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7 月 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六家乳品加工商新加入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  

(NEW YORK STATE GROWN & CERTIFIED PROGRAM) 
 

獲得認證的乳品加工商支持紐約州  1,200 多家農場  

  
牛奶、酸奶、乳酪產品將從本月起使用認證標籤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來自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紐約市  (New York City)、北

部地區 (North Country)、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六家乳品加工商已

加入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消費者不久將能夠在伯恩乳品公司  (Byrne Dairy)、紐

約州北部尼亞加拉公司  (Upstate Niagara Cooperative)、麥可卡達姆乳酪公司  

(McCadam Cheese)、金兄弟乳品公司  (King Brothers Dairy)、哈德遜谷新鮮乳品公

司  (Hudson Valley Fresh Dairy)、比徹手工乳酪公司  (Beecher’s Handmade Cheese) 

提供的特定牛奶、酸奶、乳酪產品上找到認證標籤。這些乳品加工商從全州  1,200 

多家農場採購牛奶，從而為紐約州最大的農業部門提供大力支持。  

  

「乳製品是我們的農業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將幫助進一步

發展本州經濟的這個重要部門，」葛謨州長表示。「透過把該計畫擴展至乳製品，

我們宣傳紐約州更多最優秀的生產商和辛勤勞作的農民、讓消費者接觸到優質產品，

並且支持地方經濟發展。」  

  

紐約州種植與認證是一項宣傳計畫，用於重點展示來自紐約州農場、並由達到安全

食品操作實踐要求並且展示環境管理活動的生產商提供的農產品。  

  

上月，州長宣佈與斯圖爾特商店  (Stewart’s Shops) 達成新合作關係，用於把紐約州

種植與認證計畫擴展至涵蓋斯圖爾特商店提供的牛奶、冰淇淋、半脂奶油、重乳酪、

雞蛋。今天的公告進一步推動了該計畫的目標，即透過重點展示達到更高標準的紐

約州農場和加工商來發展本州重要農業產品。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new-york-state-grown-certified-expands-dairy-industry


紐約州北部尼亞加拉公司是一家食品飲料企業，歸  345 家紐約州乳製品農場家族

所有，為幾代紐約州居民提供創新、獲獎並且優質的乳製品。該公司的品質承諾延

伸至每個生產階段，從農場到消費者，其產品包括牛奶、風味牛奶飲料、酸奶、按

勺售賣的冰淇淋、酸奶油、茅屋芝士、冰淇淋組合產品，這些產品使用  Upstate 

Farms®、 Bison®、Intense Milk® 品牌在紐約州各地銷售。  紐約州北部尼亞加拉公

司的總部位於水牛城  (Buffalo)，將在未來數月內為多款液態牛奶產品添加紐約州認

證標籤。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伯恩乳品公司是一家四代家族乳製品加工與分銷企業，該公司已對其新系列的伯恩

谷農場 (Byrne Hollow Farm) 有機牛奶產品添加紐約州種植與認證標籤，這些產品

在全食超市  (Whole Foods Markets)、伯恩乳品商店及其他競選零售商處售賣。本月

末，消費者將開始在  BJ 批發俱樂部  (BJ’s Wholesale Club) 售賣的伯恩乳品公司新

系列伯恩谷農場草飼牛奶產品上找到認證標籤。在今後數週內，伯恩乳品公司還計

劃公佈其他新系列和現有系列產品使用認證標籤。伯恩乳品公司從成立伊始就自豪

地與數百家當地農場以及家族農場合作，其中大多數農場的地理位置距該公司的加

工廠不超過  40 英哩，從而生產出最新鮮美味的乳製品。  

  

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麥可卡達姆乳酪公司歸東北部地區  (Northeast) 領先的奶農企業阿瑞馬克公司  (Agri-

Mark) 所有，並且加入了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麥可卡達姆乳酪公司位於富蘭克

林郡  (Franklin County) 境內，使用  588 家遵守最高品質標準的紐約州乳牛場供應的

牛奶生產獲獎的紐約州切達乾酪、門斯特乾酪以及歐洲風格的乳酪。麥可卡達姆乳

酪公司生產的乳酪在東北部地區  500 多家店鋪內銷售，包括漢納弗德食品超市  

(Hannaford) 和普銳斯超珀超市  (Price Chopper)。消費者可期待在明年看到該公司

的產品使用認證標籤。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金兄弟乳品公司是薩拉托加郡  (Saratoga County) 境內的一家家族農場和加工商。

該公司是本國目前為數不多的幾家仍直接向消費者上門遞送玻璃瓶牛奶的乳品加工

商之一。該公司因頂級純種荷斯坦奶牛和優質牛奶而聞名。金兄弟乳品公司向首府

地區的消費者遞送產品，其產品在該地區雜貨店和小型市場內的份額持續增加。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哈德遜谷新鮮乳品公司是達奇斯郡  (Dutchess)、哥倫比亞郡  (Columbia)、阿爾斯特

