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5 月 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利泰公司  (LIVETILES) 將於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市中心開設

智慧使用者體驗  (INTELLIGENT USER EXPERIENCE, IUX) 中心   

  

該軟體開發公司將在該市的市中心創新園區  (Downtown Innovation Zone)  

提供至少  500 個新工作機會   

  

本輪投資完善了「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本地區的全

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軟體開發業者利泰公司已選擇在羅切斯特市  (City of 

Rochester) 的市中心創新園區  (Downtown Innovation Zone) 建立該公司的北美智慧

使用者體驗  (Intelligent User Experience) 中心。其他地區選項還有北卡羅萊納州  

(North Carolina) 和美國東部的其他地區，但該公司最後選擇了羅切斯特市。這項耗

資  1700 萬美元的專案計畫將在未來五年內產生至少  500 個新工作機會，而其中  

60 個職務已在最近幾週確立。整個項目預計在  2023 年  3 月竣工。 

  

「我們在羅切斯特市中心的戰略投資，逐漸將五指湖  (Finger Lakes) 轉變成高科技

創新的中心，並將發展出下一世代的企業領導者，」州長葛謨表示。「利泰公司

決定要在羅切斯特市的市中心創新園區  (Downtown Innovation Zone) 建立他們在北

美洲的中心，足以證明我們為了驅動成長，引進企業所進行的經濟發展投資確實有

效，而這家先進公司也將成為我們推動五指湖  (Finger Lakes) 區域經濟的助力。」   

  

新的智慧使用者體驗  (IUX) 中心將座落在羅切斯特市的海福爾斯地區  (High Falls 

District) 商業街  (Commercial Street) 61 號。其拓展計畫將包括設立新設施和聘僱新

員工。其工作人員將涵蓋客戶端團隊例如客戶經理和業務發展等角色，乃至解決方

案工程師和  AI (人工智慧) 發展專家等技術團隊人員。這些團隊也將支援協助目前

還在發展中的其他平台服務正式上線。  

  

「得到如利泰公司這樣的科技公司挹注重大投資，紐約州將持續站穩在產業的領導

地位，」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座創新中心將會創造數百



 

 

個新職務，並維持羅切斯特地區的成長動力。該專案使五指湖地區崛起  (Finger 

Lakes Forward) 計畫更為完善。而本計畫的目標就在於改變市中心並運用濱水區的

資源來提升社區並強化經濟。」   

  

利泰公司於  2014 年在澳洲創立，目前其總部位於紐約市。該公司是世界上發展最

快的科技公司之一，在三大洲皆設有辦事處。該公司開發以使用者中心的軟體，  

並透過他們的附屬產品套件來協助組織和企業合作得更輕鬆。其服務對象遍布所有

產業的中、小型事業體和大型企業。該公司的應用產品為開發者和企業使用者提供

工具，讓使用者更輕易製作出操控面板網頁、員工入口網站，以及經過人工智能和

各種分析功能強化的企業內部網路。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將為此轉型專案提供最高達  700 萬

美元的補助，其中包含透過『五指湖地區崛起  (Finger Lakes Forward)』紐約州北部

地區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所提供的  350 萬美元補助金，以及透

過『精益求精退稅額計畫  (Excelsior Tax Credit Program)』提供  350 萬美元，以換

取創造工作機會的承諾。這些投資將用於支援設施的裝修、裝潢和採購電腦及伺服

器等裝備。  

  

利泰公司會決定在羅切斯特市的海福爾斯地區開設其智慧使用者體驗中心，乃是著

眼於羅切斯特市的市中心創新園區已開始推動轉型工作。而葛謨州長在二月宣佈的

『羅切斯特濱水改造』專案更進一步加強了這股轉型動力。這項耗資  5,000 萬美元

的計畫之目標是改革傑納西河  (Genesee River) 周邊區域的環境並解放出羅切斯特

濱水區  (Rochester's waterfront) 的潛力。長久以來，傑納西河  一直都是推動經濟的

引擎，而在葛謨州長的領導與羅切斯特市的合作下，此濱水區將獲得涅槃重生，  

成為集商業、休閒和旅遊於一體、活力四射的區域。  

  

在州長的領導下，羅切斯特市還獲得其他投資，包括城市中心內和周圍的各種發展

羅切斯特市中心的專案計畫，總額超過  1 億美元。本州的重大承諾現已吸引了超

過  8 億美元的私募投資，並促成羅切斯特市中心創新園區的建立，而利泰公司正

是要在此建立他們的智慧使用者體驗中心。  

  

協助選擇羅切斯特市來建立該公司智慧使用者體驗中心的利泰公司美洲資深副總

裁丹 ‧迪芬朵夫  (Dan Diefendorf) 表示，「身為布萊頓  (Brighton) 的居民，我親眼目

睹了市中心的振興；而本地大學如羅切斯特理工學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RIT) 所提供的先進科技課程，也都為此區域的實質成長奠定了強勁的

基礎。再加上羅切斯特市和我們在紐約市的總部距離如此接近，它顯然是我們在美

國建立智慧使用者體驗中心的首選地點。  和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門羅郡  (Monroe County)、商會、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  

