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8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祝賀水牛城  (BUFFALO) 東區  (EAST SIDE) 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  

(NORTHLAND WORKFORCE TRAINING CENTER, NWTC) 首批畢業生   

  

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投資  1.27 億美元建設北部地區環線  (Northland Beltline) 

重建區   

  

請從此處瀏覽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照片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水牛城東區的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第一年的首

批學生畢業。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的先進製造業培訓中心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raining Center) 通過其教育合作夥伴紐約州立大學伊利社區學院  

(SUNY Erie Community College) 和阿爾佛雷德州立學院  (Alfred State College) 提供

學分、證書和學位課程作為核心課程，結合工作經驗和與當地公司的就業安排以實

現固定就業的目標。今天的畢業生將有助於增加當地為高級製造業職業準備的候選

人的數量和品質。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高級製造業工人的就業機會正在增加，我們

正在確保這一勢頭延續下去，」葛謨州長表示。「我要祝賀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

中心今天的技術嫺熟的畢業生們，他們憑藉在攻讀製造業學位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

和奉獻，在未來幾年都將實現職業發展和財務穩定。」   

  

北地大道 (Northland Avenue) 683 號的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是根據『水牛城十

億計畫 (Buffalo Billion)』實施的意義重大的勞動力計畫，是由行業驅動的公私合

作，參與方包括雇主、教育機構、社區和宗教組織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北部地區勞

動力培訓中心專注於縮小當地勞動力市場的技能差距，為尋求高薪先進製造業職業

和能源職業的紐約州西部地區民眾提供培訓、合作、實習、學徒和永久就業的經濟

通道。  

  

「我親眼目睹了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開展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工作，該中心正在

為越來越多的製造業工作崗位準備年輕人和再培訓工人，」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解決了我們經濟面臨的技能缺

口，為水牛城東區的居民帶來了新希望。由於政府的投資，我們正在推進勞動力發

展目標，為雇主提供所需的熟練工人，為紐約州西部地區的經濟未來做準備。」   

  

https://esd.ny.gov/sites/default/files/Northland_Aerial-copy-converted.pdf#_blank


 

 

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專為  18 歲或以上的個人設立，旨在解決所有阻礙學生入

學和完成高等教育的主要障礙：交通、育兒、學業準備和支付能力。北部地區勞動

力培訓中心致力於為有經濟需求的學生提供低成本或零成本的學分教育，並提供全

面的支援服務，幫助學生在畢業後進入職場，獲得成功所需的一切工具。   

  

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的學生參加行業意識計畫，瞭解先進製造業和能源行業的

職業。通過其紐約州立大學的教育合作夥伴、紐約州立大學阿爾佛雷德州立學院和

紐約州立大學伊利社區學院，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提供學分和副學士學位  

(Associate Degree) 課程作為核心服務。在課程學習之前和期間，該中心為學生分

配職業教練和就業專家，他們指導學生並與學生合作，以在當地公司獲得就業並成

功維持就業。這項支持會在學生畢業後持續三年，直到學生獲得全職聘用。   

  

這種培訓方法結合了循證最佳實踐方法，涉及意識、招聘、評估、職業規劃、教育

培訓、就業安置和就業保留服務，並提供全面支援以確保學生實現適合的就業、  

做好準備、實現持續就業、就業安置和職業發展。   

  

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的課程每學期都各不相同以應對行業需求，由紐約州立大

學阿爾弗雷德學院和紐約州立大學伊利學院的教員在該中心授課，傳授製造業和能

源行業技能，如焊接、電氣工程 /維修、加工和機電一體化（生產技術、集成電

子、控制工程、機械工程）。未來規劃提供太陽能和其他清潔能源技術領域的課

程。  

  

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的大多數畢業生都在紐約州西部地區著名的製造廠工作，

包括慕格公司  (Moog)、尼亞加拉邊境區域交通管理局  (Niagara Frontier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NFTA)、哈麥克公司  (Harmac)、羅納美德公司  

