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9 月 23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州政府採取行動以紀念「飢餓行動月」  

  
「滋養紐約」計畫購買紐約農場產品超 5,000 萬磅，為有需要的家庭送去近 5,000 頓餐

食  

  
本州地標建築點亮橙色燈光以紀念 2022 年 9 月 23 日「飢餓行動日」  

  
紐約食物銀行將以食物募捐、食物分發和其他活動紀念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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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不安全問題的認識，並鼓勵人們

參與與消除飢餓現象作鬥爭的活動。州政府「滋養紐約」計畫在本月達成數個里程碑，該

計畫在疫情期間開展，旨在為有需求的人送去更多食品，同時對紐約農民予以支持。目前

該計畫已幫助食物銀行購買紐約農場產品超 5,000 萬磅，為面臨食物不安全問題的家庭

送去近 5,000 頓餐食。  

  
「有太多紐約民眾無法吃上飯，而過去幾年加劇了家庭面臨的這個問題，」霍楚爾州長

表示。「我們州政府部門和全州合作機構正在通過「滋養紐約」等計畫努力與食物不安

全問題作鬥爭，飢餓行動月就是提高認識和認可其辛勤努力的最佳時機。紐約民眾一向都

在有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我鼓勵每個人都在今年飢餓行動月參與到當地食物銀行的工作

中來。」  

  
州長還宣佈，在 9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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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讓全體紐約民眾有機會參與其中。  

  
「滋養紐約」計畫  

  
「滋養紐約」計畫使紐約州的緊急食品供應商將能夠向紐約州的農民和乳製品生產商購買

剩餘產品，並透過紐約食物銀行和緊急食品供應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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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已向紐約州的

食物銀行和緊急食品供應商網路撥款 9,600 萬美元，向當地農民購買了超過 5,700 萬磅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agriculture.ny.gov%2FNourishNY&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b3e6df7d649744110b8808da9d79e2c8%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9544407126423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8esBPM2%2B6jIhJdvXJ6PZJR57akkZPE0yrMMt7h9xFYk%3D&reserved=0


的食品，並向全州各地的社區提供了超過 4,770 萬份膳食。31% 的資金用於購買乳製

品，29% 用於購買農產品，40% 用於購買肉蛋和海鮮等其他產品。  

  
霍楚爾州長於 2021 年 11 月簽署了第 S.4892-A/A.5781-A 號立法，將「滋養紐約」計畫

永久載入州法律。迄今為止，已透過五輪資金向「滋養紐約」計畫投入了 1.47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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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已有 4,320 個食品和農業公司從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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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週五當天，本州地標建築將點亮橙

色燈光。今年是紐約州連續第四年在地標建築上點亮橙色，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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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紀念飢餓行動月而將點亮橙色燈光的本州地標建築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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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教育大樓 (H. Carl McCall SUNY Building 

State Education Building)  
• 阿爾弗雷德．E．史密斯州辦公大樓 (Alfred E. Smith State Office Building)  

• 帝國州廣場 (Empire State Plaz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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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弗蘭克林．D．羅斯福哈德遜中部大橋 (Franklin D. Roosevelt Mid-Hudson 

Bridge)  
• 奧爾巴尼國際機場入口 (Albany International Airport Gateway)  

• 普萊西德湖奧林匹克跳臺場館 (Lake Placid Olympic Jumping Complex)  

• 普萊西德湖奧林匹克中心 (Lake Placid Olympic Cen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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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伊利運河 (Erie Canal) 上的費爾波特吊橋 (Fairport Lift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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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州情諮文 (State of the State) 承諾將加大紐約農場和學校的聯繫，為增加全州

項目的參與率，霍楚爾州長指示農業和市場廳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帶頭開展 30% 紐約州計畫。該計畫對在學校午餐項目中，任何從紐約農場購買至少 30% 

