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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實現大學夢編碼挑戰賽  (MAKING COLLEGE POSSIBLE CODING 

CHALLENGE)』舉辦末輪評審和遊說演講  

 

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SUNY Albany)、紐約州立大學費雷多尼亞分校  

(SUNY Fredonia)、石溪大學 (Stony Brook University)、皇后學院 (Queens 

College) 將出席指導企業領袖  

 

末輪評審將於  3 月 10 日，週五在  Facebook 紐約州辦事處舉辦  

 

首屆紐約州編程挑戰賽屬於『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  (Excelsior Scholarship 

Campaign)』的組成內容，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  Facebook 將於 3 月 10 日，週五在其紐約州辦事處

舉辦『實現大學夢編碼挑戰賽』末輪評審。『實現大學夢編碼挑戰賽』邀請紐約州

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各學院的學生構建移動應用程序或網站以分享『精益求精獎

學金』資訊，該計畫是葛謨州長在全國率先發起的提案，目標是讓公立大學對紐約

州的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家庭免收學費。  

 

作為末輪評審的內容，五個入圍挑戰賽決賽的選手將向紐約州企業領袖和技術領袖

組成的評委組介紹自己的產品，這些評委將選出優勝作品。評委包括：  

•  瓦爾比派克眼鏡公司  (Warby Parker) 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尼爾·布魯門

薩爾 (Neil Blumenthal) 

•  IBM 創新實驗室  (IBM Innovation Lab) 主任珍妮·姜 (Jeanne Jang) 

•  Facebook 紐約辦事處  (Facebook New York) 工程總監傑夫·瑞納  (Jeff Reynar) 

•  紐約州技術與創業女性項目  (Women in Technology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New York，WiTNY) 創始計畫總監兼威瑞森公司  (Verizon) 前首席資訊官朱迪

斯·斯匹茲 (Judith Spitz) 博士  

「紐約州世界頂級公立大學系統和這次史無前例的競賽充分展現了其創新精神和創

造力，」葛謨州長表示。「各學生團隊在這次末輪評審中展示的構思是技術與教育

https://www.ny.gov/programs/tuition-free-degree-program-excelsior-scholarship


交互的範例，是分享大學負擔力和機會資訊的良好途徑。利用『精益求精獎學金』

計畫，紐約州成千上萬個與之類似的學生將能夠免費入讀大學，我感謝每位參賽者

提供平台突出展示該重要主題。」  

 

70 多個團隊代表  370 多個學生參加『實現大學夢編碼挑戰賽』。五個決賽團隊被

選中進入末輪評審和遊說演講。五個決賽團隊及其學院：  

•  Collegium - 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  Campus Hive - 紐約州立大學費雷多尼亞分校  

•  Team Chepang - 石溪大學  

•  Fast Pass - 皇后學院  

•  Team Knight - 皇后學院  

Facebook 紐約辦事處工程總監傑夫·瑞納  (Jeff Reynar) 表示，「接受大學教育，

尤其是科學和工程領域，對幫助確保青少年參與紐約州和全球未來的技術驅動型經

濟並從中獲益而言至關重要。Facebook 很高興主辦『實現大學夢編碼挑戰賽』，

我們期待跟進這些參賽者成長為工程師，並幫助其他人這樣做。」  

 

瓦爾比派克眼鏡公司首席執行官尼爾 ·布魯門薩爾  (Neil Blumenthal) 表示，「瓦爾

比派克眼鏡公司明白創新和技術對在各領域保持競爭力至關重要，其中包括商業領

域，以及如今的教育領域。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的這些學生代表著未來，

其創意項目和對編碼的熱情證明紐約州是技術與教育創新的繁盛之地。我期待看到

這些學生的決賽項目，並支持紐約州的學生。」  

 

IBM 數字創新實驗室  (IBM Digital Innovation Lab) 主任珍妮·姜  (Jeanne Jang) 表

示，「我很自豪攜手葛謨州長以及紐約州技術社區為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學生提供

支持。IBM 長期致力於創新，設法把新的創新構思轉變成激動人心的解決方案以處

理各類問題。『實現大學夢編碼挑戰賽』提供良好的途徑供紐約州學生展現自己對

有切身影響的問題的觀點，即大學負擔力。」  

 

