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2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在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公佈紐約州首屆無

人機視訊競賽  (DRONE VIDEO COMPETITION) 的獲勝者   

  

無人機攝像頭創作視訊的最佳展賽獎  (Best in Show Award) 頒發給了《亞馬遜貨

運無人機：幕後  (Cargo Drones in Amazon: Behind the Scenes)》   

  

該競賽和慶典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Y Rising)』計畫，該計畫是

該地區成效斐然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用於發展經濟並創造新機遇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首屆無人機攝像頭短視訊創作競賽的優勝者。

週六，8 月  26 日，葛謨州長在大紐約州博覽會上宣佈《亞馬遜貨運無人機：幕後》

獲得最佳展賽獎，其他獲獎視訊在藝術與家居中心  (Art & Home Center) 帝國劇院  

(Empire Theater) 的晚會上放映。這次競賽支持『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經濟建設

計畫，該計畫強調以無人機技術作為主要的地區經濟發展戰略。  

 

「這次競賽關注高科技製造和旅遊業，支持『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的重點優

先工作，用於促進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州長葛謨表示。「我祝賀首屆無人機

視訊競賽的優勝者，我們將繼續支持這個新崛起的產業，並幫助該地區在這個新興

的技術部門內實現創新。」  

 

這次競賽共收到紐約州和世界各地的  83 份參賽作品。競賽按八個類別選擇優勝者，

包括一個以紐約州為題材的特殊影片類別。最佳展賽獎的優勝者和各類別的金獎獲

得者列示如下：  

  

最佳展賽獎得主： 

《亞馬遜貨運無人機：幕後》，由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布魯克林區  

(Brooklyn)、紐約市 (New York City，NYC) 提交獲獎視訊可從此處在線觀看。  

  

紐約州無人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EcCLd855A


 

 

《仍在此地：伊利運河  200 年  (Still Here: 200 Years on the Erie Canal)》，由紐約

州利物浦鄉  (Liverpool) 提交 

獲獎視訊可從此處在線觀看。  

  

記敘：  

《阿拉斯加探險之旅  (The Making of Expedition Alaska)》，由俄亥俄州  (Ohio) 辛辛

那提市  (Cincinnati) 提交。 

獲獎視訊可從此處在線觀看。  

  

地貌與建築：  

《覺醒的冰島  (Awaken Iceland)》，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CA) 洛杉磯市 (Los 

Angeles) 

獲獎視訊可從此處在線觀看。  

  

學生：  

《湖  (The Lake)》，由紐約州莫里森維爾市  (Morrisonville) 提交。 

獲獎視訊可從此處在線觀看。  

  

作品集視訊：  

《俯瞰 (Looking Down)》，由紐約州詹姆斯維爾村  (Jamesville) 提交 

獲獎視訊可從此處在線觀看。  

  

體育：  

《夏  (Summer)》，由紐約州莫里森維爾市提交。  

獲獎視訊可從此處在線觀看。  

  

醫療服務：  

《亞馬遜貨運無人機：幕後》，由紐約州布魯克林區提交  

獲獎視訊可從此處在線觀看。  

  

公司 /工業 /商業：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AT&T)》，由紐約州奇克

托瓦加鎮 (Cheektowaga) 提交 

  

鼓勵獎： 

《紐約州農業  (New York Agriculture)》，由紐約州克裡多尼亞鎮  (Caledonia) 提交  

獲獎視訊可從此處在線觀看。  

 

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郡長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  

「祝賀紐約州首屆無人機視訊競賽的獲獎者。奧農達加郡和紐約州中部地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R-boRnn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90DlSLsnCY
https://vimeo.com/19804606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ndU68mxQNc
http://www.bobgatesphoto.com/Drone/Drone-Videos/i-KnRQtSn/A
https://vimeo.com/13916125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EcCLd855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cTFD1D2VU


 

 

(Central New York) 作為無人機技術和製造中心持續發展，我感謝州長把大紐約州

博覽會作為首要平台，用來展示這些天才團隊。伴隨該產業在帝國州  (Empire State) 

