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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首期『精益求精環保志工團  (EXCELSIOR CONSERVATION 

CORPS，ECC)』培訓班畢業  

 
41 名志工學員完成了為紐約州土地和公園所提供的  10 個月環境服務  

 
2017 期培訓班將於  1 月  30 日開課，招生工作現已啟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紐約州『精益求精保環保志工團』首期培訓班於今

日畢業，第二期培訓班現已啟動招生工作。41 名學員在提供了  10 個月的服務

後，順利完成了『美國志工團  (AmeriCorps)』提供的環境管理和教育培訓計畫。  

 

「『精益求精環保志工團』是年輕人獲取寶貴技能和培訓的獨特機會，從而幫助應

對本州面臨的許多環境挑戰，」葛謨州長表示。「我讚賞這些年輕人的管理能力

與奉獻精神，使得紐約變得更加美好，並鼓勵那些對此感興趣、願意為了紐約的下

一代維護和保護環境的人們申請加入  2017 期培訓班。」  

 

這期畢業班在紐約各地完成了各類環境專案，並學到了可用在未來職業生涯中的實

踐經驗和環保技能。『精益求精環保志工團』第二期培訓班將於  1 月 30 日開課。

招生工作現已啟動，主要面向在紐約生活或學習的年齡在  18至 25 周歲的年輕

人，以及年齡在 28 周歲以下的來自任何州的退伍軍人。  

 

在本計畫中，『精益求精環保志工團  (ECC)』學員將在莫里斯維爾州立學院  

(Morrisville State College) 接受有關野外急救、步道修建、木工手藝、風險管理、應

急響應、培訓與外展、和野外生存技能等方面的全面培訓並通過資質認證。完成了

基本培訓後，學員將被分成小組派往全州各地的重點專案。除了環境管理工作以

外，學員還將接受災難和志願管理培訓，幫助受到極端天氣影響的各大社區，並在

重大風暴災害中充當志願者領導人。請點擊此處獲取一份  2016 年畢業生名單。  

 

ECC 學員現已完成了  80 多項專案，並為紐約州公園、康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下屬的 19 個不同專案現場和  

44 棟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的所屬房產提

供了服務。學員們：  

http://www.thesca.org/serve/program/excelsior-conservation-corps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2016ExcelsiorConservationCorpsGraduates.pdf


  對  100 英里步道進行了改造：  在伊薩卡縣  (Ithaca) 周邊的羅伯特  H. 翠曼

州立公園 (Robert H. Tremen State Park) 修建了 147 級台階用於修復一片峽

谷步道；在喬治湖 (Lake George) 周邊的普羅斯佩克山  (Prospect Mountain) 

山頂上修建符合《美國殘疾人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

要求的道路。  

 

  對  378 英畝的土地進行了改造：  學員們對位於哈裡曼州立公園  (Harriman 

State Park) 和貝爾山州立公園  (Bear Mountain State Park) 內的幾百英畝的土

地進行了評估，測繪完成了  800 座涵洞和跨水區域，瞭解了水系的聯通；並

參與了長島  (Long Island) 康尼特奎特河州立公園  (Connetquot River State 

Park) 的植樹造林工作。這片樹林受到了南方松甲蟲  (southern pine beetle) 的

破壞。 

 

  為  2,500 人提供了教育培訓：  透過闡釋步道修建和設計的理念幫助教育群

眾；在集市、節日慶典和診所中進行外展宣傳；提供闡釋性教育培訓計畫。  

 

  領導志願者服務專案：  學員們負責監督擁有超過  800 名志願者的各項服務

專案，從而進行自然資源管理、步道修復和維護、棲息地復原和一般環保管

理工作。 

 
 

本計畫由學生環保協會  (Student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SCA) 負責管理。該協會

是全國領先的青年環保服務和環境教育機構。本計畫由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共同撥款  

190 萬美元，其中包括紐約州『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紐約州環境設施公司  (New York Stat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Corporation) 和紐約州

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提供的  100 萬美元。紐約州全國和社區服務

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ommission on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與聯邦政府

下屬的全國和社區服務企業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展開

合作，承諾以『美國志工團』的名義為本計畫提供總共  850,000 美元。 

 

紐約州環保部專員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精益求精環保志工

團』為下一代環保專業人士提供機會，強化學習保護紐約州環境的相關技能，從實

踐中獲取一手資料，學習我們的日常維護措施，從而保護不可替代的自然資源。透

過在州立公園和自然區域積累各種經驗，我們能夠幫助他們深入瞭解實地環保專

案，熟悉環境。我讚賞首期畢業班學生所取得的成就。」  

 

紐約州公園、康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專員露絲 ·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

「從『平民環保志工團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到『精益求精環保志工

團』，紐約州各大公園一直以來都致力於組織公園中的青年工人學習更多技能和才

能。我要祝賀今年畢業的  ECC 學員能夠繼續繼承這一優秀傳統，透過各種改進工

作，為自然環境和公園遊客帶來福祉。」  



 

學生環保協會  (SCA) 會長兼首席執行官傑米·柏曼·馬特雅思  (Jaime Berman 

Matyas) 表示：「從萊奇沃思州立公園  (Letchworth State Park) 到長島，『精益求

精環保志工團』的青年領袖們透過專業方式解決了紐約州所面臨的一些最為緊迫的

環境問題，積累了重要的職業經驗，並保護了本州經濟發展引擎的重要組成部分。

ECC 首期培訓班取得了巨大成功，SCA 期待著能在現有的成就上，更上一層

樓。」 

 

第二期公開招生現已啟動  

紐約州『美國志工團』下屬的『精益求精環保志工團』現正在招收第二期培訓班學

員，本計畫將於  2017 年  1 月 30 日開課。『精益求精環保志工團』學員必須滿足

以下條件：   

  是美國公民或居民，年齡在  18 至  25 周歲之間；   

 

  是紐約州居民或在本州求學；   

 

  擁有高中畢業文憑或普通教育文憑  (Gene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GED)；   

 

  能夠獨立完成工作或參與團隊合作；和  

 

  能夠進行體力勞動。  

 
 

上述條件將針對殘障人士的情況進行適當調整。退伍軍人和少數族裔候選人將獲得

特別關注。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www.thesca.org/serve/program/excelsior-

conservation-cor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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