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7 月 18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撥款逾 3,800 萬美元，用於保護近 1.2 萬英畝的紐約耕地  

   

全州 40 個專案將透過《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劃》保護可用農業用地  

   
長島地區兩項專案獲得 365 萬美元，以此保護寶貴耕地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將會透過《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劃 (Farmland Protection 

Implementation Grants)》，為紐約的農業提供逾 3,800 萬美元的資助金。40 個受資助專

案將能保護全州共 11,772 英畝的寶貴耕地，幫助保持農業用地繼續用於生產，同時確保

紐約農業經營的長期可行性。州長今天到訪長島地區 (Long Island)，在與本地農民舉行

聆聽會議之後，在當地宣佈今天的公告內容。  

   

「我們必須繼續保護紐約州內的寶貴耕地，以促進州內的農業足跡繼續增長，同時也讓未

來數代的生產者能夠蓬勃發展。」霍楚爾州長表示。「我很自豪今年的預算案中能夠增

加撥款，以支援《耕地保護計劃》，展示我們對於紐約農業的承諾。今天所提供的資助金

有助我們保護近 1.2 萬英畝的耕地，讓這些耕地能夠繼續用於農業，長島地區亦不例

外。」  

  

「保護州內耕地是我們保持本州農業經濟活力的一大重要事項。」德爾加多 (Delgado) 

副州長表示。「《耕地保護實施計劃》促進這些土地可以持續作為農業用地，而入選的 

40 個新專案則有助確保州內農民的長期永續性。」  

   

州內的《耕地保護計劃》在第 18 輪實施中作出重大調整。資助金首次授予支援州內最高

優先事項的專案，包括糧食安全、氣候復原力和水源保護。除此之外，計劃資格標準亦加

以擴展，現已包括農林業、養馬業和紅酒業，以此凸顯紐約州的多元化農業產業。  

   

下列專案獲得資助金。  

   

長島地區（15 英畝，3,656,018 美元）  

• 佩科尼克土地信託 (Peconic Land Trust)（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獲

得 1,656,018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巴拉斯農場 (Barras Farm)（蔬菜經



營）的 6 英畝土地。這塊土地目前由佩科尼克土地信託持有，持有權將在

該保育地役權到期後轉交給農場運營商。（水源保護類別）  

• 佩科尼克土地信託（薩福克郡） - 獲得 200 萬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祖瑪

斯農場 (Zoumas Farm) 的 9 英畝土地。（水源保護類別）  

  

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768 英畝，6,406,100 美元）  

• 達奇斯土地保育 (Dutchess Land Conservancy)（達奇斯郡） - 獲得 

923,757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斯達瑞吉農場 (Cedar Ridge Farm) 的 187 

英畝土地。（馬業類別）  

• 達奇斯土地保育（達奇斯郡） - 獲得 1,460,944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奧伯

克里克農場 (Obercreek Farm) 的 144 英畝土地。（可用農業用地 - 其他類

別）  

• 達奇斯土地保育（達奇斯郡） - 獲得 615,299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櫻草山

農場 (Primrose Hill Farm) 的 109 英畝土地。（農林業類別）  

• 華威鎮 (Town of Warwick)（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 - 獲得 1,406,100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阿斯托里諾農場 (Astorino Farm) 的 200 英畝土地。

（可用農業用地 - 其他類別）  

• 韋斯敏斯特土地信託 (Westchester Land Trust)（帕特南郡 (Putnam 

County)） - 獲得 200 萬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萊德農場 (Ryder Farm) 的 

128 英畝土地。（農林業類別）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1,515 英畝，5,215,403 美元）  

• 農業管理協會 (Agricultural Stewardship Association)（華盛頓郡 

(Washington County)） - 獲得 280,739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凱尼恩山農

場 (Kenyon Hill Farm) 的 88 英畝土地。（水源保護類別）  

• 農業管理協會（華盛頓郡） - 獲得 420,350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琳賽農場 

