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4 月 1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UNIVERSITY AT ALBANY) 新興技術與

創業綜合大樓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LEX, ETEC) 開工建設   

  

該專案造價  1.8 億美元，將於  2021 年竣工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位於哈裡曼州政府辦公

園區 (Harriman State Office Campus) 的新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開工建設，為建

立一個涵蓋  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研究、公共政策發展和創業的新

跨學科中心做足準備。這座耗資  1.8 億美元的綜合大樓部分由紐約州立大學  

(NYSUNY) 2020 計畫資助，將建於哈裡曼校區，並將成為奧爾巴尼分校全美第一

所緊急應變、國土安全、與網路安全學院  (College of Emergency Preparedness, 

Homeland Security and Cybersecurity, CEHC) 的未來之家。  

  

「這一綜合大樓將繼續幫助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成成為技術創新中心，並幫

助確保紐約為新出現的威脅做好準備，比如正漸成為新常態的極端天氣和恐怖主

義，」葛謨州長表示。「通過結合學術界和商業部門，我們正在促使那些對準備

工作至關重要的各大產業，於紐約发展和繁茂。」   

  

新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將把奧爾巴尼分校現有的研究優勢、一些成長最快的新

項目和創新創業資源整合到一個最先進的設施中，促進教學、研究和商業的合

作。該分校的大氣和環境科學系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大氣科學研究中心  (Atmospheric Sciences Research Center) 和其他學

術系科也將設在這裡。這座綜合大樓將提供新的教學空間供大學使用，並與私人

商業夥伴和大學技術轉讓辦公室共同辦公，該建築群內實驗室和教室所發展的突

破性技術，也能得以商業化。新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的空中和地面視圖可供查

看。  

  

此外，紐約州氣象監察系統  (New York State Mesonet) 也將設在該綜合大樓內，  

以確保紐約做好更充分的準備，防範未來的惡劣氣候；該系統是超級風暴桑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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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Storm Sandy) 之後，奧爾巴尼分校在州長葛謨的指示下建造的，為全美最

先進的天氣探測系統。  

  

2016 年，葛謨州長宣佈，該分校將在哈裡曼校區開發鄰近的  12 英畝土地，以建

造幅員 24 萬 5 千平方英尺的綜合大樓。新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與紐約州的夥

伴關係對於私人合作至關重要，因為該大樓距離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NYS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應急管理署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和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僅幾步之遙。

這樣緊密的關係也為學生開啟一片天，讓他們能夠獲得強有力的學習機會，親身

接觸與許多州機構，這些機構每天都在努力使紐約更安全、更有準備、也更有應

變力。  

  

紐約州立大學校長克里斯蒂娜  M. 約翰遜  (Kristina M. Johnson) 表示，「紐約州

立大學校園分佈在紐約州各地，大眾公認領袖和創新者會在此齊聚一堂，共同解

決社會最迫切的挑戰。奧爾巴尼分校的新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代表了此關鍵角

色的下一步演變。奧爾巴尼分校的學術和研究專長與企業家的動力相結合，新興

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內部的協作將發揮重要作用，不僅能解決現今的問題，而且

能為迎接未來的挑戰做好準備。」   

  

奧爾巴尼分校主席哈威丹 ·羅德里格斯  (Havidán Rodríguez) 表示，「這個項目體

現了我們正在展開的戰略計畫的核心優先部分，它將確保奧爾巴尼分校在未來幾

年世界級研究機構的地位：受歡迎的學術課程能讓學生找到好工作，符合時宜的

研究能透過滿足社會需求和提供實用學習機會，來改善生活，使我們的學生更加

成功、更積極投入。感謝葛謨州長，這一合作關係也體現了公立大學與州政府的

合作，利用集體專長，作為私人創新的樞紐，從而使紐約及其經濟更加強大。」   

  

紐約州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OGS) 主任羅安·迪斯提圖  (RoAnn 

Destito) 表示，「在哈裡曼校區建造新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是葛謨州長注重

建立國家機構間合作的典範，這些機構為紐約州人民帶來了實在且積極的成

果。 建立一個中心，結合奧爾巴尼分校的尖端教育資源、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提供的現場安全和緊急培訓、以及私營企業合作夥伴的創業新機會，是校園使用

的必然趨勢。」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署長羅傑  L. 帕裡諾  (Roger L. Parrino) 表示，「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

分校的國家應急準備、國土安全與網路安全學院，將在國土安全、網路安全和應

急管理領域培養下一代領導人。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為能和緊急應變、國土安

全、與網路安全學院合作為榮，此新設施也將進一步加強這層關係。」   

  



