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3 月 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3,150 萬美元，用於保護超過 15,000 英畝的紐約州耕地  

  
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畫將通過全州 30 個項目保護土地  

  
這項重要的財政援助使農田保持生產、鼓勵多樣化，並確保長期的經營活力  

  
自 2018 年以來，紐約州為耕地保護提供了超過 1.17 億美元的資金  

  
安德魯 M.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將通過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畫 (Farmland Protection 

Implementation Grants program, FPIG) 撥款 3,150 多萬美元，以加强紐約州農業產業。

這些項目將保護紐約州 22 個奶牛場和 8 個非奶牛場共 15,600 英畝的土地，有助於保持

寶貴的農田生產、鼓勵多樣化，並確保紐約州農業經營的長期生存能力。自 2018 年以

來，紐約州為全州耕地保護提供了超過 1.17 億美元的資金。  

  
「氣候變化和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 疫情給紐約州的農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

戰，保護他們的農田用於生產將有助於我們的經濟復蘇，」葛謨州長表示。「這些耕地

保護撥款將給予農民急需的支持以保護土地，使他們的經營多樣化以擴大市場機會，並繼

續生產和銷售紐約州製造的各種食品。長期以來，農業一直是紐約州經濟的重要組成部

分，這項計畫將為紐約州下一代農民保留超過 15,000 英畝的土地。」  

  
奶牛場過渡耕地保護倡議 (Dairy Transitions Farmland Protection Initiative)  

超過 2,090 萬美元將通過 FPIG 奶牛場過渡耕地保護倡議支持紐約州 22 個奶牛場的保護

地役權項目。奶農繼續面臨牛奶價格長期低迷的挑戰，從而加大了可用農業用地可能轉變

為非農業發展用地的風險。  

  
通過該計畫，從購買農地開發權 (PDR) 中獲得的收益將使農民有機會實現經營多樣化，

或以更低廉的成本將農場轉移給下一代，同時確保土地永遠用於農業目的。下麵授予的項

目將保護超過 11,300 英畝的耕地。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農業管理協會 (Agricultural Stewardship Association) - 1,438,623 美

元 用於保護位於倫斯勒郡 (Rensselaer) 胡西克鎮 (Hoosick) 和匹特斯鎮 

(Pittstown) 的謝弗草原奶牛場 (Sheffer's Grassland Dairy)；華盛頓郡 

(Washington) 赫佈羅恩鎮 (Hebron) 的林德葛籣農場 (Lindgren Farm)；華



 

 

盛頓郡白河鎮 (White Creek) 羅英畝農場 (Ro-Acres Farm)；以及華盛頓郡

哈特福德鎮 (Hartford) 思維澤景觀農場 (Swezey View Farm)。  

• 哥倫比亞郡土地保護局 (Columbia Land Conservancy) - 1,197,732 美

元，用於保護哥倫比亞郡 (Columbia) 科帕克鎮 (Copake) 的高低農場 (High 

Low Farm)。  

• 薩拉托加郡土地與自然保護局 (Saratoga PLAN) - 870,826 美元，用於保

護薩拉托加郡 (Saratoga) 諾森伯蘭鎮 (Northumberland) 巴伯兄弟奶牛場 II 

(Barber Brothers Dairy Farm II)。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南麥迪遜遺址信託基金 (Southern Madison Heritage Trust) - 825,628 美

元，用於保護麥迪遜郡 (Madison) 布魯克菲爾德鎮 (Brookfield) 岩頂英畝農

場 (Rocky Top Acres)。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傑納西土地信託 (Genesee Land Trust) - 2,389,616 美元，保護韋恩郡 

