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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260 多萬美元為紐約州的問題青年擴大學徒制計畫   

 
斥資  110 萬美元支援本州首批預學徒制計畫補助金   

(Pre-Apprenticeship Grant) 獲得者  

 
斥資  150 萬美元聯邦補助金促進新註冊學徒制計畫   

(New Registered Apprenticeship Programs) 設立的商業外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  6 名培訓提供者現已獲得補助金，成為全國首批入

選州政府資助的預學徒制計畫  (Pre-Apprenticeship Program) 提供人。這些提供者將

為問題青年進入學徒制計畫  (apprenticeship) 學習提供銜接，傳授必要技能幫助他

們參與正式的學徒制計畫。該計畫將針對年齡在  18 至 24 歲、輟學且生活貧困的

年輕人。 

 

「每位紐約人都應當獲得追求成功的公平機會，透過全國首推的預學徒制計畫，我

們將幫助一些最弱勢的人群掃清障礙，提供更多機會。」  葛謨州長指出。  「這類

投資將企業與技術工人聯繫起來，為全州境內的年輕人提供能夠改變他們一生的機

遇，為所有民眾構建一個更加強大、更加公平的紐約州。」  

 

自  7 月份發佈了《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s)》後，六家培訓提供者將獲得資

金設立該計畫，從而實現州長定下的為欠服務人群擴大進入學徒制計畫的機會。   

 

計畫  覆蓋區域 金額  受訓人員 

團結一致重建紐約市   

(Rebuilding Together NYC) 

紐約市  

(New York City，NYC) 
97,500 美元  15 

愛德華 J. 麥羅伊建築施工技能

培訓倡議 (The Edward J. Malloy 

Initiative for Construction Skills) 

紐約市 240,000 美元  40 

婦女非傳統就業  (Nontraditional 

Employment for Women) 

紐約市、 

長島(Long Island)、  

威斯特徹斯特縣   

(Westchester Co.) 

221,372 美元  36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30-million-expand-urban-youth-jobs-program-and-launches-statewide-pre


普特南縣 (Putnam) 和威斯特徹

斯特縣北部教育服務協作委員會  

(P/NW Boards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Services，BOCES) 

普特南縣和威斯特徹斯

特縣北部 
150,000 美元  25 

紐約市木匠學徒制區域理事會  

(NYC District Council of 

Carpenters Apprenticeship) 熟練

工再教育和行業基金  

(Journeyman Retraining 
Educational & Industry Fund) 

紐約市區 296,000 美元  50 

東北木匠學徒制培訓和教育基金  

(Northeast Carpenters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and 
Education Fund) 

奧爾巴尼 (Albany)、  

哈德遜谷 

(Hudson Valley)、  

羅徹斯特 (Rochester)  

和長島 (Long Island) 

100,000 美元  25 

總計  
 

1,104,872 美元  191 

預學徒制計畫為參與者提供必要培訓，向他們介紹各種技能，包括建築施工、工業

製造，並將他們直接推薦給註冊學徒制計畫中的各種職位。獲得補助金的培訓提供

者將與非營利社區組織和其他招聘機構展開合作，尋找可能從本計畫中獲益的人

員。當一名預學徒制學員畢業並進入一個註冊學徒制計畫後，培訓提供者們則將與

州政府的資助專案、買賣合同建立聯繫，包括：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和賓州車站  (Penn Station) 重建工程，使得年輕人能夠參與進來，建設他們所在的

社區。 

 

此外，州長還宣佈紐約州勞工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現已獲得價

值  150 萬美元的「美國學徒制  (ApprenticeshipUSA)」州政府推廣補助金。此外，

該部門還在  6 月獲得了「美國學徒制」提供的價值  200,000 美元「加速器補助金  

(Accelerator Grant) 」。這些資金將加強勞工部的工作能力，與各大區域經濟發展

理事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展開合作，確定需要技術工人的

行業，與僱主進行交流，設立新的註冊學徒制計畫。這類計畫將課堂教學與已付費

崗位培訓結合起來，使得參與者能夠在經驗不斷豐富的過程中，賺取體面的收入。  

 

「鑒於葛謨州長大力支持註冊學徒制計畫，在過去幾年間，紐約州已經大膽地將學

徒制計畫推廣至新興行業，」紐約州勞工部專員羅伯塔·利爾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  「這筆資金將幫助我們繼續推廣這一計畫，幫助更多人學習實用技能，賺

