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8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斥資  14 億美元的『活力布魯克林區  (VITAL BROOKLYN 
INITIATIVE)』計畫的下一舉措   

  

公佈舉措用來為布魯克林中部地區  (Central Brooklyn) 增加供應健康食品，投資  

182.5 萬美元給  31 個移動市場、設立  12 個青少年運營的農貿市場、面向老年人

開展食品隱患篩查  (Food Insecurity Screening)、城市農場、食品分配中心選址調

研   

  

移動市場今年服務的居民人數將翻一倍，明年獲得新鮮食品的居民人數將翻三倍   

  

此前有公告宣佈在  2019 年秋季前投資  310 萬美元改造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  22 個

社區花園   

  

『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基於可靠的社區規劃工作推進重要的開放空間及休閒娛

樂、健康食品、教育、經濟賦權、暴力預防、醫療、適應力計畫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斥資  14 億美元的『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採取下一

舉措，利用新的社區發展與福利模式改造布魯克林中部地區來解決長期存在的社會

差距，例如系統性暴力、經濟適用房、缺乏開放空間、高需求社區根深蒂固的貧困

問題。  

  

今年四月，葛謨州長設立第二階段的『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並公佈五份《招標

書 (Request For Proposal, RFP)》，用來建造  2,000 多套經濟適用房，並推進該計

畫斥資 5.63 億美元的承諾，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建造  3,000 套經濟適用房。今年

夏初，葛謨州長宣佈投資 310 萬美元整修並改造八座社區花園，並給另外  14 座社

區花園提供亟需的直接供水管道，工程將在  2019 年秋季竣工。此前，州長還宣佈

設立旗艦式門診醫療站點，並與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六個由聯邦政府批准的醫療

中心合作，為其斥資  2.1 億美元設立的 32 個現場門診醫療網絡奠定基礎。  

  

今天，伴隨全面計畫實施下一舉措，葛謨州長公佈新措施用來增加供應營養餐食，

並解決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社區長期存在的食品隱患問題和健康差距。紐約州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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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 萬美元給新移動市場、面向老年人的食品隱患篩查活動、青少年運營的農貿

市場、社區花園、食品分配中心選址調研活動，將確保地方社區能夠採購新鮮的當

地食品，並獲得需要的支持用來實現健康的生活方式、利用移動市場翻一倍提供新

鮮果蔬服務、明年利用新食品中心《招標書》把該增加的供應量翻三倍。  

  

「布魯克林中部地區四個區域當中有一個區域缺乏優質豐富的食物，數量低於本州

平均水平將近兩倍，」葛謨州長表示。「我們利用『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幫助

居民獲得新資源，這將確保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居民獲得優質健康的食品。我們將

共同採取積極措施扭轉該社區太久以來面對的長期社會差距、經濟差距和醫療差

距。」  

  

「『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正在幫助解決該地區的差距問題和暴力問題，投資於經

濟適用房、醫療保健和健康食品，」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發表今

天的公告時表示。「供應果蔬對促進營養健康的生活方式至關重要。這筆資金將

提供移動市場並改造社區花園，從而保障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食品分配。我們正在

努力扭轉該地區居民面對的經濟、社會和醫療方面的不平等問題，並改善其總體生

活方式。」   

  

目前，布魯克林區  10 個社區有  8 個面臨著最高的食品隱患率，城市食品隱患率增

長最快的地區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此外，一些分析數據表明，布魯克林區低收入

居民前往雜貨店的出行距離比高收入居民遠三倍。『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中的這

個新舉措設法解決這些長期存在的差距，並給移動食品供應提供專項投資。  

  

五個合作機構利用移動市場撥款計畫  (Mobile Market Grant Program) 獲得大約 50 

萬美元資金。  移動食品取用設備是個重要的措施，用於接觸那些通常最需要新鮮

健康食品的民眾。相比於建造和運營規模完備的雜貨店或新食品儲藏室，這些設備

更加靈活、費用更加低廉，並更好地接觸行動能力受限的民眾。  

  

下列各方獲得撥款，他們將擴大或實施新的移動市場計畫，用來服務於布魯克林中

部地區的街區。這些投資將把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移動市場數量翻一倍，從而把服

務的居民人數增至大約  25 萬。  

  

