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1 月 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680 萬美元用以擴大全州課後活動計畫   

  

帝國州課後活動計畫  (Empire State After-School Program) 將服務於全州另外  

4,250 個學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把帝國州課後活動計畫的  680 萬美元發放給全州  15 

個高需求校區和社區機構。這筆資金將支持這些計畫新增  4,250 個名額，參與學生

的總數由此達到  8.9 萬人。連同今年九月提供給長島地區的  240 萬美元資金，這

筆資金使得撥款總額增加至  1,000 萬美元。  因為去年做出的  3,500 萬美元的承

諾，帝國州課後活動計畫的撥款總額如今達到  4,500 萬美元。 

  

「課後活動不僅幫助學生在課堂以外保持正軌，還給有風險的青少年提供機會實現

社會化並獲得無法從其他渠道取得的重要服務，」州長葛謨表示。  「我們在全州

推進課後活動計畫，從而指導更多學生邁向成功，並確保紐約州的每個學生獲得蓬

勃發展的機會。」   

  

「這筆資金將面向全州高需求地區的學生持續擴展課後活動計畫，」副州長凱西 ‧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我們想確保未獲得充分服務的社區內的孩子們獲得

相同的渠道和機會接觸各類計畫和資源，這將幫助他們在課堂內外實現成長。這是

對最年輕的紐約民眾和紐約州的未來的投資。」   

  

這筆資金作為州長《2018 年州情咨文》的內容於一月份公佈，在《2018-2019 年

預算案 (2018-2019 Budget)》中獲得通過，批准各校區按照每個學生  1,600 美元的

金額領取為期五年的撥款。各校區必須採用質量指標評估環境、教職員工與學生的

互動、以及學生的學習成績。  

  

研究表明，參與優質課後活動計畫的孩子擁有更好的就學率和學業成就，並且在課

外時間不太可能參與有風險的活動。  

  



 

 

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代理主任

希拉  J. 普爾  (Sheila J. Poole) 表示，「課後活動計畫能夠提高孩子們的學業成就

和社會成就。家長了解到子女在安全、育人且豐富有趣的環境中獲得照顧時會感到

放心。課後活動計畫提供豐富的活動，幫助孩子在上課日期間所學知識以外探索新

活動和興趣。」   

  

校務委員會  (Board of Regents) 會長貝蒂  A. 羅薩  (Betty A. Rosa) 表示，「優秀的

課後活動計畫給亟需的孩子和家庭提供多種益處。我們增加提供這些安全的教育機

會，就能提升整個社區，並確保工薪階層家長放心。這是對孩子們的未來的重要投

資。」  

  

紐約州教育部部長瑪麗艾倫·艾利亞  (MaryEllen Elia) 表示，「對有需求的學生和家

庭的支持並不隨著放學鈴聲響起而結束。這類社區課後活動計畫使學生積極參與適

齡教育活動和休閒娛樂活動，並為家庭提供機會，有意義地參與子女的教育。評議

委員會 (Board of Regents) 和我感激葛謨州長提供亟需的資源，用來預防暴力，並

幫助學生們參加安全充實的活動。」   

  

獲獎者   

  

•  紐約市校區  (New York City School District)（皇后區第  27 區 (Queens 

District 27)）- 502,400 美元  

•  紐約市兒童的承諾慈善機構  (Children of Promise, NYC)（布朗克斯區

第  09 區 (Bronx District 09)）- 320,000 美元   

•  學校體育藝術基金會有限公司  (Sports & Arts in Schools Foundation 

Inc.)（皇后區第 30 區  (Queens District 30)）- 672,000 美元  

•  紐約人際關係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New York Center for Interpersonal 

Development, Inc.)（斯塔頓島區第  31 區 (Staten Island District 31)）- 

256,000 美元   

•  紐約市校區  (New York City School District)（曼哈頓區第  05 區 

(Manhattan District 05)）- 582,400 美元  

•  東區住房有限公司  (East Side House, Inc.)（布朗克斯區第  07 區  

(Bronx District 07)）- 360,000 美元   

•  職業願景機構  - 紐約州  (CareerVisions - NY)，（布朗克斯區第  11 區 

(Bronx District 11)）- 288,000 美元   

•  麥斯佩斯市政廳有限公司  (Maspeth Town Hall, Inc.)（皇后區第  24 區 

(Queens District 24)）- 800,000 美元   

•  森尼賽德社區服務有限公司  (Sunnyside Community Services, Inc.)（皇

后區第 24 區  (Queens District 24)）- 160,000 美元  

•  斯克內克塔迪郡校區  (Schenectady School District)（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798,400 美元  



 

 

•  奧斯威戈郡機會有限公司  (Oswego County Opportunities Inc.)（富爾頓

郡  (Fulton)）- 104,000 美元  

•  楊克斯市校區  (Yonkers City School District)（楊克斯市  (Yonkers)）- 

800,000 美元   

•  紐約州西部地區基督教女青年會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 of Western New York)（拉克萬納市  (Lackawanna)）- 398,400 

美元   

•  圣勞倫斯郡康乃爾大學合作推廣處  (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 

Association of St. Lawrence County)（巴瑞斯維勒鎮  - 霍普金頓鎮

(Parishville-Hopkinton)）- 174,400 美元  

•  芒特弗農市校區  (Mount Vernon City School District)（芒特弗農市  

(Mount Vernon)）- 584,000 美元  

  

課後活動的重要意義   

  

匹茲堡大學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兒童發展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 Development) 

稱，課後活動計畫給孩子們提供機會，在鼓勵探索和創意表達的環境中茁壯成長。

這些活動提供孩子們無法從別處獲得的啟發靈感且內容豐富的活動。課後活動計畫

供孩子們探索潛力、了解興趣所在，並參與其社區活動。課後活動計畫提供建設性

且資源豐富的環境，投資於孩子的成長，從社會情感發展，到更好地了解自身興趣

和目標、確認喜好、重視團隊工作，並在提供指導和鼓勵的安全環境中利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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