繼續興旺發展，我期待這些團隊再創輝煌。」  

  

紐約州博覽會  (State Fair) 代理主任特洛伊·瓦弗那  (Troy Waffner) 表示，「我們很

激動首次把該視訊競賽和慶典活動引入到大紐約州博覽會。  無人機是一種酷炫的

新興技術，引起民眾極大的興奮感，並在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創造

重要的新產業。  這次競賽正幫助強調州長對無人機技術的投資，尤其是在紐約州

中部地區，並向該產業表明，紐約州重視發展成為無人機技術的重要中心。」  

  

錫拉丘茲市國際電影節  (Syracus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執行理事邁克爾·馬

蘇瑞  (Michael Massurin) 表示，「我們很榮幸參與舉辦紐約州博覽會無人機電影節  

(NYS Fair Drone Film Festival)。我們相信紐約州在無人機產業完成的工作是開創性

的，我們很高興參與展示這些工作。我們很高興為紐約州乃至全球的電影工作者創

造機會，用於展示其創作的藝術作品和影片，並與全世界分享這些作品和影片。」  

  

詹姆斯維爾村居民兼作品集視訊類別金獎得主鮑勃 ·蓋特斯  (Bob Gates) 表示，

「我很高興在紐約州博覽會無人機電影節上獲得金獎。紐約州正在做一些事情，  

例如認可這種新興的視覺媒體和藝術，無人機攝影和無人機視訊，這真棒。」  

 

錫拉丘茲市國際電影節代表大紐約州博覽會管理這次競賽，啟用電影與技術專家評

委組，成員包括：  

  

  麗莎·福德 (Lisa Ford)：電影工作者，湯姆金斯哥特蘭社區學院  (Tompkins 

Cortland Community College) 教授   

  加里·福德 (Gary Ford)：電影工作者，湯姆金斯哥特蘭社區學院  (Tompkins 

Cortland Community College) 教授   

  貝基·拉尼 (Becky Lane)：獲獎電影工作者、無人機愛好者、360 電影製作人、

VisionLab360 媒體公司  (VisionLab360) 創始人。 

  蒂姆·希納 (Tim Skinner)： 紐約州立大學布魯姆社區學院  (SUNY Broome 

Community College) 通訊與媒體藝術系協調員與助理教授。  

  艾德·埃文斯  (Ed Evans)：  新聞工作者、紀錄片製作人、作者、紐約州立大

學布魯姆社區學院高級媒體導師。   

  傑弗里·格雷羅  (Geoffrey Guerrero)：紐約市卡特拉系列電影公司  (Katra Film 

Series) 創始人兼執行董事   

  羅博·恩格勒特  (Rob Englert)：球面光學公司  (Sphere Optics) 創始人  

  維爾·蘭德瑞  (Will Landry)：NetworKings 公司  (NetworKings) 總裁   

  提摩西  A. 本奈特 (Timothy A. Bennett)： FunFlicks 公司  (FunFlicks) 老闆兼總

裁   

http://www.filminsyracuse.com/


 

 

  傑森·特拉尼  (Jason Detrani)：  紐約州立大學布魯姆社區學院通訊與媒體藝

術教授兼主席   

 

提交參賽的視訊時長不超過  5 分鐘，但公司 /工業類別除外，該類別的視訊時長不

超過  10 分鐘。  每段視訊至少有  50% 的內容必須採用無人機或其他無人飛行器拍

攝。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Y Rising)」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計畫，

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了將近  

30 億美元，用於為該方案奠定基礎，從而利用全球市場機會、促進創業並建設包

容性的經濟。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平；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均已

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錫拉丘茲市、奧斯威戈縣  (Oswego)、奧本鎮  (Auburn) 這

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提供  5 億美元的州政府投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投資加快實施  

「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5,900 份新工作。如需查看更多

資訊，請參考此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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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councils.ny.gov/content/central-new-york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