取體面的收入，朝中產階級的方向邁進。」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的註冊學徒制計畫現已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從  2010 

年招收的 3,419 名新進學徒增長到了  2015 年的 4,774 名新進學徒。這筆資金將用

於向更多行業進行推廣，進一步擴大這個紐約州推出的不斷發展的計畫。  

 



2011 年，非建築施工計畫已經佔到了所有計畫總數的  25%；截至 2015 年年底，

這一比例已經達到了  31%。學徒制計畫所提供的新技能包括：社區保健工人  

(Community Health Workers)、計算機支持技術人員  (Computer Support 

Technicians)、精密光學部件製造技術人員 (Precision Optics Manufacturing 

Technicians)、無心磨床機械師  (Centerless Grinder Machinists)。 

 

「學徒制計畫為勤奮的美國人提供了技能與培訓，是他們邁向中產階級的重要途

徑，」國會議員尼塔  M. 羅威  (Nita M. Lowey) 表示。「作為眾議院撥款委員會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的高級成員  (Ranking Member)，我努力為『美國

學徒制』爭取了  9,000 萬美元。我很高興地看到州長正在使用聯邦資金進行智慧投

資，為年輕人提供各種技能，使得他們有機會找到好工作，獲得更有保障的未來生

活。」 

 

「面對當今富有挑戰的就業市場，學徒制計畫能夠為僱主和學員帶來巨大收益，」

國會議員喬·克勞利  (Joe Crowley) 表示。  「我讚賞葛謨州長在紐約境內擴大這些

計畫的範圍，這類投資將能修建通往中產階級的階梯。在國會中，我十分關注幫助

求職者學習新的技能，從而找到並保住工作。我很高興能夠看到這些聯邦資金能夠

直接用於勞動力的開發，並鼓勵企業僱傭更多員工。」  

 

「預學徒制計畫將為紐約的青年才俊創造他們急需的機遇，投資並加強他們的所在

社區，創建一個更光明的未來，」國會議員史蒂夫·伊薩瑞  (Steve Israel) 表示。  

「我衷心感謝葛謨州長領導推進這一重要計畫，感謝這一計畫將給我們社區帶來的

巨大收益。」  

 

「許多問題青年從未獲得公平機遇——但幸虧有了葛謨州長對學徒制計畫的投資，

使得越來越多的紐約年輕人能夠有機會學習技能，幫助他們獲得收入體面的工作，

增強社區能力，並學習維持本州經濟不斷發展的重要技能，」國會議員肖恩·派翠

克·麥隆尼  (Sean Patrick Maloney) 表示。  「州長和我都承諾幫助弱勢社區，我期

待著擴大聯邦計畫——例如『美國學徒制』——幫助州長繼續對我們的本地經濟進

行智慧投資。」  

 

「學徒制計畫是幫助工人學習新技能、獲得更高收入和進入更好行業的最為有效的

工具。這筆資金將幫助更多紐約人朝著這個方向奮進，特別是那些問題青年和欠服

務區的人員，」國會議員凱瑟琳·萊斯  (Kathleen Rice) 表示。  「我很高興我們爭

取到了聯邦補助金來支持州長提出的計畫，我將繼續盡我所能在長島、在全州和全

國境內擴大學徒制計畫。」  

 

如需瞭解更多有關紐約州學徒制計畫的資訊，請瀏覽此處：  

labor.ny.gov/apprenticeship/appindex.shtm。  

 

「美國學徒制  (ApprenticeshipUSA)」簡介  

「美國學徒制」是奧巴馬政府  (Obama Administration) 推出的旨在推動學徒制的發

展和多樣化的一套戰略。在接下來的  18 個月間，這項努力將促進各種行業設立學

https://labor.ny.gov/apprenticeship/appindex.shtm


徒制計畫，包括：醫療保健、高級製造、資訊技術等，使得這些計畫給到學員一種

職業，而非僅僅只是一個工作。這筆補助金將向各州和各區域提供資金，使得它們

能夠在城市和農村社區中推廣新的學徒制計畫。這類專案將著重幫助各類工人——

包括過去學徒制計畫推廣過程中被忽略的婦女和少數族裔——使其能夠進入需求量

大的行業。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瀏覽：www.dol.gov/featured/apprenticesh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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