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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公佈新計畫用於宣傳紐約州冬季旅遊業

新廣告活動將在美國東北部地區 (Northeast) 的媒體市場中宣傳紐約州冬季旅遊景點
請從此處和此處觀看廣告
年度免費雪地機車運動週末 (Annual Free Snowmobiling Weekend) 定於 2 月 3 - 5 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新營銷活動，旨在增加遊客數量並激發民眾對紐約州
頂級冬季旅遊景點的興趣。冬季營銷活動包含兩隻新電視廣告，將在美國東北部地
區的媒體市場內播放，並把紐約州作為世界頂級冬季旅遊旅遊勝地加以宣傳。州長
還宣佈紐約州面向所有來自美國其他州或加拿大的雪地機車手開放年度免費雪地機
車運動週末，活動從 2017 年 2 月 3 日，週五持續到 2 月 5 日，週日。
「發展紐約州北部地區的旅遊業仍是本屆州政府的首要工作，我們利用這次廣告活
動和免費雪地機車運動週末鞏固以往的成就，並在今年冬季利用自然資源為紐約州
帶來更多遊客，」葛謨州長表示。 「我建議紐約州民眾和遊客遊覽這些無與倫比
的冬季旅遊勝地和雪地機車遊徑，並享受紐約州所能提供的一切美好事物。」
冬季營銷活動包括兩隻時長 30 秒的『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電視廣告，
廣告展示帝國州 (Empire State) 豐富的休閒娛樂活動和適合家庭的活動，並向遊客
介紹令紐約州成為世界頂級冬季旅遊勝地的各 處景點。這些廣告定於 1 月 20 日至
2 月 19 日在紐約州以及美國東北部地區的主要市場內播放，這些市場包括賓夕法
尼亞州 (Pennsylvania)、俄亥俄州 (Ohio)、康乃迪克州 (Connecticut)、加拿大蒙特
利爾市 (Montreal)、多倫多市 (Toronto)。
第一隻廣告重點介紹冬季運動與娛樂景點，向觀眾告知紐約州的山地滑雪場數量比
美國其他任何地方都多。這隻廣告還宣傳紐約州北部地區的幾個景點，包括紐約州
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接吻橋 (Kissing Bridge) 和運河河岸 (Canalside)；
卡茲奇山脈 (Catskills) 的普拉特奇爾山 (Plattekill Mountain)；阿迪朗達克山脈
(Adirondacks) 的西山 (West Mountain)、高爾山 (Gore Mountain)、白臉山 (Whiteface
Mountain)；肖托夸 - 阿勒格尼地區 (Chautauqua-Allegheny) 的阿勒格尼州立公園

(Allegany State Park)。廣告可在 YouTube 此處觀看。
冬季趣味廣告首先展示阿迪朗達克山脈久負盛名的薩拉納克湖冬季狂歡節
(Saranac Lake Winter Carnival) 上，一處冰雪宮殿上空燃放的焰火，然後展示紐約
州各地適合家庭遊玩的景點，包括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希臘之峰瀑布室內
水上樂園 (Greek Peak Cascades Indoor Water Park)、長島兒童博物館 (Long Island
Children’s Museum)、近期開放的長島遊客接待中心 (Long Island Welcome
Center)、哈德遜谷 (Hudson Valley) 境內的熊山州立公園 (Bear Mountain State
Park)。廣告可從 YouTube 此處觀看。
兩隻廣告都提供電視視訊品質格式（ h264 格式），請見此處。
冬季旅遊占紐約州旅遊業總收入的 21%，2015 年的遊客直接支出高達 130 多億美
元。更多關於紐約州冬季旅遊業的資訊請見 www.iloveny.com/winter 和免費的『我
愛紐約』移動應用程式，該移動應用程式可從 iTunes 和 Google Play 應用商店以
及 www.iloveny.com/mobile 免費下載。
免費雪地機車運動週末
葛謨州長還宣佈紐約州各地社區將從 2 月 3 日，週五至 2 月 5 日，週日面向所
有來自美國其他州或加拿大的雪地機車手開放紐約州年度免費雪地機車運動週末。
美國其他州正確報名並繳納保險金的雪地機車運動愛好者若想探索紐約州 1.05 萬
英里的雪地遊徑，可免繳報名費。
目前，來自美國其他州或加拿大的雪地機車手在進入紐約州雪地遊徑前須在紐約州
登記其雪地機車，紐約州雪地遊徑從哈德遜谷經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延伸至紐
約州西部地區。雪地機車報名費為 100 美元，若雪地機車手是當地雪地機車俱樂
部會員則可減至 45 美元。在宣傳週末期間，來自美國其他州或加拿大的雪地機車
手可免繳這筆費用，條件是在美國其他州或加拿大境內正確登記雪地機車並繳納保
險金。
免費雪地機車運動週末期間，所有來自紐約州境內、美國其他州或加拿大的雪地機
車手還將免繳鎮區報名費。如需了解更多關於雪地機車運動的資訊，包括美國其他
州雪地機車手在非宣傳期的在線報名資訊，請點擊 此處。
紐約州立大學波茨坦分校 (State University at Potsdam) 開展的 2011 年調查顯示，
紐約州雪地機車運動社區創造了大約 8.68 億美元的總體經濟效益。宣傳週末將大
力宣傳當地小企業，並幫助宣傳紐約州龐大的雪地機車遊徑網，這些雪地機車遊徑
由紐約州各地的 230 多家地方雪地機車俱樂部鋪設並維護。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葛謨州長利用這次新的冬季營銷活動持續踐
行關於發展全州旅遊業的承諾，這次活動自豪地邀請遊客體驗紐約州最受歡迎的山

脈、獨特的冬季旅遊業景點，以及紐約州各地的一流活動。」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主任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葛謨州長做了大量
的工作來宣傳紐約州能夠為戶外冬季娛樂活動愛好者提供些什麼。冬季不是待在屋
內的時節。紐約州的遊客將會發現有幾千英里鋪設完好的雪地機車遊徑可供遊玩，
還有不計其數的地點供遊客滑雪、乘坐雪橇、踏雪健行、溜冰，紐約州各地的州立
公園能為遊客提供更多遊玩項目。」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部長巴茲爾·賽格
斯 (Basil Seggos) 表示，「在紐約州，冬季是外出體驗精彩戶外娛樂機會的絕佳
時節，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正在擴大宣傳境內居民和遊客能夠享受的各項
活動。免費雪地機車運動週末是一個絕佳時機，可體驗這項運動並探索阿迪朗達克
山脈、卡茲奇山脈以及州境內其他數千英畝可供遊覽的陸地景觀，並支持依賴於這
項急需的旅遊收入的地方經濟。」
紐約州雪地機車協會 (New York State Snowmobile Association) 執行理事多米尼
克·甲勘戈洛 (Dominic Jacangelo) 表示，「感謝州長再次在紐約州公佈並宣傳
『免費雪地機車運動週末』。我敢肯定，美國其他州的遊客一旦試過我們一流的紐
約州雪地遊徑 (New York Trail) 系統，就必定會年複一年地回來遊玩。」
駕駛雪地機車的人應熟知安全騎行規範和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以及規定。最佳學
習辦法是參加雪地機車安全課程。紐約州在雪地機車教育方面居領先地位，為雪地
機車手提供操作員培訓課程，以保障騎手和其他雪地遊徑使 用者的人身安全。如需
查找課程，請點擊此處。10 至 18 歲的青少年須提供安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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