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发表：2017 年 5 月 25 日 州长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建議遊客今年夏季造訪『品嘗紐約  (TASTE NY)』場所 

 

旅遊高峰季前在州立公園和旅遊中心增加『品嘗紐約』產品  

 

在全州逾  35 個遊客接待中心、『品嘗紐約』店鋪和展覽會上供應當地出產、  

紐約製造的產品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建議遊客今年夏季造訪『品嘗紐約』場所，以支持地方企

業發展並享受本州能夠提供的一些最優質的餐飲。從紐約州高速公路  (New York 

State Thruway) 和其他公路沿線的旅行廣場，到主要機場和火車站，紐約州製造的

產品將在全州逾  35 個旅遊中心供應。哈得遜鎮中部地區  (Mid-Hudson)、長島地區 

(Long Island)、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的遊客接待中心和『品嘗紐約』店

鋪推動旅遊業發展並促進地方經濟增長。此外，『品嘗紐約』攤位現已擴展至  10 

個州立公園。  

 

「繁忙的旅遊季是造訪『品嘗紐約』店鋪和親自體驗優質帝國州  (Empire State) 製

造的產品的完美時機，」葛謨州長表示。「我們辛勤工作的農民和企業生產出本

州一些最優質的餐飲產品，我建議每個遊客今年夏季順道造訪『品嘗紐約』店鋪或

攤位，親自體驗這些世界頂級的當地出產的產品。」  

 

在紐約州立公園『品嘗紐約』  

 

紐約州農業市場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與紐約州

立公園合作，今年夏季在更多紐約州立公園增加供應並重點展示當地出產的餐飲商

品。這些商品不僅將支持當地企業，還將吸引更多遊客前往紐約州立公園，在這些

遊客出發遊覽紐約州的公有土地時為之供應更加新鮮健康的食品。  

 

2017 年，十個州立公園和歷史遺址的攤位將供應『品嘗紐約』產品：  

 

哥倫比亞郡  (Columbia County) 



奧拉納國家歷史遺址  (Olana State Historic Site) 

 

洛克蘭郡  (Rockland County) 

熊山州立公園  (Bear Mountain State Park) 

 

薩福克縣  (Suffolk County) 

贝斯佩吉州立公園 (Bethpage State Park) 

羅博摩斯州立公園  (Robert Moses State Park) 

桑肯草原州立公園  (Sunken Meadow State Park) 

 

拿騷郡  (Nassau County) 

瓊斯海灘州立公園  (Jones Beach State Park) 

 

懷俄明郡  (Wyoming) 和利文斯頓郡  (Livingston) 

萊斯沃奇州立公園  (Letchworth State Park) 

 

尼亞加拉縣  (Niagara County) 

尼亞加拉瀑布州立公園  (Niagara Falls State Park) 

 

薩托拉加縣  (Saratoga County) 

薩拉托加溫泉州立公園  (Saratoga Spa State Park) 

 

斯凱勒郡  (Schuyler County) 

沃特金斯峽谷州立公園  (Watkins Glen State Park) 

 

 

在旅遊中心『品嘗紐約』  

數百家紐約州企業生產的各類餐飲商品在全州將近  30 家旅遊廣場和休息區銷售，

包括長島遊客接待中心  (Long Island Welcome Center) 和托德山 (Todd Hill)『品嘗紐

約』市場。紐約州高速公路沿線將近十個休息區今年夏季也將舉辦『品嘗紐約』農

貿市場。參與本次活動的休息區和農貿市場的列表請見此處。  

 

此外，遊客將在六座主要機場、紐約中央車站  (Grand Central Terminal) 以及美國鐵

路公司 (Amtrak) 的若干趟列車上找到『品嘗紐約』，讓其在遊覽紐約州旅遊目的

地時有機會品嘗頂級當地產品並購買禮品和紀念品。『品嘗紐約』網站此處可找到

全州各地的『品嘗紐約』場所的完整列表。  

 

長島遊客接待中心  

長島遊客接待中心設有大型『品嘗紐約』市場，這能夠把遊客銜接至當地餐飲生產

商，從而帶動整個地區的觀光農業。據長島農業局  (Long Island Farm Bureau) 統

http://www.thruway.ny.gov/travelers/travelplazas/farmmarkets.cgi
https://taste.ny.gov/store-locations


計，該地區的農業綜合企業僱用  8,000 多個員工，並支持長島最大規模的產業：旅

遊業與酒店業。  

 

遊客接待中心還提供季節性農貿市場和互動式『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

體驗，用於重點展示地區歷史和旅遊業目的地。交互式地圖根據用戶的興趣推薦旅

遊景點，讓用戶能夠瀏覽地區景點，從歷史遺跡到當地葡萄酒廠，創建旅遊線路並

發送電子郵件取得這些線路。  

 