(Greater Rochester Enterprise) 以及羅切斯特市共同合作的過程，可說是名符其實

的夥伴關係。」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50-million-roc-riverway-initiative-unlock-potential-rochesters


 

 

利泰公司首席執行官卡爾 ‧瑞登巴赫  (Karl Redenbach) 表示，「在我們走過這段快

速發展的階段中，我們考量過許多城市來作為我們的擴張基地，考量的對象不只在

國內，還包括全球的城市。羅切斯特市很快就成為特別突出的選擇。這座城市，  

以及紐約州，和利泰追求的成長目標一致，同樣著眼於領導創新和永續發展。」   

  

帝國州發展公司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羅切斯特市中心創新園區為尋求邁向更高一層樓的企業提供了一個高科

技的生態環境。利泰公司的新設施將會創造數百個  21 世紀職務，並將奠基於市中

心區的經濟成長動力持續發展。」  

  

州眾議院多數黨領導人喬·莫雷勒  (Joe Morelle) 表示，「像利泰公司如此快速成長

的全球性企業也選擇參與在羅切斯特市中心和我們全區蓬勃發展的經濟復興。這項

擴張計畫將會創造數百個待遇優渥的職務，這也將進一步加速我們的經濟發展，  

並對所有以本社區為家的民眾帶來更美好的未來。」   

  

州參議員喬·羅巴赫  (Joe Robach) 表示，「利泰公司今天宣佈要以羅切斯特市作為

發展基地，我們的社區可以期待隨之誕生的數百個新的工作機會，而本區作為全球

創新科技催生地的傳統也得以延續。隨著更多企業選擇在門羅郡  (Monroe County) 

落腳，本區域孕育尖端理念的能力將可確保我們的社區繼續成為所有人的機會來

源。」  

  

參議員里奇·芬克  (Rich Funke) 表示，「利泰公司今天宣佈要在海福爾斯地區打造

他們的智慧使用者體驗中心，這再度驗證，在羅切斯特地區做生意的優勢是無可比

擬的，無論是自然資源或人力資源等方面皆然。我很期待這家企業能創造和提供的

機會，無論是對我們的勞動人口而言，或是和本地的大學合作，持續孕育出符合產

業需求的頂尖人才。」   

  

眾議員哈利·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示 ,「本人非常讚賞卡爾 ‧瑞登巴赫  (Karl 

Redenbach)、丹 ‧迪芬朵夫  (Dan Diefendorf) 兩位和利泰公司的團隊承諾在本地區發

展。該公司和葛謨州長今天發佈的公告表明羅切斯特地區擁有強大、多元、教育良

好而且創新的勞動力，以及良好的經濟基礎，能夠在未來創造就業。我期待利泰公

司未來的發展，以及他們在海福爾斯的新基地所帶來的眾多就業機會。」   

  

門羅郡郡長雪麗爾·迪諾爾弗  (Cheryl Dinolfo) 表示，「當一家世界成長最快的資訊

科技企業選擇在我門的社區擴展他們的營運，還要新增數百個新的就業機會，這無

疑見證了現在的門羅郡比過去更為開放，歡迎新的企業進駐。本郡的經濟發展團隊

從一開始就參與了引進利泰公司進駐的合作研議過程，我們現在都非常興奮，他們

將在我們的市中心投資數百萬美元，同時創造數百個次世代的工作機會。我們也提

供創新性的『向上階梯  (LadderzUp)』計勞動力發展計畫作為協助，以及舉辦  

「招募動起來  (Recruiting on the Road) 」就業展來協助利泰公司與本地居民聯繫，

以助他們有機會加入該公司待遇優渥的新職務。本人要感謝利泰公司承諾在門羅郡



 

 

發展業務和創作就業機會，也要感謝所有協助這項令人興奮的專案得以實現的夥

伴。」  

  

羅切斯特市市長洛夫利·瓦倫  (Lovely Warren) 表示，「我非常期待並歡迎新的業

主利泰公司進駐市中心。該公司不僅將為市中心帶來數百個優質工作機會，而且還

將進一步擴展羅切斯特市的知識經濟，更將成為未來就業成長的催化劑。感謝葛謨

州長和紐約州經濟發展廳幫助透過  『五指湖崛起』計畫為羅切斯特市帶來如此出

色的業者。這個建設項目正在幫助我們實現目標，即為我們的公民創造更多就業、

更加安全活躍的社區，以及更好的教育機會。」   

  

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  (Greater Rochester Enterprise) 局長兼首席執行官  

馬特·赫布特  (Matt Hurlbut) 表示，「這次能夠引進利泰公司進駐紐約州的大羅切

斯特地區，無疑是一次政府、學術界以及企業界的合作典範。在紐約州大羅切斯特

地區做生意不但成本合理，又有頂尖人才，還能和羅切斯特理工學院以及羅切斯特

大學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等學術界夥伴互相合作，對利泰公司的新智慧使用者

體驗中心而言都是非常穩固的後盾基礎。」  

  

更多關於利泰公司的資訊，請參閱此處。 

  

「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的促進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  

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為了給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

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52 億美元，投資於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食品生產、

以及高級製造業在內的關鍵產業。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平；  

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巴達維亞鎮  

(Batavia)、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

計畫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推進「五指湖加速發展」戰略。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

多達  8,200 個新就業機會。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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