• 城市豐收機構  (City Harvest)，135,620 美元  -採購新車輛用來擴展社

區合作夥伴移動市場計畫  (Community Partner Mobile Markets 

Program)。 

o  服務的社區位於格林堡街區  (Fort Greene)、展望雷菲茲花園街

區 (Prospect Lefferts Gardens)、皇冠高地街區  (Crown Heights)、

布朗斯維爾街區  (Brownsville)、塞普利斯丘陵街區  (Cypress 

Hills)、東紐約街區  (East New York)、法拉盛街區  (Flatbush)。 

  



 

 

•  貝德福德反飢餓行動組織  (Bed Stuy Campaign Against Hunger)，

145,650 美元  - 購置車輛，充分配備設備並運作，用作移動儲藏室和

移動市場。  

o  服務的社區位於貝德福德街區  (Bed-Stuy)、布什維克街區  

(Bushwick)、展望雷菲茲花園街區、皇冠高地街區、海山街區  

(Ocean Hill)、布朗斯維爾街區、塞普利斯丘陵街區、東紐約街

區、東法拉盛街區  (East Flatbush)、卡納西街區 (Canarsie)。  

  

•  環境委員會有限公司  (Council on the Environment Inc.)，43,212 美元  

- 購置貨車用來支持並改善布魯克林中部地區青年市場的服務。  

o  服務的社區位於貝德福德街區、布什維克街區、布朗斯維爾街

區、塞普利斯丘陵街區、法拉盛街區。  

  

•  聯合社區中心有限公司  (United Community Centers, Inc.)，50,000  

美元  - 在東紐約街區和卡納西街區的紐約州社區住房管理局  (New 

York Community Housing Authority) 住宅區運營另外一座站外週三農貿

市場和兩個農產品直銷店。  

o  服務的社區位於東紐約街區、卡納西街區、東法拉盛街區、  

布朗斯維爾街區。  

  

•  紐約市糧食銀行  (Food Bank for New York City)，122,689 美元  - 擴展

糧食銀行的綠色人行道計畫  (Green Sidewalk Program)。 

o  服務的社區位於貝德福德街區、布什維克街區、布朗斯維爾街

區、塞普利斯丘陵街區、法拉盛街區、東紐約街區、卡納西街

區。  

  

第二輪計畫將在今年秋季增加提供  50 萬美元資金，這筆資金預計將把明年獲得新

鮮食品的居民人數增加三倍。  

  

州長今天還宣佈紐約州與紐約州立大學南部醫學院  (SUNY Downstate) 合作，與統

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  (One Brooklyn Health) 合作，投資  30 萬美元面向老年人實施

新的食品隱患篩查試行計畫。作為該計畫的一項內容，老年民眾造訪紐約州立大學

南部醫學院醫療機構或醫療博覽會時將參加篩查，從而幫助判斷其是否面臨食品隱

患。參加該計畫的人員將獲得老年民眾農貿市場營養計畫  (Senior Farmers Market 

Nutrition Program) 提供的福利，在參加該計畫的農貿市場和農產品直銷店內使用，

並獲得其他資源用來宣傳更加健康的飲食習慣和生活方式改變。另外  10 萬美元資

金將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更大範圍的醫療體系內擴大食品隱患篩查活動。  

  



 

 

此外，325,000 美元資金將支持設立  12 座新的青年農貿市場。  本學年起，與紐約

市發展機構  (Grow NYC) 以及教師聯合工會  (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 合作，

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十二座社區學校將開始向青少年傳授農產品直銷店的管理方法

和經營方法、向高中學生傳授創業技能，並支持學生在其當地食品系統內發揮積極

作用。這些新的新鮮果蔬供應點還將幫助在整個學年和對家庭而言更加方便的主要

時間點增加提供健康的食品。  

  

『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還認可不充分的食品供應鏈基礎設施是居民獲取新鮮食品

時面臨的一個難題。  為了滿足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這一需求，本州還撥款  5 萬美

元給貝德福德重建公司  (Bed Stuy Restoration Corporation)，用來全面調查建設食品

中心的可行性。這項研究還包括全面的利益相關方參與過程、調查食品中心模式和

最佳實踐方法、對社區產生的潛在影響、並針對哪些形式、功能和地點將最能滿足

社區需求提供建議。  該食品中心的基礎設施還將支持為當地農民和農業生產商增

加集合機會和分銷機會。  

  