(Wayne) 安大略鎮 (Ontario) 和威廉森鎮 (Williamson) 的現場工藝農場 

(Field Craft Farms)；以及位於門羅郡 (Monroe) 惠特蘭鎮 (Wheatland) 的

巴洛內克農場 (Balonek Farm)。  

• 傑納西谷保護局 (Genesee Valley Conservancy) - 10,376,935 美元用於

保護利文斯頓郡 (Livingston) 約克鎮 (York) 和懷俄明郡 (Wyoming) 科文頓

鎮 (Covington) 阿姆森農場 (Armson Farms)；懷俄明郡佩里鎮 (Perry) 埃默

林農場#1 (Emerling Farm #1)；懷俄明郡佩里鎮埃默林農場 #2；傑納西郡

東貝薩尼鎮 (East Bethany) 和利文斯頓郡喀裡多尼亞鎮 (Caledonia) 和約克

鎮的海因代爾農場 (Heindale Farm)；利文斯頓郡格羅夫蘭鎮 (Groveland) 

斯巴達農場 (Sparta Farm)；利文斯頓郡喀裡多尼亞鎮斯坦家庭農場 #1 

(Stein Family Farms)；利文斯頓郡約克鎮斯坦家庭農場 #2。  

• 紐約州西部地區土地管理局 (Western New York Land Conservancy) - 

453,021 美元，用於保護傑納西郡亞歷山大鎮 (Alexander) 施密德農場 

(Schmieder Farm)。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 麥克哈德遜土地保護局 (Mohawk Hudson Land Conservancy) - 

932,389 美元，用於保護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 葛倫鎮 (Glen) 和魯特

鎮 (Root) 格倫維農場 (Glenvue Farms)。  

• 斯科哈里土地信託 (Schoharie Land Trust) - 247,086 美元，用於保護斯

科哈里郡 (Schoharie) 傑斐遜鎮 (Jefferson) 丹福思農場 (Danforth Farm)。

這是它首次獲得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畫撥款，也是斯科哈里郡獲得的第一個

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畫項目。  

• 塔格山明日土地信託基金會 (Tug Hill Tomorrow Land Trust) - 

622,230 美元，用於保護奧奈達郡 (Oneida) 迪爾菲爾德鎮 (Deerfield) 北蓋

奇農場 (North Gage Farm) 和紅線農場 (Red Line Farm)。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塔格山明日土地信託基金會 - 1,625,406 美元，用於保護路易斯郡 (Lewis) 

丹麥鎮 (Denmark) 平岩農場 (Flat Rock Farms)；路易斯郡都靈鎮 (Turin) 

賈斯代爾農場 (Jasdale Farm)。  

現時仍有大約 5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奶牛場過渡耕地保護倡議。撥款將滾動提供，直到這

些資金確定分配。農業市場廳鼓勵其在全州的合作夥伴申請剩餘的資金。  

  
這是該計畫的第二輪撥款。2019 年，32 個奶牛場獲得 3,070 多萬美元的撥款，第一輪撥

款保護了 15,102 英畝耕地。  

  
農場運營過渡  

超過 1,080 萬美元撥款將通過過渡耕地保護倡議 (Transition Farmland Protection 

Initiative) FPIG 農場運營計畫 (Farm Operations) 支持紐約州八座奶牛場以外的保護地役

權項目。與奶牛場一樣，這些農場經營也容易受到當今農業行業面臨的許多挑戰帶來的影

響，包括貿易爭端、消費者偏好的變化和氣候變化，這增加了寶貴的農業用地可能轉變為

非農用地的風險。  

  
由於每個授予的保護地役權項目而得到永久保護的可行農業用地將繼續用於農業。下麵授

予的項目將保護 4,300 多英畝耕地。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農業管理協會 - 1,374,555 美元，用於保護倫斯勒郡匹特斯鎮和沙格蒂科克

鎮 (Schaghticoke) 的海菲爾德農場 (Hayfields Farm)。  

• 哥倫比亞郡土地保護局 - 340,250 美元，用於保護哥倫比亞郡安克拉姆鎮 

(Ancram) 的關懷農場 (Taking Care Farm)。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紐約農田信託基金會 (New York Agricultural Land Trust) - 1,426,478 美

元，用於保護卡尤加郡 (Cayuga) 艾蘭鎮 (Ira) 凱爾農場 (Kyle Farms)。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五指湖土地信託 (Finger Lakes Land Trust)- 1,846,064 美元，用於保護奧

