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佈：2021 年 9 月 16 日

州長凱西．霍楚爾

霍楚爾州長宣佈州政府採取行動以紀念「飢餓行動月」

啟動「滋養紐約」計畫 2,500 萬美元的第四輪，將繼續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食物，並支
援紐約州的農民
本州地標建築點亮橙色燈光以紀念 2021 年 9 月 17 日「飢餓行動日」
全州各地的食物銀行將透過食物分發、食物募捐等活動來紀念「飢餓行動月」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紐約州採取多項行動以紀念「飢餓行動月」(Hunger Action
Month)，每年 9 月的飢餓行動月旨在提高民眾對於糧食安全問題的認識，並支援消除飢
餓現象的鬥爭。「滋養紐約」(Nourish New York) 計畫的第四輪於本月啟動，向紐約州
的緊急食品供應商網路劃撥了 2,500 萬美元的額外資金，以向有需要的民眾提供紐約州
的食品。這使得該計畫自其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高峰期間啟動以來的資金總額達到
8,500 萬美元。
州長還宣佈，在 9 月 17 日週五的「飢餓行動日」(Hunger Action Day) 當天，本州地標
建築將點亮橙色燈光，以提高民眾對這一重要問題的認識，並承諾紐約州將繼續致力於
消除各個社區中的飢餓現象。全州各地的食物銀行也將透過一系列的食物分發、食物募
捐等活動來紀念飢餓行動月，從而讓紐約民眾有機會參與其中。
「我們所有人都共同面對了過去這一年半的困難時期，在此期間，糧食安全問題變得更
加嚴重，太多的紐約民眾發現吃飽飯已經變成一種挑戰。」霍楚爾州長表示，「在與社
區中的飢餓現象作鬥爭方面，紐約州持續走在最前沿，我們將在此次飢餓行動月期間加
強宣傳，確保更多紐約民眾能夠讓自己的家人吃飽飯。我鼓勵每位民眾都參與「飢餓行
動月」，支援自己所在的社區，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以幫助紐約民眾從疫情的破壞性
影響當中恢復過來。」
「滋養紐約」計畫
「滋養紐約」計畫的第四輪於本月啓動，透過這項計畫，紐約州的緊急食品供應商將能
夠繼續向紐約州的農民和乳製品生產商購買剩餘產品，並在年底前（包括在節假日期
間）向有需要的紐約州家庭運送這些產品。「滋養紐約」計畫於 2020 年 5 月疫情高峰
期間啟動，自啓動以來，該計畫已幫助紐約州的食物銀行和緊急食品供應商網路向當地
農民購買了超過 3,500 萬磅的食品，並向全州各地的社區提供了超過 2,900 萬份膳食。

作為 2021-22 年紐約州預算的一部分，該計畫第四輪的資金已獲得通過，並將透過延長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同，重新分配給參與計畫的食物銀行和緊急食品供應商。緊
急食品供應商可以透過以下方式使用分配給他們的資金：
•
•
•

透過活動/贈品來安排食物募捐活動；
在全州各地發放乳製品代金券，用於在雜貨店兌換乳酪、優酪乳、牛奶、優酪乳
油和黃油等產品，和/或；
直接向紐約州乳製品/食品製造商購買產品，用於他們的餵養計畫。

迄今為止，已透過四輪資金向「滋養紐約」計畫投入了 8,500 萬美元。該計畫直接向本
州的緊急食品供應商提供資金，幫助他們購買紐約州的農產品，如牛奶、優酪乳、乳
酪、鬆軟乾酪，以及農產品、肉類、海鮮和雞蛋。它還資助了透過大型得來速、食品盒
和學校膳食計畫、食品儲藏室和施食所向紐約民眾交付這些食品。此外，該計畫還爲那
些因疫情而失去了產品市場的本州農民和生產商提供支援。透過食物銀行的採購，4,178
個農場從中獲益。
本州地標建築點亮橙色燈光
為紀念「飢餓行動日」和「飢餓行動月」，9 月 17 日週五當天，本州地標建築將點亮橙
色燈光。紐約州連續第三年在其地標建築點亮橙色燈光，以提高民眾對飢餓的意識。橙
色是第一張食品券的顏色，被飢餓救濟組織和其他組織用來代表飢餓意識。
以下是為紀念飢餓行動月而將點亮橙色燈光的本州地標建築：
•
•
•
•
•
•
•
•
•
•
•
•
•

