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7 月 2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新免費釣魚日計畫  (FREE FISHING DAYS)，2017-18  

年狩獵證和誘捕證將從  8 月  1 日起發售   

  

這些活動支持葛謨州長設立的紐約開放漁獵計畫  (NY Open for Fishing and 

Hunting Initiative)  

  

新的免費釣魚日包括總統日  (Presidents Day) 前的週末、美國漁獵日  (National 

Hunting and Fishing Day)、退伍軍人紀念日  (Veteran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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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中心延長工作時間，在晚間和週末協助狩獵者和誘捕者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新的免費釣魚日設在退伍軍人紀念日，即總統

日前的週末，美國漁獵日設在  9 月第四個週六。  紐約州居民和非居民人士可以在

這些指定的免費釣魚日釣魚，而不必購買釣魚許可證。葛謨州長還宣佈  2017-18 

季的游釣許可證和鹿管理許可證  (Deer Management Permit) 將從 8 月 1 日，星期

二起發售。  

  

「紐約州提供前所未有的優質漁獵機會，我們仍致力於增加全體紐約民眾的戶外休

閒娛樂機會，並增加自然資源以利於野生動物和環境，」葛謨州長表示。「紐約

州擁有美國頂級的漁獵資源，我建議大家前往探尋紐約州各地提供的好機會，並利

用我們的免費垂釣日。」  

  

可以前往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許可證發行代理機構、致電 (866-933-2257) 或在線購買

游釣許可證和鹿管理許可證。狩獵證和誘捕證從  2017 年 9 月 1 日起在一年內有

效，年度垂釣證從購買之日起在  365 天內有效。發售游釣證所得的全部收益用於

直接支持紐約州開展工作，保護、維護、增加魚類野生種群及其賴以生存的棲息地。  

  

戶外休閒娛樂和體育運動在紐約州各地持續創造重要經濟收益。國會運動員基金會  

(Congressional Sportsmen's Foundation) 稱，男女運動員在  2011 年花費 49.5 億美

元在紐約州境內漁獵，並支持紐約州逾  5.6 萬份工作。此外，2011 年，獵手和垂

釣人士創造了  6.23 億美元的州稅收和地方稅收。為了利用這些日漸受到民眾歡迎

http://www.dec.ny.gov/permits/95448.html
https://decals.dec.ny.gov/DECALSCitizenWeb/citizenhome.htm


的體育運動，州長設立了紐約開放漁獵計畫，並撥款  2,100 多萬美元供各項目管理

魚類和野生動物棲息地，並加以保護和修復，還將發展與魚類以及野生動物相關的

公共休閒娛樂機會，並加以完善。該計畫支持  50 多個新項目開放紐約州現存的大

約  38 萬英畝休閒陸地，包括泊船區、觀鳥區、步道、狩獵伏擊區，並對全州魚苗

孵化場實施重要的升級改造。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在州長的領導下，

我們正推進各項工作，利用數百萬英畝公有州地和豐富的魚類和野生動物資源，在

全州提供世界頂級的漁獵機會。除了六月的免費週末，這些新的免費釣魚日如今還

將提供機會，供民眾在紐約州體驗冰上釣魚和精彩的秋季釣魚，包括在大湖  (Great 

Lakes) 和尚普蘭湖  (Lake Champlain) 支流垂釣鱒魚和鮭魚。這些好機會旨在讓更多

紐約民眾和遊客在本州境內漁獵。」  

  

保護基金顧問委員會  (Conservation Fund Advisory Board) 主席傑森·肯博  (Jason 

Kemper) 表示，「我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賽格斯  (Seggos) 在紐

約州境內加強推廣釣魚、狩獵、誘捕活動，以及利用這些悠久傳統帶來的經濟效益。

免費垂釣日期幫助新手接觸釣魚運動，並且是一個重要途徑，用來在紐約州培養下

一代環保主義者。」  

  

紐約州環境保護委員會  (NY State Conservation Council) 會長丘克·帕克  (Chuck 

Parker) 表示，「多虧了葛謨州長和紐約州環境保護廳持續推廣釣魚和狩獵，紐約

州的民眾和遊客才得到更多機會利用本州提供給男女運動員的各項活動。我們支持

這些額外的免費釣魚日，我希望這能夠讓參加漁獵活動的民眾變得更多。」  

  

免費釣魚日   

  

葛謨州長設立紐約開放漁獵計畫，作為其中一項內容，在  2014 年 6 月簽署法案提

供更多免費釣魚日，因為這些免費活動，新接觸這項運動的民眾獲得機會加以嘗試

而不必購買許可證。這些新的免費釣魚日如今還將提供機會，供民眾在紐約州體驗

冰上釣魚和精彩的秋季釣魚，包括在大湖和尚普蘭湖支流垂釣鱒魚和鮭魚。除了免

費釣魚日計畫，州長設立的紐約開放漁獵計畫如今還准許組織和團體獨立舉辦免費

釣魚活動。民眾如果想學習釣魚技巧，應利用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和全州各地團體提

供的各類釣魚培訓課程。2017 年課程的完整清單請見：  

http://www.dec.ny.gov/outdoor/27123.html. 