農達加郡 (Onondaga) 斯帕福德鎮 (Spafford) 傑克遜農場 (Jackson Farm) 

和伯恩斯農場 (Burns Farm)。  

• 傑納西土地信託 - 3,868,838 美元，用於保護韋恩郡馬其頓鎮 (Macedon) 帕

卡德養牛場 (Packard Cattle Farm)；安大略郡卡南代瓜鎮 (Canandaigua) 

和法明頓鎮 (Farmington) 格洛克農場 (Gerlock Farm)；門羅郡帕瑪鎮 

(Parma) 德邁爾農場 (DeMeyer Farm)。  

• 傑納西谷保護局 - 2,000,000 美元，用於保護懷俄明郡奧蘭治維爾鎮 

(Orangeville) 和韋瑟斯菲爾德鎮 (Wethersfield) 侯爵兄弟農場 (Marquart 

Brothers Farm)。  

現時仍有將近 300 萬美元資金用於過渡耕地保護倡議農場運營計畫。撥款將滾動提供，

直到這些資金確定分配。 農業市場廳鼓勵其在全州的合作夥伴申請剩餘的資金。  

  

https://agriculture.ny.gov/land-and-water/rfa-0219-farmland-protection-implementation-grants-round-17-dairy-transitions
https://agriculture.ny.gov/land-and-water/rfa-0224-farmland-protection-implementation-grants-round-17b-farm-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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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佈的撥款對我們眾多正在應對艱難的經濟、氣候和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挑戰的種植者

和生產者來說是巨大的機遇。多虧了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畫，我們不僅保護了我們寶貴的

耕地，而且還為農民提供了必要的資源，使其經營轉型或多樣化，並保護他們的生活方

式。」  

  
參議會農業主席米歇爾·辛奇 (Michelle Hinchey) 表示，「耕地是紐約州最重要的資源之

一，但它面臨著巨大的發展壓力，使我們的農場面臨著永遠消失的嚴重風險。保護這些不

可替代的土地，確保農民能够繼續生產我們所依賴的糧食，確保農場能够成功地代代相

傳。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畫是一項極好的投資，也是紐約州加强農業經濟和保持農田在其

應有位置，即在辛勤工作的紐約農民手中的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  

  
農業委員會主席兼女眾議員唐娜·盧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為下一代農民保留生

產耕地是保障本州糧食供應體系的重要一步。耕地保護有助於維護農場多樣化和吸引新的

農民，這兩者都是保持強大、可持續產業的關鍵。一旦耕地因開發而喪失，這些土地將永

遠失去糧食生產，因此，這些撥款十分重要。紐約民眾對其食物來源重新產生了興趣，這

凸顯了繼續投資紐約州農業經濟的必要性。」  

  
美國農田信託基金會 (American Farmland Trust) 紐約州地區主任艾麗卡·古德曼 (Erica 

Goodman) 表示，「今年的疫情迫使農民適應極端困難的環境，同時仍需面臨氣候變化

和發展壓力帶來的長期挑戰。我們感謝葛謨州長和農業市場廳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向紐約州 30 個農場家庭提供農田保護資金，使他們能够繼續耕

作、實現業務多樣化或將農田過渡給新一代。這項資金不僅將使 16,000 英畝的土地永遠

可用於耕種，而且對於紐約州的奶農來說這尤其及時，因為奶價長期處於低水準，新增了

全州社區失去可用耕地的風險。農民是有適應力的，這些資金將為他們提供急需的支持和

希望。我們期待著繼續與州長、農業市場廳和立法機構合作，不斷為農民提供資金，以便

在現在和將來永久保護他們的土地。」  

  
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畫向郡、市、水土保持區和土地信託機构提供財政援助，使其能够實

施符合當地農業和耕地保護計畫的耕地保護活動。最經常得到資助的活動是購買個別農場

的發展權。然而，該計畫也可能提供資金以支持其他實施活動，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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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