馬里奧．M．葛謨州長大橋 (Governor Mario M. Cuomo Bridge)
柯西邱思科大橋 (Kosciuszko Bridge)
H．卡爾．麥克考爾紐約州立大學大樓 (H. Carl McCall SUNY Building)
州教育大樓 (State Education Building)
阿爾弗雷德．E．史密斯州辦公大樓 (Alfred E. Smith State Office Building)
紐約州博覽會場主大門和博覽會中心 (State Fairgrounds Main Gate &
Expo Center)
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奧爾巴尼國際機場入口 (Albany International Airport Gateway)
紐約中央火車站 - 潘興廣場高架橋 (Grand Central Terminal - Pershing
Square Viaduct)
普萊西德湖奧林匹克跳臺場館 (Lake Placid Olympic Jumping Complex)
弗蘭克林．D．羅斯福哈德遜中部大橋 (Franklin D. Roosevelt Mid-Hudson
Bridge)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長島鐵路公司 - 賓州車站東區通道 (MTA LIRR - East
End Gateway at Penn Station)
世界貿易中心一號大樓 (One World Trade Center)

紐約州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與飢餓現象作鬥爭。本州近年來已推出多項突破性的計畫，
包括飢餓和糧食政策委員會 (Council on Hunger and Food Policy)、《重要布魯克林計
畫 (Vital Brooklyn)》、《解決學生溫飽計畫 (No Student Goes Hungry initiative)》，用
來抗擊飢餓、增加提供當地出產的食品，並給資源匱乏的社區提供紐約州出產的食品和
飲料。
飢餓和糧食政策委員會召開會議，從而在關於如何解決飢餓問題以及增加紐約州居民獲
得當地種植的健康糧食的機會等方面，為本州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專業知識。近期，該委
員會在「滋養紐約」計畫的建立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加
強解決飢餓問題的計畫與食品生產者和供應者之間的紐帶與合作。
食物分發活動
此外，紐約州 10 個地區的食物銀行中有許多都在本月以自己的方式紀念飢餓行動月，
爲紐約民眾提供了在自己的社區實地參與活動的絕佳機會。已規劃的活動包括一系列的
食物分發、食物募捐以及其他活動，如「紐約州西部地區充足食物」(Feedmore
Western New York)，其正在推動點亮當地的地標建築，包括尼亞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和電力塔 (Electric Tower)。許多食物銀行，如「餵養韋斯切斯特」(Feeding
Westchester)，也正在與當地的非營利組織合作，在其所在區域舉辦現場和線上募捐活
動。食物銀行還鼓勵紐約民眾在飢餓行動日當天穿上橙色衣服，並在社交媒體上發佈內
容，以提高人們對這項事業的認識。
如果您有興趣尋找食物或在當地食物銀行擔任志願者，請造訪「餵養紐約州」(Feeding
New York State) 網站以瞭解更多資訊。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A．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飢
餓行動月是提高對紐約州糧食安全問題的認識，並繼續為確保全民擁有更多機會獲得食
物而奮鬥的絕佳時機。紐約州已經採取了果斷的行動來對抗糧食安全問題，比如我們的
『滋養紐約』計畫，這項計畫成功地幫助我們的農民與持續面臨糧食安全問題的家庭建
立連接，此外還有我們偉大的食物銀行網路，它們致力於讓全州各地的民眾獲得食物。
我想感謝霍楚爾州長和立法機構支援繼續實施『滋養紐約』計畫，這項計畫顯然對我們
的農業社區和居民社區產生了持久的影響，此外它也鼓勵所有紐約民眾在這個月甚至是
全年其他時候向他們的鄰居伸出援手。」
參議員米歇爾．辛奇斯 (Michelle Hinchey) 表示，「每位紐約民眾都應當獲得健康、新
鮮的食物，無論他們住在哪裡，無論他們的經濟能力如何。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和隨之
而來的經濟挑戰導致紐約州的飢餓危機更加嚴重，近來，本州各地有更多的家庭開始依
賴他們當地的食物銀行。在這個難以想像的黑暗時刻，『滋養紐約』計畫作為一個創新
的解決方案出現在民眾的身邊，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食物，同時為我們辛勤工作的農民
提供了一個銷售農產品的新管道，他們中有許多人由於疫情相關的經濟損失而難以維持
經營。今天，由於這項 2,500 萬美元的額外投資，『滋養紐約』將能夠繼續作爲一座希
望的燈塔，為陷入困境的紐約民眾提供富有同情心的援助。我想感謝霍楚爾州長致力於
提高人們對飢餓行動月重要性的認識，並且採取可行措施來解決我們社區的糧食安全問