為了在實施『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的地區建設並完善社區花園和城市農場，紐約

州還給兩個合作機構發放了  5 萬美元資金，用來建設重要的改善項目和擴建項

目。這些持續發展的場所發揮關鍵作用，在對抗飢餓的同時支持合適的營養機會、

教育機會以及社區參與。撥款提供給：  

  

•  貝德福德反飢餓行動有限公司  (Bed Stuy Campaign Against Hunger, 

Inc.)（金斯郡 (Kings County)），25,000 美元 - 該項目將支持在貝德福

德反飢餓行動有限公司位於貝德福德史岱文森街區  (Bedford 

Stuyvesant) 的薩拉托加農場  (Saratoga Farm) 建設並長期運營新養耕

共生溫室種植系統。  

•  聯合社區中心有限公司（金斯郡），25,000 美元 - 該項目將准許東紐

約農場 (East New York Farms) 提供更多技術援助給當地園丁，從而發

展農貿市場並在服務不足的布魯克林區提供更多健康食品。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 

「健康的社區和活力四射的經濟始於提供農場供應的營養新鮮食品。由於州長承諾

實施『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這些新計畫將對我們的家庭和兒童產生重要的直接

影響，並為其他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奠定基礎。」   

  

參議員傑西·漢密爾頓  (Jesse Hamilton) 表示，「葛謨州長設立的變革性的『活力

布魯克林區』計畫針對我們社區內長期存在的健康差距，利用大額投資提供開放空

間、健康食品、住房和醫療。這些專項投資將幫助社區內的街區獲得新鮮健康的食

品，這將改善成千上萬個紐約民眾的健康。我期待繼續與諸位同事、社區機構以及

街區居民合作，實現切實的成果。」   

  



 

 

參議員羅克珊  普爾索德  (Roxanne Persaud) 表示，「我們的飲食習慣奠定全天的

基調，對我們的工作、學校和勞動效率產生潛在影響。我們增加提供健康食品，  

這不僅有助於社區成員獲得需要的營養來維持健康，還能幫助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保

持在正軌上。感謝葛謨州長確保布魯克林區的居民避免遭受忽視，並資助重要的計

畫用來幫助街區繁榮發展。」   

 

眾議員  N. 尼克·匹瑞  (N. Nick Perry) 表示，「『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提供必要

的資金和所需的全面方法，用來對布魯克林區的後世民眾產生持久的影響。該計畫

提供移動食品供應設備、青年運營的農貿市場、食品隱患篩查試行計畫，從而確保

下一代布魯克林區居民獲得必要的資源用來實現平等獲取營養食品和更健康的生活

方式。感謝葛謨州長發揮領導力，並承諾提供健康營養的食品，並改善布魯克林區

各個社區的生活質量和健康。」   

 

眾議員拉特瑞克·瓦克 (Latrice Walker) 表示，「獲得優質營養的餐食對成功健康的

生活方式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太久以來，布魯克林中部地區居民遭受忽視，無法在

當地獲得健康的食品選擇。葛謨州長利用卓越的『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中的這項

舉措增加供應健康食品選擇，並切實把布魯克林中部地區改造成健康、成功的社

區，供我們的居民蓬勃發展。」   

  

女眾議員戴安娜  C. 理查森  (Diana C. Richardson) 表示，「今天標誌著在建設更加

健康的布魯克林區的進程中達成了又一個巨大目標。每個紐約民眾都理應獲得營養

均衡的健康餐食，我相信『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將為最弱勢的居民打開大門並改

造我們的社區。感謝州長解決長期存在的食品差距，並承諾改善布魯克林區全體居

民的生活。」  

  

眾議員傑米  R. 威廉姆斯  (Jaime R. Williams) 表示，「均衡健康的餐食是每個紐約

民眾都理應獲得的，郵區和街區不得干預民眾獲取新鮮食品。透過積極解決布魯克

林區的食品隱患，並發展社區花園來為數不清的居民家庭供應新鮮的果蔬，我們可

以對這些紐約民眾的健康創造積極的影響。感謝州長持續投資於『活力布魯克林

區』計畫，並提供長期支持用來把我們的行政區建設得比以往更加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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