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3 年 2 月 22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變革性品嘗紐約特產計劃 10 週年  

  

紐約的王牌吃喝在當地 (Eat Local, Drink Local) 計劃已產生逾 1 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五指湖 (Finger Lakes) 遊客中心開放日重點展示紐約州農民和農業生產者以及地區旅遊
產品  

  

計劃於 2023 年在全州「品嘗紐約特產」市場 (Taste NY Markets) 開展一系列慶祝活動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在日內瓦城五指湖遊客中心特別開放活動上，為紐約州「品嘗紐約

特產」——紐約官方「吃喝在當地」計劃拉開十週年慶祝活動序幕。該活動展示了紐約州

農民和食品飲料生產商以及地區旅遊目的地的多樣性和獨特性。今天的慶祝活動是全州計

劃舉辦的一系列活動中的第一場，以慶祝 2023 年 10 年里程碑和該計劃的成功，該計劃

為紐約州農業生產商帶來了超過 1 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霍楚爾州長表示，「在過去十年裡，『品嘗紐約特產』已經成為一個以品質、富有創意

和熱情著稱的知名品牌，『品嘗紐約特產』是我們促進紐約農民和生產者使命的基石，展

示位於我們偉大的紐約州的每個角落的企業最佳食品、飲料和禮品產品。我今天很自豪地

宣佈為期一年的『品嘗紐約特產』十週年慶祝活動，期待一如既往支持我們的農業企業和

我們紐約當地的各種產品。」  

  

『品嘗紐約特產』自推出以來發展迅速，產品現已在全紐約州近 70 個地點銷售，包括 

11 個地區遊客中心、機場、州立公園、賈維茨中心 (Javits Center) 等。在過去十年，

『品嘗紐約特產』亦與 MVP 體育場和藍十字體育場 (Blue Cross Arena) 等大型體育場館

合作，並與知名賽事組織者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將『品嘗紐約特產』產品帶到大型體育賽

事賽場，例如 PGA 巡迴賽、2023 FISU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和薩拉托加賽馬場 (Saratoga 

Race Course)。  

  

今天在五指湖遊客中心舉行的啟動慶祝活動匯集了地區農業、旅遊業和支持合作夥伴，向

遊客介紹其產品在遊客中心有售的紐約農民和生產者。活動中提供食品供品嚐的供應商包

括 Smokin' Tails Distillery、Red Jacket Orchards、Muranda Cheese、4J's NVR 

Specialty Sauces、3 Brothers Wineries、Fulkerson Winery、Arbor Hill Grapery & 



Winery、Syrup a'La Rue、Brewery Ardennes、Geneva Reads、Karma Sauce、

Gourmet Butter Shop、Mama's Got You Catering、Green Heart of the Finger Lakes® 

和 New York Kitchen。此外，遊客中心為所有購物提供 10% 的折扣、0.99 美元的冰淇

淋，並有機會贏得特別贈品籃以慶祝 10 年里程碑。  

  

五指湖遊客中心的『品嘗紐約特產市場』於 2018 年首次開業，與當地精釀酒水、農業和

烹飪供應商密切合作，以推廣來自五指湖地區和全州的食品和飲料生產商。自開放以來，

遊客中心已將來自 280 多間供應商的 1,900 多種紐約產品推向市場。2022 年，遊客中心

的銷售額總計接近 430,000 美元，比上一年增長 1.7%，超過 235,600 名遊客前來體驗紐

約州的特產。  

  

州農業專員理查德．A．鮑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10 年來，『品嘗紐約特產』一

直在推廣紐約所提供的所有最好的產品——從奶酪和冰淇淋到果醬和果凍、楓糖漿、精釀

酒水、糖果，甚至像蠟燭和肥皂等這樣的禮品。該計劃對我們的生產商產生了如此巨大的

影響，有助於使遊客關注他們的辛勤成果並向新消費者介紹他們的產品。我很高興今年慶

祝『品嘗紐約特產』十週年並期待令人興奮的一年。」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總裁、執行長兼專員霍普．奈特 (Hope Knight) 表示，「祝賀大家慶

