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2 月 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  (NORTHLAND WORKFORCE TRAINING 

CENTER, NWTC) 與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  (SUNY EMPIRE STATE COLLEGE) 

建立戰略合作關係   

  

這項合作將分五年提供價值  1,000 多萬美元的資金   

  

這項合作將確保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模式的長期可持續性，並將擴大產品和計畫   

  

州長還宣佈，第二輪紐約州西部地區勞動力發展挑戰賽  

(WNY Workforce Development Challenge) 將於  12 月  16 日開始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水牛城  (Buffalo) 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和紐約州立大學

帝國州學院小哈利·范·阿斯代爾勞動學院  (Harry Van Arsdale Jr. School of Labor) 建

立戰略合作關係，這將鞏固該中心大獲成功的培訓模式，並將使紐約州立大學帝

國州學院與該中心的執行長和管理團隊合作發展該中心，使其走上長期經濟可持

續發展的道路。帝國州立大學將在五年內為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提供  1,000 萬美

元的學術資金、學生資金和其他支援資金。   

  

「自從我們開始在該地區進行戰略投資以創造就業機會以來，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WNY) 的勞動力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現在我們面臨一個新

的挑戰——確保足夠的勞動力來填補這些新的工作崗位，」葛謨州長表示。  

「與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合作，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將擁有最好的工具來培

訓該地區的勞動力，以滿足  21 世紀經濟發展所需的就業需求，並確保紐約州西部

地區繼續繁榮發展。」   

  

「我們親眼目睹了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如何改變水牛城東區  (East Side)，如何投

資於我們的勞動力以滿足當代和未來的工作需求，」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由於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開展的工作，年輕人和處於職業生涯

中期的勞動力有了通往成功的新途徑。作為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和北地勞動

力培訓中心的合作夥伴，我們將繼續努力支持紐約州西部地區的就業培訓、創新

和經濟增長。」   

  



 

 

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與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的合作關係將延續該中心的成

功，並推動長期工作給紐約州西部地區未來的勞動力提供最好的招聘、培訓、教

育、安置、研究和培訓，以最佳方式滿足當地產業的需求，並最大程度包容該市

最具挑戰性的社區的居民。   

  

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小哈利·范·阿斯代爾勞動學院將進一步擴展其目前在曼哈

頓區 (Manhattan) 的足跡（在全州設有衛星辦公室），並在水牛城北地勞動力培訓

中心設立新的地區中心。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呼籲在未來一年任命一名新的紐約

州北部地區主任，與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管理團隊、董事會、學術夥伴和當地利

益攸關方合作，找出最佳合作方法，並加強提供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的課程和服

務。 例如，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能夠設立綠色能源勞動力培訓證書  (Green 

Energy Workforce Training Certificate)，在綠色能源等新興行業擴大勞動力學徒培

訓。作為水牛城十億計畫  (Buffalo Billion) 二期工程的一部分，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將投資 200 萬美元在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安裝太

陽能電池陣列，同時還將設立社區太陽能計畫，為鄰近地區提供低成本的電力，

並增加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的新興能源課程和實驗室。   

  

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不僅準備加強勞動力輸送，還將通過以下政策和計畫進

一步造福社區居民：   

  

擴大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的課程，提供更多的學術課程和線上課程   

•  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將與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合作，在北地勞動

力培訓中心設立專門的紐約州西部地區教職員工，以提供額外的學術

支援和培訓支援。除了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的  800 多門線上課

程和就業聯絡計畫  (Career Connector)，該中心還將擴大其學術課

程，包括學士學位，下一代當地教師將幫助培訓新入職的勞工學生。  

主要目標將是在高中和社區大學中尋找有潛力的教師，以培養最能反

映當地社區的下一代教師，並與助教職位建立實習教師夥伴關係。   

  

針對學生之前的勞動培訓和生活經驗為之提供大學學分   

•  在這項計畫中，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將評估學徒計畫的大學學

分，並將這些學分與通識教育學分相結合，以便在學生的學徒計畫之

外快速獲得副學士或學士學位。通過這種『預先學習評估』——針對

生活經驗和其他就業培訓計畫提供大學學分——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

學院將為學生提供機會獲取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勞動力培訓計畫和所

有相關學徒培訓提供的大學學分。它能夠評估大學水準學習，包括執

照、志願工作、軍事、在職課程、自主閱讀和學習，將成為通向新勞

動力渠道的樣板。   



 

