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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公佈《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  (FISCAL YEAR (FY) 2018 STATE 

BUDGET)》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重點工作內容  

 

把提供給北部地區的『我❤紐約  (I ❤ New York) 』廣告支持增加兩倍，  

提高至  700 萬美元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推進葛謨州長設立的《中產階級復興法案  (Middle 

Class Recovery Act)》  

 
為北部地區的  8.6 萬個納稅人把賦稅削減到  70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根據州長設立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  (Excelsior Scholarship Program)，  

北部地區將近  85% 的家庭將有資格免費就讀紐約州  2 年制和  4 年制公立學院  

 
預算案提供創紀錄規模的  258 億美元教育補助金  (Education Aid)，  

比去年增長  4.4% 

 
預算案撥款  2,000 萬美元用來改造白臉山  (Whiteface Mountain) 和高爾山  (Gore 

Mountain)，這是斥資  3,200 萬美元的邊陲鎮  (Frontier Town)『阿迪朗達克山脈通道  

(Gateway to the Adirondacks)』總體規劃獲得的初始資金  

 
展示北部地區預算案重點內容的視訊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2018 年州預算案》北部地區的重點工作內容，該

預算案鞏固了州政府過去六年的財政紀律、強化了中產階級的地位、減輕賦稅並對

紐約州的未來做理性投資。預算案連續第七年保持穩定並將支出增速控制在  2% 

以下。展示北部地區預算案重點內容的視訊請見此處。 

 
《中產階級復興法案》北部地區重點工作內容包括：  

•  提高對百萬富翁的稅率，從而保留  34 億美元的收益。  

https://youtu.be/VV8riUZru1E
https://youtu.be/VV8riUZru1E


•  開始對紐約州  600 萬人削減中產階級賦稅。在前四年，北部地區的納稅人將

節省  7,900 萬美元資金，人均減稅  1,195 美元。全面分階段實施後，減稅措

施將為該地區超過  8.6 萬個納稅人帶來每年平均  592 美元的優惠。  

•  撥款  1.63 億美元讓中產階級家庭在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UNY) 和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CUNY) 免交學

費。北部地區有  18,542 個家庭有資格申請精益求精獎學金。  

•  把教育補助金提高  11 億美元，包括增加  7 億美元的公立校區補助金  

(Foundation Aid)，教育補助金新總額由此增至  258 億美元，增幅達 4.4%。 

•  把紐約州兒童與家屬看護退稅額  (New York State 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Tax Credit) 提高兩倍，從而為北部地區的  2,300 個所得稅申報人額外提供平

均  187 美元的納稅優惠。  

有利於北部地區的重點戰略投資包括：  

•  提供  25 億美元資金給全州《清潔水基礎設施法案  (Clean Water Infrastructure 

Act)》 

•  提供  7.5 億美元資金給全州大獲成功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 以實施第七輪計畫  

•  提供  2 億美元資金用於鋪設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即全國最大規

模的多用途州級步道  

•  提供  7,5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建設北部地區的道路和橋樑  

• 提供  3,8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在普拉茨堡國際機場  (Plattsburgh International 

Airport) 建設北部地區經濟發展中心  (North Coun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Hub) 
•  提供  3,2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在邊陲鎮建設『阿迪朗達克山脈通道』  

•  提供  2,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改造高爾山和白臉山  

•  提供  1,340 萬美元給各自治市，包括下列項目： 

•  提供  1,320 萬美元的補助金和獎勵資金給各自治市  

•  提供  21.7 萬美元的小型政府援助金  (Small Government Assistance Aid) 

給埃塞克斯縣  (Essex County)（12.4 萬美元）、富蘭克林縣  (Franklin 

County)（7.2 萬美元）、漢密爾頓縣  (Hamilton County)（2.13 萬美

元） 

•  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復興北部地區的一個市中心區，這是斥資  1 億

美元的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第二階段工作內容

之一 

•  透過『我 ❤ 紐約』計畫提供  700 萬美元資金用於發展北部地區的旅遊業，

金額比去年承諾的金額增加了兩倍  

•  提供  7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在北部地區抗擊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成癮問題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還提出建設北部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North Country 

