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2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150 萬美元獎金以支持全州的《農場至學校  (FARM-TO-

SCHOOL)》計畫，這一數額創歷史記錄   

  

資金將用於支持  18 個項目並使  42 萬名學生獲益   

  

項目從屬於州長全面的「學生溫飽項目  (No Student Goes Hungry Program)」  

的工作內容   

  

公佈指導方針用於購買更多的當地農產品以製作學校午餐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斥資  150 萬美元以在紐約支持《農場至學校》計畫。

這筆撥款提供給  18 個項目和為幼兒園到  12 年級的學生服務的教育組織，此舉將

使  42 萬名學生獲益。2018 - 19 年的州預算提供給《農場至學校》計畫的資金翻了

一番，是州長設立的《學生溫飽項目》的關鍵組成部分。  

  

「紐約是世界級農產品的產地。這一《農場至學校》計畫把當地生產的新鮮食材和

學生聯係在一起，」州長葛謨表示。「這一創紀錄的撥款是我們承諾為紐約全體

學生提供新鮮健康餐食的兌現，其也為全州的農民和種植商推動了經濟發展。」   

  

「每天孩子在學生汲取的營養是他們成長過程中的重要部分，有助於他們在課堂上

集中精神，」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利用這項創新的計

畫確保紐約州各地數十萬名兒童可以獲得當地種植的水果和蔬菜。紐約州是世界級

農產品的產地，這些項目作為《農場至學校》項目的內容為本州各地的學校兒童和

農民帶來益處。」   

  

這筆撥款將用於僱用《農場至學校》協調員、培訓餐飲服務人員、在課堂和自助餐

廳內提供營養教育、購買設備以支持食品製備、為製作學校午餐購買更多當地農產

品，諸如果蔬、堅果、香料。  

  

《農場至學校》計畫增加了學校購買的當地種植和加工的食品數量和種類、改善了

學生的健康狀況、教授年輕人關於農業的知識，並為紐約農民提供了新市場。該計

畫還支持擴大《紐約星期四  (NY Thursdays Program)》計畫，《紐約星期四》是一

項學校膳食計畫，在整個學年的每週四使用當地農場供應的新鮮食材。  

http://www.cn.nysed.gov/content/additional-state-subsidy-purchasing-new-york-state-food-products?platform=hootsuite.


 

 

  

這是第四輪撥款，用於在學校和教育機構支持《農場至學校》計畫。州長在  2015 

年設立紐約州《農場至學校》計畫以來，紐約州已投資  350 多萬美元用於支持  43 

個《農場至學校》計畫，這些項目惠及全州  255 個校區。   

  

獲得《農場至學校》計畫撥款的機構名單如下。  如需了解完整的計畫介紹清單，

請造訪此處。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尼亞加拉郡  (Niagara County) 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  (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92,479 美元   

•  韋爾斯維爾中心校區  (Wellsville Central School District)：39,211 美元  

•  富蘭克林維爾中心校區  (Franklinville Central School District)：67,055 美元   

•  福里斯特維爾中心校區  (Forestville Central School District)：99,235 美元  

•  伊利郡 (Erie County) 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80,457 美元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杰納西鎮中心校區  (Genesee Valley Central School District)：50,621 美元   

•  膳心連公司  (Foodlink, Inc)：66,936 美元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紐約州中南部地區鄉村醫療網絡公司  (The Rural Health Network SCNY, Inc)：

99,506 美元   

•  湯普金斯郡  (Tompkins County) 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92,829 美元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韋恩郡  (Wayne County) 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10 萬美元   

•  科特蘭郡 (Cortland County) 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99,989 美元  

  

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埃塞克斯郡  (Essex County) 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99,939 美元  

  

莫霍克谷地區  (Mohawk Valley)  

•  奧奈達赫基蒙麥迪遜  (Oneida Herkimer Madison) 合作教育服務委員會  

(Boards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Services, BOCES)：10 萬美元   

https://www.agriculture.ny.gov/Press%20Releases/2018_Farm_to_School_Awards.pdf


 

 

  

哈德遜谷  (Hudson Valley)  

•  波基普西農場項目  (Poughkeepsie Farm Project)，為紐約兒童提供紐約生產

的食物 (NY Food for NY Kids)：10 萬美元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首府之源公司  (Capital Roots, Inc.)： 97,220 美元  

•  薩拉托加郡  (Saratoga County) 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36,226 美元   

•  沃倫郡 (Warren County) 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93,582 美元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格倫科夫市校區  (Glen Cove City School District)：84,712 美元  

  

州長設立《學生溫飽項目》   

《農場至學校》計畫是紐約州長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用於在各所學校增加供應

當地出產的新鮮食材，並為紐約州的農民聯繫新市場。這是州長設立的《學生溫飽

項目》的關鍵組成部分，該計畫最初在其  2018 年州情咨文  (2018 State of the State 

Address) 中首次提出。該計畫是一項綜合性計畫，旨在為所有年齡、背景和經濟狀

況的學生提供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健康本地食品。除了拓展《農場至學校》計畫，

《學生溫飽項目》還增加了免費早餐的供應並禁止了午餐羞辱行為、確保幼兒園至

大學的學生在良好的學習環境中獲得農場供應的新鮮食物。  

  