 

  

對社區發展做出承諾   

•  平等機會計畫  (Equal Opportunity Program, EOP)：水牛城最終將成為

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新平等機會計畫的主要地點，這是該校首個

專注於非傳統學生的平等機會計畫。該計畫為  20 名學生提供機會在

一個集群中工作以提高成功率。研討會和定制的支援將在現場提供。   

•  基礎需求服務協調員：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將加強北地勞動力培

訓中心的全面工作，任命一名專門的基本需求服務協調員，幫助學生

和工人解決食物、交通、住房和整體健康保障方面的需求未得到滿足

的問題，並確保沒有人因為經濟原因而遭受學業上的損失。  

•  教育機會中心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Center, EOC)：這將繼續並擴

大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與佈法羅大學  (University at Buffalo) 教育機會

中心的合作關係，通過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或紐約州立大學其他

學院確定職業道路和教育道路。   

•  帝國州就業聯絡計畫：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和紐約州勞工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NYSDOL) 的獨特合作關係，將

使培訓和教育需求與當地勞動力委員會和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 確定的就業需求相匹配。

然後，它將提供現場的紐約州勞工廳工作顧問，與紐約州立大學帝國

州學院的工作人員合作，與學生共同確定他們需要什麼樣的額外教育

或培訓才能勝任特定的工作，從而將人們與工作聯繫起來。   

  

將勞工政策研究擴展到水牛城   

•  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和洛克菲勒政府研究所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的一項聯合合作將擴大新的未來勞動力研究中心  

(Future of Labor Research Center) 與水牛城和紐約州西部地區當地夥

伴的合作，追蹤增長情況並確定勞動力需求。這項研究確定了當前的

趨勢和需求，以及填補空白的彈性計畫。一名研究人員將被專門任命

在水牛城，以研究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 -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培

訓計畫，以及紐約州西部地區出現的更廣泛的經濟問題和勞工問題。   

  

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院長吉姆·馬拉特拉斯  (Jim Malatras) 表示，「紐約州立

大學帝國州學院在為在職學生提供靈活個性化的教育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在針對

工作和生活經驗授予大學學分方面也是如此，小哈利·范·阿斯代爾勞動學院在與勞

工及社區合作提升工人技能方面已有近  50 年的歷史。與葛謨州長前瞻性的北地勞

動力培訓中心這一令人興奮的合作關係將創造強大的勞動力發展引擎，將給水牛

城和紐約州西部地區的人民帶來深遠的利益。」   

  



 

 

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總裁兼執行長史蒂夫·圖克  (Stephen Tucker) 表示，「我們與

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的新合作關係將確保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成功模式的長

期可持續性，對此我感到無比興奮。現在，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已經做好準備，

讓紐約州西部地區的人在未來多年都能從事高薪的先進製造業工作和清潔能源行

業工作。」   

  

帝國州發展公司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艾瑞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提供的高需求技能和培訓對在紐約州西部地區的高

需求行業取得成功至關重要。與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的合作關係確保了北地

勞動力培訓中心的可持續性，以及在整個地區的進一步增長和機會。」   

  

在水牛城，葛謨州長還宣佈，紐約州西部地區勞動力發展挑戰賽  (Western New 

York Workforce Development Challenge) 第二輪比賽將於  2019 年 12 月 16 日開

始。作為水牛城十億計畫二期工程的一部分，這個斥資  1,000 萬美元的計畫旨在

促進並投資於為伊利郡  (Erie)、尼亞加拉郡  (Niagara)、卡特羅格斯郡  

(Cattaraugus)、肖托夸郡 (Chautauqua) 和阿勒格尼郡  (Allegany) 服務不足的人口組

織量身定制的勞動力培訓方法。   

  

人力發展挑戰獎將有助於以社區為基礎的培訓師提高能力，他們有可靠的工作業

績、值得信賴的社區人脈、拓展人脈和進行招聘的卓越能力。此外，其將對該地

區正在壯大的指定行業項目予以支持，包括高級製造業、健康和生命科學、技

術、旅遊業、能源業和農業。支持的方式有為失業、未充分就業的人員提供培

訓，以及/或為初級和擁有中等技能的員工提供職業晉升機會。   

  

