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500 多萬美元維護紐約州各地雪地機車道並加以整理   

  

州長宣佈  2 月  2 - 5 日為免費雪地機車週末；週末宣傳活動期間，  

州外雪地機車手免收報名費   

  

阿迪朗達克地區  (Adirondacks)、塔戈山  (Tug Hill)、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和紐約州各地開放雪地機車門和雪道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撥款  500 多萬美元維護紐約州各地雪地機車道並加以

整理，並面向全體州外及加拿大雪地機車手把  2 月 2 - 5 日指定為免費雪地機車週

末。美國其他州正確報名並繳納保險金的雪地機車運動愛好者若想探索紐約州  

1.04 萬英哩的雪地機車道，可免繳報名費。  

  

「紐約州擁有美國一些最好的雪地機車運動，並為全球遊客提供無盡的機會用於在

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享受冬季，」州長葛謨表示。「我們利用這筆

資金確保這些雪道為後代戶外運動愛好者保持在良好的狀態，我建議遠近地區的遊

客利用今年二月免費的雪地機車週末。」   

  

州長今日宣佈撥款  400 萬美元為紐約州地方社區維護雪地機車道，金額比去年增

加了  15%。雪道撥款支持紐約州  1.04 萬英哩指定的雪道，供雪地機車手安全使

用。紐約州汽車監理廳  (State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收集雪地機車報名費並

存入雪地機車道建設與維護基金  (Snowmobile Trail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Fund)，用於為這項地方撥款計畫由提供資金。郡政府和市政府把撥款分配給全州

大約  230 家雪地機車俱樂部，這些俱樂部反過來整理雪道並加以維護。請點擊此

處查看提供給各自治市的撥款的細目。  

  

此外，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還批准提供  110 多萬美元的聯邦休閒步道計畫  

(Recreation Trail Program, RTP) 撥款，用於幫助七家雪地機車俱樂部採購必要的設

備用於維護區域雪地機車道。資金來自休閒步道計畫，由聯邦公路管理局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提供並由州立公園管理。各自治市、非營利機構、州機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TrailMaintenanceImprovementsAwards2018.pdf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TrailMaintenanceImprovementsAwards2018.pdf


構、聯邦機構、印度部落政府及其他公共機構可以申請資金用於收購公用步道或步

道相關設施，或實施新建、翻修或維護。雪地機車道位於公私土地的組合地塊上，

開放供民眾享受這項休閒活動。在整理州雪地機車道系統以實現安全行駛方面，  

地方雪地機車俱樂部是個重要的合作夥伴。  

 

下列雪地機車俱樂部將獲得撥款，用於支持修整其社區內的雪道：  

  

獲撥款方   郡   說明   撥款金額   

Redfield 

Snowmobile 

Association, Inc. 

奧斯威戈郡  

(Oswego 

County) 

採購新雪地機車道修整設

備，用於維護主要位於雷德

菲爾德鎮 (Redfield) 境內的 

42 英哩公認的『高雪』廊道

和二級雪地機車道。  

200,000 美元   

Square Valley 

Trail Blazers, Inc. 
奧斯威戈郡   

採購新設備用於修整  110 多

英哩的紐約州雪地機車道  

(New York State Snowmobile 

Trail) 系統。  

185,000 美元   

Nick Stoner 

Trailers of Caroga 

Lake, New York, 

Inc. 

富爾頓 (Fulton 

County) 

採購  B 類雪道修整設備，用

於幫助維護大約  12 英哩現

有的雪地機車道。  

106,815 美元   

Ful-Mont Snow 

Travelers, Inc. 
富爾頓  

採購新雪道修整機和雪橇，

供福蒙特雪地旅行者公司  

(Ful-Mont Snow Travelers) 更

換頻繁出故障的舊設備。  

143,604 美元   

Indian Lake 

Snowarriors 

Association Inc. 

漢密爾頓郡  

(Hamilton 

County)  

採購全面翻新的雪道修整

機，用於維護  7.4 英哩長的

雪地機車運動與越野滑雪用

銜接雪道。  

83,821 美元   

Long Pond Sno 

Sled Club, Inc. 

赫基默郡 

(Herkimer) 和

里維斯郡 

(Lewis)  

採購雪地機車道修整機，用

於取代老化的設備，該設備

用於維護擁有高雪地機車交

通量的 A 級雪道。 

200,000 美元   

Turin Ridge 

Riders, Inc.  
里維斯郡  

採購新雪地機車道修整機用

於取代老化的設備。  
200,000 美元   

  

  

州長還宣佈在  2 月  2 - 5 日宣傳週末期間，面向外州及加拿大雪地機車手免收雪地

機車費用。目前，來自美國其他州或加拿大的雪地機車手在進入紐約州雪地遊徑前

須在紐約州登記其雪地機車，紐約州雪地遊徑從哈德遜谷  (Hudson Valley) 經北部



地區  (North Country) 延伸至紐約州西部地區。   雪地機車報名費為  100 美元，但雪

地機車手如果加入紐約州雪地機車協會  (New York State Snowmobile Association)  

附屬地方雪地機車俱樂部則可減至  45 美元。 

  