原料的地區將午餐補貼的州份額從每餐 5.9 美分提高到每餐 25 美分。最近達成的另一個

里程碑是在推行本州實物捐贈和剩飯回收法 (Food Donation and Food Scraps Recycling 

Law) 的過程中，向挨餓的紐約民眾捐贈 100 萬磅食物。此項工作建立在本州針對減少浪

費和減少因垃圾填埋而形成改變其後的排放，並要為有需要的紐約民眾提供優質食物的工

作基礎之上。  

  
飢餓和糧食政策委員會 (Council on Hunger and Foo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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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委員會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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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其會在「滋養紐約」計畫的建立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委員

會將繼續推行這一工作，並鼓勵公眾在 9 月 28 日週三觀看關於飢餓、營養和健康的白宮

會議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Hunger, Nutrition,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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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要開展的活動有食物分發、

食物募捐和其他社區活動等一系列旨在支持緩解飢餓的活動。部分活動有：  

• 南部地區食物銀行 (Food Bank of the Southern Tier) 將舉辦「打包能手 (Leader 

of the Pack)」籌款和虛擬食物募捐活動，該活動將會匯集當地企業為南部地區食

物銀行籌款。參與企業合作團隊將比賽在最快時間內打包數量最多的背包，同時還

要在其自製的虛擬商店中籌集最多款項。  

• 食物連結 (Foodlink) 與國會議員約瑟夫．莫拉勒 (Joseph Morelle) 在本月月初共

同舉辦了支持聯邦反飢餓法的媒體活動，如全體學校餐食和健康餐食 (Universal 

School Meals and the Healthy Meals)，健康兒童法 (Healthy Kids Act) 等。食物

連結每年秋季的籌款方美食節 (Festival of Food) 也將在 2019 年後首次回歸到本

市的公共市場 (Public Market) 上。  

• 島嶼豐收機構 (Island Harvest) 公佈了飢餓行動月互動行程，行程中有提高人們

意識和在當地參加與事務部安全作鬥爭的活動和創意，其中包括長達一個月的「拼

箱子 (Build a Box)」食物募捐活動。  

• 長島關愛公司 (Long Island Cares, Inc.) - 哈利肖邦地區食物銀行 (Harry Chapin 

Regional Food Bank) 將與長島霍博特工業協會 (Hauppauge Industrial 

Association of Long Island, HIALI) 一起慶祝飢餓行動日。多家長島霍博特工業協

會成員公司中每個員工已捐贈 10 美元，用於對長島關愛公司予以支持，他們還將

在飢餓行動日拍攝集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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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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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和市場廳廳長理查德．A．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飢餓行動月是每年針對

社區面臨的食物不安全問題提高意識的機會，也能鼓勵全州人民參與進來。我們廳每天都

努力與飢餓作鬥爭，為全體紐約民眾提供更多食物。很驕傲目前「滋養紐約」計畫已透過

食物銀行網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了近 5,000 萬頓餐食，同時還再從農民售中購買新鮮健康

