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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鼓勵紐約民眾在節日期間購買本地產聖誕樹  

 
紐約聖誕樹行業將帶來  800 萬美元的經濟效益  

 
三棵來自紐約上州  (Upstate) 的聖誕樹現已被選為奧爾巴尼市  (Albany) 和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的展示樹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鼓勵紐約民眾在節日期間購買本地聖誕樹，支持本州的種

植人。每年，本州都為全州境內的幾百家農場提供援助，幫助他們進入新的市場，

支持這一價值  800 萬美元的聖誕樹行業。今年歡度節日時，三棵來自紐約上州的

聖誕樹已被選為紐約州首府  (New York State Capitol) 奧爾巴尼市和紐約市中的展示

樹。 

 

「我鼓勵紐約民眾在節假日期間支持本州農業，購買本地出產的聖誕樹，」葛謨

州長表示。  「紐約擁有全國規模第四的聖誕樹種植場。我們期待著在這一節假日

期間促進該行業的進一步發展。當紐約民眾從紐約農場和商家處購買紐約產品時，

我們就實現了共贏。」  

 

伐樹儀式和假期促銷  

 

為了促進紐約產聖誕樹的銷售，紐約州農業部專員  (State Agriculture Commissioner) 

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於今日參加了紐約聖誕樹種植人協會  (Christmas Tree 

Farmers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在阿爾斯特縣  (Ulster County) 舉辦的伐樹儀式，

慶祝節日的到來。位於磨德納市  (Modena) 的赫德家庭農場  (Hurd’s Family Farm) 捐

獻了一棵高達  7 英呎的膠冷杉樹  (Balsam Fir)，用於在紐約州首府的節日展示。  

 

此外，本次伐樹儀式還在  17 家參與商家中重點推出了「肖瓦崗葡萄酒  

(Shawangunks Wine + Tree) 和聖誕樹」促銷，以支持本地的聖誕樹種植人和紐約

精釀啤酒業。  

 

在「肖瓦崗葡萄酒和聖誕樹」促銷活動中，保爾專員  (Commissioner Ball) 還訪問了

位於新帕尔兹  (New Paltz) 的阿黛爾葡萄酒莊  (Adair Vineyards)。在這裡，若客戶購

買了一瓶葡萄酒、一棵聖誕樹或一個聖誕花環則可獲贈一枚特殊的木製裝飾品。

「肖瓦崗葡萄酒和聖誕樹」促銷活動由《2016-17 州預算 (2016-17 State Budget)》

http://www.hurdsfamilyfarm.com/
http://www.adairwine.com/


提供資金。如需瞭解本次促銷活動，請造訪此處。 

 

將上州農業和紐約市市場緊密相連  

 

透過州政府與聖誕樹種植人協會和紐約市種植  (GrowNYC) 之間的合作，成百上千

棵來自紐約上州農場出品的聖誕樹將在下州綠色市場  (Greenmarkets) 中銷售。銷

售人預計將在接下來的五週內銷售大約  1,500 多棵聖誕樹和  1,500 到 2,500 個新鮮

編制的聖誕花環。  

 

聖誕樹和聖誕花環將在以下綠色市場中銷售：  曼哈頓 (Manhattan) 的聯合廣場  

(Union Square) 和因伍德  (Inwood)，布魯克林  (Brooklyn) 的福特格林  (Fort 

Greene)、布魯克林行政大樓  (Brooklyn Borough Hall)、威廉斯堡  (Williamsburg) 和

大軍團廣場  (Grand Army Plaza)。如需瞭解有關這些參與企業的詳細資訊，請造訪

此處。 

 

上州聖誕樹的節日展示  

 

此外，州政府還與聖誕樹種植人協會合作，將來自五指湖區  (Finger Lakes) 的兩棵

聖誕樹送往紐約市用於節日展示。這兩棵樹都來自紐約布利斯  (Bliss) 的穹頂聖誕

樹農場 (Domes Tree Farm)。 

 

