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0 月 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首屆『我愛紐約  (I LOVE NY)』阿迪朗達克地區  (ADIRONDACK) 十月

啤酒節  (OKTOBERFEST) 圓滿成功   

  

這次活動宣傳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旅遊業，支持在全州創造  718 億美

元直接遊客消費記錄的產業   

  

具有歷史意義的  2.4 億美元投資帶來了新的旅館、過山車、拉鍊和奧林匹克中心  - 

效果圖請見此處   

  

紐約州將於  2023 年  1 月  12 - 23 日在普萊西德湖鄉  (Lake Placid) 舉辦世界大學生

運動會  (World University Games)  

  

『我愛紐約』面向世界各地的運動員推出了斥資  100 萬美元、為期兩年的全球運

動，把該地區作為高水準運動的首選地點加以展示   

  

推出帝國州步道啤酒廠通行證，用於推廣精釀啤酒和  750 英哩的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  2019 年『我愛紐約』阿迪朗達克地區十月啤酒節圓

滿成功，該活動推廣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享譽世界的旅遊目的地、

景點和休閒娛樂設施。今年的十月啤酒節是州長在阿迪朗達克地區舉辦的第八屆活

動，展示了該地區的景點、令人興奮的事物、遺產和自然美景，歡迎來自世界各地

的遊客。  

  

「阿迪朗達克地區是紐約州皇冠上的一塊寶石，我們正在該地區大力投資，進行新

完善以改善旅遊體驗，」葛謨州長表示。「今年十月啤酒節活動的成功表明，阿

迪朗達克地區正成為世界各地遊客旅遊、運動和休閒的世界級目的地。新景點將使

該地區成為人人都有東西可享受的地方，提高紐約州北部地區這個地區的收入，並

將其定位為頂級體育的全球領導者。」   

  

「一年一度的阿迪朗達克地區挑戰賽  (Adirondack Challenge) 展示了紐約州北部地

區這個地區的美景和我們對保護它的承諾，」參加過今年挑戰賽的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對紐約州北部地區的發展投入了大量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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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成為本州第三大雇主。在阿迪朗達克地區的持續投資正在幫助促進該地區、

支援工藝飲料製造商，並增加娛樂機會。普萊西德湖嚮是體育和戶外娛樂的標誌性

目的地，我們很自豪能在  2023 年舉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進一步加強地區旅遊

業。」  

  

2019 年的『我愛紐約』阿迪朗達克地區十月啤酒節迎接  450 多位嘉賓來到埃塞克

斯郡 (Essex) 和富蘭克林郡  (Franklin) 參加為期一天的展示該地區的戶外活動，  

其中包括州官員、地方官員以及旅遊行業領導者。活動包括騎摩托車  40 英哩穿越

風景如畫的阿迪朗達克社區；在范霍文博格山  (Mt. Van Hoevenberg) 舉行山地自行

車冬季兩項競賽；在薩拉納克湖下游區域  (Lower Saranac Lake) 風景美麗的第二池

塘 (Second Pond) 釣魚；在風景優美的喬山  (Mount Jo) 徒步兩英哩；在北艾爾巴鎮  

(North Elba) 克雷格伍德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Craig Wood Golf & Country Club) 打九

洞高爾夫；參觀  1980 年冬奧會 (Winter Olympic Game) 場地；在鏡湖  (Mirror Lake) 

玩獨木舟、皮划艇、槳板；作為在白臉山  (Whiteface Mountain) 探險區 (Adventure 

Zone) 享受適合家庭的樂趣和遊戲的一部分，乘坐高速平底船前往小白臉山  (Little 

Whiteface) 頂峰。  

  

葛謨州長自  2011 年就職以來，對紐約州各地旅遊業進行了空前投資，遊客人數和

直接消費均達到了歷史空前的水平。去年，紐約州的遊客人數達到了創紀錄的  

2.527 億人，刺激了近  718 億美元的消費，連續五年為總體經濟帶來了超過  1,000 

億美元的效益。旅遊業仍是本州第三大產業，每年支持  957,800 個就業崗位。   

  

旅遊業對阿迪朗達克地區至關重要。去年，1,260 萬人遊覽了阿迪朗達克地區——

比 2017 年的遊客人數多出了 251,000 人——創造了近 15 億美元的直接旅遊消

費。這比上一年度的消費總額要高出將近 5%，自 2011 年起增長了 30%。旅遊業

為該地區提供了超過  2.1 萬個就業機會，地方旅遊業為本州和地方帶來了超過  

1.82 億美元的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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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項目提供歷史規模的投資   

