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3 月 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普萊西德湖鄉  (LAKE PLACID) 被選為  2023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  

(2023 WORLD UNIVERSITY GAMES) 的舉辦地   

  

這將補充  2019 年國際兒童運動會  (2019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Games) 和  2021 

年舵雪橇與俯式冰橇世界錦標賽  (2021 Bobsled and Skeleton World 

Championships)  

  

競標得到紐約州北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North Countr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的支持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 FISU) 選擇在普萊西德湖鄉舉辦  2023 年冬季世界大學運動會。阿迪朗

達克紐約州北部地區全球體育委員會  (Adirondack North Country Global Sports 

Committee) 和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進行了將近一年半的磋商，於上週在位於瑞

士洛桑市 (Lausanne) 的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總部簽署了諒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這是普萊西德湖鄉第二次舉辦該運動會，

第一次是在  1972 年，這也是紐約州第三次舉辦該運動會，水牛城  (Buffalo) 曾於  

1993 年舉辦該運動會。該運動會從未在美國其他州舉辦。  

  

「普萊西德湖鄉是舉辦該活動的理想地點，這將向國際觀眾展現紐約州和紐約州北

部地區最好的一面，」州長葛謨表示。「我們很自豪並且幸運地擁有自然資源和

人造資源，擁有在我們本地舉辦冬季世界大學運動會，我們期待迎接全世界的運動

員體驗阿迪朗達克地區  (Adirondacks) 提供的一切事物。」   

  

「我近期前往普萊西德湖鄉幫助說服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相信地球上沒有比普萊

西德湖鄉更適合舉辦世界大學運動會的地方，並確保紐約州投資於奧林匹克運動會

設施，」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多次主辦國際運動會，

並始終取得巨大成功。我們期待在  2023 年再次迎接全世界的運動員。」   

  



 

 

阿迪朗達克地區 /紐約州北部地區全球體育委員會  (Adirondack/North Country 

(ADKNC) Global Sports Committee) 從去年 9 月 1 日起直接與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

會合作，擬定符合必要條件的投標。今年二月，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場地評估委

員會  (site evaluation committee) 的成員在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花費一週

的時間，評估投標委員會與舉辦運動會相關的計畫。該委員會視察了普拉茨堡鎮、

波茨坦鎮 (Potsdam)、三湖區 (tri-lakes area)、威明頓鎮  (Wilmington)、高爾山滑雪

度假村 (Gore Mountain) 的體育設施、場館以及住宿場所。   

  

阿迪朗達克地區 /紐約州北部地區全球體育委員會和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將在  6 

月  15 日前簽訂正式協議。合同簽訂後，將著手設立官方組委會和總體方案，該方

案將包括與舉辦運動會相關的行動計畫和最終概念。  

  

世界大學運動會由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組織，是一場國際體育文化活動，每兩年

在不同的城市舉辦。為期  11 天的競爭吸引  2,400 多個學生運動員參與各項比賽，

包括高山滑雪、自由滑雪、越野滑雪、冬季兩項、速度滑冰、冰壺、花樣滑冰、  

冰球、短道速滑、單板滑雪。可選體育項目包括跳台滑雪、北歐兩項、滑雪定向、

長道速滑。  多座地區體育場館可用於舉辦該活動，包括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  

(Olympic Region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管理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場館。  

  

這份公告補充了紐約州北部地區旅遊業多年的持續增長。去年夏季，普萊西德湖被

選為  2019 國際兒童運動會和  2021 舵雪橇和俯式冰橇世界錦標賽的主辦地。  葛謨

州長長期以來始終支持紐約州的旅遊業，為紐約州北部地區投入空前投資，並主辦

阿迪朗達克夏季和冬季挑戰賽  (Adirondack Summer and Winter Challenges)，從而展

示本地區世界一流的景點和名勝。2016 年，近  1,200 萬人遊覽了阿迪朗達克地區

——比前年遊客人數多出了  250,000 人——創造了近  13.5 億美元的直接旅遊消

費。 

  

舉辦這種級別和規模的國際競賽需要地區參與，包括使用普拉茨堡國際機場  

(Plattsburgh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作為入境港、與紐約州立大學  (SUNY) 以及私立高

等院校合作提供體育場館和志願者，以及在薩拉納克湖鄉  (Saranac Lake)、威明頓

鎮  (Wilmington) 以及周邊地區提供地區招待設施和場館。   

  

