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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310 萬美元，作為紐約州具有歷史意義的勞動力發展計畫的內
容，培訓 3,600 多個紐約民眾

紐約州將近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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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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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將近 70 家企業、社區學院和社區組織獲得總
計 310 萬美元的勞動力發展資金，這是紐約州具有歷史意義的勞動力發展計畫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itiative) 的一部分。這筆撥款由紐約州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 和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發放，將為 3,644 個紐約民
眾提供專業培訓機會，傳授他們雇主需要的技能。自 2019 年 5 月啟動以來，斥資
1.75 億美元的勞動力發展計畫已經發放了近 1,200 萬美元資金，將給 8,200 多個紐
約民眾提供培訓。
「這些撥款將為成千上萬的人提供培訓和技能，使他們能夠在當今快速發展的行業
中競爭，並為將來的工作做好準備。」葛謨州長表示。「本州的勞動力必須適應
變化，以便從迅速變化的經濟中獲益，我們的勞動力發展計畫正在為紐約民眾提供
成功所需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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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我們具有歷史
意義的 1.75 億美元勞動力發展計畫的一部分，我們將投資 310 萬美元用於職業培
訓計畫，由近 70 家紐約州企業、非營利組織和社區組織牽頭，將惠及 3,600 個紐
約民眾。無論是烹飪藝術還是高級製造業，我們都在投資和努力縮小技能差距，讓
紐約州全體民眾為當代和未來的工作做好準備。」
紐約州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 REDC) 根據
地區經濟需求和機會，在建議資金申請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來自八個地區經濟發展
委員會地區的企業和組織獲得 勞動力發展資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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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巴克斯特公司 (Baxter)、膳心連公司
(Foodlink)、傑納西建築服務公司 (Genesee Construction Service)、格雷厄姆
公司 (Graham Corporation)、終生援助公司 (Lifetime Assistance)、瑪莉卡羅拉
兒童中心 (Mary Cariola Childrens Center)、麥克阿爾卑斯工業公司 (McAlpin
Industries)、力特光電公司 (Optimax)、奧托臨床診斷公司 (Ortho Clinical
Diagnostics)、佩特萊公司 (Prestolite)、韋恩郡 - 五指湖地區教育服務協作委
員會 (WayneFinger Lakes BOCES)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成就機構 (ACHIEVE)、迪柯電子公司
(DYCO Electronics)、全球雲解決方案公司 (Global Cloud Solutions)、MPL 有
限公司 (MPL Inc.)、雷蒙德哈德雷公司 (Raymond-Hadley)、三城網路解決方
案公司 (Triple Cities Network Solutions)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奧爾巴尼郡 - 斯克哈里郡 - 斯克內克塔迪郡 薩拉托加郡教育協作服務委員會 (Albany Schoharie Schenectady Saratoga
BOCES)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艾姆斯亞麻服務公司 (Ames Linen
Service)、紐約州中部地區學習障礙協會 (Learning Disabilities Association of
CNY)、馬拉松賽艇隊公司 (Marathon Boat Group)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加勒比美食公司 (Caribbean Food
Delights)、吉帕克公司 (Genpak)、洛克蘭合作教育服務局 (Rockland
BOCES)、夏普萊特公司 (ShopRite)、圖羅學院與大學系統 (Touro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ystem)、華登儲蓄銀行 (Walden Savings Bank)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佈雷頓工業公司 (Breton Industries)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加布雷斯基機場 (Gabreski Airport) 第 106 號救援隊
空軍國民警衛隊 (106th Rescue Wing Air National Guard)、薩福克郡 AHRC 機
構 (AHRC Suffolk County)、美國軍團 (American Regent)、長島地區天主教健