州長最新的《學生溫飽計畫》也包括一項具有突破性、明年起兌現的承諾：從紐約

農場和生產商處採購至少  30% 食材的校區將收到來自州政府每份午餐  25 美分的

報銷額。 獲得《農場至學校》項目撥款的數個項目將協助學校達到這一目標。  

  

本月初，州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和農業市場部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公佈了關於《學生溫飽項目》的報銷指導方針，用於幫助

學校的食品部門得到更多資金以購買更多的當地農產品。指導方針可點擊這裡查

看。 

  

午餐供應方若於開學前在購買學校午餐總開銷上支付  30% 用於購買紐約州食物產

品，則可在  7 月 1 日申請州政府報銷額，為當前學年期間每份午餐申請最多  25 

美分的報銷款。如，2018 - 2019 學年的數據可用於在  2019 年  7 月 1 日申請報

銷。獲批准午餐供應方的支付款將於  2019 - 2020 學年期間按照每頓可報銷餐食進

行報銷。 

  

http://www.cn.nysed.gov/content/additional-state-subsidy-purchasing-new-york-state-food-products?platform=hootsuite.


 

 

「紐約州食物產品  (New York State Food Products)」的定義為在紐約州種植、收穫

或生產的食品，以及加工過程中超過  51% 的農產品原料是在紐約州種植、收穫或

生產的，以重量或體積計算。若想參加這一項目，此處的  30% 計算器可用來衡量

需要購買的數量。如需查看目前紐約州的生產商和加工商名單，請點擊這裡。 

  

紐約州農業廳  (New York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州長為《農場至學校》計畫發放的創紀錄撥款將確保全體學生、紐約州

北部地區 (Upstate) 和紐約州南部地區  (Downstate) 將享受到當地種植的新鮮營養餐

食，同時為當地農民和食品生產商提供推動力。這對城市、農村和城郊的紐約民眾

來說是一次雙贏的舉措。」   

  

紐約州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OGS) 主任羅安·迪斯提圖  (RoAnn 

Destito) 表示，「葛謨州長擴大《農場至學校》計畫的惠及範圍對紐約學生來說是

利好消息，他們將有更多機會在品嘗更多營養美味的本地食材同時學習健康的飲食

習慣。我們很興奮地看到，美國農業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投入了大約 300 萬美元，且在  2018 -19 年間，本州有  250 多所學校致力於

參與美國農業部的試點專案，提供未加工的蔬菜與水果。這一試點專案由紐約州總

務辦公室代表本州負責管理，惠及了紐約州的學生和農業社群。」   

  

參議院農業委員會  (Senate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帕蒂·里奇  (Patty Ritchie) 

表示，「為學校食堂供應更多當地生產的新鮮農產品對所有人來說都是雙贏的結

果。透過這一計畫，我們能夠幫助我們的孩子吃的更健康並學到農業知識，同時還

為辛勤勞作的農作創造了新市場。我期待看到這一投資項目將對改善學生健康狀況

和提高農民淨收益有所幫助。」   

  

州眾議院農業委員會  (Assembly Agriculture Committee) 會長比爾·麥基  (Bill 

Magee) 表示，「《農場至學校》計畫為學校午餐項目帶來了紐約種植的新鮮、  

有益健康的食物。《紐約星期四》計畫和《農場至學校》計畫鼓勵學生了解和支持

健康飲食和當地出產的食材，並推動地方農場經濟發展。這一更加堅定的承諾將建

立在取得的成功基礎上，其將繼續推廣有關農業、食品和經濟的最佳教育和目

標。」  

  

除了財務援助，目前參與《農場至學校》計畫以及想要執行該計畫的學校和組織還

將獲得在線教育資源。「把當地食品送入紐約州學校  (Getting Local Food Into New 

York State Schools)」  工具包指導學校完成當地採購流程。此外，「每月收成  

(Harvest of the Month)」  工具包提供策略用於啟動和推廣「每月收成」宣傳活動，

該活動每個月在學校自助餐廳內透過教育資料和各種活動重點展示一種當地種植的

食材，例如海報、烹飪演示、品嘗活動。這些資源可在紐約州《農場至學校》網站

上此處查看。   

  

http://www.cn.nysed.gov/common/cn/files/30calculationtool12.10.18.xlsx
https://www.agriculture.ny.gov/f2s/FoodServiceDirectors.html%20.
https://www.agriculture.ny.gov/f2s/documents/Procurement_Toolkit.pdf
https://www.agriculture.ny.gov/f2s/documents/Procurement_Toolkit.pdf
https://www.agriculture.ny.gov/f2s/documents/Month_Harvest_Toolkit.pdf
https://www.agriculture.ny.gov/f2s/documents/Month_Harvest_Toolkit.pdf
https://www.agriculture.ny.gov/f2s/resour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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