郡  (Ulster) 境內的十家奶農成立的合作社。該公司專注於維護哈德遜河谷 (Hudson 

River Valley) 的農業文化遺產，並生產多種優質乳製品。該公司生產的牛奶、全脂

牛奶、冰淇淋、半脂奶油、重乳酪、酸奶、酸奶油將使用認證標籤。消費者將在哈



德遜谷地區  (Hudson Valley) 將近  100 家店鋪內找到哈德遜谷新鮮乳品公司供應的

產品。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比徹手工乳酪公司是一家獲獎的城市乳酪生產商，位於紐約市熨斗區  (Flatiron 

District)。該公司獨特的玻璃封閉式乳酪製作廚房讓參觀者有機會觀看該公司傳承

幾個世紀之久的乳酪製作過程。比徹手工乳酪公司使用四家當地農場供應的牛奶生

產各種特製乳酪，不含人工色素、香料、防腐劑。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這

些傑出的乳品加工企業加入種植與認證計畫不僅將支持本州各地區的數百家家族農

場，還將讓消費者有機會輕鬆識別出按照更高標準生產的紐約州世界頂級農產品。

消費者將愉快地了解到這些公司生產的牛奶、乳酪、酸奶及其他乳製品來自承諾遵

守食品安全與環境可持續性標準的農場和加工廠。」  

  

紐約州北部尼亞加拉公司高級營銷經理基斯 ·特拉克  (Keith Telaak) 表示，「我們

的乳牛場家族有幸加入紐約州農業文化社區，並且非常自豪能夠為其在本州的親朋

好友和鄰居提供美味營養的乳製品。我們建議紐約州消費者支持其當地食品生產商，

尋找包裝上有紐約州認證標籤的產品。」  

  

伯恩乳品公司營銷行政副總裁卡爾 ·伯恩  (Carl Byrne) 表示，「伯恩乳品公司很自

豪加入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我們使用當地採購的農場新鮮牛奶已超過  84 年，

我們相信認證標籤將為我們的生產商合作夥伴賦予其應得的認可。」  

  

阿瑞馬克公司董事會主席尼爾·瑞  (Neal Rea) 表示，「麥可卡達姆乳酪公司加入紐

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令我們非常高興。我們合作社內的農場家庭有半數以上都在紐

約州，我自己的家庭也在紐約州劍橋鎮  (Cambridge) 運營業務。我們在沙托蓋鎮  

(Chateaugay) 的奶油廠生產麥可卡達姆乳酪公司的乳酪，該奶油廠是國內歷史最悠

久的持續運營的乳酪廠，並因製作全世界最優質的乳酪而聞名。」  

  

「我們對於自己家族在紐約州薩拉托加地區超過  115 年的農耕歷史感到非常自

豪，」金兄弟乳品公司家族企業主讓·金  (Jan King) 表示。「顧客因我們提供優質

精製牛奶和乳製品而慢慢依賴上我們。我們很高興加入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該

計畫將幫助加強我們與購買我們產品的顧客形成的直接關係。」  

  

哈德遜谷新鮮乳品公司創始人薩姆 ·西蒙  (Sam Simon) 表示，「哈德遜谷新鮮乳品

公司認為按照客觀標準評估的優質牛奶是一種具備附加值的產品，生產這種牛奶的

農民理應獲得永續價格。  我們的農民對於照顧奶牛感到非常自豪，並且是這片土

地的真正管理者。」  

  

比徹手工乳酪公司創始人庫特·比徹·達米爾  (Kurt Beecher Dammeier) 表示，「我



們的乳酪製作廚房只使用當地優質牛奶，因為我們堅定地相信牛奶的新鮮度直接影

響乳酪的風味。我們很幸運，紐約州有強大的奶農網絡，這些奶農致力於生產優質

牛奶，我們很自豪加入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  

 

參議會農業委員會  (Senate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兼參議員帕蒂·里奇  (Patty 

Ritchie) 表示，「我了解本州奶農和乳品加工商努力工作確保農業作為本州支柱產

業持續蓬勃發展。我要感謝葛謨州長和保爾  (Ball) 廳長透過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

突出展示乳製品來對這一事實表示認可，我們能夠推動本州最大的農業產業部門持

續發展，讓消費者更輕鬆地找到本地出產的新鮮優質並且營養豐富的餐飲產品。」  

 

眾議會農業委員會  (Assembly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兼眾議員比爾·麥基  

(Bill Magee) 表示：「這六家已因頂級質量的產品和商業實踐活動而聞名的加工商

如今使用紐約州種植與認證標籤，該標籤保證當地出產的新鮮食品使用對環境負責

的過程生產以達到更高標準。您可以透過該標籤了解到您購買的乳製品由紐約州當

地奶牛生產。」  

 

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簡介   

  
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由葛謨州長於  2016 年  8 月設立，用於宣傳紐約州的農業生

產商。  該計畫要求參與計畫的生產商採納良好農業規範並參與農業環境管理計畫，

確保消費者可買到符合更高標準的本地生產食品。  

  

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的行銷方案包括產品標識和宣傳資料，例如網站、視訊和營

銷資料，用於鼓勵生產商參與該計畫並向零售商、批發商以及機構買家宣傳該計畫

的價值。 

  

目前有代表著本州  3.3 萬英畝耕地的  57 家果蔬生產商和代表著  1,200 多家紐約州

農場的 7 家乳製品加工商加入了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   

  

在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上關注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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