  

參加免費釣魚日的民眾請注意，這些免費釣魚日期間不要求提供釣魚證，但所有其

他釣魚法規仍有效力。  

  

鹿管理許可證   

  

鹿管理許可證將在所有許可證發放渠道出售，也可打電話或上網購買，截止日期是  

2017 年  10 月 1 日。鹿管理許可證用於保障恰當管理鹿群，在銷售點按照隨機選

http://www.dec.ny.gov/outdoor/27123.html#_blank
http://www.eregulations.com/newyork/fishing/statewide-angling-regulations/#_blank


擇過程發售。選中的客戶將立即拿到許可證。整個申請期內取得鹿管理許可證的概

率是相同的，獵手不必趕在發售首日申請鹿管理許可證。各野生動物管理部門  

(Wildlife Management Unit) 在 2017 年透過許可證發行機構提供機會抽取鹿管理許

可證，民眾也可致電鹿管理許可證熱線電話  1-866-472-4332 申請許可證。鹿管理

許可證的詳細資訊請見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網站。  

  

新的《狩獵  & 誘捕法規指南  (Hunting & Trapping Regulations guide)》簡單易讀，概

括介紹了相關法規和規則，將於八月公佈在所有發證渠道和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狩獵

法規網頁上。公眾可以在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在線許可證中心  (License Center) 查找

發證代理機構名單，或致電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呼叫中心  1-866-933-2257。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還承諾與男女運動員加強溝通魚類和野生動物相關課程，並加以

完善。 購買許可證的人在購買許可證時必須提供電子郵件地址，以便紐約州環境

保護廳獲得有效且兼具成本效益的途徑，用來向持證人通知其他狩獵、誘捕或垂釣

機會，以及即將公佈的法案或法規，這些法案或法規會影響活動季的開始日期或捕

獵限額，並提醒持證人換證。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還可以使用電子郵件地址征詢關

於魚類和野生動物計畫待施行措施的反饋意見，或針對管理計畫向獵手、誘捕手和

垂釣人士開展問卷調查。  所有客戶資訊都獲得隱私保護，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只使

用電子郵件地址提供與計畫相關的資訊。  

  

延長呼叫中心工作時間   

 

從  2017 年 8 月 1 日到  9 月 30 日，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將把工作時間更改為星期

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至下午  7 點，星期六和星期日，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呼叫中心將在  10 月 2 日恢復常規工作日工作時間（上午  8:30 至下午  4:30）。  

 

個人購買許可證時應準備好下列資料：  

  

  完整的聯繫資訊（例如，姓名、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的客戶編號（如適用）；   

  居住證明（例如，駕照，或含紐約州有效地址的非駕車者身份證件）；   

  如果打電話或上網購買許可證，則應提供有效的信用卡卡號。  

  

個人如果尚未錄入到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的自動許可證發放系統，則須提供狩獵或誘

捕培訓證明或先前許可證，用於購買各類狩獵許可證和誘捕許可證。如需了解其他

資訊，請訪問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網站的運動許可證基本資訊網頁。  

  

其他計畫: 

  

免費提供運動員教育培訓課程   

 

http://www.dec.ny.gov/outdoor/6403.html
http://www.dec.ny.gov/outdoor/6403.html
http://www.dec.ny.gov/outdoor/28182.html
http://www.dec.ny.gov/outdoor/28182.html
http://licensecenter.ny.gov/
http://www.dec.ny.gov/permits/95452.html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與全州成千上萬個愛崗敬業的持證教練合作，免費提供運動員教

育培訓課程。提供的課程包括獵手培訓、弓獵手培訓、誘捕手培訓、水禽識別。這

些課程獲得踴躍報名，因此，建議感興趣的人盡快報名。培訓課程全年添加，請經

常瀏覽在線系統以查找課程。要查找附近的獵手或誘捕手培訓課程，請訪問紐約州

環境保護廳網站運動員培訓網頁，或聯繫當地紐約州環境保護廳辦公室請求協助。  

  

初級獵手  & 誘捕手的機會   

 

為了培養紐約州下一代獵手，紐約州環境保護廳透過青少年獵手與誘捕手指導計畫  

(Mentored Youth Hunter and Trapper Program) 指定專門的青少年狩獵區，供青少年

狩獵鹿、野火雞、山雞、水禽，藉此為初級獵手（持證人年齡為  12 - 15 歲）和誘

捕手（12 歲以下）增加機會。青少年獵手和誘捕手利用這些機會，在狩獵場內與

經驗豐富的成年人待在一起，獲得必要的知識和技巧，從而成長為狩獵與誘捕團體

內安全負責的成員。這些課程的其他資訊，以及面向初級獵手和誘捕手的機會請見

此處。 

  

棲息地郵票和步道支持者肩章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建議所有戶外運動愛好者考慮購買棲息地 /通道郵票和 /或步道支

持者肩章。這些郵票和肩章支持紐約州開展工作保護棲息地、增加釣魚和野生動物

休閒娛樂的公共機會，並維護非機動車步道。只需購買價格為  5 美元的郵票，或

直接向保護基金捐款，即可幫助保護紐約州豐富的野生動物遺址，並增加紐約州的

戶外休閒娛樂機會。  

  

鹿肉捐贈計畫  (Venison Donation Program)  

 

任何人員都可以在任何許可證發售渠道向鹿肉捐贈計畫捐贈鹿肉，用來幫助飢餓的

民眾。個人若有意向捐贈  1 美元或更多金錢用來支持該計畫，應告知許可證銷售

代理商。1999 年起，鹿肉捐贈聯盟  (Venison Donation Coalition) 利用這些資金加工

了  330 多噸營養豐富的鹿肉，相當於提供了  280 萬頓餐食。更多關於鹿肉捐贈聯

盟計畫的資訊，請訪問紐約州環境保護部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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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ec.ny.gov/outdoor/7860.html
http://www.dec.ny.gov/outdoor/52495.html
http://www.dec.ny.gov/outdoor/8351.html
http://www.dec.ny.gov/outdoor/8351.html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