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1 月 2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近  200 萬美元用以擴大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的課後活動計畫   

  

這筆資金將透過「帝國州課後活動計畫  (Empire State After-School Program)」 

創造  1,239 個新名額——將總可用名額數量翻一番   

  

採用  3,500 萬美元投資款項的一部分用以支持全州境內高需求學區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把帝國州課後活動計畫的近  200 萬美元發放給紐約

中部地區的兩個高需求校區。這筆資金將增添  1,239 個新名額，使得總名額數量

達到 2,405 個——比去年同期的名額總數翻了一番。這筆資金作為州長《2017  

年州情咨文  (2017 State of the State)》的內容於一月份公佈，在《2018 年預算案 

(2018 Budget)》中獲得通過並取得  3,500 萬美元撥款，從爾為本州境內各校區提

供為期五年的補助金。  

 

「投資於我們的兒童就是投資於本州的未來，」州長葛謨表示。「這些課後活動

計畫將確保在高需求校區內就學的紐約青少年能夠獲得所需指導，使其成為下一

代領袖，從爾為所有民眾構建一個更強大的紐約州奠定堅實的基礎。」  

  

研究顯示，課後活動計畫與降低輟學率、減少青少年犯罪息息相關。獲得撥款的

各大校區均位於兒童貧困率較高的社區，許多這類社區都屬於「帝國州減貧計畫  

(Empire State Poverty Reduction Initiative)」的指定社區。其他研究還顯示，參加優

質課後活動計畫的孩子們擁有更好的同學關係、情緒調整能力、衝突解決技巧、

在校整體表現，並能在數學、閱讀和語文的標準化測驗中取得更好的成績。我們

還發現，針對優質課後活動計畫每投入  1 美元，即可獲得  3 美元的投資回報。  

  

紐約州中部地區以下校區獲得了撥款：  

  

校區   服務兒童數量   撥款金額   

奧斯威戈市校區  (Oswego City School 

District)  
354  566,400 美元  



 

 

錫拉丘茲市校區  (Syracuse City School 

District)  
885  1,416,000 美元  

總計  1,239  1,982,400 美元  

  

奧斯威戈市校區  (Oswego City School District):  

  

獲得撥款的學校和社區合作夥伴：  

•  雷頓小學 (Leighton Elementary)  

• 菲茨休公園小學  (Fitzhugh Park Elementary)  

• 奧斯威戈郡機會機構  (Oswego County Opportunities)  

• 奧斯威戈郡酒精和成癮問題理事會  (County of Oswego Council of 

Alcohol and Addictions Inc.)  

  

錫拉丘茲市校區  (Syracuse City School District):  

  

獲得撥款的學校和社區合作夥伴：  

• 錫拉丘茲市男女生俱樂部  (Boys & Girls Club of Syracuse)  

• 威斯科特社區中心  (Westcott Community Center)  

• 大錫拉丘茲地區  (Greater Syracuse) 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 

• 克萊利中學  (Clary Middle School)  

• 薩倫海德小學  (Salem Hyde Elementary School)  

• 特拉華小學  (Delaware Primary School)  

• 萊莫恩小學  (LeMoyne Elementary School)  

  

州長曾於 5 月首次宣佈 這筆款項，用以支持本州境內高需求校區的課後活動計畫

的設立或擴展。在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的管理下，紐約州中部兩大校區將在五年撥款期內按年獲得

分期款項。  

  

「帝國州課後活動計畫」的資金建立在葛謨州長持續推動本州各地教育事業的堅

定承諾之上。僅在今年，紐約州中部地區的教育投入就已增加了  3.9%，為本地區

的學校提供了  13 億美元。這些投資現已提高了紐約境內的畢業率。2017 年， 

錫拉丘茲市的畢業率就從  2014 年的 51% 上漲到了 61%。  

  

紐約各社區學校也在今年獲得了更多撥款，額外獲得  5,000 萬美元用以支持全州

各地的學生和家長，為他們提供更多服務，包擴：醫療保健、老年人看護、營養

教育、工作培訓和心理咨詢。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35-million-expand-after-school-programs-high-need-school-districts#_blank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課後活動計畫對於工薪階層的家庭來

說至關重要。透過在下課鈴拉響後給孩子們提供所需支持，紐約州正在為我們所

有兒童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我很自豪能夠參與本屆政府的持續努力，將紐約家

庭的利益放在首位。」   

  

