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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實施耕地保護計畫  (FARMLAND PROTECTION PROGRAM)  

以來，已經有超過  7.5 萬英畝的農田獲得保護並避免開發   

  

自上任以來，葛謨州長承諾為保護耕地提供  8,300 萬美元的歷史規模資金   

  

此公告與卡南代瓜鎮  (Canandaigua Farm) 農場的保護地役權同時發佈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通過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畫  (Farmland 

Protection Implementation Grant program, FPIG program)，在保護有價值和有風險的

耕地方面達成了重要的里程碑。截至  2019 年 6 月，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畫已經完

成近 300 個農場的保護地役權項目，幫助保護了紐約州逾  7.5 萬英畝的農田。  

葛謨州長上任以來，紐約州不僅重振了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畫，還承諾為保護耕地

提供 8,300 萬美元的歷史規模資金。   

  

「紐約州的農業是我們經濟的組成部分，因此，保護耕地和保護這種寶貴的資源不

被過度開發是至關重要的，」葛謨州長表示。「隨著這一綜合耕地保護計畫的復

興，我們保護了  7.5 萬英畝的耕地，確保農民擁有繼續種植優質產品所需的土

地。」  

  

「保護我們的耕地，對於確保紐約州的農業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的農民為紐約州各社區和其他各地的消費者

提供了世界級的產品。我們有決心保護和支持農業，從而拓展機會，並使產業得以

持續繁榮。」   

  

在宣佈此公告之際，卡南代瓜鎮的第  6 代穀物農場布洛克阿克爾農場  (Brock Acres 

Farm) 正在慶祝其保護  700 英畝農田的地役權。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為永久地役權撥款  186 萬美元，這是五指湖

地區土地信託機構  (Finger Lakes Land Trust) 支持的近 90 項地役權中的最新一項。

農業合作夥伴與州農業與市場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  A. 鮑爾 (Richard A. 

Ball)、五指湖地區土地信託機構的代表以及布洛克阿克爾農場的州和地方官員一起

慶祝了在耕地保護方面取得的成就。   

  



這個最新的地役權將使卡南代瓜鎮受保護的耕地總面積超過  2,000 英畝，確保這片

土地不受未來開發的影響，只用於農業。   

  

州農業與市場廳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廳長理查德·鮑爾表示，「土地是我們

最寶貴的一項資源，也是我們農業社會的基礎。  紐約州做出了保護耕地的承諾，

葛謨州長不僅重振了耕地保護計畫，而且確保該計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  

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把歷史水準的資金投入到耕地保護上，縮短了從授予地役權

到結束地役權的時間，並為土地信託基金和市政當局啟動了幾個額外的資金計畫以

支持土地保護。」   

  

通過已完成的保護項目獲得保護的耕地總面積為  76,395 英畝。 在未來幾個月裡，

還將有更多的項目被授予保護地役權。此外，2018 年 12 月，紐約州 19 個郡的 40 

個農場獲得了創紀錄的  3,500 萬美元資金，保護了紐約州  1.3 萬英畝的耕地。這些

撥款標誌著紐約州單輪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畫撥發創歷史規模的資金。下一輪耕地

保護撥款機會將於  2020 年公佈。  

  

五指湖地區土地信託機構執行董事安德魯·澤普  (Andrew Zepp) 表示，「我感謝布

羅克班克 (Brocklebank) 家族和地方官員關注農業並堅定支持土地保護，這使紐約

州有別於其他州，並使我們在土地管理方面成為國家的領導者。農業景觀對我們的

經濟和生活方式有很大的貢獻，我們很自豪能參與保護它們。我們感謝葛謨州長、

鮑爾廳長以及立法領導人和地方領導人幫助紐約州實現這個重要的里程碑。」   

  

布洛克阿克爾農場老闆斯科特·布羅克班克  (Scott Brocklebank) 表示，「我的兒子

特拉維斯 (Travis) 和我是布羅克班克家族第五代和第六代耕種這片土地的人。我的

父親和祖父會很高興地知道我們已經採取了這一措施，該措施使我們感到安心，  

至少 701 英畝土地將永久保留為耕地。」   

  

美國耕地信託機構紐約州政策經理薩曼莎·利维  (Samantha Levy) 表示，「對於紐

約州的領導人、土地信託基金和農場家庭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他們使保

護紐約州 7.5 萬英畝耕地成為可能。耕地保護項目加強了我們的農業經濟，有助於

把耕地轉讓給新一代農民，並且能夠協助抗擊氣候變化，同時永遠保護不可替代的

生產耕地。我們必須繼續合作，在未來的歲月裡取得更大的成就 !」  

  

紐約州農業局  (New York Farm Bureau) 局長大衛·費雪  (David Fisher) 稱，「耕地

保護對農場和本州來說都是一項寶貴的投資。農民家庭因此能夠獲得資金，使他們

能夠在為下一代民眾保留農業用地的同時發展自己的業務。這在有發展壓力的地區

尤其重要。紐約農業局長期支持該計畫，我們祝賀紐約州達到這個  75 萬英畝的里

程碑。」  

  