(Lindsay Farm) 的 238 英畝土地。（可用農業用地 - 其他類別）  

• 農業管理協會（華盛頓郡） - 獲得 185,507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史萊克霍

洛農場 (Slack Hollow Farm) 的 141 英畝土地。（可用農業用地 - 其他類

別）  

• 哥倫比亞土地保育 (Columbia Land Conservancy)（哥倫比亞郡 (Columbia 

County)） - 獲得 1,399,453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格拉茨安格斯·埃克斯公

司 (Grazin’ Angus Acres) 的 366 英畝土地。（農林業類別）  

• 哥倫比亞土地保育（與優美哈德遜土地信託 (Scenic Hudson Land Trust) 共

同申請）（哥倫比亞郡） - 獲得 1,282,865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薩馬斯科

特果園-麥金托什有限責任公司 (Samascott Orchards-McIntosh LCC) 的 

216 英畝土地，以及 893,925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薩馬斯科特果園-陸奧

有限責任公司 (Samascott Orchards-Mutsu LLC) 的 316 英畝土地。。（可

用農業用地 - 其他類別）  

• 達奇斯土地保育（達奇斯郡） - 獲得 752,564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馬斯特

斯農場 (Masters Farm) 的 150 英畝土地。（可用農業用地 - 其他類別）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962 英畝，2,862,204 美元）  

• 紐約農業土地信託 (New York Agricultural Land Trust)（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 獲得 764,838 美元，用於保護馬什菲爾德農場 

(Marshfield Farms) 的 288 英畝土地。（可用農業用地 - 其他類別）  

• 紐約農業土地信託（卡尤加郡 (Cayuga County)） - 獲得 1,318,284 美元資

助金，用於保護皮爾斯農場 (Pearce Farm) 的 477 英畝土地。（可用農業

用地 - 其他類別）  

• 杰納西土地信託 (Genesee Land Trust)（卡尤加郡） - 獲得 779,082 美元資

助金，用於保護伍德沃思農場 (Woodworth Farm) 的 197 英畝土地。（水源

保護類別）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5,276 英畝，13,779,792 美元）  

• 杰納西土地信託（與沃爾沃思鎮 (Town of Walworth) 共同申請） - 獲得 

1,323,552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阿姆斯勒農場 (Amsler Farm) 的 293 英畝

土地。（可行農業用地 - 其他類別）  

• 杰納西土地信託（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 - 獲得 947,426 美元資助

金，用於保護古德爾農場 (Goodell Farm) 的 279 英畝土地。（可用農業用

地 - 其他類別）  

• 杰納西土地信託（門羅郡 (Monroe County)） - 獲得 340,923 美元資助金，

用於保護斯通克洛浦農場 (Stonecrop Farm) 的 57 英畝土地。（氣候復原力

類別）  

• 杰納西土地信託（門羅郡） - 獲得 1,620,113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范沃里

斯農場 (Van Voorhis Farm) 的 200 英畝土地。（可用農業用地 - 其他類

別）  

• 杰納西山谷保育 (Genesee Valley Conservancy)（利文斯頓郡 (Livingston 

County)）- 獲得 771,794 美元，用於保護魚溪農場 (Fish Creek Farms) 的 

276 英畝土地。（氣候復原力類別）  

• 杰納西山谷保育（利文斯頓郡和懷俄明郡 (Wyoming County) - 獲得 200 萬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加爾多克雷斯特農場 (Gardeau Crest Farm) 的 1,315 

英畝土地。（可用農業用地 - 其他類別）  

• 杰納西山谷保育（利文斯頓郡)）- 獲得 1,120,401 美元，用於保護麥克倫南

農場 (McClennan Farm) 的 492 英畝土地。（糧食安全類別）  

• 杰納西山谷保育（利文斯頓郡和懷俄明郡） - 獲得 200 萬美元資助金，用

於保護陽光山丘農場 (Sunny Knoll Farms) 的 966 英畝土地。（可用農業用

地 - 其他類別）  

• 杰納西山谷保育（懷俄明郡） - 獲得 149,670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 雪松