托德山『品嘗紐約』市場  

托德山『品嘗紐約』市場休息區位於塔克尼克州公園大道  (Taconic State 

Parkway)，是紐約州首個獨立的，也是其中一座最受歡迎的『品嘗紐約』店鋪。該

店鋪每年銷售  100 多萬美元的當地產品，包括農場養殖的肉類、乳製品、儲藏食

品，例如楓糖、各式醃菜、番茄醬。  

 

該市場還運營季節性戶外農貿市場，供應新鮮美味的農產品和其他各種農場產品。

農貿市場從六月運營到十月。更多關於供應商及集市日程的信息請見此處。  

 

布魯姆門戶中心  (Broome Gateway Center) 

布魯姆門戶中心是紐約州南部地區最繁忙的一座休息區。該休息區位於賓夕法尼亞

州界線 (Pennsylvania state line) 和布魯姆郡  81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81) 1 號出口 

(Exit 1) 之間，夏季每天接待大約  1,400 至 1,600 個遊客。為了透過重點展示地區

頂級資產來改善遊客的體驗和帶動旅遊業發展，布魯姆門戶中心從  5 月 30 日起實

施整修。布魯姆門戶中心在施工期間將繼續供應各種當地出產的美味食品，『我愛

紐約』移動亭將繼續提供旅遊資訊，並將向遊客提供衛浴設施。  

 

州農業部  (State Agriculture) 部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品

嘗紐約』推廣各種農場食品和精釀飲料，讓消費者探索我們農業景觀的多樣性和企

業家的創新力。顧客品嘗到其極出色的產品後，就會再三回來光顧。我支持州長的

呼籲，讓遊客體驗這個偉大的州能夠提供的一切美好事物。」  

 

州立公園主任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新鮮健康的『品嘗紐約』農場食

品完美地組合州立公園供體驗的各種休閒娛樂機會，讓紐約州全體居民和遊客實現

更加令人精神振奮的積極生活方式。紐約州擁有  250 多座獨立公園、歷史遺址、

高爾夫球場、休閒步道、船隻下水區，在動身參加只有帝國州能夠提供的精彩探險

活動前，用紐約州能夠提供的最美好的事物給我們的身體增添動力是有益並且有利

的。」  

 

紐約州高速公路管理局  (Thruway Authority) 代理執行主任比爾·芬徹  (Bill Finch) 

表示，「紐約州高速公路管理局不僅每年為  60 多萬個機動車駕駛員提供通道前往

歷史社區，我們在  570 英哩高速公路沿線的  27 個服務區大多都為出行人士提供機

http://www.ccedutchess.org/taste-ny-at-todd-hill.


會體驗紐約州農場在『品嘗紐約』農貿市場上供應的一些最優質的當地農產品。紐

約州農業市場部是我們的優秀合作夥伴，幫忙讓我們的機動車駕駛員享用到國內一

些最好的農產品和當地生產的商品。」  

 

紐約州交通部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部長馬修  J. 德里斯科爾  

(Matthew J. Driscoll) 表示，「眾多家庭今年夏季出行了解紐約州能夠提供的所有

精彩事物，我們建議遊客造訪紐約州眾多『品嘗紐約』場所，了解當地歷史、尋找

新地點遊覽、品嘗美味的當地食品和飲料。紐約州的休息區和遊客接待中心是長途

駕車時休息、舒展腿腳、了解帝國州新事物的理想地點。」  

 

『品嘗紐約』支持數百家地方企業實現經濟增長，並幫助紐約州成為全國頂級旅遊

目的地。紐約州在  2016 年迎來了創紀錄的  2.39 億個遊客。2 月，葛謨州長宣佈

『品嘗紐約』場所的紐約州產品銷售額超越了去年的  1,310 萬美元，比 2015 年的

總銷售額翻了將近三倍。這一顯著增長表明消費者對當地產品的需求持續增加，這

推動了紐約州農業部門和餐飲部門的增長。紐約州仍在見證遊客人數持續增加，這

帶動了紐約州價值  1,000 億美元的旅遊產業。  

 

「品嘗紐約」計畫簡介  

「品嘗紐約」是葛謨州長於  2013 年推出的一項計畫，旨在推廣紐約州的食品與飲

料產業。『品嘗紐約』計畫由農業市場部監管，並創造機會供當地生產者在諸如大

紐約州博覽會和貝斯佩奇州立公園巴克萊高爾夫錦標賽等全州多個場館和大型公共

活動中展示商品。  

 

過去三年以來，『品嘗紐約』計畫穩定增長並獲得認可。該計畫報告稱在  2015 年

創下 450 萬美元的銷售額，這些銷售數字在  2016 年翻了將近三倍，增加至超過  

1,310 萬美元。如今，紐約州的  60 多個經營場所以及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聖胡

安省 (San Juan) 紐約州貿易旅遊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rade and 

Tourism) 均供應以『品嘗紐約』品牌的名義銷售的紐約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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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Instagram、Pinterest 連接『品嘗紐約』。  

### 

 
 
 
 
 
 

网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闻  

纽约州  |  行政办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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