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向「OATH」雅虎社區基金提供近 500,000 美元用於尼亞加拉郡
(NIAGARA COUNTY) 和洛克波特市 (LOCKPORT)

各類專案可支持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WNY) 的勞動力培訓、
掃盲、小型企業、社區開發計畫和就業創造

安德魯·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向「Oath」洛克波特市雅虎社區福利基金 (Yahoo Community Benefit Fund) 和向
「Oath」尼亞加拉郡雅虎社區基金 (Yahoo Community Fund) 撥款的資金領取人名
單。「Oath」是威訊通訊公司 (Verizon) 的子公司，旗下擁有 50 多個媒體和技術
品牌，包擴：美國在線 (AOL) 和近期收購的雅虎公司 (Yahoo)。「Oath」與紐約州
經濟發展廳簽署了價值 1.7 億的協議，確定在尼亞加拉郡設立一間客戶服務中心，
並擴建現有的數據中心。作為該協議的一部分，社區基金 (Community Fund) 於
2015 年設立。此前，該公司曾在 2010 年透過社區福利基金 (Community Benefit
Fund) 向洛克波特市投入了前期款項。這項社區計畫從屬於「 Oath」對在紐約州西
部地區（該公司的卓越技術中心區）刺激經濟發展所做出的承諾。在 2017 年的融
資週期期間，已有 20 個專案獲得了總額達 427,826 美元的撥款。「Oath」現已承
諾從 2015 年至 2021 年的每一年間向洛克波特市及其周邊地區的社區組織提供高
達 500,000 美元的補助金。
「透過戰略性投資以支持紐約州西部地區社區的教育和發展，我們正在為當今和未
來的紐約民眾提升經濟、刺激增長和促進繁榮，」 州長葛謨表示。「這些專案將
支持社區增長，幫助我們為所有民眾建設一個更強大的紐約州。」
「重建我們的經濟的關鍵在於與願意投資於我們的社區的私營部門僱主建立戰略合
作夥伴關係，」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今天宣佈 20 位資金領取人
名單時表示，「尼亞加拉郡雅虎社區基金和雅虎社區福利基金的設立目標反映了
葛謨州長和紐約州經濟發展廳提出的工作要務。透過我們的共同努力，我們正在培
養一批高技能勞動力，為居住在紐約西部的下一代紐約民眾提供更多機遇。」

「 Oath」數據中心運營部門高級主管保羅·博納若 (Paul Bonaro) 表示，「『Oath』
受其核心價值的驅動，其中一個價值即是『創造下一個熱點』。 這也是我們承諾
在為期七年的時間內投入 350 萬美元為其他以價值為驅動的組織提供補助金的理
由。這些組織正在紐約州西部地區創建和構建 STEM 教學（科學 (Science)、技術
(Technology)、工 程 (Engineering)、 數 學 (Math)） 、 環 境 和 經 濟 發 展 的 下 一 個 熱 點 。
我們本地運營部門所取得的成就不僅歸功於我們才幹非凡的工程師和勞動力隊伍，
還歸功於我們運營所在地所提供的商業友好環境。『 Oath』
很高興能夠繼續在紐約州西部地區推廣互利的合作夥伴關係。」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SD) 透過尼亞加拉郡雅虎社區基金與『 Oath』建立
了合作夥伴關係，為本地區的多個專案提供支持。今天獲得撥款的專案的選取過程
是戰略性的，這是因為它們支持勞動力發展，符合紐約州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Western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c Council，REDC) 為本地區設立的經濟發展戰
略。」
尼亞加拉郡議會主席威廉·基斯·麥克納 (Wm. Keith McNall)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向尼亞加拉郡境內這麼多實體提供了撥款。這些實體在其社區內
真切地帶來了積極的影響。我很欣慰地看到雅虎公司 (Yahoo!) 所在地洛克波特市
的一些文化和歷史遺址獲得了投資，以及洛克波特市和尼亞加拉郡東部的一些青少
年能夠獲得撥款實現 STEM 教育機會，例如學習機器人和農業科學等。雅虎公司
所在當地社區現已看到積極成效，這也體現了本郡政府正在努力為尼亞加拉郡吸引
頂尖的僱主。」
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市長保爾·戴斯特 (Paul Dyster) 表示，「本地區很
驕傲能夠成為一個快速成長的就業市場，這多虧了葛謨州長和雅虎社區基金提供的
重要投資。這一創新專案提供了必要支持，確保尼亞加拉郡的企業和勞動力均能在
未來走在技術領域的前沿。」
洛克波特市市長安妮·麥可卡福瑞 (Anne McCaffrey) 表示，「有了葛謨州長和
『Oath』這樣的企業，在雅虎社區基金的幫助下，偉大的洛克波特市將繼續見證
經濟的蓬勃發展。本州和『Oath』都已認識到投資於社區及其居民，使得企業獲
得成就的重要性。」
ESD 針對紐約州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在 REDC 戰略規劃《繁榮發展戰略：
推行智慧增長、培養企業家精神文化、幫助我們的勞動力做好準備 (A Strategy for
Prosperity: Implement Smart Growth, Foster a Cultur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repare our Workforce)》中確立的三套核心促進方案，考慮了多個提議用於推進其
中一套或多套促進方案，和/或支持本地區任何目標行業部門。