(Lornamead)、艾力愛德電路公司  (Allied Circuits)、藍格賽公司  (Rexel)、拉克塔利斯

公司 (Lactalis)、維安特公司  (Viant)、阿美特克有限公司  (Ametek)、維特伯恩電子

公司 (Whittburn Electric)、尼亞加拉變壓器集團  (Niagara Transformer Corp.)、水牛

城遊戲公司  (Buffalo Games)。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執行長兼專員霍華德·澤穆斯

基  (Howard Zemsky) 在今天的活動上表示，「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的畢業生

具備高需求的技能和培訓，這些技能和培訓對於在行業內取得成功至關重要，而這

些行業是紐約州西部地區經濟持續增長的標誌。當地雇主現在將有機會獲得卓越的

人才庫，這將推動地區業務發展，並推動我們在紐約州擴大增長和機遇的目標。」   

  

參議員蒂姆·肯尼迪  (Tim Kennedy) 表示，「事實證明，對那些尋找進一步的教育

和技能的人們而言，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是不可思議的資源，今天的畢業生真

正致力於推進自己的職業生涯。我祝賀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的第一批畢業生，



 

 

慶祝他們的成功，並希望看到他們在紐約州西部地區運用他們新獲得的專業知

識。」  

  

參議員克里斯·雅各  (Chris Jacobs) 表示，「我要祝賀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的

第一批畢業生，他們開始了高科技、先進製造業和能源領域充滿前景的職業生涯。

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因為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開始履行其為未來勞動力

做好準備的使命，我期待著這些畢業生將對紐約州西部地區的經濟創造影響。」   

  

眾議員克裡斯托·比伯斯 -斯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Stokes) 表示，「祝賀北部地

區勞動力培訓中心首屆畢業生！你們的成功表明，『水牛城十億計畫』正在努力培

訓未來的勞動力，使之從事先進製造業工作，同時提高你們的生活品質和養家糊口

的能力。」   

  

眾議員肖恩·賴安  (Sean Ryan) 表示，「北部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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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培訓的工人們已經準備好加入我們多樣化的勞動

力大軍，幫助我們的經濟繼續增長。祝賀每一位為畢業付出必要努力的人。我期待

看到你們對我們社區創造積極影響。」   

  

水牛城市長拜倫  W. 布朗  (Byron W. Brown) 表示，「今天，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

中心的第一批畢業生將成為這一改變遊戲規則的工作實現的又一個里程碑，使水牛

城變得更好、更強大、更有活力。我祝願畢業生在運用他們的新技能開創事業時一

切順利。『北部地區走廊項目  (Northland Corridor Project)』仍處於起步階段，但已

經對前來這裡學習先進製造技術的人，對這個社區、水牛城東區和整個水牛城產生

了不可磨滅的積極影響。再次感謝葛謨州長支持我們的願景，使水牛城成為給所有

人提供多樣化和包容性機會的地方，在這裡沒有人被排除在外，沒有人被落在後

面。」  

 

伊利郡  (Erie County) 郡長馬克·鉑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表示，「伊利郡的勞動

力繼續增長，我們的經濟部門也隨著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首屆學生畢業而得到

加強。因為紐約州立大學伊利分校提供的教育，我知道這些畢業生現在具備了成功

所需的技能和工具，可以建立良好的職業生涯來養活自己和家人。祝賀各位畢業

生，並祝你們未來好運。」   

 

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是北部地區環線項目的核心，該項目是占地  35 英畝的棕

地改造項目，旨在打造以先進製造業、清潔能源、創新和勞動力培訓為重點的城市

商業園區。該項目包括在水牛城東區歷史悠久的製造業區內重新開發多個空置的建

築/物業。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位於北地大道  683 號，是通過再利用先前的尼

亞加拉前淨化廠  (Clearing Niagara Plant) 而創建的，並通過帝國州發展公司、紐約

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和水牛城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獲得資

金。帝國州發展公司和紐約電力局正在與水牛城城市發展公司  (Buffalo 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合作，水牛城城市發展公司是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

以及更大範圍的北部地區環線項目園區的其他區域的開發商。   

  

