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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開展《送葡萄進學校 (GRAPE-TO-SCHOOL)》試點項目
10 所學校將把紐約州種植並認證 (NYS Grown & Certified) 的康科特葡萄
(Concord Grape) 汁納入菜單，並準備教育活動和口味測試

康科特葡萄峰會 (Concord Grape Summit) 上制定的目標是拓展新市場並推動康
科特葡萄業新產品的開發
建立在州長《農場到學校 (Farm-to-School)》和《解決學生溫飽 (No Student
Goes Hungry)》項目基礎之上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開展《送葡萄進學校》試點項目，這是一項全新的農
場到學校工作，旨在讓學生參加學區和協作教育服務委員會 (Boards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Services, BOCES) 項目認識紐約種植的康科特葡萄汁 10
個學區到學年末將供應紐約州種植並認證的康科特葡萄汁。此外，參與的學區將
準備教育活動和口味測試以宣傳紐約州農業，並把當地種植的產品推廣到學校餐
食中。
「這一首次開展的此類項目不僅將為全州學齡兒童帶來當地種植的營養康科特葡
萄，還準備了教育機會，使他們能夠學習紐約的農業，」 葛謨州長表示。「在這
一項目的幫助下，我們將延續我們的承諾，即為全州的學校帶來營養食材，為提
供最優質產品的當地農民和種植商提供支持。」
「康科特葡萄是紐約州多元化農業景觀的重要內容，」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正如我去年在首屆康科特葡萄峰會上注意到的那樣，我們著眼
於支持全州的葡萄業。這一送葡萄進學校試點項目延續了我們的工作，把康科特
葡萄引入學校，並推動了產品開發。這些項目有助於擴展市場，創造新機遇，
並加強紐約的農業經濟發展。」
今天早些時候，《農場到學校》合作夥伴在漢堡 (Hamburg) 的阿莫小學 (Armor
Elementary School) 慶祝這一試點新項目，這是紐約星期四 (NY Thursdays) 當地午
餐項目的工作內容。從幼兒園到五年級的學生享用了 100% 由當地食材製成的餐
食，其中包括紐約州果汁公司 (New York Juice Company) 供應的紐約州種植並認

證的康科特葡萄汁，石板食品公司 (Slate Foods) 供應的紐約州種植並認證的牛肉
熱狗，馬誇特農場 (Marquart Farms) 的紐約薯條，傑納西谷豆類公司 (Genesee
Valley Bean Company) 供應的班迪特豆類 (Bandit Beans)，以及北部地區農場
(Upstate Farms) 供應的紐約州種植並認證的牛奶。
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透過紐
約州《農場到高校 (Farm-to-Institution)》項目在試點項目上的合作與美國農場信託
基金會 (American Farmland Trust, AFT) 共事。西田梅得協作公司 (Westfield Maid
Cooperative) 和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飲品製造商紐約果汁公司合作生產和包裝
康科特果汁。
參加《送葡萄進學校》試點項目的學區包括：
•
•
•
•
•
•
•
•
•
•

達奇斯郡 (Dutchess County) 貝肯市 (City of Beacon) 貝肯中心學區 (Beacon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伊利郡 (Erie County) 水牛城 (City of Buffalo) 水牛城公立學校 (Buffalo Public
Schools)
伊利郡漢堡鎮 (Town of Hamburg) 漢堡中央學區 (Hamburg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布魯姆郡 (Broome County) 美恩恩德維爾中央學區 (Maine Endwell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奧內達郡 (Oneida)、赫基默郡 (Herkimer) 和麥迪遜郡 (Madison) 奧內達-赫基
默-麥迪遜學區和協作教育服務委員會
皇后區 (Queens) 文藝復興特許學校 (Renaissance Charter School)
斯克哈里郡 (Schoharie County) 斯克哈里鎮 (Town of Schoharie) 斯克哈里中
心學區 (Schoharie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特拉華郡 (Delaware County) 西德尼鎮 (Town of Sidney) 西德尼中心學區
(Sidney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奧內達郡懷茨伯樂鄉 (Village of Whitesboro) 懷茨伯樂中心學區 (Whitesboro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布魯姆郡溫莎鎮 (Town of Windsor) 溫莎中心學區 (Windsor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紐約果汁公司和西田梅得是紐約州首家紐約州種植並認證的果汁加工商，其為全
州超過 65 個學區供應含有康科特葡萄汁的果汁。購買果汁可幫助學校達到其
30% 的食品來自於當地食材的目標，使其有資格獲得更高的學校午餐報銷額度。
四盎司的果汁杯盛滿了「生長葡萄 (Growing Grape)」新口味。紐約州種植並認證
的標誌被貼在在每個杯子上顯眼的地方並用於封口，使消費者知道果汁是由紐約