下一輪年度撥款將於 2018 年春季啟動，將透過上述兩項基金提供高達 500,000 美
元款項。
「Oath」尼亞加拉郡雅虎社區基金——紐約州經濟發展廳撥款專案
與尼亞加拉郡展開合作——擴大尼亞加拉郡婦女企業中心電子網絡 (Women’s
Business Center E-Network)—— 18,500 美元補助金
凱尼休斯學院 (Canisius College)
這一電子網絡 (E-Network) 旨在供企業界婦女專用，由來自尼亞加拉郡的一名女企
業家進行協調，該企業家還負責充當本專案內所有婦女的導師。
尼亞加拉瀑布市成人掃盲活動中心 (Niagara Falls Adult Literacy Drop In Center)：
尋找成人學生專案——13,575 美元補助金
紐約掃盲中心，水牛城 (Buffalo)-尼亞加拉郡地區
尼亞加拉瀑布市將設立一間成人掃盲活動中心，提高尼亞加拉郡居民的讀寫能力，
為他們介紹工作和後續培訓服務。
全面推進 STEAM——15,000 美元補助金
尼亞加拉瀑布市男生和女生俱樂部 (Niagara Falls Boys & Girls Club，NFBGC)
全面推進 STEAM 是一項課後專案，旨在綜合多種方式，包擴：實踐教育、環保教
育、計算機科學、技術能力基礎和各類平板電腦活動來推廣教育。尼亞加拉瀑布市
男生和女生俱樂部 (NFBGC) 將與尼亞加拉瀑布市學區 (Niagara Falls School District)
展開合作，與學校工作人員共同規劃和設計活動，教授目標技能和理念，幫助學生
練習他們在校所學內容。
尼亞加拉社區護理協調培訓專案 (Niagara Community Care Coordination Training
Project，NCCC)——19,557 美元補助金
尼亞加拉瀑布市紀念醫療中心 (Niagara Falls Memorial Medical Center，NFMMC)
尼亞加拉瀑布市紀念醫療中心 (NFMMC) 和尼亞加拉社區護理協調培訓專案 (NCCC)
確立了一項獨特的職業培訓合作夥伴關係，用於針對 60 名醫療保健業從業人員或
嘗試在該行業從業的居民提供免費護理協調培訓，為本地機構和社區組織提供服務。
本培訓的主要目標在於培養具有跨學科護理協調技能和能力的人員。
2017-2018 學校旅行教育專案；燧發槍和會議篝火 (Flintlocks and Council Fires)
專案——30,750 美元補助金
尼亞加拉古堡協會 (Old Fort Niagara Association)
在 2017-2018 學年期間設立一個新專案，向本地區學生介紹紐約州西部地區的早
期歷史。專案「燧發槍和會議篝火：尼亞加拉古堡的戰爭與和平 (Flintlocks and
Council Fires: Fort Niagara in War and Peace)」將呈現尼亞加拉地區的土著民族、
法國、英國和美國早期歷史。本專案將向學生提供生動鮮活、增長見聞的教育活動。

在尼亞加拉峽谷 (Niagara Gorge) 改善濱水遊覽區和野生動物棲息地——100,000
美元補助金
紐約州西部地區 (WNY) 土地保護局
本專案將使得人們得以遊覽尼亞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地區尼亞加拉河 (Niagara
River) 沿岸的尼亞加拉峽谷，恢復這裡的生態系統。具體內容包擴：在尼亞加拉峽
谷附近進行土著種子搜集和繁殖、入侵植物控制、土著栽培和社區花園改善。
「Oath」雅虎社區福利基金撥款專案
向船閘操作員致敬——30,000 美元補助金
洛克波特船閘遺址區 (Lockport Locks Heritage District)
本專案受到一張著名的 19 世紀攝影作品的啟發。該作品記錄了洛克波特市著名的
五級船閘 (Flight of Five Locks) 的階梯上坐著的船閘操作員。本專案旨在以這些船
閘操作員為原型，創作一批真人大小的銅製雕像，按照攝影作品的位置將他們放置
在現已修復的五級船閘階梯上。
尼亞加拉郡 BISON 獎學金計畫 (Niagara County BISON Scholarship Initiative)—
—10,000 美元補助金
BISON 兒童獎學金基金 (BISON Children’s Scholarship Fund)
支持七名洛克波特市低收入兒童在 2017-18 學年選擇一家私營小學就學。
戴爾協會代間計畫 (Dale Association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用於寫作、
閱讀和歷史教育的電子平板電腦——13,019 美元補助金
戴爾協會 (Dale Association, Inc.)
這筆補助金將用於購置聯想 (Lenovo) 平板電腦和相關軟體和設備，使得小學生能
夠參與代間計畫，獲得閱讀、寫作和歷史課程方面 (HISTOP) 的支持。
溜冰學習專案 (Learn to Skate Program)——12,375 美元補助金
洛克波特市溜冰場和體育中心 (Lockport Ice Arena and Sports Center)
支持兒童溜冰學習專案，幫助家裡負擔不起的兒童也能學習溜冰。
青年講解員計畫 (Junior Docent Program)——4,671 美元補助金
尼亞加拉郡歷史協會 (Niagara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教育和培養初中和高中學生成為尼亞加拉歷史中心 (History Center of Niagara) 的青
年講解員/專案協調人。
洛克波特救世軍 (The Salvation Army in Lockport)——跨越鴻溝 (Bridging the
Gap)——30,000 美元補助金
救世軍 (The Salvation Army)——洛克波特市