Welcome Center) 和阿迪朗達克遊客接待中心  (Adirondacks Welcome Center)，並在



全州境內提供共享乘車服務。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全州投資項目的詳細資訊請見此處。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中有利於北部地區的其他重要計畫和投資包括：  

 
教育撥款 

 
設立州長具有歷史意義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  

 
預算案頒布了州長具有歷史意義的精益求精獎學金計畫，用來讓年收入不超過  

12.5 萬美元的工薪階層家庭和中產階級家庭負擔得起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

學兩年制學院和四年制學院的教育費用。北部地區  18,542 個家庭有資格參加該計

畫。此外，北部地區將獲得  2,260 萬美元的資金用於維護和升級其紐約州立大學

高等教育設施。  

 
支持幼稚園至  12 年級  (K-12) 教育  

 
《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延續既有成就，鞏固教育成果並在紐約州各地增加提供

優質教育機會。《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把教育補助金提高  11 億美元，包括增

加  7 億美元的公立校區補助金，教育補助金新總額由此增至  258 億美元，或者說

增加  4.4%。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學校補助金  (School Aid) 在過去六年增加了  62 

億美元，或者說  32%。《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把北部地區學校補助金提高了  

3,720 萬美元，包括增加  1,790 萬美元的公立校區補助金，總金額共增加  4.98%。 

 
帝國州課外計畫  (Empire State After-School Program) 

 
《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增加紐約州課外活動撥款，為本州  16 個帝國州減貧計

畫  (Empire State Poverty Reduction Initiative) 的公共課外活動計畫提供  3,500 萬美

元的新撥款，其中包括沃特頓市  (Watertown) 和全州兒童貧困率較高的社區。這筆

新撥款將額外創造  2.2 萬個新地點供學生參與課外活動計畫。  

 
降低賦稅並支持地方政府  

 
為北部地區的  8.6 萬個納稅人削減中產階級賦稅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開始為紐約州民眾削減中產階級賦稅。在前四年，北

部地區的納稅人將節省  7,900 萬美元資金，人均減稅  1,195 美元。全面分階段實施

後，減稅措施將為該地區  8.6 萬個納稅人帶來每年平均  592 美元的優惠。  

 
為北部地區的  2,300 個家庭把中產階級兒童看護抵稅額  (Middle Class Child Care 

Tax Credit) 上調兩倍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passage-fy-2018-state-budget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頒布上調的中產階級兒童看護抵稅額，該抵稅額將幫

助  20 多萬個中產階級家庭增強對兒童看護服務的負擔能力。新退稅額將補充現有

的紐約州兒童與家屬看護退稅額，年收入在  6 萬至  15 萬美元之間的家庭的補助金

金額將增加兩倍以上，每戶家庭的平均退稅總額因此從  169 美元增至  376 美元。 

 
增加兒童與家屬看護退稅額將為北部地區的  2,300 個所得稅申報人額外提供平均  

187 美元的納稅優惠。  

 
削減財產稅和地方政府費用  

 
《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延續州長的工作，用於減輕財產稅負擔並鞏固  2% 財產

稅上限取得的成果。紐約州普通房主支付的財產稅金額比紐約州所得稅金額高  2.5 

倍以上。預算案將給公民賦權用於控制地方政府費用，規定各縣召集地方政府尋找

有效措施，從而切實可重複地為納稅人節省資金。共享乘車服務計畫須通過聽證會

和公眾評論期。  

 
為地方政府提供州補助金  

 
此外，《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對北部地區各自治市維持  1,320 萬美元的補助

金和獎勵資金，以及  21.7 萬美元的小型政府援助金，包括提供  12.4 萬美元給埃塞

克斯縣、提供  7.2 萬美元給富蘭克林縣、提供  2.13 萬美元給漢密爾頓縣。  

 
提供預算彈性以應對潛在的聯邦補助金損失  

 
鑒於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帶來的潛在威脅，《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將提供