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代理主任希拉  J. 普爾  (Sheila J. Poole) 表示， 

「這筆資金將為本州數以千計的兒童提供一個安全、互助和溫暖的課後去處，  

為學生提供一個能夠繼續培養學術和社交成就的環境，為家長帶來一份心安。」   

  

紐約州教育理事會  (New York State Board of Regents) 會長貝蒂·羅莎  (Betty 

Rosa) 表示，「孩子的發展不會因下課鈴聲響起後就結束，我們也不應支持這種

學習方式。課後活動計畫，例如這筆撥款中支持的計畫，是一項關鍵舉措，能夠

為所有孩子提供一個平等的學習機會，為家庭提供所需的額外支持，確保學生能

夠為構建成功的未來做好準備。」   

  

紐約州教育部  (State Education) 部長瑪麗艾倫·艾利亞  (MaryEllen Elia) 表示，

「研究結果十分明確。優質的課後活動計畫將為兒童、家庭及其所在社區帶來巨

大福祉。這些計畫能夠提高孩子們的學習成績、改善課堂表現、減少不健康和危

險的行為、鼓勵參與體育活動、提倡健康飲食習慣，並為需要工作的家長的孩子

們提供一個安全溫馨、相互扶持的環境。我讚賞州長和議會為本州境內眾多兒童

與家庭提供這些福利。」   

  

紐約州參議院教育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Senate Education Committee) 主席、

州參議員卡爾  L. 馬賽裡諾  (Carl L. Marcellino) 表示，「我們反復見證了課後活動

計畫給學生們帶來的積極影響。透過為孩子們提供一個用於學習的安全環境，  

他們將可選擇追求積極進步，爾非消極錯誤。只要我們擁有資源為這些計畫增添

重要名額，我們就一定要這麼做。我讚賞葛謨州長的貢獻與努力，並期待著在接

下來的一年間加大努力。」   

  

州眾議院教育委員會  (Assembly Education Committee) 主席、州眾議員凱西 · 

諾蘭  (Cathy Nolan)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我們所取得的進展，為全州各地學生帶

來福祉。教育人士、家長和利益攸關方們都一致同意，放學後的幾個小時對於工

薪階層的家庭來說最為難熬，他們在為孩子們爭取資源的過程中困難重重。這筆

資金將不僅為他們帶來一份心安，還將確保最為急需這項服務的學生和家庭都能

找到安全、有效的各類計畫。我要衷心感謝我們的政府合作夥伴、所有辛勤耕耘

的教育人士和倡議者們，是他們堅持不懈的努力促進了紐約學生取得成就。」   

  

錫拉丘茲市總校長傑米 ·艾麗西亞  (Jaime Alicea) 表示，「透過改善和擴大課後活

動計畫，我們為學生們創造了一個能夠在放學後繼續成長和學習的環境。在葛謨

州長、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層級的合作夥伴們的大力支持下，我們將為錫拉丘茲市



 

 

的學生們提供其所需重要支持和資源，幫助他們繼續努力學習，奔向美好的未

來。」  

  

奧斯威戈市總校長迪恩  F. 格維  (Dean F. Goewey) 博士表示，「今天的聲明對於

奧斯威戈市的學校至關重要。我深知這筆資金對於幫助我們的學校擴大課後活動

計畫是極其關鍵的。當更多的孩子們在放學後能夠獲得豐富資源時，我們將確保

他們的學習不會因下課鈴拉響爾結束。我期待著見證這筆重要投資給我們的社區

帶來的繁榮與發展。」   

  

帝國州減貧計畫  (Empire State Poverty Reduction Initiative，ESPRI) 簡介   

紐約州帝國減貧計畫  (New York State Empire Poverty Reduction Initiative) 包括貧困

度最高的城市：奧爾巴尼市  (Albany)、賓漢姆頓市  (Binghamton)、水牛城 

(Buffalo)、埃爾邁拉市  (Elmira)、詹姆斯敦市  (Jamestown)、奧尼昂塔市  

(Oneonta)、奧斯威戈市  (Oswego)、錫拉丘茲市  (Syracuse)、尤迪卡市 (Utica)、 

特洛伊市 (Troy)。帝國州減貧計畫  (ESPRI) 重在更加有效地使用現有資源，有針

對性地結束貧困狀態，改善每個社區內部企業、公眾和非營利機構之間的關係，

確保州政府和當地政府加強協調，為全體紐約民眾帶來更多經濟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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