葛謨州長在  2018 年 12 月宣佈第一輪紐約州西部地區勞動力發展挑戰賽的  420 萬

美元資金已經撥發給六家地方非營利組織及其項目：紐約州西部地區農村健康教

育中心 (WNY Rural Area Health Education Center)、哈維之家 (Harvest House)、伊

利郡 2 - 肖托夸郡 -卡特羅格斯郡教育協作服務委員會  (Erie 2-Chautauqua-

Cattaraugus BOCES)、傑勒德廣場  (Gerard Place)、杰納西社區學院成人教育機會

中心 (Adult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Center of Genesee Community College)、奧蘭治

郡 - 尼亞加拉郡教育協作服務委員會  (Orleans-Niagara BOCES)、水牛城可持續住

房民眾聯合組織  (People United for Sustainable Housing (PUSH) Buffalo)。  

  

眾議員布萊恩·希金斯  (Brian Higgins) 表示，「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是實踐培訓和

教育進步的中心，為求職者和那些希望在高品質、高需求領域拓展工作技能的人

提供職位。  這項合作發展並加強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的產品，以造福工人和紐約

州西部地區的企業。」   

  

參議員蒂姆·肯尼迪  (Tim Kennedy) 表示，「創建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不僅是水牛

城東區的一項重大投資，也是整個紐約州的一項重大投資。通過與紐約州立大學



 

 

帝國州學院合作，我們將確保該中心將產生強大的、不可磨滅的影響，將跨越未

來幾代人，並繼續為學術準備、高薪就業和職業發展創造新機會。」   

  

眾議會多數黨領導人克麗絲特爾·皮爾普斯 -斯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Stokes)  

表示，「自去年九月成立以來，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始終是為未來的製造業工作

崗位培訓和培養紐約州西部地區民眾的重要資源。  由於州長及其水牛城十億計

畫，與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的這個新夥伴關係將給更多人提供所需的培訓，使之

為家庭創造主要收入，並成為我們不斷增長的紐約州西部地區經濟的有生產力的

成員。」  

  

眾議員肖恩·賴安  (Sean Ryan) 表示，「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為紐約州西部地區的

工人提供寶貴的服務。這一合作夥伴關係將幫助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繼續為我們

提供訓練有素、擁有高需求技能的員工。  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自成立以來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我期待看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伊利郡郡長馬克·鉑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表示，「勞動力發展是伊利郡一項關

鍵的長期需求，我們的勞動力將受益於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和北地勞動力培

訓中心的自然夥伴關係。隨著工作和行業的變化，擁有一支具備成功技能的勞動

力隊伍是很重要的，而這種合作關係將通過擴大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的學生基礎

來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標，這將增加紐約州立大學伊利分校  (SUNY Erie) 的學生人

數，該校為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提供了許多課程。感謝葛謨州長繼續致力於發展

本地區的經濟。」   

  

水牛城市長拜倫  W. 布朗  (Byron W. Brown) 表示，「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是東區

最好的資產之一。因為這一合作關係，該中心在未來幾年將能夠保持活力，並為

來自周邊社區的學生提供更多的服務。我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

院共同努力，找到必要的長期解決方案，這樣我們就可以為水牛城的未來培訓和

教育工人，保持我們的經濟增長趨勢。」   

  

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小哈利·范·阿斯代爾勞動學院簡介   

小哈利·范·阿斯代爾勞動學院創立於近  50 年前，最初由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

運營，它為全州的工會工人提供以勞動為中心的文科課程和培訓課程，提供方便

的夜間課程或  800 多門針對成年勞動力的線上課程。該學院目前有  1,256 名學生

在讀，並與這些機構建立了勞工合作關係：國際電工兄弟會第  3 分會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Electrical Workers (IBEW) Local #3)、國際機械師與航

空航天工作者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and Aerospace Workers, 

IAMAW)、國際畫家及相關行業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ainters and Allied 