康服務中心 (Catholic Health Services of Long Island)、發育障礙研究所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Institute)、東區殘疾人士協會 (East End Disabilities
Associates)、家庭住宅與必需品企業組織 (Family Residences and Essential
Enterprises)、獨立團體家居生活組織 (Independent Group Home Living)、紐約
大學溫斯洛普醫院 (NYU-Winthrop Hospital)、諾曼•凱爾托兒所 (Norman Keil
Nurseries)、SightMD 公司、聖法蘭西斯醫院 (St. Francis Hospital)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美國尼亞加拉瀑布酒店 (American
Niagara Hospitality)、奧杜邦機械有限公司 (Audubon Machinery Corporation)、
布魯納國際公司 (Brunner International)、布希工業公司 (Bush Industries)、卡
特羅格斯郡 (Cattaraugus Coun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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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塔德姆公司
(Intandem)、拿破崙工程服務公司 (Napoleon Engineering Services)、尼亞加
拉工業機械公司 (Niagara Industrial Mechanical)、民眾有限公司 (People
Inc)、普雷舍斯板材公司 (Precious Plate)、SG 特殊模具組件公司 (SG Special
Mold Components)、紐約州南部地區生活環境有限公司 (Southern Tier

Environments for Living)、聖戈班公司 (Saint Gobain)、施耐德公司 (Snyder
Corporation)、緩釋科學公司 (Time Release Sciences)、TitanX 公司、圖利普
理查森製造公司 (Tulip Richardson Manufacturing)、范德馬克化學品公司
(VanDeMark Chemical)、華盛頓米爾斯公司 (Washington Mills)
職業培訓項目由紐約州立大學在全州範圍內的社區學院提供支持，包括： 布魯姆郡
(Broome)、達奇斯郡 (Dutchess)、傑納西郡 (Genesee)、詹姆斯敦郡 (Jamestown)、
麥可山谷地區、門羅郡 (Monroe)、拿騷郡 (Nassau)、尼亞加拉郡 (Niagara
County)、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紐約州勞工廳資助
的項目包括首府地區、紐約州中部地區、五指湖地區、哈德遜中部地區、麥可山谷
地區和紐約州西部地區。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埃裡
克 J. 格特勒 (Eric J. Gertler) 表示，「在紐約州創辦和擴大成功的企業需要一支具
備必要技能的員工隊伍，以支持帝國州 (Empire State) 發展新興的和急需的領域。
我感謝葛謨州長的遠見卓識，這一遠見卓識鞏固了經濟增長的成功模式，並確保我
們今天為未來的產業培養最優秀的人才。」
勞工廳廳長羅伯特·芮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由於葛謨州長的努力，紐約州
各地的失業率都在下降，私營部門的就業機會也達到歷史最高水準。我們需要訓練
有素的勞動力，隨時準備滿足這些迅速增長的需求。在確保紐約民眾掌握新興領域
技能方面，以及隨著技術變革，獲得培訓以在當前職位獲得晉升方面，勞動力發展
計畫是至關重要的。」
紐約州立大學校長克莉斯蒂娜 M. 約翰遜 (Kristina M. Johnson) 表示，「葛謨州長
繼續發揮帶頭作用，通過在全州建立密切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將產業界和受過教
育的勞動力聚集在一起。我們為紐約州立大學社區學院在葛謨州長設立的勞動力發
展計畫中發揮的作用感到自豪，它是職業培訓和個性化教育的中心，也是與所在地
區的企業和組織合作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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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具備所需技
能的紐約民眾。此外，在 2020 年 2 月，撥款 230 萬美元培訓 825 個紐約民眾。
有關勞動力發展計畫和迄今為止公佈的撥款的更多資訊請見
workforcedevelopment.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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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州立大學簡介
紐約州立大學是美國最大規模的綜合高等教育系統，超過 95% 的紐約民眾住在距
紐約州立大學 64 所學院和大學某所學院和大學 30 英哩以內的地方。截至 2019
年秋季，共有超過 415,500 名學生註冊紐約州立大學校區的學位課程。整體而
言，紐約州立大學全年服務大約 140 萬名學生接受多門學分制課程和計畫、永續
教育和社區外展計畫。紐約州立大學管理紐約州近四分之一的學術研究。在 2019
財政年度，全系統的研究支出超過了 17 億美元，包括學生和教師的巨額捐款。全
球共有 300 多萬個紐約州立大學校友，持 有大學文憑的紐約人有三分之一都是紐
約州立大學校友。如需瞭解紐約州立大學如何創造機遇的資訊，敬請造訪：
www.sun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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