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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紐約州動物收容所撥款將近 500 萬美元

這項在全國首開先例的州資本基金支持紐約州動物收容所相關的 14 個建設、
整修及擴建項目
這些項目將改善動物護理及健康，並幫助確保紐約州的犬貓獲得領養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透過紐約州伴侶動物資本基金 (New York State
Companion Animal Capital Fund) 為紐約州各地的 14 家動物收容所和人道協會提供
總額將近 500 萬美元的資金。 伴侶動物資本基金是美國首個由州資助的計畫，
用於支持對紐約州動物收容所落實重要的改善項目。這些機構利用該計畫對其場所
實施重要的更新，用於改善動物護理與健康，並幫助確保犬貓獲得領養。
「紐約州的動物收容所在這個偉大的州的各個社區提供重要的服務，」 州長葛謨
表示。「這些收容所持續設法為其照護的犬貓尋找充滿愛的長期家庭，這筆資金
將為這些機構提供更好的設備，並幫助改善優質護理服務。」
「考察社會是否文明公正，要看其如何對待其最弱勢的群體，」 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筆資金將幫助全州動物收容所照護犬貓獲得新
起點。」
伴侶動物資本基金由 2017-18 年紐約州預算案資助，提供配套撥款用於補償與固定
資產項目相關的費用，例如整修狗舍、完善醫療設施，或建造更高效的收容所用於
減少運營費用。資金還可用於對必需的建築或設備實施建設、整修、改造或收購，
用於為收容的犬貓提供庇護、治療以及護理服務。
競爭性撥款根據需要和項目的就緒度發放給收容所。 下列收容所獲得撥款：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動物保護基金會 (Animal Protective Foundation)（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斯科提亞鄉 (Scotia)）：撥款 220,867 美元支持新建貓咪護
理中心用於提供群居環境、完善醫療設施並支持修繕當前的收容所 ，包括提
供新採暖/散熱系統以改善通風。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

卡特羅格斯郡愛護動物協會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SPCA) in Cattaraugus County)（卡特羅格斯郡奧利安市
(Olean)）：撥款 164,436 美元整修現有的收容所。該項目包括安裝新的採暖
/散熱系統，用於改善通風和節約燃料。該收容所還將創造更受人歡迎的領
養環境。
西塞尼卡鎮市政收容所 (Town of West Seneca Municipal Shelter)（伊利郡
(Erie) 西塞尼卡鎮 (West Seneca)）：撥款 119,775 美元整修現有的收容
所。該項目涵蓋有屋頂的犬舍、更換屋頂以及擴建。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

•

•

赫基默郡人道協會 (Herkimer County Humane Society)（赫基默郡
(Herkimer) 莫霍克鄉 (Mohawk)）：撥款 500,000 美元整修現有的收容
所。 該項目包括安裝新採暖/散熱系統用於改善通風、整修動物房間、更換
籠子和犬舍，用於提高安全性和生活質量。
羅馬市人道協會 (Humane Society of Rome)（奧奈達郡 (Oneida) 羅馬市
(Rome)）：撥款 500,000 美元建造新動物收容所用於替代現有的建築。該項
目包括更換一處使用已達 50 年的屋舍，用於改善生活條件並增加容納
力。 該項目還將建造新的通風系統，並增加隔離區以加強疾病控制。
薩斯奎哈納愛護動物協會 (Susquehanna SPCA)（奧奇戈郡庫珀斯頓鄉
(Cooperstown)）：撥款 500,000 美元建造新動物收容所用於替代現有的建
築。該項目包括在毗鄰地塊上建造新屋舍，用於減少洪水風險，並增建領養
咨詢區。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

艾斯利普鎮市政動物收容所 (Town of Islip Municipal Shelter)（薩福克郡
(Suffolk) 艾斯利普鎮 (Islip)）：撥款 498,200 美元建造新動物收容所用於替
代現有的建築。新收容所將替代使用已達 54 年的現有屋舍，從而增加容納
力並改善安全性。該項目還包括新增手術間。
史密斯敦鎮市政動物收容所 (Town of Smithtown Municipal Shelter)
（拿騷郡 (Nassau) 希克斯維爾村 (Hicksville)）：撥款 168,750 美元擴建現
有的收容所。該項目包括新建屋舍用於收容動物，提供隔離區和絕育放養
區。