祝『品嘗紐約特產』計劃十週年。這項美食舉措展示了紐約州所有優質農產品，並已取得

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 ，發展旅遊業並支持紐約州整體經濟的發展。」  

  

日內瓦城經理埃米．亨德里克斯 (Amie Hendrix) 表示，「日內瓦城很榮幸能夠舉辦今年

慶祝活動的開幕式。我們很高興能夠透過『品嘗紐約特產』合作向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展

示我們當地農民和生產者的勞動成果。在我們慶祝合作夥伴關係十週年之際恭賀大家，這

使我們能夠真正展示為什麼紐約民眾對於在當地享用美食感到無比自豪。」  

  

五指湖遊客中心市場經理詹妮弗．金 (Jennifer Kime) 表示，「五指湖遊客中心團隊很榮

幸被選為為期一年的『品嘗紐約特產』10 週年慶祝活動的首發地點。參與『品嘗紐約特

產』計劃是一次有益的體驗，因為我們展示了紐約州，尤其是手指湖地區的慷慨餽贈。自

開放以來，我們展示的 65% 的產品都來自我們地區的供應商。如果您尚未參觀過該中

心，我們鼓勵您進行參觀，我們提供咖啡忠誠度計劃、工藝飲料品嚐會，以及夏季戶外湖

畔座位上享用當地三明治和清涼飲料。」  

  

五指湖遊客聯絡 (Finger Lakes Visitors Connection) 總裁兼執行長瓦萊麗．諾布洛克 

(Valerie Knoblauch) 表示，「我們的旅遊業與美好的『品嘗紐約特產』之間的聯繫在日

內瓦城五指湖遊客中心發生的事情中得到了例證。作為『品嘗紐約特產』的首選地，五指

湖遊客中心向遊客介紹紐約生產產品的多樣化及多樣性。許多遊客想進一步瞭解這些食品

的產地和生產商。作為遊客中心，團隊很高興分享有關生產商和參觀地點的資訊以讓遊客

品嚐更多美食。遊客延長逗留時間、成為回頭客，在家裡尋找我們的產品。『品嘗紐約特

產』對我們當地的經濟而言是雙贏的。」  

  



紅夾克果園 (Red Jacket Orchards) 農場商店經理娜塔莉．巴裏斯 (Natalie Baris) 表

示，「紅夾克果園從一開始就一直是『品嘗紐約特產』的擁躉者和合作夥伴。『品嘗紐

約特產』在整個紐約州展示小批量、獨特的產品，已協助該行業的許多生產商。我們舉杯

（果汁）來慶祝 10 週年，以及下一個 10 週年。」  

  

Finger Lakes® Green Heart 的所有者傑佛瑞．H．威爾斯 (Jeffrey H. Wells) 表示，

「我們很榮幸能參加『品嘗紐約特產』10 週年慶典活動。這對我們來說特別有意義，因

為我們有機會成為日內瓦五指湖遊客中心的長期供應商，這 10 年中有六年。『品嘗紐約

特產』和 Green Heart of the Finger Lakes®，對我們來說，象徵著我們州和地區必須提

供的一切好的商品。」  

  

康奈爾合作推廣沙利文縣項目總監凡妮莎．彼得羅希安 (Vanessa Petrossian) 表示，

「『品嘗紐約特產』成立 10 週年標誌著紐約農業部門十年來的奉獻精神。我們感謝透過

它全州對我們社區的農民和生產者產生的積極影響。該計劃證明了合作和夥伴關係的力

量，我們致力於在未來幾年繼續為我們的農民和當地小企業提供服務。透過我們的哈德遜

河谷 (Hudson Valley) | 卡茨基爾遊客中心 (Catskills Welcome Center) 和 

ShopTasteNY.com，我們已經成為實現這一里程碑的一部分，我們為所有已取得的成就

感到自豪，並期待為我們服務的所有人士創造更多機會。」  

  