彈性供紐約州調整財政年度的支出，以彌補巨額的聯邦補助金損失。若聯邦醫療補

助計畫  (Medicaid) 或非醫療補助計畫聯邦資助金額減少  8.5 億美元或以上，紐約州

預算部部長將制定計畫以統一削減支出。除非州議會在  90 天內批准自己的計畫，

否則該計畫將自動實施。  

 
投資於就業和基礎設施  

 
經濟發展 

 
利用總體規劃把邊陲鎮改造成北哈德遜鎮  (North Hudson) 29 號北路出口  

(Northway Exit 29) 的『阿迪朗達克山脈通道』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包括提供資金給斥資  3,200 萬美元的公私合作，用於

在阿迪朗達克山脈邊陲鎮場地打造世界頂級的旅遊目的地。阿迪朗達克山脈通道總

體計畫  (Master Plan)包括：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UpperHudsonRecreationalMasterPlan.pdf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UpperHudsonRecreationalMasterPlan.pdf


•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舒倫河  

(Schroon River) 沿岸露營地與日用區  

•  騎手露營與步道騎乘區  

•  遊客資訊中心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er)，用於向遊客介紹阿迪朗達克公園

內的世界頂級娛樂地點  

•  活動中心，為遊客提供住宿  

•  在歷史悠久的建築物內舉辦的互動展覽會，用來重點展示阿迪朗達克森林產

品和當地食品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此外，帕拉多克啤酒廠  (Paradox Brewery) 計劃 2017 年在新通道地點擴大釀酒業

務，並開設一間酒吧用來供應紐約州出產的各種啤酒和食品。帕拉多克啤酒廠目前

在舒倫湖 (Schroon Lake) 經營著一間品酒室。為了鼓勵擴建和創造  22 份新工作，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提供高達  20 萬美元的績效獎

勵，包括一筆撥款和『精益求精工作計畫  (Excelsior Jobs Program)』退稅額。  

 

把提供給北部地區的『我❤紐約  (I ❤ New York)』廣告支持撥款增加兩倍，提高至  

700 萬美元  

 

預算案撥款  700 萬美元給北部地區的『我  ❤ 紐約』旅遊業及商業營銷活動，金額

比去年承諾的金額增加了兩倍。這筆空前規模的撥款鞏固了紐約州電視廣告、網絡

廣告、旅遊中心以及『品嘗紐約  (Taste NY)』宣傳活動取得的成就。自  2011 年

起，1.5 億美元的州政府投資令遊客直接支出額外增加了  90 億美元，從  540 億美

元增至 630 億美元。  

 
支持紐約州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  (Olympic Region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ORDA) 並撥款  2,000 萬美元用來改造白臉山和高爾山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2,000 萬美元用來完善白臉山和高爾山的現有設

施，創造現代化的滑雪、住宿、餐飲、零售機會，並提供全年活動。本項目將是 

30 年來白臉山和高爾山經歷的首次重大升級，並將創造機會增加淡季收入，使得

這些設施能夠比全球其他度假村更具競爭力。  

 
撥款  2,000 萬美元在白臉山和高爾山實施升級改造，此外還在預算案中提供  1,250 

萬美元資金用來完善紐約州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運營的區域內的資產。紐約州

還撥款 500 萬美元為紐約州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提供運營支持。  

 
撥款  3,800 萬美元用來把普拉茨堡國際機場改造成北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心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普拉茨堡國際機場將透過第二輪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

經濟建設與復興競賽  (Upstate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Competition) 撥款  3,800 萬美元給普拉茨堡國際機場，用以加快啟動該機場斥資  

4,300 萬美元全面改造北部地區航空門戶。該項目將利用目前廢置的前軍事建築，



將其轉變為現代化的交通及經濟發展中心，這將創造  825 個新的建築業工作崗

位。 

 
新建北部地區遊客接待中心和阿迪朗達克遊客接待中心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投資位於千島群島  (Thousand Islands) 的新北部地區遊