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

•

米德爾頓市人道協會 (Humane Society of Middletown)（奧蘭治郡 (Orange)
米德爾頓市 (Middletown)）：撥款 439,000 美元擴建現有的收容所並加以修
繕。該項目包括新建配備檢疫區和治療區的側房，並擴建動物宿舍區用於增
加容納力。
威徹斯特郡愛護動物協會 (SPCA of Westchester)（威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布萊爾克里夫莊園鄉 (Briarcliff Manor)）：撥款
500,000 美元建造新動物收容所用於替代現有的建築。該項目將把多棟建築
整合成一個現代化場館，用於提供現代化的照護服務。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奧斯威戈市市政動物收容所 (City of Oswego Municipal Shelter)（奧斯威
戈郡 (Oswego County) 奧斯威戈市）：撥款 489,375 美元擴建現有的收容
所並加以修繕。 該項目將給現有的屋舍安裝溫控設備，並擴建檢疫區用於
加強疾病控制。

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波茨坦鎮 人道協會 (Potsdam Humane Society)（圣勞倫斯郡 (St. Lawrence
County) 波茨坦鎮 (Potsdam)）：撥款 178,895 美元擴建現有的收容所並加
以修繕。該項目將更換採暖/散熱設備用於改善通風、修繕犬舍並加以改
造，並安裝降噪材料。 該項目還將包括建造獨立式建築，用於長期收容動
物以改善日常生活。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

羅切斯特郡和門羅郡 DBA 洛利波普農場人道協會 (Humane Society of
Rochester and Monroe County DBA Lollypop Farm)（門羅郡 (Monroe)
費爾波特鄉 (Fairport)）：撥款 500,000 美元整修現有的收容所。 該項目將
為犬豢養區鋪設吸音板，並新增採暖 /散熱系統以實現合適的通風。
懷俄明郡動物管控機構 (Wyoming County Animal Control)（懷俄明郡
(Wyoming) 華沙鎮 (Warsaw)）：撥款 100,000 美元整修現有的收容所。
該項目包括新增犬舍用於提高安全性、舒適度以及容納力；提供新採暖 /散
熱系統用於改善採暖、通風以及空氣質量；實施整修用於改善動物的感染控
制和日常生活。

紐約州動物保護聯合會 (New York State Animal Protection Federation) 稱，每年有超
過 15 萬個動物被送往市政機構運營的非營利收容所和人道協會。紐約州 伴侶動物

資本基金將幫助這些組織繼續為地方社區提供收容服務、倡導改善動物護理，並促
進更多動物獲得領養。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
「紐約州的動物收容所、人道協會和愛護動物協會將利用這筆資金實施亟需的改
進，從而為紐約州的動物提供更好的照護，包括建設、翻修、擴建。 這些項目竣
工時將支持我們的共同目標，即為更多犬貓聯繫紐約州的家庭。」
議員費爾·泊伊爾 (Phil Boyle) 表示，「很高興這筆資金將幫助我們的救助機構和
收容所升級設施，從而為大量獲得救助並等待長期家庭的犬貓提供安全的臨時住
所。感謝葛謨州長在 2017-18 年預算案中提供資金給伴侶動物資本基金，我今後
將繼續開展工作把這筆資金提供給市政非營利動物收容所。」
女眾議員黛博拉·格里克 (Deborah Glick) 表示，「紐約州的動物收容所開展卓越的
動物照護工作，並為它們尋找充滿愛的家庭。越來越多的動物收容所採納非安樂死
政策，因此愈發需要更多的犬舍空間並改善醫療設備。這筆資金對於確保為紐約州
的伴侶動物提供慈心關懷至關 重要。」
紐約州動物保護聯合會執行理事利比 ·博斯特 (Libby Post) 表示，「撥款申請的數
量令我們感到興奮。該計畫獲得紐約州動物收容所和人道協會的積極響應，申請數
量遠遠超過了提供的資金金額。 這彰顯紐約州伴侶動物資本基金亟需再次納入到
紐約州預算案內。」
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負責管理
紐約州伴侶動物資本基金。紐約州農業市場廳利用其各個部門和計畫推動紐約州農
業及其豐富多樣的優質產品、推動農業環境管理、保護紐約州的食品供應、土地、
植物、畜牧以及伴侶動物，並利用其各項措施和食品安全部門確保保護消費者。
本部門負責運營「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管理「品嚐紐約
(Taste NY)」計畫、「新鮮互聯 (FreshConnect)」和新設立的「紐約生長和認證
(New York State Grown and Certified) 」計畫。請透過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關注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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