Muranda Cheese 合夥人湯姆．穆瑞 (Tom Murray) 表示，「自『品嘗紐約特產』設立

以來，Muranda Cheese 一直是 『品嘗紐約特產』引以為豪的合作夥伴。這一合作關係

使我們的業務得以發展。『品嘗紐約特產』計劃使遊客能夠在紐約市中心和其他地方與這

些獨特的機會產生聯繫 。請為未來 10 年及以後舉杯慶祝。」  

  

今年全州計劃舉辦一系列活動來慶祝『品嘗紐約特產』設立 10 週年，其中包括由該部門

在紐約州高速公路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Thruway Authority) 和紐約州交通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的合作夥伴運營的遊客中心。這一里程碑亦將

透過 一個專門的網頁來突出顯示該計畫 10 年來的里程碑事件、社交媒體活動等。此外， 

ShopTasteNY.com 將在全州範圍內舉行 #TasteTurns10 慶祝活動，全年全州提供免費送

貨服務，並在 10 週年紀念活動期間透過特價銷售突出每個地區的特產。下一次活動將於 

3 月在南區 (Southern Tier) 舉行，有關其他活動的資訊將在可用時在  Taste.NY.gov 上發

佈。  

  

關於五指湖遊客中心『品嘗紐約特產市場』  

遊客中心設有『品嘗紐約特產計畫』市場，提供冷熱午餐選擇，如時蔬湯、沙拉、三明治

和兒童食譜，全部由新鮮原料和當地農民種植及生產的產品製作。市場亦提供紐約州釀製

的葡萄酒、啤酒和蘋果酒、外帶小吃和禮品。五指湖地區遊客接待中心以旅遊業為核心，

各處設有多個互動式『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資訊站，供遊客測驗自己與該地

區相關的知識，或規劃旅遊行程。  

  

關於『品嘗紐約特產』計畫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taste.ny.gov%2Ftaste-nys-10-year-timeline&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61a4cd4dd56b43eee7e308db15028e2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2687296923336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k3sKpMjOck9pkxUcH6m8vKHxT1v8eklanaiweX10lK0%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shoptasteny.com%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61a4cd4dd56b43eee7e308db15028e2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2687296923336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zunkVZPkVp%2FQxT3hBidYfeikHS9boSP%2F%2B6PlmI0YG3A%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taste.ny.gov%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61a4cd4dd56b43eee7e308db15028e2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2687296923336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4Qnr6080nzIkUyMVC%2BRa7WJhWyi%2BJrD3y17IcyACWTY%3D&reserved=0


『品嘗紐約特產』 計畫強調了在紐約州種植、生產或加工的食品和飲料的品質、多樣性

以及經濟效益。『品嘗紐約特產』計畫旨在透過活動、零售點和合作夥伴為生產商創造銷

售機會，諸如大紐約州博覽會和貝斯佩奇州立公園 (Bethpage State Park) 巴克萊高爾夫

錦標賽 (Barclays Tournament) 等大型公共活動中展示商品。在過去 10 年裡，『品嘗紐

約特產』計畫已經支持近 2,000 間食品和飲料生產商透過零售店、活動和讚助參與該計

劃。2022 年，311 名新生產商透過紐約遊客中心加入了該計劃。參加『品嘗紐約特產』

計畫食品飲料企業也在其產品中使用紐約州種植生產的原料，支持本州農民。  

  

###  

  

  

 
可造訪網站 www.governor.ny.gov 瀏覽更多新聞 

紐約州 | 州長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taste.ny.gov%2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61a4cd4dd56b43eee7e308db15028e2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12687296923336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4Qnr6080nzIkUyMVC%2BRa7WJhWyi%2BJrD3y17IcyACWTY%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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