的農產品時對他們予以支持。這真令人激動。」  

  
臨時與殘疾援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OTDA) 主任

丹尼爾．W．提茲 (Daniel W. Tietz) 表示，「我們州有太多家庭要與食物不安全問題作

鬥爭—我們不允許這一糟糕的現實成為普遍問題。飢餓行動月提醒我們還有更多的工作要

做。霍楚爾州長對「滋養紐約」等計畫堅定地支持體現了她許下的切實承諾，即確保全體

紐約民眾都能為自己和至親提供健康營養的餐食。」  

  
州參議員米歇爾．辛奇 (Michelle Hinchey) 表示，「每個紐約民眾都應獲得平價健康的

食物，也應有知道下一頓餐食從何而來的安全感。作為參議院農業委員會主席，我的首要

任務一直都是讓紐約農民種植的營養食物和面臨食物不安全問題的當地家庭建立聯繫，這

就是食物命脈，「滋養紐約」法案是如何制定的由來。我們將繼續帶頭找到結束飢餓危機

的解決辦法。感謝霍楚爾州長在為所有人構建更平等食物系統的過程中的合作。」  

  
眾議員唐娜．盧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我想感謝霍楚爾州長在飢餓行動月期

間強調成功推行的「滋養紐約」計畫。該計畫使食物銀行和緊急食物提供商能從紐約生產

商的手中購買數百萬美元的剩餘食物。紐約農業很驕傲能在解決全州食物不安全問題中發

揮重要作用。」  

  
消除美國飢餓機構 (Hunger Free America) 首席執行官喬伊．博格 (Joel Berg) 表示，

「散佈在全州各個城市農村的兩百萬紐約州居民（包括工薪人士、老年人、兒童、退伍軍

人和殘障人士）家裡現在都有食物不安全問題，他們無法一直都負擔得起充足食物。讓我

們在今年飢餓行動月再次共同為結束飢餓制定和推行所需政策，並透過對抗貧窮確保每個

人都能負擔得起營養食物，從而擴大經濟機會，保障開展充足的政府安全網項目。」  

  
紐約州農業局 (New York Farm Bureau, NYFB) 局長戴維．費雪 (David Fisher) 稱，

「「滋養紐約」計畫是讓農民與全州地區食物銀行和緊急餐車建立聯繫的重要計畫。其帶

來的市場機會是種植商和有需要的紐約民眾的命脈，在供應鏈受阻時更為如此。飢餓行動

月提醒了維護紐約強健農業系統的重要性，這能解決我們州的需求問題，也能幫助農民完

成其確保每個紐約民眾都能吃上當地產的新鮮食物的承諾。我們讚賞霍楚爾州長對「滋養

紐約」的持續支持和該計畫所帶來的所有福利。」  

  
「餵養紐約州」執行主任丹．艾根 (Dan Egan) 表示，「紐約州政府將繼續透過「滋養紐

約」計畫、「預防飢餓營養援助項目 (Hunger Prevention and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和回收食物殘渣項目為食物銀行和其他反飢餓機構提供重要支持。我們必須

反對聲稱危機已經結束的錯誤觀點：雖然我們不再經歷冠狀病毒 (COVID) 封鎖，但對捐

贈事物的需求量還是很高。通貨膨脹已經對我們的街區和工作造成影響。幸運的是，我們

在州政府中有優秀的合作夥伴。霍楚爾州長的領導力讓我們為幫助挨餓的鄰里而為他們提



供了數百萬磅由紐約籌集的優質食物。我們幫助農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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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待所有的鄰里都能獲得有保障的食物供應，他們也

不需要我們的工作的那一天。在那之前，繼續支持食物銀行的工作很重要。」  

  
長島關愛公司首席政府官邁克爾．海尼斯 (Michael Haynes) 表示，「在今年的飢餓行動

月上，長島關愛公司—哈利肖邦地區食物銀行很驕傲能與「餵養美國 (Feeding New York 

State)」和「餵養紐約州」一起加大對食物銀行，以及對我們所服務面臨食物不安全問題

的多元人群的支持。我們將在下週為員工、志願者、各部門和人員舉辦當地觀看聚會，從

而現場以虛擬的方式出席關於飢餓、營養和健康的白宮會議。很激動將看到此次會議推動

全國的飢餓支持者，我們也期待能為在 2030 年前實現消除飢餓的美國而從事必要工

作。」  

  
食物連結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朱莉．特德斯科 (Julia Tedesco) 表示，「「滋養紐約」計畫

一直都是支持食物連結和社區合作夥伴的重要力量，我們因而才能支持當地種植商，同為

數百萬紐約民眾提供健康食物。州官員對這一需求予以認可，並把此項應對疫情的計畫在

州預算案中轉變為永久法律，對此我們表示稱讚。」  

  
位於長島的島嶼豐收季候食物銀行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蘭迪．舒彬．德拉斯納 (Randi 

Shubin Dresner) 表示，「由於食物、燃油和其他必需品價格上漲，很多美國人都感受

到了經濟壓力，這使得他們難以作出決定，如購買食物，為汽車加滿油還是付公用事業賬

單。飢餓行動月是紐約民眾透過捐贈、成為志願者或聲援來為結束飢餓靈活提供幫助的時

機。霍楚爾州長的領導力和對「滋養紐約」等計畫的支持確保了每個紐約民眾都能享有如

食物等基本人權，對此我們予以稱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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