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  2017 年『品嘗紐約  (TASTE NY)』銷售額增至  1,600 萬美元以上   

  

因『品嘗紐約』店鋪、攤位和活動，該計畫實現銷售額超過  2016 年達  300  

萬美元以上   

  

州長在  2018-19 年預算案中提議擴大『品嘗紐約』活動，  

旨在進一步強化紐約州餐飲產業並促進全州觀光農業發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  2017 年『品嘗紐約』銷售額持續增長，已增至創歷

史紀錄的 1,610 萬美元。『品嘗紐約』店鋪、酒吧、貨攤和活動產說會的紐約州農

產品總銷售額超過去年的總銷售額達  300 萬美元。這一顯著年基增長表明消費者

對當地餐飲產品的需求持續增加，這支持了紐約州的農業產業和旅遊產業。  

  

「『品嘗紐約』展示當地農產品，從而刺激旅遊業、幫助當地精釀啤酒廠、葡萄酒

廠、蒸餾酒廠以及蘋果酒廠發展、並為這個偉大的州的各地生產商增加機會，」

州長葛謨表示。「『品嘗紐約』為全球各地的消費者提供當地出產的新鮮產品，

從而持續支持紐約州各地農場和小企業發展。」   

 

『品嘗紐約』計畫設立於  2013 年，此後穩定增長並獲得認可。該計畫報告稱在  

2014 年創下 150 萬美元的銷售額，這些銷售數字在  2015 年翻了三倍，增加至  

450 萬美元，並在 2016 年達到 1,310 萬美元。『品嘗紐約』提供的曝光率幫助參

加該計畫的農場和企業接觸到更多客戶、增加線上銷量，在很多情況下還增加了企

業的處理能力。參加『品嘗紐約』計畫的餐飲企業還給其產品使用紐約州種植生產

的原材料，從而支持本州農民。  

  

去年，『品嘗紐約』在  13 個新場所提供產品並參加重要大大型活動，例如北方信

託公司 (The Northern Trust) 和紐約市馬拉松比賽  (New York City Marathon)。葛謨州

長構想在本州各地區建造現代化的遊客接待中心，做為該構想的一項內容，除了  

2016 年開放的長島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Long Island Welcome Center)，『品嘗紐



約』在紐約州南部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Southern Tier Welcome Center)、麥可山谷地

區遊客接待中心  (Mohawk Valley Welcome Center)、紐約市遊客接待中心  (New York 

City Welcome Center)、紐約州中部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Central New York) 宣傳當地

農產品。  

  

2017 年，『品嘗紐約』在另外六座州立公園開設了攤位，為公園遊客提供優質的

紐約州餐飲產品。遊客現在可以在共計  10 個地點找到紐約州出產的餐飲產品，  

包括奧拉納州立遺址  (Olana State Historic Site)、薩拉托加表演藝術中心  (Saratoga 

Performing Arts Center)、瓊斯海灘州立公園  (Jones Beach State Park)、尼亞加拉瀑

布州立公園  (Niagara Falls State Park)。銷售『品嘗紐約』當地餐飲產品的公園每年

吸引將近 3,000 萬個遊客。此外，『品嘗紐約』去年在紐約市設立了首屆『品嘗紐

約』精釀飲料週  (Craft Beverage Week)、與名流及專業評委合作舉辦了『品嘗紐

約』精釀啤酒挑戰賽，並在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上舉辦了

『品嘗紐約』流動餐車競賽  (Food Truck Competition) 和首屆精釀啤酒競賽  (Craft 

Beer Competition)。 

  

『品嘗紐約』地點的完整清單請見  www.taste.ny.gov。2017 年『品嘗紐約』年度報

告請見此處。  

  

為鞏固 2017 年取得的成功並進一步為紐約州生產商聯繫新市場，葛謨州長的  

2018-2019 年行政預算案  (Executive Budget) 提議為『品嘗紐約』增加支持。今

年，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將確立核心餐飲類

別，用於在紐約州地區遊客接待中心重點展示，從而進一步鞏固『品嘗紐約』  

品牌，並講述紐約州企業背後激動人心的故事。伴隨全州各地建設基礎設施項目，

包括改造火車站和機場，紐約州農業市場廳還將與本州其他機構合作尋找合適的新

『品嘗紐約』場所。  

  