 

 

參議員喬治·阿米多爾  (George Amedore) 表示，「至關重要的是，我們應當找出

辦法，通過與私營部門企業的關鍵夥伴關係，加強州政府對公立大學的投資。  

奧爾巴尼分校的新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就是為了促進大氣科學和國土安全等

領域的此類合作而設計的，以造福全體紐約民眾，並更加保護紐約州的企業與經

濟，免受新出現的威脅影響。」   

  

參議員奈爾  D. 佈雷斯林  (Neil D. Breslin) 表示，「我一直是公共教育的支持者，

而奧爾巴尼分校的新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設施，代表了紐約公立學院和大學在

領導紐約州  21 世紀經濟方面，可以發揮強大的作用。公共 -私人夥伴關係就是對

公共財的定義，這層夥伴關係產生的研究和發展，使全體紐約民眾更加安全和更

有保障。」   

  

眾議員派特裡夏·費  (Patricia Fahy) 表示，「新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提供紐約一

個機會，自豪地展示我們在兩個領域獨步全國，這兩個領域為我們對公共高等教

育的承諾，和我們應對氣候變遷之挑戰的承諾。這項工作必須完成，它將在本州

首府的奧爾巴尼分校進行，這項事實表示紐約打算在這些關鍵領域保持領先地

位。」  

  

眾議員約翰  T. 麥克唐納三世  (John T. McDonald III) 表示，「奧爾巴尼分校的新興

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將證明，對公共高等教育的戰略性投資不僅對學生個人，  

而且對整個地區和整個紐約州都能產生極大回報。於新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內

部進行研究和商業合作，是紐約州致力於對安全和應變掌握主動權的一個例子，

同時也為如何使奧爾巴尼分校等公立大學的技術專長，滿足私營部門的需要制定

了國家標準。」   

  

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郡長丹尼爾  P. 麥科伊  (Daniel P. McCoy) 表示，

「我已經把經濟發展作為行政的重點，將在新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內促成的公

私夥伴關係，將吸引奧爾巴尼郡兩項最大的資產：接近州政府等級的深厚專業知

識，以及在奧爾巴尼分校的世界級研究機構。我們致力於與州政府和奧爾巴尼分

校合作，確保奧爾巴尼郡成為全國聞名的創新之地。」   

  

奧爾巴尼市市長凱西·希恩  (Kathy Sheehan) 表示，「我已經將此列為奧爾巴尼的

優先工作，那就是充分準備，並保護我們的居民和遊客免受新出現的威脅傷害，

比如影響基礎設施的日益頻繁的強烈暴風雨。奧爾巴尼分校的新興技術與創業綜

合大樓，將在我們自家促進這些關鍵領域的前沿研究，且將能加強研究人員和各

級政府之間的合作。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立大學，為確保首府城市繼續成為領

頭羊，想方設法迎接  21 世紀的機遇和挑戰。」   

  

自 2015 年由葛謨州長啟動以來，國家應急準備、國土安全與網路安全學院在奧

爾巴尼分校市中心校園迅速發展，已經超過了目前的空間。原本計畫到本學期為



 

 

止將有 70 個專業，但現在學院已有  750 多個專業，還有數百個副科和擬定專

業。一旦在  2021 年完成，新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將能容納  200 多名全職教師

和研究人員、  100 個研究和產業合作夥伴以及多達  800名 學生。 

  

奧爾巴尼分校擁有近  120 名教員、研究人員和工作人員，也是紐約州大氣、氣候

和環境科學家最大的聚集地，其規模亦是是全美屬一屬二。這所大學的大氣和環

境科學系為全美最大的研究學程，目前有  80 多名學生就讀。  

  

新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將包括教室和辦公空間，研究實驗室，專業儀器設施，

應急準備場景模擬室、氣象研究和指示地圖室及觀察設施，商業和技術轉讓服務

辦公室，以及會議設施。可以從奧爾巴尼分校現有的環形道路步行到新大樓，  

也可以乘接駁車從上城區校園  (Uptown Campus) 大樓到新大樓，這些設施將把新

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與主學術區連接起來。  

  

大學的開發小組已經完成了前期現場工作，並安裝了新興技術與創業綜合大樓的

地熱井，這將使該建築更具永續性，利用底下的土壤來降低取暖和冷卻的成本，

並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紐約孔希格裡建築公司  (Consigli Construction NY, LLC) 是該專案的總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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