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20 年 2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430 萬美元用於減少食物浪費，幫助挨餓的紐約民眾和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

獲資助的項目將推動食物捐贈工作，對抗氣候變化，並建立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食物回收法的基礎之上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與為紐約州供應食物機構食品銀行網合作以分發可重複使用的
購物袋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日宣佈為全州 111 個項目共撥款 430 萬美元，這些項目將有助
於透過食物捐贈和回收防止飢餓問題和減少食物浪費。撥款將用於支持市政部門與
食品室和湯類廚房等各機構的工作，透過把過剩的可食用食物重新分發給面臨食物
不足的紐約民眾，以此來回收殘渣和減少有機垃圾。
「浪費掉的食物會增加垃圾場的規模和導致氣候變化，從而損害食物嚴重不足的貧
困家庭和破壞環境，」葛謨州長表示。「這些獎金是紐約為幫助地方政府和社區
機構而做出的最新舉措，旨在支持精明投資以防止食物浪費，減少因丟棄食物而造
成的溫室氣體排放，並為抗擊紐約州的飢餓問題而提供營養健康的食物。」
浪費掉的食物會對環境、社會和經濟造成嚴重影響。這些撥款可改善食物援助工
作，並改變本來要丟棄到垃圾場的食物殘渣用途，從而支持市政部門和解決食物短
缺的應急機構。在本州為對抗氣候變化而開展的長期工作中，減少垃圾場的食物殘
渣也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緩解措施。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將對這些撥款進行管理。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令人悲痛的事實
是，美國人會浪費掉約 25% 已購買的食物，這對環境造成了負面影響，浪費掉的
食物資源本可用來幫助有需要的人。今天宣佈的受撥款支持的項目是多個公共外展
計畫和創新通識措施的總和，這些都將改善食物回收、幫助挨餓人群和減少浪費，
從而把社區建設的更強大、更健康、更具環境持續發展能力。」
為減少市政食物殘障、捐贈食物和回收食物殘渣所做的撥款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為 27 個市政項目共撥款 328 萬美元，這些項目將採用創新全面
的手段來支持防止和減少食物浪費的項目，簡化食物捐贈和救助工作，以及 /或制
定有機回收項目和建立相關設施。多個項目將與社區機構建立戰略合作關係，旨在
減少浪費掉的食物和進入市政垃圾處理系統的食物殘渣量。透過制定和實施減少食
物浪費教育和外展項目，以及建立市政堆肥和其他有機回收基礎設施，這些工作才
得以完成。獲得撥款的重點市政項目有：

•

•

•

•

科特蘭市 (City of Cortland) 195,936 美元這筆資金將用於支持《科特蘭食物
救援與防止浪費項目 (Cortland Food Project Rescue and Waste
Prevention)》，這是著眼於防止和減少食物浪費的一項社區教育全面活動。
該市將構建和運行科特蘭首個當地食物救援系統和志願者網絡，用於找到大
批量「過去主要」產品供項目員工和志願者培訓使用，使他們能夠將其處理
成為增值食物產品。該市還將協調食品室和湯類廚房等已開展的地方飢餓項
目，規劃中的商業社區廚房和企業家項目將被安置在《霍默爾大街復興項目
(Homer Avenue Revitalization Project)》開展的場地處；
奧西寧鎮 (Town of Ossining) 99,145 美元該鎮將實施回收食物殘渣的全面試
點項目，用於服務約 38,300 名居民和鄰里地區。該鎮將：為包括附近環境
公正社區在內的多個公共場所購置回收桶，以作為居民家用；編寫訊息全面
的材料，並放入居民居家使用的工具箱中；茶鎮湖保護區 (Teatown Lake
Reservation) 將開展社區教育項目和活動，內容為防止和減少食物浪費、堆
肥和由各鎮組織的回收食物殘渣項目；
湯普金斯郡 (Tompkins County) 70,426 美元：該郡將針對郡內公寓樓群和多
戶人口家庭公寓解決防止食物浪費和食物捐贈問題。該項目將針對精明購
物、精明儲物和精明準備食物向住戶和物業經理普及知識；放置食物中心冷
藏箱座分享過剩可食用食物之用，剩菜可捐給友誼捐贈網 (Friendship
Donations Network, FDN)，以在日後為湯普金斯郡社區內分發；為住戶提供
免費工具箱，用於從廚房收集食物殘渣以作堆肥之用；編寫「廚房到堆肥」
教育材料；
斷頭谷鄉 (Village of Sleepy Hollow) 11,286 美元該鄉將制定並開展回收食物
殘渣的全面項目，內容有：所有居民都可享受的教育成果和材料，而不受收
入或語言障礙的影響；制定回收食物殘渣項目，為居民提供 500 個免費啟
動工具箱（放置於檯面的食物殘渣收集桶和儲物桶）作堆肥之用；為惠及鄉
上所有地區而編寫外展材料，包括西班牙語翻譯版本，讓低收入居民和老年
人都能加入到項目中來。

解決食物短缺的應急機構獲得的撥款
在幫助有需要人群時，食品室和其他食物短缺應急地方機構首當其衝。這些機構通
常依賴於有合作關係的當地企業、農場和其他食物捐贈方的實物捐贈，用於補充其
健康食物存量。然而，由於這些食品室和機 構由志願者運營且資金有限，他們常常