支持跨越鴻溝這一特殊專案，為尼亞加拉郡境內年齡在 16 至 19 周歲，涉及法庭
案件的、面臨危險和高危青年提供服務。
AgLab 實驗室——一間推崇實踐學習和探索的「亂糟糟課堂」 ——20,913 美元補
助金
尼亞加拉郡 (Niagara) 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 (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
AgLab 實驗室是一個以 STEM 為基礎的教學專案，旨在透過鮮活的提問、實踐教
學和豐富活動，幫助青少年、成人和家庭學習農業和飲食係統知識，培養環保精神。
世界之外教育 (Out of this World Education)——8,217 美元補助金
迪薩爾斯天主教會學校 (DeSales Catholic School)
世界之外教育專案向學生介紹與 STEM 相關的外太空知識，培養他們探索宇宙的
興趣和熱情。
取票/售票處整修——50,000 美元補助金
歷史宮殿公司 (Historic Palace Inc.)
取票和售票處區域的整修裝潢不僅能夠提供多處升級，使其外觀更加漂亮，還能提
供其他功能幫助改進宮殿的售票和促銷的方式，提供額外收入來源。
安全保障床榻——24,937 美元補助金
洛克波特護理公司 (Lockport CARES, Inc.)
這筆資金將為應急收容所中的所有客人提供舒適、乾淨和無蟲的床榻，確保所有客
人、志願者和工作人員都能在擁有完備消防安全設施，能夠保障個人安全和安保的
環境中逗留。
重建翻新——6,512 美元補助金
尼亞加拉郡青少年輔導服務 (Youth Mentoring Services)
對這棟大樓的室內和室外進行改造，使其成為一個家庭和兒童都感到更為舒適的環
境，使得他們全年都能使用我們的服務。
洛克波特掃盲活動中心 (Lockport Literacy Drop-In Center)——10,000 美元補助金
紐約掃盲中心，水牛城 (Buffalo)-尼亞加拉郡地區
支持洛克波特市首個掃盲活動中心，幫助成年文盲及時獲取基本閱讀訓練或將英語
當做一門第二語言進行教學。活動中心分散在地域多樣、交通便利的街區之內。
洛克波特高中 (Lockport High School) 機器人團隊——沃洛克隊 1507 (Warlocks
Team 1507)——5,000 美元補助金
洛克波特機器人公司 (Lockport Robotics Inc.)
支持高中學生參與 STEM 編程和相關競賽。

社區領導精神發展 (Community Leadership Development)——4,800 美元補助金
尼亞加拉郡領導精神 (Leadership Niagara)
為尼亞加拉郡領導精神專案中在洛克波特鎮 (Town of Lockport) 和洛克波特市生活
或工作的人員提供學費補助。
如需瞭解尼亞加拉郡雅虎社區基金的詳情，請造訪：
http://www.esd.ny.gov/BusinessPrograms/YahooFund.html.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簡介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是紐約州主要的經濟發展機構。 ESD 的使命是激發經濟活力，
推動經濟增長，鼓勵創造新的就業和經濟機遇，提高州政府和市政府收入，及實現
穩定且多樣化的地方經濟增長。透過貸款、資助、稅收抵免和其他形式的經濟援助，
ESD 努力提高私營企業的投資，促進其成長，從而帶動創造就業，並推動全紐約
州經濟的繁榮發展。ESD 也是負責州長葛謨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及促進州標
誌性的旅遊品牌「我愛紐約 (I LOVE NY)」的主要行政機構。如需了解更多關於區
域委員會和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的資訊，請訪問 http://www.regionalcouncils.ny.gov
和 www.esd.ny.gov。
「Oath」簡介
「Oath」是威訊通訊公司的子公司，是一間以價值為驅動、致力於創建人們熱愛
品牌的企業。我們透過 50 多個豐富多樣、活力四射的媒體和技術品牌，觸及全球
各地 10 億多人。「Oath」是一間致力於構建媒體未來發展的數位和移動設備全球
領軍人如需瞭解更多有關「Oath」的資訊，請造訪： www.oa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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