬美元的撥款。這些計畫將為失業

和未充分就業的個人提供資訊技術方面的培訓，這些行業被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REDC) 確立為優先行業。   

  

就業機會中心  (Center fo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CEO)：就業機會中心將獲

得 20 萬美元撥款，用於培訓在紐約市、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水牛城  

(Buffalo) 和奧爾巴尼市  (Albany) 工作的前監禁人員。  培訓將集中在建築部門和保

管維修部門。   

  

飛躍公司  (Leap Inc)：飛躍公司的布魯克林勞動力創新商業司機培訓勞動力發展

計畫 (Brooklyn Workforce Innovations Commercial Driver Training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itiative) 為低收入、失業的紐約民眾消除了就業障礙。該計畫將獲得  

20 萬美元的撥款。   

  

奧斯本協會有限公司  (The Osborne Association, Inc)：這項獲得  20 萬美元獎金的

計畫為那些曾被監禁的人提供烹飪藝術培訓，為這個就業快速增長的行業提供就

業機會。  

  

聖尼克斯聯盟  (St. Nicks Alliance)：為北布魯克林區  (North Brooklyn) 居民提供服

務的社區組織將獲得  20 萬美元的撥款，用於支持其技能建設計畫  (Skilled Build 

initiative)，這是一項由雇主推動的強化技能培訓計畫，可提供大規模地方建設項目

的入門級建築工作，包括兩樹  (Two Trees) 多米諾糖廠  (Domino Sugar Factory) 建

設項目，以及  BFC 合夥公司 (BFC Partners) 貝德福德聯合軍械庫  (Bedford Union 

Armory) 項目。  

  

莫里森尼亞振興公司  (Morrisania Revitalization Corporation, MRC)：輟學青少年

和成人，以及那些曾經被監禁的人將接受培訓，以便在流動醫療服務機構找到工

作。  

莫里森尼亞振興公司與馬丁·路德·金街區  (Martin Luther King, MLK) 紐約州立大學  

(SUNY) 實現資源中心  (ATTAIN Resource Center) 合署辦公。該項目將獲得  

199,550 美元資金。  

  

更美好明天的機遇  (Opportunities for a Better Tomorrow)：這個以社區為基礎的

組織將獲得  139,200 美元撥款，用於通過位於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日落公園 

(Sunset Park) 格林伍德公墓 (Greenwood Cemetery) 手工藝職業之橋計畫  (Bridge to 



Craft Careers) 培訓 18 至 27 歲的年輕人。在第三年，培訓的重點是石材砌築、修

復和石材施工。   

  

紐約州探訪護士服務  (Visiting Nurse Service of New York)：新聘用的護士將接受

培訓，以提高員工對家庭護理的熟練程度，以及在基於價值的護理方面出現的新

概念，從而更好地管理慢性疾病和偶發性風險。該計畫將獲得  99,900 美元的撥

款。  

  

紐約市立大學校長菲利克斯  V. 馬克斯·羅格里格斯  (Félix V. Matos Rodríguez) 表

示，「紐約市立大學很高興得到葛謨州長設立的勞動力發展計畫的支持，該計畫

將支持我們為社區大學學生開闢新職業道路而付出的努力。國王郡社區學院海洋

技術學徒計畫和布朗克斯社區學院的資訊技術認證計畫都是為畢業生量身定制

的，目的是讓他們具備紐約州雇主所需要的專業技能；這些計畫也將有助於推動

該市和本州的未來經濟增長。」   

  

勞工廳廳長羅伯特·芮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對於所有年齡段的紐約民眾

來說，從為工作做準備的年輕人，到那些沒有充分就業並試圖學習新技能的人，

再到那些正在尋找新機會的人，培訓是一種至關重要的資源。我們州私營部門的

就業人數創下了歷史記錄，因此我們必須擁有一支訓練有素的勞動力隊伍，以滿

足日益增長的需求。  我感謝州長支持這些計畫，這些計畫對紐約民眾獲得成功所

需要的培訓至關重要。」   

  

葛謨州長制定的勞動力發展計畫   

葛謨州長在  2019 年 5 月宣佈給勞動力發展計畫投資  1.75 億美元，支持戰略地區

工作以滿足企業的短期勞動力需求、改善地區人才渠道、提高當地勞動力實體的

靈活性和適應性、增加學徒機會並滿足持續增長的行業的長期需求。這些資金還

將支持改善婦女、青年和其他面臨巨大職業發展障礙的人群的經濟安全。本州的

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將在推薦符合其所在地區經濟和勞動力發展計畫的項目方面

發揮關鍵作用。   

  

2019 年 9 月，3 億多美元的勞動力發展計畫資金提供給了麥可山谷社區學院  

(Mohawk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紐約州北部地區農業標誌與國際紙業公司  

(North Country for Agri-Mark and International Paper)、布魯姆雷蒙德公司  (Broome 

for the Raymond Corporation)、埃爾邁拉康寧儲蓄銀行  (Corning for Elmira Savings 

Bank)、麥可山谷地區  C & H 塑料公司 (Mohawk Valley for C & H Plastics)，旨在大

幅增加高增長行業的學徒機會。  2020 年 1 月，向 61 家紐約州企業、社區學院

和社區組織提供了  340 萬美元的勞動力發展計畫撥款，以培訓  2,464 名具備所需

技能的紐約民眾。  有關勞動力發展計畫及至今為止公佈的撥款的更多資訊，請流

覽 workforcedevelopment.ny.gov。  

  

http://workforcedevelopment.ny.gov/


紐約市立大學簡介   

紐約市立大學是美國最大的城市公立大學，是社會流動性的變革性引擎，是紐約

市生命線的關鍵組成部分。成立於  1847 年的紐約市立大學是美國第一所免費的

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如今，紐約市立大學在紐約市的五個區擁有  7 所社區學院、

11 所高級學院和  7 所研究生或專業機構，每年為 50 萬名學生提供服務，並授予  

5.5 萬個學位。紐約市立大學的綜合教學質量和可負擔能力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學生

進入中產階級甚至中產階級以上的人數幾乎是所有常青藤聯盟  (Ivy League) 大學

的總和的六倍。該校超過  80% 的畢業生留在紐約州，為紐約州的經濟、公民和文

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貢獻，並使紐約州各行各業的勞動力多樣化。紐約市立大

學的畢業生和教職工獲得了許多榮譽，包括  13 項諾貝爾獎  (Nobel Prizes) 和 26 

項麥克亞瑟“天才”撥款  (MacArthur "Genius" Grants)。這所大學的歷史使命一直

延續至今：為所有學生提供一流的公共教育，不論他們的經濟狀況和背景如何。   

  

紐約州勞工廳簡介   

紐約州勞工廳的任務是改變紐約州的工作環境。我們為失業者和正在找工作的人

提供失業保險、確保最低工資法和其他勞工法得到遵守，並教育全體工人瞭解他

們的權利，從而增強和保護紐約州的勞動力。我们帮助企业招聘员工、管理员工

队伍、发展学徒计划、尋求退稅額和雇佣獎勵措施来建立和支持企业。我們在全

州 96 個職業中心幫助員工找到他們喜歡的職業，這些中心提供免費的服務，如

工作安排、協助簡歷和求職信寫作、面試準備以及為那些想找工作、改變職業或

在當前職業中取得進步的人提供在職培訓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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