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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安德魯  M.葛謨  |  州長 

 
州長葛謨宣佈向紐約州博覽會場地  (NEW YORK STATE FAIRGROUNDS)史無前例

的復興計畫的第二階段投入  7,000 萬美元  

 
投入  5,000 萬美元建造新的多功能展覽中心  (Exposition Center) 及空中纜車  

(Aerial Gondola) ，以供遊客從博覽會場地遊覽至露天劇場  (Lakeview 

Amphitheater) 
 

投入  2,000 萬美元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的投資，
用於通往  690 號州際公路西段的新入口匝道以及  Orange 停車場的改善項目 

 
州長採納了紐約州博覽會任務組的建議，將博覽會延長至  13 天   

 
遊樂場  (Midway) 的合作夥伴  Wade Shows Inc. 公司將宣佈：新空中騎乘  (Aerial 

Sky Ride) 以及  2017年的非博覽會日程中還將新增的四個新大型活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了紐約州博覽會場地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設和改造的第

二階段，並採納了紐約州博覽會任務組的建議，將  2017 年博覽會延長至  13 天。

該資本專案第二階段旨在將博覽會開發成全年展覽目的地，包括斥資 5,000萬美元

開發一處 80,000平方英尺的多功能展覽中心  (Exposition Center) 以及一個空中纜車  

(Aerial Gondola) ，從而遊客可通達博覽會場地的遊客與和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的露天劇場  (Lakeview Amphitheater) 的遊客連通起來。此外，「紐約上州振興計

畫」中的 2,000 萬美元投資資金，將用於建設通往  690 號州際公路西段的新入口

匝道以及 Orange 停車場的其他改善項目，而其他博覽會整修項目將包括建設新空

中騎乘 (Aerial Sky Ride) 和提供新穎豐富多樣的活動，以全年吸引遊客前往。  

 

「  2016 年，透過重構紐約具有歷史意義且深受喜愛的盛事，我們振興計畫的第一

階段強化了紐約中部最具價值的旅遊景點，並接待了創紀錄的遊客，從而顛覆了紐

約州博覽會的體驗，」州長葛謨說道，「我期待在第二階段中，州博覽會持續保

持該勢頭，並另外投資  7,000 萬美元以達成目標。我感謝任務組的成員為下一階段

所做的敏捷的工作以及提出的明智建議。新州博覽會將為全州及全國未來幾代的遊

客呈現激動人心的展覽、音樂會、提供當地特色食物和飲料以及技藝精湛的工



匠。」 

 

2016 年  11 月，州長葛謨  任命了州博覽會「第二階段」任務組，該任務組由  21 

名地方官員和行業領導組成，州農業和市場專員理查德 ·鮑爾  (Richard Ball) 及奧農

達加縣行政長官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擔任聯合主席。該任務組負責在  

2016 年州博覽會啟動的第一階段改善項目的基礎上構思建設創新方案，並且他們

在  2016 年末已向州長提出了他們的建議。  

 

在充分考慮州博覽會任務組的意見後，州長提出  5,000 萬美元的行政預算將投資用

以補充和擴展  2016 年所推行工程的兩個變革資本項目上。  

 

第二階段投資包括：  

  35,00 萬美元用以建設  80,000 平方英尺的多功能混合建築物以及展覽中心，

全年用於舉辦當地、地區和全州活動，以穩固該博覽會作為紐約州中部地區

的首要全年目的地之地位。從  此處可獲得展覽中心的詳情以及額外資訊。  

  1,500 萬美元用以建設將遊客以及音樂會觀眾從博覽會場地運載到奧農達加

縣的露天劇場  (Lakeview Amphitheater) 的空中纜車，以及環湖小道  (Loop the 

Lake Trail) ，從而創造一種全新的絕佳博覽會體驗。從此處可獲得空中纜車

的詳情以及額外資訊。  

  透過「紐約上州振興計畫」，投資  2,000 萬美元用以建設前往  690 號州際公

路西段的新入口匝道以及  Orange 停車場的其他改善項目，使得在每年州博

覽會以及全年其他大型活動期間停車、旅行更便捷，交通堵塞更少。從此處

可獲得停車和交通改善項目的詳情以及額外資訊。  

 

除了上述建議以外，以往每年為期  12 天的博覽會，今年延長至  13 天，給旅客留

下更多時間享受紐約一流的食物和飲料、農業、藝術、展覽、音樂會及其他事項。  

 