參加免費雪地機車週末活動的人員必須駕駛在其故鄉州 /加拿大省有效登記的雪地

機車，並且必須按照其故鄉州 /省購買所有適用的保險。如需了解關於雪地機車運

動的資訊，包括美國其他州雪地機車手在非宣傳期的在線報名資訊，請點擊此處。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主任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因為葛謨州長的支持，越來

越多的民眾探索紐約州帶給戶外冬季休閒運動愛好者的樂趣。州立公園期待本季與

諸位夥伴合作，保障雪道系統安全、整潔並良好維護，供居民和遊客享受本州諸多

冬季景點。」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廳長巴  

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  「雪地機車是一項熱門的戶外休閒活動，也是

地方社區的重要經濟引擎，我們在州長帶領下幫助社區充分利用這項重要的冬季活

動。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與市政工人以及地方雪地機車俱樂部的志願者合作，開放雪

道門、完成雪道維護工作、修整雪道，做好一切準備以迎接雪地機車季。」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  「紐約州有  1 萬多英哩的雪地機車道，提供無

與倫比的騎乘體驗。這增添了又一個理由，供民眾規劃冬季短假並前往了解紐約州

能夠提供的一切美好事物。」   

  

紐約州機動車輛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NYS 

DMV) 執行副局長特裡·伊根  (Terri Egan) 表示，  「雪地機車是享受紐約州冬季時

光的好途徑。我們建議騎手保持安全。切勿在吸毒或飲酒後駕駛雪地機車，並始終

保持安全速度。」   

  

紐約州雪地機車協會執行理事多米尼克 ·賈卡戈洛  (Dominic Jacangelo) 表示，  

「感謝州長認可雪地機車從屬於冬季旅遊業經濟及其支持的就業。紐約州雪地機車

俱樂部在維護安全有趣的雪地機車道系統方面完成了傑出的工作，這種支持將幫助

確保紐約州北部地區成為雪地機車運動與冬季旅遊業的精彩目的地。我們相信人們

只要來到這裡，就會一次又一次地回來享受我們完善的雪道。造訪  

www.nysnowmobiler.com 了解地方俱樂部和遊客資訊。」   

  

赫基默郡議員帕特里克·魯塞勒  (Patrick Russell) 表示，「紐約州是冬季活動的世

界頂級目的地，我們在  2 月  2 日週末期間面向來自外州及加拿大的雪地機車手取

消費用，從而吸引更多遊客前往本州。感謝州長對紐約州精彩的戶外世界繼續做出

承諾。」  

http://dmv.ny.gov/registration/register-snowmobile
http://www.nysnowmobiler.com/


  

維波鎮  (Webb Town) 鎮長羅伯特·莫瑞  (Robert Moore) 表示，「雪地機車運動在

紐約州是一項熱門的冬季運動，吸引本州及周邊地區的遊客前來探索我們的雪道並

欣賞美景。我很自豪與葛謨州長共同為外州及加拿大的雪地機車手取消費用，從而

把更多冬季運動愛好者吸引到本州。」   

  

因賴特鎮  (Inlet Town) 鎮長約翰·弗雷  (John Frey) 表示，「冬季活動是紐約州北部

地區旅遊業的重要推動力，我們在  2 月  2 日週末期間免收雪地機車費，從而吸引

更多遊客從州外地區前來享受本地區能夠提供的一切美好事物。我很高興與葛謨州

長合作，為來自州外及加拿大的雪地機車手提供免費的雪地機車運動。」   

  

所有雪道系統均開放，雪道狀態為好至卓越。但是，某些特定的雪道區段的雪量可

能相對較少，雪道上可能有刮倒的樹木或其他障礙物。查看地區雪地機車俱樂部網

站來了解雪道狀況資訊，包括修整狀態。此外，紐約州雪地機車協會網站提供與雪

地機車運動及雪地機車俱樂部相關的資訊。州雪地機車路網地圖，請從此處查看紐

約州立公園網站。  

  

阿迪朗達克地區保育地  (Conservation Easement land) 關閉了多條雪道，或更改線

路以避免採伐作業。查看紐約州環境保護廳阿迪朗達克邊遠地區資訊  (Adirondack 

Backcountry Information) 網站和雪地機車俱樂部網站，用於了解雪道關閉及改道資

訊。 

  

紐約州立大學波茨坦分校  (State University at Potsdam) 開展的  2011 年調查顯示，

紐約州雪地機車運動社區創造了  8.68 億美元的季節總體經濟效益。紐約州利用橫

跨  45 個郡的全州雪地機車道系統  (Statewide Snowmobile Trail System) 支持雪地機

車運動，該系統由  200 多家俱樂部維護，並由  51 個市政贊助方資助。與雪地機車

運動相關的資訊，請訪問  parks.ny.gov。從此處造訪紐約州環境保護廳來了解更多

與州土地上的雪地機車運動相關的資訊。  

  

冬季旅遊占紐約州旅遊業總收入的  21%，2016 年的遊客直接支出高達  136 億美

元。更多關於紐約州冬季旅遊業的資訊請見  www.iloveny.com/winter 和免費的 

『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移動應用程式，該移動應用程式可從  iTunes 和 

Google Play 應用商店以及  www.iloveny.com/mobile 免費下載。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http://nysnowmobiler.com/ride-ny-trails/
https://parks.ny.gov/recreation/snowmobiles/maps.aspx
http://www.dec.ny.gov/outdoor/7865.html
https://parks.ny.gov/recreation/snowmob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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