紐約州技術與創業女性項目創始計畫總監兼威瑞森公司  (Verizon) 前首席資訊官朱

迪斯·斯匹茲 (Judith Spitz) 博士表示，「技術和教育一樣，能夠為全體民眾打開機

會之門。透過康奈爾大學科技分校  (Cornell Tech) 的紐約州技術與創業女性項目，

我們認識到在高等教育和科技創業精神方面有必要把每個人囊括進來，尤其是女

性。伴隨數字時代改變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作為州或國家，若無群體的充分參

與，我們是無法取得成功的，但科技勞動力和領導階層目前尚缺乏足夠的此類群

體。參加『實現大學夢編碼挑戰賽』的學生證明了這一點，並表明該多元化群體的

構思和觀點有助於推動下一階段的創新經濟。」  

 

優勝作品將被用於推動「精益求精獎學金」活動，每個決賽團隊均將獲得  SUNY 

和 CUNY 系統提供的  2,000 美金。決賽選手還將有機會參觀  Facebook 辦公室、



會見 Facebook 工程師，並了解該公司及其文化。  

 

所有希望參加的媒體人員必須具備適當許可證，可發電子郵件至  

Press.RSVP@exec.ny.gov 索要許可證。請寫明您的媒體名稱，記者、攝像師和 /或

攝影師的姓名以及電話號碼。請在 3 月 9 日，週四，下午  1:00 前回復。  

 

瞭解事實 –「精益求精獎學金」  

 

「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規定參加該計畫的學生報名就讀紐約州立大學或紐約市立

大學的兩年制全日制學院或四年制全日制學院。該計畫將透過補助計畫涵蓋年收入

不超過 12.5 萬美元的中產階級家庭和個人。紐約州各地目前約有  80% 的家庭的年

收入不超過  12.5 萬美元，約有  94 萬戶家庭有大學適齡子女適合參加該計畫。  

 

新計畫將用三年時間逐步實施，首先在  2017 年秋季面向年收入不超過  10 萬美元

的紐約民眾實施，然後在  2018 年上調至 11 萬美元，在 2019 年再次上調至  12.5 

萬美元。  

 

「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旨在為大多數學生提供最大機會在紐約州免費上大學，透

過與紐約州立大學以及紐約市立大學合作，此目標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實現。  

 

州長設立的這項計畫並未不公平地對待紐約州境內的私立大學。紐約州自  2011 年

起對私立學校投資逾  24 億美元，目前提供補助金給大約  9 萬個學生就讀私立學

校。除德克薩斯州  (Texas) 以外，紐約州對私立大學的投資比美國任何其他州都

多。  

 

此外，紐約州私立大學的學費比公立教育機構的學費高很多，紐約州私立大學的年

均學費是 3.4 萬美元，相比之下，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四年制學校的學費

約為 6,400 美元，我們社區大學的學費約為  4,300 美元。 

 

根據預計報名人數，該計畫一旦全面實施，每年預計將花費大約  1.63 億美元資

金。該計畫的成本估算較低，這是因為該計畫結合現有的計畫，用來彌合學費的

「最後缺口」。該計畫把紐約州強大的  10 億美元大學學費減免計畫  (Tu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與聯邦政府撥款相結合用來彌合所有現存的缺口。  

 

州長設立的這項計畫還鼓勵學生如期畢業、規定學生就讀全日制大學並在兩年後取

得專科學位，或在四年後取得本科學位。與全國其他學校類似，紐約州公立大學的

畢業率過低，紐約州四年制學生有  61%，兩年制社區大學有  91% 的人不能如期完

成學位學習。  

 

「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旨在改變這種狀況，透過減少總體債務負擔來為學生節省

時間和金錢。該計畫還認識到可能有某些情況超出學生的能力控制範圍，因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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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包含「臨時離校」規定，這樣一來，若生活遇到阻礙，學生將能夠暫停並在稍後

重新開始參與該計畫。  

 

截至 2024 年，紐約州有  350 萬份工作將要求至少具備大專學歷，比  2014 年的工

作數量多出大約  42 萬份。但太多家庭目前仍難以負擔大學學費。「精益求精獎學

金」計畫將透過讓學生免費攻讀高等學位來為其提供成功所需的技能，並確保學生

能夠獲得未來的高技能高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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