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1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2,250 萬美元給羅切斯特市數據科學社團  (ROCHESTER DATA 

SCIENCE CONSORTIUM)  

  

該社團將創造  180 份新工作，並吸引至少  2.85 億美元的聯邦資金和私人資金   

  

維戈斯曼家庭慈善基金會  (Wegman Family Charitable Foundation) 承諾額外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從而把捐款總額提高至  2,000 萬美元   

  

本輪投資完善了「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本地區的全

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提供  2,250 萬美元州扶持資金，用於在羅切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Rochester，UR) 校區內設立羅切斯特市數據科學社團。該社團將創造

多達  184 份新的直接工作，並預計吸引超過  2.85 億美元的聯邦研究資金和私人投

資。哈里斯公司  (Harris Corporation) 空間與情報系統分公司  (Space and Intelligence 

Systems division) 將成為該社團的首個合作夥伴。該項目還包括建造全新的  6 萬平

方英呎建築用作新社團的辦公場地，該社團將從屬於羅切斯特大學格爾根數據科學

研究所  (Goergen Institute for Data Science)。  

  

「數據科學是個新的尖端技術，我們利用該社團進一步強化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作為光學、成像研究以及商業化中心的領先地位，從而創造高薪工作並支

持地方經濟，」州長葛謨表示。「我們在紐約州各地投資於新興研究和技術，  

用於鞏固我們作為全球創新和企業目的地的地位，並在今後推動經濟增長。」  

  

紐約州投資  1,500 萬美元給格爾根數據科學研究所在維戈斯曼大廈  (Wegmans Hall) 

的新辦公場地，其中透過新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撥款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Grant) 提供 1,250 萬美元資金，並透過多個區域委員會建設補助撥款提供  

250 萬美元資金。紐約州還提供  750 萬美元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資金，  

用於運營該社團達三年時間。   

  



 

 

羅切斯特市數據科學社團是一個優先項目，也是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規

劃提出的一項重要計畫。五指湖地區兩大僱主開展的這次合作將在這個蓬勃發展的

領域內為紐約州帶來競爭優勢。  

  

哈里斯公司是一家領先的技術與創新企業，該公司支持政府客戶和商業客戶，憑著

目前與情報部門以及國防部  (Intelligence and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mmunities) 團

體的關係，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與羅切斯特大學合作開展該項目。該公司還承諾提

供價值數千萬美元的知識產權給該社團。  

  

2014 年，維戈斯曼家庭慈善基金會捐款  1,000 萬美元用於幫助設立羅切斯特大學

格爾根數據科學研究所。該組織今天宣佈額外給該項目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

格爾根數據科學研究所位於全新的維戈斯曼大廈內，該大廈還是紐約州數據科學卓

越中心  (New York State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Data Science) 的所在地。  

  

羅切斯特大學把數據科學確立為其戰略計畫的核心。美國勞工局  (U.S. Bureau of 

Labor) 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數據科學工作是美國需求量最高的崗位之一，數據

分析師和統計專員等職位預計在今後  7 年將增加  30%。 

  

羅切斯特大學設立了數據科學領域的本科學位課程與研究生學位課程用於滿足勞動

力需求，並幫助培訓精通數據科學領域的技術專員、管理人員、臨床醫生以及其他

人員。多虧  IBM 和紐約州此前提供的支持，羅切斯特大學已經成為北美洲設在大

學內具備頂級實力的超級計算機場所。  

  

羅切斯特大學關注數據科學研究的三個初始領域；醫療分析；人工智能以及認知科

學，並開發新的數據科學方法、工具以及基礎設施，用於推動探索科學、國家安全

與防禦、商業、醫藥以及幾乎所有其他領域。  

  

羅切斯特市數據科學社團將利用哈里斯公司和羅切斯特大學在光學領域的共享優

勢，預計最初把焦點放在三個主要領域：  

  

  多元智能關聯 /分析和深度學習將評估深度學習等先進技術，用於構建數據

並加標籤，以及開展數據分析用於提取數據集內的資訊、趨勢和關聯。  

  交通分析將把該資訊與天氣、交通量以及其他資訊源相結合，用於評估對公

司、地區、民眾以及政府造成的社會經濟影響。   

  關聯城市分析將關注數據集如何應用於商業、執法以及城市建設用途。  

  

基金會主席兼委員會主席丹尼·維戈斯曼  (Danny Wegman) 表示，「數據科學分析

是個快速增長的領域，因為所有部門都在加強利用數據做出更好的決策。無論是醫

療、教育或是衛星成像，數據科學分析產生的影響力在我們方方面面的生活中都感

http://www.sas.rochester.edu/dsc/research/health-analytics.html
http://www.sas.rochester.edu/dsc/research/artificial-intelligence-cognitive-science.html
http://www.sas.rochester.edu/dsc/research/artificial-intelligence-cognitive-science.html
http://www.sas.rochester.edu/dsc/research/methods-tools-infrastructure.html