客接待中心和位於格倫斯福爾斯市  (Glens Falls) 的阿迪朗達克遊客接待中心，這兩

個接待中心將成為紐約州旅遊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創造逾  1,000 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並支持 90 多萬份工作。遊客接待中心將作為樞紐展示北部地區世界頂級旅遊景點

及歷史遺址的相關資訊，並持續推動該地區實現經濟發展。  

 
這些遊客接待中心將全年運營，並提供區域歷史資訊和互動式旅遊資訊站、兒童遊

樂場、電動汽車充電站、摩托車棚，等等。  

 
撥款  1.25 億美元選址和建設挪斯奇製造中心  (Norsk Manufacturing Center)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去年宣佈撥款  1.25 億美元以吸引挪斯奇公司  (Norsk) 

預計達 8.75 億美元的投資和支出，並在未來十年創造  400 份工作。此外，紐約州

立大學理工學院  (Poly) 將協助招聘和培訓工作人員用來配備給這些遊客接待中

心，利用該理工學院的專業知識提供無與倫比、高度相關的高科技教育，從而滿足

挪斯奇公司美國總部持續增加的生產需求。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還將協助挪斯奇

公司尋找普拉茨堡地區的供應鏈、下游廠商及其他支持企業，從而造福於大量的周

邊產業和就業機會。  

 
撥款  500 萬美元用來讓克拉克森大學與杜魯道研究所建立合作關係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500 萬美元支持紐約州、克拉克森大學  (Clarkson 

University) 以及杜魯道研究所  (Trudeau Institute) 合作組建世界頂級生物科技企業，

並進一步把北部地區樹立為首選的生物科學研發中心。  

 
撥款  200 萬美元用來在奧斯威戈奇教育中心  (Oswegatchie Educational Center) 建

設經認證的現代化實驗廚房和食品科學實驗室  (Food Science Lab)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200 萬美元用來建設現代化中心，該中心將提供

食品安全與基礎食品製作技能，並協助食品加工領域的農業相關職業、提供租賃場

地給生產商用於測試新加工的食品。將提供指導給美國未來農民協會  (Future 

Farmers of America，FFA) 的學生、教育工作者、農場主、退伍軍人、未服過役的

新手農民以及其他公眾人士。該中心預計聘用一位有資質的廚房經理，用於負責管

理該中心並提供課堂教學。  

 
撥款  1 億美元給第二輪中心區復興計畫，包括撥款  1,000 萬美元給北部地區的一

個社區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包括撥款  1 億美元給第二輪成功的中心區振興計畫。

該計畫於去年創立，用於支持改造型住房項目、經濟建設項目、交通項目以及社區

項目，從而為中心區吸引並保留居民、遊客、企業。首輪計畫發放  1 億美元資金

給十個目前正經歷人口流失或經濟衰退的社區，用於攜手政策與規劃專家為其中心

區制定復興計畫。  

 
交通  

 
撥款  7,500 萬美元用於加強北部地區的道路和橋樑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正在實施國內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計畫。紐約州

設立的 1,000 億美元計畫正在改造我們的機場，從而增加交通樞紐的容量；讓地

鐵、巴士以及通勤鐵路網實現現代化；並改造全州道路和橋樑。《2018 財政年度

州預算案》支持對北部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做下列投資： 

•  撥款  4,710 萬美元資助綜合公路改善工程計畫  (Consolidated Highway 

Improvement Program，CHIPS)、紐約鋪路  (PAVE NY) 計畫、極端冬季復蘇  

(Extreme Winter Recovery) 計畫  

•  撥款  1,170 萬美元用來在克林頓縣  (Clinton County) 尚普蘭鎮 (Town of 

Champlain) 加拿大邊境附近的  87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87) 建造新的卡車