題。我期待著與其繼續合作，為身處我們偉大紐約州每個角落的民眾，建立一個更具復
原力的食物系統。」
眾議員唐娜．盧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我想感謝霍楚爾州長以這種方式來紀念
飢餓行動月。繼續支援『滋養紐約』計畫，解決持續存在的糧食安全問題，同時也支援
我們同樣在困境中掙扎的農民。食物銀行、食物募捐和分配中心都在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透過與我們的農業部門建立連接，不僅提供了所需的物
資，還在全州各地建立了寶貴的關係，對此我深表感激。」
紐約州農業局 (New York Farm Bureau) 局長戴夫．費雪 (Dave Fisher) 表示，「『滋
養紐約』依然是一項偉大的計畫，它造福於紐約州的農民以及需要本州產新鮮食品的民
眾。額外的資金將為獲取包括乳製品在內的本地食品提供便利，並確保本州在從充滿挑
戰的一年中復甦時，能夠為農場社區提供持續的市場機會。紐約州農業局讚賞州長和本
州立法機構對這項寶貴計畫的持續支援。」
「餵養紐約州」(Feeding NYS) 執行董事丹．伊根 (Dan Egan) 表示，「『滋養紐約』
計畫繼續為面臨飢餓風險的紐約民眾提供關鍵支援。低收入紐約民眾的營養缺口較大，
而『滋養紐約』計畫透過提供最優質的紐約產食品來解決這一缺口。『滋養紐約』計畫
幫助農民、食物銀行與飢餓的民眾建立連接，是一項高效且富有成效的計畫。我們期待
著紐約州農業部門和食品行業的最終全面復甦，而持續支援這一復甦將是至關重要
的。」
紐約市食物銀行總裁兼執行長萊斯利．戈登 (Leslie Gordon) 表示，「我們很榮幸能與
本州的領導合作，他們致力於透過『滋養紐約』這類計畫，幫助紐約民眾與基本的食品
資源建立連接，繼續強化我們強大的食品儲藏室和施食所網路。我們深知，在全州範圍
內對抗糧食安全問題，有賴於民選官員貫穿全年的領導。我們誠邀所有紐約民眾在這個
飢餓行動月以及未來，與他們當地的糧食銀行建立連接並提供支援。」
紐約州中部地區食物銀行執行董事凱倫．貝爾徹 (Karen Belcher) 表示，「紐約州中部
地區食物銀行每天都致力於為飢餓民眾提供食物。透過『滋養紐約』提供的資金，讓我
們有機會能夠繼續透過分發乳製品、農產品和其他農業品項的食品，來幫助我們社區中
的民眾。在我們成立 36 年的歷史中，我們建立起了強大的農業夥伴關係，『滋養紐
約』計畫則突顯了這些關係。我們要感謝凱西．霍楚爾州長和紐約州農業市場部在飢餓
行動月和一整年中對於我們的持續支援，推動我們繼續在疫情造成的經濟影響中摸索前
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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