 

 

覺得到。高等教育機構是個重要的合作夥伴，幫助產業了解堆積如山的數據並加以

分析，這些數據將加以處理，從而區分出正確決策和錯誤決策，羅切斯特大學有能

力起到主導作用。」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

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葛謨州長提出方法用於支持地方制定的經

濟計畫，這些利用地區優勢的計畫產生了回報。這個合作項目還將為渴望在高需求

新興數據科學領域內就業的民眾提供所需的勞動力發展培訓。」  

 

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FLREDC) 副主席兼門羅社區學院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院長安

妮·克瑞斯  (Anne Kress)、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兼羅切斯特大商

會  (Greater Ro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會長鮑勃·杜菲  (Bob Duffy) 表示，

「五指湖地區感激這筆投資，這筆投資必將為本地區帶來數據科學領域的國際地位。

該技術代表的創新類型是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和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區

域經濟發展計畫的優先工作。正如我們目前看到的發展前景，投資於數據科學教育

是該項目的重要內容，旨在把我們的新興勞動力帶到正確的軌道上。」  

  

州眾議院多數黨領導人約瑟夫  D. 莫雷勒  (Joseph D. Morelle) 表示，「羅切斯特市

數據科學社團匯聚我們社區數據科學生態系統內的主要利益相關方，用於進一步強

化我們為私人產業和公共服務部門提供創新解決方案的能力。感激葛謨州長對我們

社區做出堅定承諾，感謝羅切斯特大學和哈里斯公司提出願景並加以執行，我們今

天因此才得以宣佈該公告。」  

  

州參議員喬·羅巴赫  (Joe Robach) 表示，「今天關於設立羅切斯特市數據科學社團

的公告對羅切斯特市和門羅郡  (Monroe County) 而言是個激動人心的消息。羅切斯

特大學及其首個社團合作夥伴哈里斯公司創造多達  184 份新工作，再次表明其對

我們社區未來做出的承諾。因為紐約州投資  2,000 萬美元，該社團得以專注於創新

技術並推動我們地區發展。」  

  

州參議員邁克爾  H. 蘭澤霍夫  (Michael H. Ranzenhofer) 表示，「全球經濟正在朝

著數據科學工作推進，羅切斯特市的經濟必將發揮重要作用。我感謝全體政府及社

區合作夥伴帶頭投資數百萬美元並創造  180 多份新工作，尤其是羅切斯特大學、

哈里斯公司、丹尼·維戈斯曼 (Danny Wegman)、維戈斯曼家庭慈善基金會。」  

  

議員里奇·芬克  (Rich Funke) 表示，「我很自豪看到羅切斯特大學與哈里斯公司建

立這次合作。最近兩年，我的同事和我本人在參議會內支持該提案。羅切斯特市數

據科學社團將提供現代化方案用於解決大數據  (Big Data) 難題。該社團將樹立技術

領導地位、培訓我們未來的勞動力，並開發未來技術用於發展勞動力和經濟。感謝

羅切斯特大學和哈里斯公司開展合作，並感謝葛謨州長認可這次合作具備的重要意



 

 

義。此外，還要感謝維戈斯曼家庭慈善基金會認可本社區和本州的發展潛力，並為

該計畫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  

  

眾議員哈里·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示，「今天宣佈的公告對本地辛勤工作的

家庭而言是個好消息。  對我們社區的這筆投資將創造建築領域和數據科學領域的

新工作，還將使羅切斯特市做好準備，用於繼續構建作為  21 世紀前沿經濟的聲

譽。」 

  

羅切斯特市市長洛夫利·瓦倫  (Lovely Warren) 表示，「我要感謝葛謨州長持續為

纽约州北部地区  (Upstate New York) 以及羅切斯特市爭取利益。我們與諸如羅切斯

特市數據科學社團這類組織建立合作，從而幫助居民獲得就業，並構建更加安全有

活力的街區，以及更好的教育機會。」  

  

縣執行長官雪麗爾·迪諾爾弗  (Cheryl Dinolfo) 表示，「門羅郡自豪地迎來羅切斯特

大學和哈里斯公司這次創造新就業機會的合作，這兩個組織是我們最具創新力的本

地僱主。這個獨一無二的社團將幫助推進我們當前的工作，用於吸引持續增長的部

門內的就業，並向四面八方的僱主證明門羅郡對企業開放。」  

  

其他關於格爾根數據科學研究所的資訊，請點擊此處。 

  

其他關於哈里斯公司的資訊，請點擊此處。  

  

「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的促進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  

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為了給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

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52 億美元，投資於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食品生產、

以及高級製造業在內的關鍵產業。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平；  

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巴達維

亞鎮  (Batavia)、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

計畫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推進「五指湖加速發展」戰略。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

多達  8,200 個新就業機會。如需查看更多資訊，請參考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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