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  (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 主任克裡斯·沃特金斯  

(Chris Watkins) 表示，「該學院對紐約州農業的未來持樂觀態度，很大程度上是

因為成功的農業始于我們擁有豐富的健康土壤。耕地保護計畫是對我們未來農民的

一項極好的投資，我感謝葛謨州長、鮑爾廳長、州議會領導人和地方土地信託機構

採取這種合作方法，以管理正在耕作的農業景觀。」   

  

土地信託聯盟  (Land Trust Alliance) 主席兼執行長安德魯·鮑曼  (Andrew Bowman) 

表示，「紐約州各地的土地信託機構都很自豪能夠出力幫助紐約州為子孫後代保

護 7.5 萬英畝耕地。我今天向五指湖土地信託機構和布洛克阿克爾農場的所有者們

致敬，與此同時，我也感謝葛謨州長和農業廳長鮑爾優先安排用於繼續保護我們的

土地和生活方式的投資及合作關係。」   

  

參議會農業委員會  (Senate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珍·枚茲格  (Jen Metzger) 

兼參議員表示，「現在，我們有整整三分之一的農民年齡在  65 歲以上，而繼承權

問題是我們在紐約州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為了我們的經濟、食品安全和環境的利

益，我們需要並希望耕地世世代代用於生產。前瞻性的耕地保護計畫已經通過保護

項目和地役權項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將繼續確保耕地仍在農民手中，確保紐約

州擁有強大和充滿活力的農業未來。」   

  

眾議會農業委員會  (Assembly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兼眾議員多納·魯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紐約州完全認可農業是經濟驅動力和高品質食物的來

源，但土地開發仍然是一個持續的挑戰。這一里程碑標誌著我們致力於為子孫後代

保護農田。耕地保護計畫是本州在我們強大的農業傳統基礎上實施的眾多投資之

一。」  

  

鄉村資源立法委員會  (Legislative Commission on Rural Resources) 主席兼參議員

瑞吉兒·梅  (Rachel May) 表示，「作為鄉村資源立法委員會主席，我對這份公告感

到興奮，它宣佈通過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畫保護的超過  7.5 萬英畝耕地。耕地是農

民的寶貴生計，是居民的寶貴資源，並且是我們必須確保能夠延續到子孫後代的自

然資本。祝賀布洛克阿克爾農場、五指湖土地信託機構和我們所有的合作夥伴在可

預見的未來幫助保護我們的耕地免遭開發，感謝葛謨州長繼續支持這項計畫。」   

  

「農業是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第一大產業，也是我們當地社區和本州創造

就業的主要驅動力。然而，我們每天都看到紐約州有越來越多的農田退出農業生

產。我們必須支持家庭農場，以促進我們地區和州的經濟，並保護我們的環境。  

作為卡南代瓜鎮鎮長，我致力於加強本鎮的耕地保護工作。正因為這個經驗，我努

力確保州預算提供專項資金，用於幫助農民和農場家庭保護他們的土地並使其用於

農業生產，我很高興此舉已經幫助布羅克班克家族保護了其第六代家庭農場。我祝

願布羅克班克家族一切順利，我感謝他們及其夥伴為保護卡南代瓜湖  



(Canandaigua Lake) 流域和五指湖地區做出的努力，」參議員帕米拉·赫爾明  

(Pamela Helming) 表示。   

  

眾議會少數派領袖布萊恩·科爾伯  (Brian Kolb) 表示，「我們辛勤耕耘的農民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也更應該享受耕地保護實施撥款計畫提供的重要利益。隨著

紐約州農業社區工業和監管壓力的增加，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幫助世世代代在土地

上勞作以提供我們賴以生存的食物和產品的男男女女。健康的農場、充滿活力的農

業社區以及對耕地保護的持續投資對紐約州整體經濟健康至關重要。」   

  

卡南代瓜鎮管理員道格·芬奇  (Doug Finch) 表示，「卡南代瓜鎮為我們的農業遺產

感到自豪，並繼續把保護和促進農業作為農場友好社區的首要任務。  在卡南代瓜

鎮戰略耕地保護區  (Strategic Farmland Protection Area) 為子孫後代保護耕地，保護

布洛克阿克爾農場是在此過程中邁出的一大步。  把這些地塊添加到我們不斷增長

的擁有 1.08 萬英畝帕德福德布魯克綠道  (Padelford Brook Greenway) 開發權的耕地

名單中，這意味著從現在開始，卡南代瓜鎮將有  2,000 多英畝土地相互毗鄰，以確

保農業的持續經營。」   

  

五指湖土地信託機構簡介   

五指湖土地信託機構與土地所有者以及當地社區合作，保護了該地區逾  2.25 萬英

畝未開發的湖岸、崎嶇的峽谷、連綿起伏的森林和風景優美的耕地，同時管理著由  

30 多個自然保護區組成的網路，這些保護區向公眾開放。該土地信託機構擁有  

138 處私有地產的永久保護地役權，重點保護重要的魚類和野生動物棲息地、水質

和農場，同時提供保護教育和有關該地區獨特自然資源的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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