一棵高達 30 英呎的藍雲杉樹將在  12 月 8 日週四晚上  6 至 8 點舉行的年度節日慶

典上耀眼地閃耀在小亞當·克雷頓·鮑威爾  (Adam Clayton Powell, Jr.) 州政府辦公大

樓之外 (State Office Building Plaza)。本次活動將提供一場適於全家參與的現場娛

樂活動，包括：音樂、拜訪聖誕老人  (Santa)，並提供免費熱巧克力飲品。在林肯

中心  (Lincoln Center)，一棵高達  30 英呎的白杉將被裝飾一新，並在在  11 月 28 日

週一晚上 6 至  8:30 時舉行的第  17 屆年度冬季節慶中閃亮登場。  

 

州農業專員理查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紐約是全國規模最大的出產本

地聖誕樹的地區之一。在節日期間，沒有什麼能夠與新鮮的本地產聖誕樹相媲美

了。它們在形態和香氣上表現俱佳，並能保持更長時間。本部門很榮幸能有機會支

持這些種植人、以及參與『葡萄酒和聖誕樹』促銷活動的優秀葡萄酒商們。」  

 

此外，今年洛克菲勒中心  (Rockefeller Center) 的聖誕樹則選自來自奥尼昂塔  

(Oneonta) 的一戶居民家中。這棵挪威雲杉  (Norway Spruce) 高達  94 英呎，直徑達  

56 英呎，重  18 噸以上。這棵  95 歲高齡的聖誕樹是洛克菲勒中心在紐約州歷史上

使用的第二大聖誕樹。這棵聖誕樹將在洛克菲勒中心前一直展示到  1 月 7 日。 

 

紐約上州的  875 家農場現已銷售了  300,000 多棵紐約產的聖誕樹。紐約州所擁有

的聖誕樹銷售農場數量位居全國第四。聖誕樹種植人協會指出，該行業為紐約上州

帶來了 800 萬美元的經濟效益。  

 

http://www.nywineandtrees.com/
https://www.grownyc.org/greenmarket
http://www.domestreefarm.com/
http://www.domestreefarm.com/


如需尋找一名距離您較近的紐約聖誕樹銷售人，請點擊此處造訪紐約州聖誕樹種植

人  (Christmas Tree Farmers of New York) 網站。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在節日期間購買一棵紐約產的聖誕樹放置在

家中，是支持本地農場的簡易方式，能夠為我們的社區提供就業並帶來收益。」 

 

紐約州總務處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專員羅安  M. 黛西托  

(RoAnn M. Destito) 表示：「紐約上州盛產各類農產品。紐約下州的消費者們都極

其願意為自己和家人購買這類產品。從聖誕樹到楓糖漿到新鮮蔬果等等，我們很高

興能夠支持葛謨州長的工作，將這些上州產品輸送到下州的各大市場。紐約聖誕樹

種植人協會從布利斯的穹頂農場選了一棵形態完美的藍雲杉，使得人們看到這棵矗

立在哈萊姆區  (Harlem) 小亞當·克雷頓·鮑威爾州政府辦公大樓外的聖誕樹時，臉

上都洋溢著幸福的微笑。」  

 

紐約聖誕樹種植人協會執行董事瑪麗 ·吉安·派克  (Mary Jeanne Packer) 表示：「紐

約州聖誕樹種植人很高興能有機會將其聖誕樹輸往各大市場，展示本地出產的優質

新鮮的聖誕樹。我們的促銷專案現已獲得市場合作夥伴（包括葡萄酒小徑  (Wine 

Trail) 和州政府機構）的大力支持，為此我們深表感謝。」  

 

赫德家庭農場的農場主蘇珊·赫德  (Susan Hurd) 表示：「赫德家族很榮幸能夠接待

紐約州農業部專員理查·保爾 (Richard Ball) 在我們位於哈得遜谷的家庭農場中砍伐

收穫本季度具有象徵意義的第一棵真實聖誕樹。我們很高興看到我們農場出產的一

棵香型俱佳的膠冷杉能夠被選作為紐約州首府奧爾巴尼市的節日慶典聖誕樹。祝福

大家在節日期間幸福愉快！」   

 

紐約市種植  (GrowNYC) 機構執行董事馬塞爾·凡·歐延  (Marcel Van Ooyen) 表示：

「當您在本地的綠色市場中購買聖誕樹、節日飾物、禮品和最為重要的節日晚餐食

材時，您知道您會買到最新鮮、最優質的產品，並能支持本地的家庭農場。我們衷

心感謝葛謨州長和保爾專員  (Commissioner Ball) 將紐約州優秀的農產品推廣作為一

大要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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