沒有資源去建立這些合作關係，或購買必要的儲備設施和車輛作運輸捐贈的易腐食
物之用。由於這些挑戰的存在，雖然營養成分高的易腐食物（如新鮮產品）可馬上
分發到食品室和湯類廚房，且捐贈方和食物救援機構也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但這
些食物卻還是被浪費掉。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用 110 萬美元資助了 84 個項目，包括：僱傭恢復食物的員工，
重點建立捐助合作關係；購買高效的冷藏設備；廚房設備用於現成和搶救易腐產
品；車輛用於運輸搶救食物；構建超當地化網絡作易腐和現成食物的恢復和分發之
用。此外，設立營養和烹飪課堂等多個項目旨在幫助他們高效地使用從食品室獲得
的食物。這些課堂和研討會將幫助客戶減少食物浪費並增加有限的食物預算。獲得
撥款的重點項目有：

•

•

•

•

艾瑞斯之家 (Iris House) 13,720 美元中央哈雷姆 (Central Harlem) 的艾瑞斯
之家將使用資金支持食物為紐約市 (New York City) 東哈雷姆 (East Harlem)
附近居民的分發工作。艾瑞斯之家將運用部門撥款支付廂式貨車的運輸費
用，其將袋裝食物從食品室運送到東哈雷姆的臨時食物點，從而節省居民到
中央哈雷姆的交通費用。艾瑞斯之家還將編寫和分發關於營養的小冊子，用
於宣傳其服務和提供免費食物供應的訊息；
二次食物機構 (Second Chance Foods) 1.5 萬美元：二次食物機構是紐約卡
梅爾 (Carmel) 的一家非盈利食物搶救機構，該機構將使用資金支持廚房經
理的工資，從而把搶救食物處理成為烹飪餐食或餐食的一部分，用於向地方
食物項目捐贈。透過處理搶救食物，如有瑕疵的產品和不常見的食材，二次
食物機構的湯類廚房經理和食品室客戶將使更多的搶救食物「可食用」，從
而防止食物浪費，並為人們增加健康食品；
華盛頓郡安心食物股份有限公司 (Comfort Food of Washington County,
Inc.) 12,420 萬美元安心食物社區 (Comfort Food Community, CFC) 在能夠接
觸到有限的雜貨店情況下為一個農村郡縣服務，這裡貧困人口比重較大。安
心食物社區將僱傭一名季節性的食物恢復助理，透過招聘志願者和管理人
員，並配額協調和監管救援工作在其服務區域內的 35 個農場內加強拾麥穗
的工作。食物恢復助理還將負責新鮮食物採集 (Fresh Food Collective) 的外展
和教育板塊。安心食物社區還將使用這些撥款讓員工專門花時間針對麥穗產
品製作食譜卡片和協調餐食工具，從而確保獲得這些產品的人員能夠充分使
用，並在其飲食中加入更多營養食物；
皮特尼梅多斯社區農場有限責任公司 (Pitney Meadows Community Farm,
Inc.) 1.5 萬美元：皮特尼梅多斯社區農場有限責任公司是薩拉托加斯普林斯
(Saratoga Springs) 的一家非營利機構，其專注於城市農業、農田保護、社區
賦權和擴大對新鮮健康食物的使用。該農場將建成「給予花園 (Giving
Garden)」，專門用於為食品室種植食物，該農場還將使用資金僱傭一名農
場經理監管給予花園和與之相關的捐贈合作關係；修建清洗 /打包站，用於

以安全、可靠和便捷的方式合理準備新鮮的收穫蔬菜；安裝一台可走進去的
冷藏箱，用於在捐贈給地方食品室之前儲存食物。
獲獎方/獲款方的完整清單和項目總結請見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網站。如需獲取訊息
了解如何在紐約所有家庭中減少食物浪費，請訪問：
https://www.dec.ny.gov/chemical/98102.html。
紐約州一直致力於戰勝饑餓，葛謨州長還在近些年推出了突破性的計畫和項目，包
括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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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饑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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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公佈的撥款還建立在葛謨州長簽署的 2019 年糧食捐贈與食物殘渣回收
(2019 Food Donations and Food Scraps Recycling) 法基礎之上，該法律要求所有指
定的食物殘渣製造方首要先把可食用的食物捐助給需要的人，其次在可使用的回收
設備位於 25 英里以內的情況下回收食物殘渣。為對這一重要的立法做出回應，紐
約州環境保護廳已向為紐約州供應食物機 構 (Feeding New York State) 提供 80 萬美
元的資金，用於增加資源以處理預期會受到的捐贈食物。
今天的撥款公告在萊瑟姆 (Latham) 的紐約東北地區地區食物銀行 (Regional Food
Bank of Northeastern New York) 發出，公告旨在幫助全州的紐約民眾為從 3 月 1
日開始的塑料袋禁令做好準備。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與為紐約州供應食物機構合作將
為全州的食品銀行分發可重複使用的袋子，這是紐約州環境保護廳鼓勵消費者在購
物時自己隨時隨地攜帶購物袋的工作內容。 為紐約州供應食物機構每年透過 5,000
個食品室、湯類廚房、避難所和其他項目為數百萬人提供食物。
《紐約自帶購物袋 (BYOBagNY)》項目是紐約與州和地方合作夥伴共同開展的全面
外展活動內容，旨在向零售商和消費者普及塑料袋禁令的內容，其將有助於為本州
的環境和社區減少因塑料袋垃圾帶來的痛苦。紐約民眾每年使用約 230 億個塑料
袋，每個只使用約 12 分鐘。令人震驚的是，約有 85% 的塑料袋最後都散落在垃
圾場、回收機器、水道和街道上。 如需了解外展工作和法律實施的具體內容，請
訪問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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