此外，紐約州農業市場廳將舉辦五場企業對企業『品嘗紐約』交流活動，用於把紐

約州的農場企業和餐飲企業與機構賣家、零售店、餐館、酒吧以及經銷商聯繫起

來。  

  

『品嘗紐約』網站  www.taste.ny.gov 還將改造，作為居民、遊客、企業的一站式資

源運營。網站的展示、功能以及資源將加以完善，用於更好地提供與紐約州農業旅

遊業目的地相關的資訊，並為紐約州的生產商聯繫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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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嘗紐約』為紐約州的農民和餐飲企業持續提供空前未有的曝光度，這些農民

和餐飲企業為全球消費者供應優質美食。我們對『品嘗紐約』供應商、店鋪以及運

營方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我們的合作夥伴幫助把州長對當地採購計畫提出的願景

http://www.taste.ny.gov/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2017_TasteNY_ImpactReport.pdf
http://www.taste.ny.gov/


提升到新高度。伴隨我們今年從事新的冒險活動，我們期待看到該計畫持續發

展。」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SD)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葛謨州長設立的『品嘗紐約』計畫持續宣傳紐約州製造的農產

品的知名度，從而鼓勵居民和遊客支持我們世界一流的餐飲生產商。」   

  

參議院農業委員會  (Senate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帕蒂·里奇  (Patty Ritchie) 

表示，「伴隨當地出產的食品和農產品的需求量持續激增，我們目睹了『食用當

地農產品』透過哪些渠道為紐約州的經濟和我們辛勤勞動的農民帶來益處。為當地

農產品鞏固市場並尋找新市場，這將有助於確保紐約州農業產業持續取得成功。  

我很自豪支持各項工作用於幫助宣傳當地食品，並想要感謝州長和保爾  (Ball) 廳長

持續開展工作推動本州的主導產業發展。」   

  

文化事務、旅遊、公園和休閒委員會  (Committee on Cultural Affairs, Tourism, 

Parks and Recreation) 主席兼參議員瑞奇·法克  (Rich Funke) 表示，「『品嘗紐

約』向遊客展示我們偉大的州提供的各種美食，因此成為蓬勃發展的旅遊業經濟的

重要內容。  我相信紐約州不僅擁有最好的旅遊景點，還擁有當地農業部門提供的

頂級產品，包括芝士、酸奶，以及蓬勃發展的精釀飲料產業內的葡萄酒廠、啤酒

廠、蘋果酒廠和蒸餾酒廠提供的飲料。我自豪地支持『品嘗紐約』計畫提供的產

品，這些產品的銷售額持續增加令我毫不意外。  我期待繼續與諸位同事合作宣傳

該計畫，使之為紐約州持續增長的旅遊業經濟做出貢獻。」   

  

州眾議院農業委員會  (Assembly Agriculture Committee) 會長比爾·麥基  (Bill 

Magee) 表示，「『品嘗紐約』銷售點拓展銷售策略並增加經營場所產生了回報，

消費者對紐約州當地出產的頂級農產品的供應情況和便利度表示欣賞。『品嘗紐

約』計畫持續取得成功，這將進一步把農產品推向新市場，從而造福於農業生產

商、經銷商以及消費者。」   

  

旅遊業、公園、藝術與體育發展委員會  (Committee on Tourism, Parks, Arts and 

Sports Development) 主席兼眾議員丹尼爾  J. 奧多奈爾  (Daniel J. O'Donnell)  

表示，「因為『品嘗紐約』計畫，民眾可以前所未有地享受紐約州出產的優質餐

飲產品。『品嘗紐約』幫助紐約民眾探索本州最優秀的農民利用頂級原料製作的餐

飲產品。我希望看到該計畫及其創造的經濟效益呈現指數式增長。」   

  

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  (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 CCE) 執行理事克瑞斯· 

瓦特金斯  (Chris Watkins) 博士表示，「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和『品嘗紐約』  

有著一個共同的使命，就是支持紐約州農業並確保消費者獲得當地出產的世界頂級

餐飲產品和特產。這次合作提供多個全面教育機會，從農場高效生產到成功規劃市

場銷售，供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與生產商密切合作。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與生