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設施由『水牛城十億計畫』撥款  2,900 萬美元、紐約電力

局撥款 1,500 萬美元和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撥款 12 萬美元。該項目還有資格

獲得一系列歷史建築退稅額  (Historic Tax Credits)、棕地退稅額  (Brownfield Tax 

Credits) 和新市場退稅額  (New Market Tax Credits)。此外，國家電網  (National Grid) 

和國家燃料基金  (National Fuel) 的撥款也為該項目提供了資金。  

  

紐約電力局局長兼水牛城居民約翰  R. 考邁爾  (John R. Koelmel) 表示，「祝賀北部

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的第一批畢業生。這些新技術人員現在在我們的區域經濟中處

於更有利的地位，為當地的先進製造業和能源部門提供所需的人才。」   

  

由艾迪遜焊接機構有限公司  (Edison Welding Institute, EWI) 運營的水牛城製造工廠  

(Buffalo Manufacturing Works) 目前正從其當前主大街  (Main Street) 的地點搬到北地

大道 683 號 5 萬平方英尺的空間以擴大其機械空間、實驗室和辦公空間。水牛城

製造廠成立於  2015 年，與紐約州西部地區及其他地區的企業合作，開發和實施尖

端製造技術，以提高生產率。因為搬遷到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寶馬汽車公司  

(BMW) 能夠增加員工人數，並擴大與服務於製造業的組織的現有合作關係，這些

組織將搬遷到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  

  

水牛城製造廠總裁邁克爾·烏布瑞  (Michael Ulbrich) 表示，「發展一支能夠滿足本

地區製造企業需求的勞動力隊伍，是幫助企業提高競爭力的關鍵。看到北部地區勞

動力培訓中心首批畢學生畢業是滿足這些需求的重要措施，我們很高興與下一代工

人合作實施新一代流程和技術，從而服務於該地區的製造業。」   

  

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總裁兼執行長史蒂夫·圖克  (Stephen Tucker) 表示， 

「在過去兩年，我們一直在努力建設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現在我很高興看到

我們的第一個畢業班。這些畢業生是眾多畢業生中的第一批，我們正努力縮小我國

經濟目前面臨的人才缺口，為未來建設人才管道。我感謝安德魯·葛謨州長和拜倫·

布朗市長提出願景並帶頭建設該中心，並感謝帝國州發展公司、紐約電力局、水牛

城城市發展公司、經濟發展集團公司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up Inc.)、我們的

董事會 (Board of Directors) 和投資方。」   

  

紐約州立大學伊利社區學院院長丹·霍考伊  (Dan Hocoy) 博士表示，「在過去的一

年，我們非常自豪與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合作，為畢業生提供學術規劃，從而

為他們未來贍養家庭的就業提供保障。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的員工始終是第一

批畢業生的希望之光，並為未來的課程定下基調以實現他們的夢想。我們期望繼續

與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合作，為社會提供優質的教育機會。」   



 

 

  

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學生瓦尼薩 -瑪利亞·霍爾  (Vanessa-Marie Hall) 表示，

「我很自豪地說，我是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紐約州立大學伊利社區學院第一屆

畢業班的一員。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務，幫助我開啟了新職業生

涯，現在不到一年之後，我成為了合格的機電一體化技術員。我目前在哈麥克公司

工作，是一名機械安裝技術員，工資很高，還在尼亞加拉邊境區域交通管理局實

習，我因此擁有了比以前更好的生活。」   

  

哈麥克公司醫療產品工廠工程副主任兼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學生雇主道格·  

坎貝爾  (Doug Campbell) 表示，「瓦尼薩很外向，很有動力。她從北部地區勞動力

培訓中心提供的訓練中獲得知識，並利用這些知識幫助她在哈麥克公司的工作崗位

上成長。她的工作時間和上課時間都很忙，但她對我們的態度很好，總是渴望學習

和做得更多。我相信瓦尼薩很適合哈麥克公司這個大家庭。」   

 

更多關於北部地區勞動力培訓中心的資訊請見此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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