2017 年，博覽會將在娛樂場  (Midway) 基礎上，增加一處新的主要景點：空中騎乘  

(Aerial Sky Ride)，將於 8 月  23 日博覽會的開幕日落成。空中騎乘  (Aerial Sky Ride) 

將由  Wade Shows Inc.建立、營運以及維護，將包括逾 100個雙人乘客座位，當參

加博覽會的人們穿過博覽會擴建的遊樂場時，可給予他們俯瞰雪城以及周圍地區的

絕佳視角。從  此處可獲得空中騎乘  (Aerial Sky Ride) 的詳情以及額外資訊。  

 

此外，受益於用來改善以及擴建博覽會的紐約州投資，博覽會也將全年舉辦更多的

活動，以提供更多的娛樂。PPG 雪城車展的推廣人 Right Coast Inc.，將為  2017 年

紐約州博覽會場地帶來三個全新的活動，包括雪城雪地越野賽  (Syracuse 

SnoCross)、  Kawasaki 雪城室內摩托越野賽  (Kawasaki Syracuse StadiumCross) 和

雪城男士用品展  (Syracuse Man Show)。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launches-state-fair-task-force-recommend-improvements-state-fair-renovation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StateFairExpoBuildingFactSheet.pdf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StateFairAerialGondolaFactSheet.pdf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StateFairOrangeLotParkingImprovementsFactSheet.pdf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StateFairOrangeLotParkingImprovementsFactSheet.pdf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StateFairSkyRideFactSheet.pdf


2017 年博覽會場地將舉辦下列活動： 

 
雪城雪地越野賽  (Syracuse SnoCross) 3 月  4 日到  5 日  

 
來自全美國東北地區的專業及業務的雪地越野賽手將於  2017 年  3 月  4 日到 5 日

的周末，在這個他們有史以來的最長跑道上，竟奪現金獎勵。雪城雪地越野賽  

(Syracuse SnoCross) 將是東海岸雪地越野賽系列  (East Coast SnoCross Racing 

Series) 的一部分，也將是雪地越野賽第一次在雪城舉辦。賽手將使用重大改良過

的雪撬，在定製的曲折以及跨度大的軌道上賽車，因此可能將賽手甩出超過  80 英

尺遠。 

 

該系列雪地越野賽吸引了全新英格蘭和加拿大的  100 多名賽手和觀眾。北極星  

(Polaris)、Ski-Doo 和  Artic Cat 都選派專業的車隊競賽，及展示他們雪地摩托的最

新設計以及技術。業餘賽手也有機會報名在專業賽道上參賽，以測試他們的賽車技

巧。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www.SyracuseSnoCross.com。  

 

Kawasaki 雪城室內摩托越野賽  (Syracuse StadiumCross)： 3 月  25 日到  26 日 

 
這種讓人腎上腺素激增的高飛摩托越野賽也將第一次在雪城上演。OPE Kawasaki

雪城室內摩托越野賽  (Syracuse StadiumCross) 將於  2017 年 3 月 25 日到  26 日舉

辦。全國東北地區和加拿大的賽手和粉絲將聚集在紐約州博覽會的競技場。  

 

競技場定製的塵土路面軌道用了逾  550 立方英碼的塵土建造狹道、台面以及高飛

跳越平台。比賽將在可容納  3,500 個座位的競技場舉行，而毗鄰的活動中心建築將

容納車手的機車位，以對其摩托車進行整修。預計近  500 名車手及近千名賽車迷

將參加該週末活動。如需更多資訊，請瀏覽 www.SyracuseStadiumCross.com。  

 

雪城男士用品展  (Syracuse Man Show)： 4 月  7 日及  8 日  

 
這項全新的活動將於  2017 年 4 月 7 日至  8 日在博覽會場地的園藝大樓內舉行。

供應商將展示及銷售狩獵、高爾夫、釣魚裝備、家庭娛樂裝置、汽車、卡車、摩托

車、雪地車、全地形車、滑雪裝備、電子遊戲、手工啤酒、電動工具以及更多物

品。 

 

為資助當地慈善組織，活動期間亦將舉行扔豆袋比賽、現場音樂會、成人松林賽

跑，以及扳手腕冠軍賽。門票抽獎及比賽將於週五晚間及週六夜間活動期間舉行。

如需更多資訊，請瀏覽 www.SyracuseManShow.com。 

 