產商以及『品嘗紐約』密切合作，從而聯絡農業生產商把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開展的研究活動從農場拓展至市場。」   

  

羅拉·格蘭諾拉酒吧  (Lola Granola Bar) 老闆瑪莉·莫麗娜  (Mary Molina) 表示，

「『品嘗紐約』計畫在『品嘗紐約』贊助活動期間提高了我們品牌的知名度，我們

在這些活動上發放樣品或銷售產品，這反過來提高了我們的線上銷售量。此外，

『品嘗紐約』計畫還幫助我們品牌聯絡到尋找紐約州當地食品企業的餐飲公司。  

我們因為『品嘗紐約』計畫獲得了幾個長期的業務關係。」   

  

飛溪蘋果酒坊與果園有限公司  (Fly Creek Cider Mill & Orchard, Inc.) 副總裁兼共同

所有人兼庫珀斯頓鄉飲料步道協會  (Cooperstown Beverage Trail Association)  

會長  H. 威廉·米歇爾  (H. William Michaels) 表示，「『品嘗紐約』計畫支持我們的

長期營銷活動，並幫助為我們的蘋果酒坊和果園帶來遊客。透過『品嘗紐約』計畫

聯絡對當地出產的農產品感興趣的消費者，這對我們的成功以及庫珀斯頓鄉飲料步

道協會全體成員的成功至關重要。」   

  

美國烹飪學院  (The 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 CIA) 辦公室主任瑞克·迪欽  (Rick 

Tietjen) 表示，「支持紐約州的農民和餐飲產業長期以來始終是本學院實踐活動的

內容。我們的教學廚房、每年招待  20 多萬個食客的校園餐廳、特殊餐飲活動以及

美食愛好者課程和專業廚師課程利用紐約州出產的大量『從農場到餐桌』優質農產

品，美國烹飪學院對此感到非常自豪。」   

  

五指湖收穫公司  (Finger Lakes Harvest) 老闆安德里·貢卡洛維斯  (Andri 

Goncarovs) 和桃樂茜·鮑勃萊登  (Dorothy Poppleton) 表示，「我們最初接觸  

『品嘗紐約』是去年夏天在賓漢姆頓市  (Binghamton) 烤肉串三文治料理節  (Spiedie 

Festival)，我們隨後受邀在布魯姆郡  (Broome County) 的兩個『品嘗紐約』店鋪參

加該計畫。因為產品曝光度以及參與紐約州開展的優質營銷活動，我們能夠銷售產

品並利用熟悉的形象幫助建立新零售客戶。我們如今在  24 家零售店和  8 個農貿市

場銷售產品，並且全年參加紐約州的  20 多場葡萄酒展和食品展！」   

  

鮑比蘇堅果店  (Bobby Sue's Nuts) 運營總監大衛·奧米姆  (Dave Omim) 表示，

「『品嘗紐約』對鮑比蘇堅果店產生了極大的積極影響，因為該計畫在紐約州一些

最顯眼的地標建築和知名活動上持續展示我們當地出產的美味健康小吃。職業高爾

夫協會 (Professional Golfers Association, PGA) 舉辦的北方信託公司高爾夫錦標賽  

(Northern Trust Golf Tournament)，韋斯特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食品與葡萄酒節  

(Food and Wine Festival)，大中央車站  (Grand Central Station)、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 

JFK)，『品嘗紐約』發揮重要作用，幫助我們為紐約州的居民和遊客介紹創新產

品。」  

  



紐約葡萄酒與美食中心  (NY Wine & Culinary Center, NYWCC) 總經理伯大尼·迪桑

托  (Bethany DiSanto) 表示，「從餐館到操作廚房，我們展現紐約州提供的最佳風

味。我們很自豪展示『品嘗紐約』標籤，因為該標籤突出體現了我們的產品質量。

來到紐約葡萄酒與美食中心的賓客知道自己在一個地方就能夠享受到紐約州最好的

餐飲產品。」   

 

欲知更多『品嘗紐約』計劃詳情，請登錄  www.taste.ny.gov 。透過 Facebook、

Twitter、Instagram 和 Pinterest 連線至『品嘗紐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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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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