檢查設施 

•  撥款  1,000 萬美元給克林頓縣阿爾托納鎮  (Altona) 和比克曼敦鎮  

(Beekmantown) 費雷爾河  (Ferrel Brook) 上方  190 號公路  (Route 190) 改造路

面和更換涵洞  

•  撥款  870 萬美元更換圣勞倫斯縣  (St. Lawrence County) 笛卡爾布鎮  (Town of 

Dekalb) CSX 鐵路 (CSX Railroad) 上方承載  11 號美國國道的橋樑  

•  撥款  720 萬美元給 81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81) 從奧爾良鎮  (Town of 

Orleans) 北部邊界至傑斐遜縣  (Jefferson County) 亞歷山大鎮  (Alexandria) 和

奧爾良鎮 (Orleans) 境內加拿大邊界線的路段修復路面  

•  撥款  610 萬美元給 28 號州道 (State Route 28) 從藍山湖  (Blue Mountain 

Lake) 至漢密爾頓縣印第安湖鎮  (Town of Indian Lake) 印第安湖  (Indian Lake) 

的路段修復路面  

• 撥款  440 萬美元把西部大道  (Western Boulevard) 從阿森納街大橋  (Arsenal 

Street bridge) 鋪設至沃特頓市  (City of Watertown) 加弗尼車道  (Gaffney Drive) 

•  撥款  220 萬美元用來給克林頓縣普拉茨堡鎮  (Town of Plattsburgh) 境內  87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87) 上方承載特拉華與哈德遜鐵路  (Delaware and 

Hudson Railroad) 的橋樑增加垂直淨空  

•  撥款  170 萬美元用來給富蘭克林縣 (Franklin County) 馬隆鎮  (Town of 

Malone) 馬隆村  (Village of Malone) 薩蒙河  (Salmon River) 上方承載  28 號縣

道  (County Road 25) 和雷恩街 (Lane Street) 的橋樑更換上層結構  



•  撥款  150 萬美元用來更換里維斯縣  (Lewis County) 克洛根鎮 (Town of 

Croghan) 奧斯威戈奇河  (Oswegatchie River) 西支流  (West Branch) 上方承載

傑登瀑布路  (Jerden Falls Road) 的橋樑  

•  撥款  140 萬美元用來更換富蘭克林縣康斯特布爾鎮  (Town of Constable) 特勞

特河  (Trout River) 上方承載考維陶恩路  (Coveytown Road) 的橋樑 

保護和改善環境  

 
撥款  2 億美元建設全國最大規模的多用途步道網：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2 億美元資金用於完成鋪設哈德遜河谷園林路  

(Hudson River Valley Greenway) 步道和伊利運河路  (Erie Canalway) 步道以打造帝

國州步道，即美國最大規模的州多用途步道。總長  750 英里的步道將提供新機會

供人們沿著景色怡人的狹長通道徒步旅行和踩單車，並穿過歷史悠久的迷人社區，

帶動紐約州各地的旅遊業和經濟活動。帝國州步道將經過紐約州，從紐約港北上穿

過阿迪朗達克山脈  (Adirondack Mountains)，抵達加拿大邊境，並從伊利湖  (Lake 

Erie) 沿岸沿著歷史悠久的伊利運河  (Erie Canal) 抵達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的

中心地帶。  

 
撥款  350 萬美元給北部地區的州立公園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1.2 億美元，用於透過紐約州工程計畫  (New York 

Works Program) 改造州立公園，並從  2017 財政年度起追加  3,000 萬美元資金。根

據  2018 財政年度的初步計畫，北部地區的州立公園和歷史遺址預計獲得  350 萬美

元的紐約州工程計畫資金。  

 
撥款  250 萬美元給南維克海灘公園  (Southwick Beach State Park) 的公園改造項目  

 
改造項目包括南維克海灘公園的一間海灘浴室，這座浴室配備遊戲室、洗衣房、貨

攤、救生員房，所有房間均採用太陽能電池組供電，並完全符合《美國殘疾人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提出的要求。此外還將擴大現有沙灘的範圍