中國元宵節：  4 月  14 日  – 6 月  25 日  

 
紐約州前進傳媒公司  (Advance Media New York) 將於  4 月 14 日（週五）至  6 月  

25 日（週日）在博覽會場地舉行紐約州中國元宵節  (New York State Chinese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StateFair_NewEventsFactSheet.pdf
http://www.syracusesnocross.com/
http://www.syracusestadiumcross.com/
http://www.syracusemanshow.com/


Lantern Festival) 活動。該活動將成為燈光、色彩與中國文化的節日，預計將有  

80,000 名與會者參加。與會者將沿著數以千計的獨特燈籠照亮的步道徐徐而行，

這些燈籠將呈現出動物、花卉及漢字造型。  

 

沿著位於博覽會場地新擴大的《紐約州體驗》部分的活動步道，活動參與者將欣賞

到中國舞者、雜技演員、變臉者、音樂家以及歌唱家的精彩表演。此外還將展示中

國傳統手工藝品，比如棕櫚編織品、可食用的糖龍、以遊客的中文姓名製作的繪

畫，並供應食品及飲料等。該節日活動由來自中國自貢的天宇藝術和文化公司  

(Tianyu Arts & Culture) 組織，該公司在亞洲、歐洲、澳洲及美國舉辦過多次燈籠

展。 

 

奧農達加縣縣長喬尼·馬奧尼  (Joanne Mahoney) 表示：「州長將對紐約州博覽會

追加  7,000 萬美元投資的承諾，將確保其傳統與成功，此博覽會已持續幾代人，是

紐約州中部適合家庭遊玩的首選景點。隨著相關遊樂設施的改善，奧農達加縣期待

歡迎更多的遊客前來紐約州中部遊玩。」  

 

州農業部部長兼州博覽會任務組聯合主席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

「州長認為紐約州博覽會不斷振興的關鍵是創新與刺激。在任務組的幫助下，我們

有能力實施若干項目以顯著改善遊客的體驗，並整年吸引包括農業使用在內的新機

遇，這將促進旅遊業並推動紐約州中部經濟的發展。」  

 

州總務處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OGS) 處長羅安·黛西托  (RoAnn Destito) 表

示：「在項目第一階段成功之後，總務處籌備再次與州博覽會展開合作，我們將

致力於實現葛謨州長的願景，為世界各地的遊客創造新鮮及刺激的博覽會體驗。」  

 

州博覽會代理主管特洛伊·瓦弗那  (Troy Waffner)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

大紐約州博覽會達到了全新的高度，已成為娛樂景點和經濟發展的引擎。相關遊樂

設施的最新改善，將使此博覽會及其場地達到國內罕見的水平。我們為未來而感到

興奮，並積極制定方案，動用這些新資產創造最大的利益。」   

 

雪橇賽  (SnoCross)、室內摩托越野賽  (StadiumCross) 和男士用品展  (Man Show) 

活動的  Right Coast Inc. 推廣人羅勃  O. 康納  (Rob O’Conner) 表示：「葛謨州長對

博覽會場地的改造為我們提供許多新機遇，為紐約州中部帶來刺激的活動。我們渴

望將這些活動發展為每年一度的盛事，為人們製造快樂，並幫助我們的業務及該地

區的經濟得到發展。」  

 

雪城媒體集團  (Syracuse Media Group) 行銷副總裁安妮特·彼得斯  (Annette 

Peters) 表示：「中國元宵節已經走遍了歐洲和澳洲。該節日在紐約州的初次登場

是其在美國的第七次亮相。事實上，這是在紐約州體驗節日公園  (New York 

Experience Festival Park) 舉辦的首個活動，這使得這項五彩繽紛的文化活動更令人

感到興奮。」  

 



2016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的與會者人數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創下了 1,117,630名遊客

的紀錄，使其一躍成為全國第四大州博覽會。紐約州近期對博覽會場地的投資吸引

了該博覽會 175 年歷史以來的最多參觀人群。擴大的  15 英畝  Wade Shows 娛樂場

打破了收入紀錄及所提供的娛樂設施數目的紀錄，而訪客們更是紛擁地去觀看音樂

演出和場地演出。博覽會的全新帝國房車公園門票已經銷售一空。  

 

紐約州博覽會每年為私營企業舉辦的逾 100場公開活動提供場地，包括 30多場馬

展、主要貿易及工業展覽如紐約州農場展  (New York Farm Show)、音樂和美食節，

以及眾多消費產品展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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