農場種植的葡萄生產的，這些農民承諾會達到食品安全高標準，並展現出環境管
理的才能。
農業廳廳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對紐約州農業
和飲食業的支持。我們很激動能看到學校為學齡兒童供應新鮮、營養、在紐約種
植的康科特葡萄。紐約的康科特葡萄全國排名第二，這一試點項目不僅將教育學
生食物從何而來，也會重點突出康科特葡萄對我們農業經濟的重要性，使種植
商、生產商和新客戶聯繫起來。」
州參議院農業委員會 (Senate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珍·枚茲格 (Jen
Metzger) 州參議員表示，「作為農場到學校項目的積極支持著，我很激動能看到
這一試點項目為紐約的學校帶來當地生產的康科特葡萄汁。這一項目為學生帶來
了雙重福利，即供應了健康美味的飲料，也支持了紐約的農場和農民。」
眾議會農業委員會 (Assembly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多納·魯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送葡萄進學校》試點項目使我們已經成功開展的《農場到學
校》工作的自然延伸。很欣慰能看到全州的學生都能享受到紐約種植並認證的葡
萄汁，其中包括這裡的布魯姆郡。他們將學到紐約市康科特葡萄的第二打生產
商，同時還能享受到當地生產的營養產品。這是我們長期以來為 康科特葡萄業尋
找新市場和開發新產品的工作內容。」
美國農田信託基金會紐約州副總裁艾麗卡·古德曼 (Erica Goodman) 表示，「美國
農田新天基金會很激動能與紐約州農業市場廳合作，從而為我們州幼兒園到 12 年
級學校帶來康科特葡萄汁，從而為紐約的葡萄種植商打開了新市場。教育學校學
生並使他們認識到更多紐約種植的產品極好的例證了保持當地經濟中的食品業發
展對紐約農民的支持有多大。」
漢堡學校食品和營養主任安妮·裡奇 (Anne Rich) 表示，「我們對送給學生享用的
又一紐約美味食品表示感激！一般來說很難權衡兒童的喜好與兒童的健康營養標
準。但紐約州康科特葡萄汁就做到了這一點！《送葡萄進學校》幫助我們實現了
全州的兒童營養項目，也推動了葛謨州長的《解決學生溫飽》項目。學生、兒童
營養項目、分銷商、製造商和紐約州農民都 從《農場到學校》等項目中獲益。
感謝所有使《送葡萄進學校》項目順利開展的所有人！」
紐約果汁公司總裁麥克·龐提羅 (Mike Puntillo) 表示，「與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西田梅得協作公司和美國農田信託基金會在種植並認證項目上合作使我們的榮
幸。我們的使命是用健康食材生產當地產品，這些產品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有
經濟效益。感謝葡萄種植上、食品服務主管和分銷商思科食品公司 (Sysco Foods)
對種植及認證項目的承諾，感謝他們使這一試點項目成為現實。紐約果汁公司將
繼續為紐約州及其他地區的學生使用優 質食材、安全包裝、當地生產的果汁。」

西田梅得協作公司銷售主管和董事會成員安迪·帕特南 (Andy Putnam) 表示，
「西田梅得協作公司很欣慰也很感謝有紐約州的支持，他們為學校午餐項目帶來
了紐約州種植並認證的康科特葡萄汁。正如去年在西田康科特葡萄峰會上討論所
說，紐約州的學校為其學生供應優質、紐約州種植及認證的農產品非常重要，
其保證了食品安全，提供了這些產品和其他非本地種植產品在質量上的區別，
並整體上推動了本州的最佳經濟利益。我們很激動紐約州幼兒園到 12 年的每個學
生都可能定期享用到康科特果汁，這些果汁直接從伊利湖康科特葡萄種植地區運
來。《農場到學校》項目在長期保護我們州極其重要和美麗的農業地區時有所不
同。」
《送葡萄進學校》試點項目建立在州政府《農場到學校》項目、州長《解決學生
溫飽》項目和其他長期工作的基礎上，如《品嘗紐約 (Taste NY)》和紐約州種植
並認證項目。這些工作推動了購買紐約州的當地食物和飲品。
該項目也實現了本州 2018 年康科特葡萄峰會上提出的目標，即為紐約康科特葡萄
業開拓新市場，並推廣康科特葡萄創新性新產品。為增加農業這一板塊中農場和
商業機會，峰會宣佈了包括這些新營銷工作在內的數個創新舉措。很多項目已成
功開展，包括支持《葡萄認證項目 (Vine Certification Program)》，從而保障無病
定植苗；支持視頻科學新研究和使用康科特葡萄的新產品開發；舉辦關於出口機
會的研討會，增加國內玩展銷會上對葡萄業的展示；在品嘗紐約接待中心 (Taste
NY Welcome Centers) 和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上展示康科特
葡萄。
紐約州是全國第二大康科特葡萄生產商，其種植帶上有約 3 萬英畝的葡萄園。
其中大部分區域在紐約州境內，佔地超過 1.8 萬英畝。康科特葡萄用於生產多種
有附加值的產品，包括葡萄汁、果膠、果醬、葡萄酒。
美國農田信託基金會簡介
美國農田信託基金會是對農業制定全面措施的唯一全國機構，其重點關注土地、
在該片土地上使用的農業方式，以及從事農作的農民和農場主。美國農田信託基
金會開展了保護農業運動，並透過傳遞沒有農場就沒有食物 (No Farms, No Food)
的訊息不斷提高公眾意識。美國農田信託基金會自 1980 年成立以來就永久保護了
超過 650 萬英畝的農業用地，在另外的數百萬英畝對環境無害的土地上開展先進
的耕作方式，並對數千戶農業家庭予以支持。《農場到紐約州高校 (Farm to
Institution New York State, FINYS)》是由美國農田信託基金會聯合發起的醒目，旨
在大力增加在當地農場上種植的食物產量，這些食物供應到紐約的各個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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