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  (Olympic Regional Development Authority，ORD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麥克·普拉特  (Mike Pratt) 表示，「全球體育委員會開展了大量

的工作。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始終參與該過程，並同步舉辦六項國際活動，  

該機構將於今年冬季確定各國的奧林匹克團隊成員。我們很高興世界大學運動會回

歸紐約州，在普萊西德湖鄉和紐約州北部地區舉辦。」   

  



 

 

參議員貝蒂·利特爾  (Betty Little) 表示，「我與投標組織方和活動支持者共同慶祝

這條喜訊。該活動將吸引新遊客前往我們地區，並為紐約州北部地區的經濟帶來重

要的推動力。我期待見證該活動將來對本地經濟帶來的積極效應。」   

  

州眾議員比利·瓊斯  (Billy Jones) 表示，「舉辦冬季世界大學運動會將成為阿迪朗

達克地區又一項激動人心的賽事，該賽事將繼續支持我們鎮和小企業。我們代表紐

約州北部地區全體居民期待在  2023 年迎接運動員及其支持者。」   

  

州眾議員丹·斯特科  (Dan Stec) 表示，「祝賀普萊西德湖鄉在國際冬季運動領域獲

得這項殊榮。全世界有數不清的市鎮能夠舉辦運動會，但是普萊西德湖鄉和阿迪朗

達克地區各地的社區擁有別處找不到的東西。這對紐約州北部地區而言堪稱殊榮，

也是令紐約州全體民眾雀躍的時刻。」   

  

普萊西德湖鄉鄉長克萊格·蘭達爾  (Craig Randall) 表示，「這對阿迪朗達克地區的

社區而言是個好消息。這些運動會將帶動煥然一新的面貌和國際體育傳統。我們在

舉辦大型體育活動方面擁有悠久的歷史，包括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杯  (World 

Cup) 賽事、鐵人賽、大型長曲棍球錦標賽，我相信我們將提供世界一流的產

品。」  

  

埃塞克斯郡理事會  (Essex County Board of Supervisors) 主席蘭迪·普利斯通  

(Randy Preston) 表示，「世界大學運動會將再次使該地區獲得全世界的關注， 

並將帶動普萊西德湖鄉和所有周邊社區的發展。我們準備展示本地區。」   

  

紐約州北部地區商會  (North Country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兼紐約州北部地

區區域發展委員會  (North Countr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副主席加里·道格拉斯  (Garry Douglas) 表示，「本地區承諾維護紐約州北部地區在

國際體育賽事領域的獨特地位並加以振興，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舉辦的運動會是

其中的一個關鍵部分。葛謨州長提供積極的支持，是該過程中的重要合作夥伴，  

並持續投資於我們的體育場館和旅遊設施。這對我們整個地區而言是激動人心的發

展，包括普拉茨堡國際機場。奮勇前進，積極向上！」   

 

紐約州北部地區區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兼克拉克森大學  (Clarkson University) 校長

安東尼  G. 柯林斯  (Anthony G. Collins) 表示，「這對克拉克森大學及其他地區大

學而言是個重要的機會，用於向國際運動員介紹阿迪朗達克北部地區為何是地球上

一個適合學習、生活、工作、遊覽的好地點。我們尤其期待學生開展文化交流，  

並相互學習。」   

  

可持續旅遊地區辦公室  (Regional Office of Sustainable Tourism) 主任詹姆斯· 

麥克納  (James McKenna) 表示，「2023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將成為我們需要的經濟

推動力，用於實現紐約州北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確立的多項地區目標。安德



 

 

魯  M. 葛謨州長的領導確保我們地區將繼續帶頭主辦國際體育賽事和學術賽事，  

從而確保在歐洲、亞洲、美洲產生巨大的知名度。」   

  

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主席阿列克 ·馬蒂森  (Oleg Matytsin) 表示，「普萊西德湖鄉

和阿迪朗達克地區仍然令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印象深刻。我們很高興簽署這份諒

解備忘錄來正式確認我們的對話。這份諒解備忘錄表明各方有意願推進簽訂合適的

主辦協議。這份競標從一開始就是我們目睹的實力最強的方案。國際大學生體育聯

合會相信普萊西德湖鄉將成為  2023 年冬季大學運動會的理想舉辦地，這將影響來

自世界各地的數千個學生運動員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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