以限制沙子進入停車區域內、完善沙灘的交通，並升級停車區域以限制雨水徑流從

而更好地保護濕地。  

 
創紀錄規模的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EPF)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3 億美元持續支持環境保護基金，金額創該計畫

的歷史最高撥款水平。全州撥款包括為固體廢棄物計畫提供  4,100 萬美元資金、為

公園和休閒娛樂設施提供  8,600 萬美元資金、為開放空間計畫提供  1.54 億美元資

金、為氣候變化減緩與適應計畫提供  1,900 萬美元資金。  

 
耕地保護：環境保護基金撥款  2,000 萬美元用來保護耕地，包括提供  100 萬美元



專款給以德拉姆堡  (Fort Drum) 為中心的軍隊相容使用緩衝區  (Army Compatible Use 

Buffer，ACUB)，用來保護基地周圍的開放空間和野生動植物棲息地。  

•  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預算案在 2018 財政年度撥款  1,500 萬美元給全

州的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2017 年的撥款金額有待確定，但在  2016 

年，北部地區的下列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透過該計畫獲得了逾  17.8 萬

美元的撥款： 

• 阿迪朗達克野生動植物有限公司  (Adirondack Wildlife Inc.) 

• 保羅史密斯學院  (Paul Smiths College) 

• 阿迪朗達克自然歷史博物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the 

Adirondacks) 
• 湯普森公園保護協會  (Thompson Park Conservancy) 

• 明娜·安東尼之友自然中心  (Friends of Minna Anthony Nature Center) 

•  市立公園：環境保護基金在  2018 財政年度還撥款  2,000 萬美元給市立公

園。2017 年的撥款金額有待確定，但在  2016 年，北部地區下列機構和地點

透過該計畫獲得了逾  140 萬美元的撥款： 

• 安格島之友有限公司  (Friends of Eagle Island, Inc.) 

• 提康德羅加堡協會  (The Fort Ticonderoga Association) 

• 阿迪朗達克建築遺跡  (Adirondack Architectural Heritage) 

• 千島群島土地信託基金  (Thousand Islands Land Trust) 

• 維納鎮 (Town of Wilna) 

醫療保健撥款  

 
撥款  700 萬美元用於在北部地區抗擊海洛因與阿片類藥物危機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撥款  700 萬美元在北部地區各社區抗擊海洛因與阿片

類藥物危機，支持專門針對藥物依賴性、居民服務機會、公眾意識以及教育活動的

預防、治療、康復計畫。這筆撥款支持：16 個住宿治療床位、1 個社區聯盟、2 

個家庭支持引導員、2 個同齡人交流計畫、1 個青少年俱樂部、1 個康復社區與外

展中心、1 個 24/7 緊急服務中心。  

 
撥款  5,490 萬美元用於改造和完善北部地區醫療系統的醫護服務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再次撥款  5,490 萬美元用於大規模改造和完善北部地

區的醫護服務，此外，《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新設立的  5 億美元全州資本計

畫在今年晚些時候也將提供區域撥款。《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資助的重要項

目支持提供  5,490 萬美元的撥款，從長遠來看，這些項目將完善患者護理並讓醫護

機構變得更具獨立發展能力。這筆撥款是紐約州最近四年以來提供的  33 億美元承

諾的部分資金，用於幫助全州醫護機構資助重點資產與基礎設施改良項目，並整合

和進一步發展醫療體系。  

 



提供直接支持，撥款  800 萬美元為北部地區的  5,000 個直接醫護工作者加薪  

 
《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新增州資金，撥發  800 萬美元的年度資金，為北部地

區的直接醫護工作者以及直接支援專業人員加薪。這筆追加資金將支援  5,000 個在

非營利部門內工作的僱員，這些人代表紐約州發育障礙人士辦公室  (Office f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紐約州酒精與毒品濫用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提供服務。這些機構將獲得資金用於支持加薪  6.5%，這將在兩年

期限內分階段實施。這筆資金還將幫助非營利組織減輕招聘和留用人才方面面臨的

難題，並促進該行業進一步實現職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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