農場 (The Cedars Farm) 的 62 英畝土地。（糧食安全類別）  

• 杰納西山谷保育（利文斯頓郡)）- 獲得 1,677,595 美元，用於保護威拉德農

場 (Willard Farm) 的 567 英畝土地。（可用農業用地 - 其他類別）  



• 紐約州西部地區土地保育 (Western New York Land Conservancy)（杰納西

郡）- 獲得 403,667 美元，用於保護斯普林希爾農場 (Springhill Farms) 的 

368 英畝土地。（氣候復原力類別）  

• 五指湖地區土地信託 (Finger Lakes Land Trust)（耶茨郡 (Yates County)） 

- 獲得 1,424,651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亨德森農場 (Henderson Farm) 的 

401 英畝土地。（可用農業用地 - 其他類別）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407 英畝，246,820 美元）  

• 塔格山明日土地信託 (Tug Hill Tomorrow Land Trust)（奧奈達郡） - 獲得 

246,820 美元資助金，用於保護西蒙斯農場 (Simons Farm) 的 407 英畝土

地。（可用農業用地 - 其他類別）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618 英畝，1,451,809 美元）  

• 塔格山明日土地信託（傑斐遜郡 (Jefferson County)） - 獲得 1,451,809 美

元資助金，用於保護諾斯拉普 2 號農場 (Northrup Farms #2) 的 618 英畝土

地。（可用農業用地 - 其他類別）  

 

紐約州農業市場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負責管理

《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劃》及相關資助金事項。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耕

地保護實施撥款計劃》不斷發展，首次與紐約州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優先事項和目標保持一

致。本輪公佈的受資助單位也首次包括農林業或馬業，令我們能夠加入以前可能沒有觸及

的農場。我很高興看到這些工作變動，也祝賀所有受資助者能夠參與計劃。這項計劃有助

我們永久保留農業用地，造福後代農民。」 

 

參議員米歇爾．辛奇斯 (Michelle Hinchey) 表示，「農田是我們最重要的自然資源之

一，因此保護農田必須成為一項優先事項，以確保今天和後代的農民擁有種植糧食的田

地，同時幫助我們對抗氣候危機和保護本地的飲用水。我很榮幸能夠在州參議院領導抗爭

工作，為《耕地保護計劃》增加預算資金，我也很高興看到這些資助金能夠發放給眾多符

合資格的紐約農場。」 

 

女眾議員唐娜．盧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耕地保護撥款計劃》將再次發揮作

用，保護寶貴農田，造福後代民眾。我很高興看到計劃擴大覆蓋範圍，將農林業、馬業和

紅酒產業納入其中；對於紐約州的農業經濟而言，這些產業都是寶貴資產。今年的州預算

案包括大筆的農地保護資金，以及土壤健康和復原力舉措，以確保兌現我們對於農民和農

田所作出的承諾。」 

 

佩科尼克土地信託總裁約翰．哈爾西 (John Halsey) 表示，「能夠獲得州內的《耕地保

護計劃》資助金，佩科尼克的所有員工都感到非常興奮。這些資金可以保護生產性農田免

於落入被開發的命運，並幫助我們重新組建一個延綿世代的工作農場。我們感謝農業市場



廳和州政府中的所有合作夥伴，感謝他們對我們和全州其他土地信託的信任。」 

 

《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劃》向郡、市、水土保育區和土地信託機构提供財政援助，幫助機

構實施符合當地農業和耕地保護計劃的耕地保護活動。最經常得到資助的活動是購買個別

農場的發展權。然而，計劃也可提供資金以支援其他實施活動，如修改影響農業的地方法

律、期權協定，以及支付捐贈農業保護地役權的交易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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