Trades, IUPAT)、紐約市木工地區協會  (NYC District Council of Carpenters)、美國管

道工協會 (United Association of Plumbers and Pipefitters)、美國教師輔助專業聯盟

計畫 (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 Paraprofessional Program)、國際電工兄弟會第  



 

 

1430 分會 (IBEW #1430)、紐約州教師聯合會  (New York State United Teachers, 

NYSUT)、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 -職業發展研究所  (United Steelworkers of America - 

Institute for Career Development)、紐約州西部地區地區勞工聯合會與產業工會聯合

會 (WNY Area Labor Federation AFL-CIO)、國際員警協會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olice Associations, IUPA)、紐約州懲教人員與警員慈善協會  (New York State 

Correctional Officers and Police Benevolent Association, NYSCOPBA)。  

  

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簡介   

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由帝國州發展公司設立，與布法羅大學地區研究所  

(University at Buffalo Regional Institute, UBRI)、紐約州西部地區製造公司和能源公

司以及地方社區領導人合作。  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位於清理尼亞加拉工廠  

(Clearing Niagara Plant)，該工廠經過了斥資超過  1 億美元的改造，現在也是水牛

城製造廠 (Buffalo Manufacturing Works) 的場地，毗鄰水牛城歷史悠久的東區更大

規模的佔地  35 英畝的北地走廊改造區  (Northland Corridor Redevelopment Area)。

該建築是北地走廊和周邊社區的催化劑。   

  

帝國州發展公司和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布法羅大學地區研究所制定了一項獨特的

商業計畫，專門為在先進製造業和能源領域大量培養高技能工人而定制——在未

來 20 年裡，紐約州西部地區需要  2 萬名新工人——並以特別針對該地區最缺乏

代表的當地勞動力人口的方式這樣做，這些人口主要居住在東區。  實際培訓課程

由紐約州立大學伊利分校和阿爾弗雷德州立學院  (Alfred State College) 提供，北地

勞動力培訓中心的員工提供全面的綜合服務計畫，旨在解決成功完成現有大學水

準培訓課程面臨的障礙，包括但不限於交通、輔導、藥物濫用、債務減免 /財務諮

詢和托兒。  每個學生都分配到一個『職業教練』作為日常的宣導者，採用解決問

題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並協助各種軟技能培訓。  然後，就業專家在培訓期間為學

生安排學徒 /實習機會，然後為畢業生安排在當地公司的固定職位。  然後，職業

教練為畢業生及其雇主提供長達三年的關鍵跟進，以確保成功。帝國州發展公司

與經濟發展集團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up, EDG) 簽訂合同雇用和運營北地勞

動力培訓中心，該集團是由天主教慈善機構  (Catholic Charities)、水牛城城市聯盟  

(Buffalo Urban League)、善意行業機構  (Goodwill Industries) 和水牛城尼亞加拉製造

業聯盟 (Buffalo Niagara Manufacturing Alliance) 組成的非盈利聯盟。   

  

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最初由葛謨州長設立的水牛城十億計畫支持，該中心的運營

補貼將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全部使用完畢，以促進開業前的人員配備和擴大

活動。雖然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通過私人基金會的捐款成功利用了這項補貼，但

該中心的『高接觸』模式為每個學生每年增加了大約  1 至 1.5 萬美元資金用於提

供服務，此金額高於紐約州立大學的標準學費。本州和北地勞動力培訓中心一直

在探索使該中心可持續發展的方法。   

  

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簡介   



 

 

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教育的學生在人生的任何階段都有個性化的學習體驗，

有的通過網路，有的通過真人，有的則兼而有之。1971 年以來，紐約州立大學帝

國州學院授權學生以繁忙的生活方式的要求為核心獲得認可的學位，以推進他們

的個人目標和職業目標。世界一流的教師，1,300 多名專門的導師幫助學生定制學

位課程和先進的遠端教育技術，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州學院在紐約州  30 多個地點

和 7 個國際網站提供靈活可信的線上大學經歷，學生可以在這裡親身學習和合

作。我們在提供前階段學習和生活經驗學分方面有著近  50 年的領先地位，幫助

學生更快、更低成本地獲得學位。要了解更多資訊，請訪問  www.esc.edu 並關注 

@SUNY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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