葛謨州長已承諾提供近  2.4 億美元資金，以支援本州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的房

產。這些前所未有的資本項目投資正在改善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場所的基礎設

施，以確保它們能夠繼續吸引和支持大型全球活動，同時將這些地區的設施改造成

全年景點。   

  

在今天的活動後，葛謨州長公佈了三個項目的新效果圖，將鼓勵更多的遊客和地區

經濟增長：   

  

•  范霍文博格山休息區   



 

 

該建築群占地  3 萬平方英呎、三層樓高的新休息區仍在施工。一旦  2021 年

完工，它將成為令人歎為觀止的遊客體驗中心，設有遊客接待中心、包括山

地車店的零售商店、食品服務和售票處。它還將為美國舵雪橇隊和俯式冰橇

隊提供最先進的訓練設施。   

  

•  史無前例的范霍文博格山雲霄飛車   

雲霄飛車的安裝將於今年秋天開始，預計將於  2020 年 11 月開放。這款史

無前例的雲霄飛車採用  1932 年和 1980 年奧運會雪橇賽道的彎道和直道。

山地雲霄飛車沒有馬達，是靠地心引力推動的，乘客可以通過刹車系統來控

制速度。雲霄飛車是在管狀軌道上運行的，這種軌道的設計是為了防止乘客

超過每小時  25 英哩的速度。   

  

•  奧林匹克跳台滑雪中心  (Olympic Jumping Complex) 高空滑索   

奧林匹克跳台滑雪中心定于明年夏天開放，屆時遊客將有機會在這座  40 英

呎高的高塔上，藉助四個新建的高空滑索滑下來。为所有级别的冒险家设计

的高空滑索将带来奥林匹克跳台滑雪的刺激感。   

  

奧林匹克跳台滑雪中心平底船和弗罗斯特滑軌   

州長還宣佈，符合《美國殘障人士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標準

的新的八人平底船預計將在十二月完成建設。平底船將把運動員、教練、官員、  

設備和遊客從滑雪場休息區帶到  90 米和 120 米高的跳臺滑雪塔。從那裡，他們將

可以進入 120 米高的跳臺滑雪塔新裝修的玻璃封閉電梯，該電梯提供令人驚歎的

阿迪朗達克高峰和周圍荒野的全景。   

  

此外，在 90 米和 120 米的滑雪跳臺上安裝了新的帶  LED 照明的弗罗斯特滑軌，

無論天氣條件如何變化，都能保證穩定可靠的跳臺。  

  

普萊西德湖嚮奧林匹克中心  (Lake Placid Olympic Center) 重建和現代化   

葛謨州長宣佈，正在對具有歷史意義的奧林匹克中心和速度滑冰橢圓體育館進行現

代化改造和重建，並正在制定建築和方案設計。這是  1980 年冬奧會前以來這些設

施的首次重大升級。   

  

潛在的項目包括把美國溜冰場  (USA Rink) 擴大到奧運規模、增加可伸縮的座位和

新的招待房間；新的酒店套房和增加赫伯布魯克斯競技場  (Herb Brooks Arena) 特

许经营权；改進美國溜冰場、1932 年競技場和赫布·布魯克斯競技場  (Herb Brooks 

Arena) 的更衣室；擴建普萊西德湖嚮奧林匹克博物館  (Lake Placid Olympic 

Museum) 和零售商店；新的餐飲設施設有露天觀景台，可以俯瞰奧林匹克速滑橢

圓形場地。   

  



 

 

此外，奧林匹克速滑橢圓形場地的規劃包括給橢圓形場地全面更換製冷設施。目前

正在考慮在美國溜冰場後面建造新的多層停車場。   

  

2023 年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州長正式宣佈，紐約州將於  2023 年 1 月 12 - 23 日在普萊西德湖嚮舉辦世界大學

生運動會。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由國際大學生體育聯合會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 組織，是一場國際體育文化活動，每兩年在不同的城市舉辦。  

這場為期 11 天的賽事是僅次於奧運會的世界第二大綜合體育賽事，吸引  2,400 多

個學生運動員參與各項體育比賽和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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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支持 2023 年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州長發佈第  185 號行政令 (Executive 

Order)，指示成立紐約州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World University 

Games Commission)，該委員會負責監管和協調州政府的所有工作，並與世界大學

生運動會組委會  (World University Games organizing committee) 阿迪朗達克體育理

事會 (Adirondack Sports Council) 合作。委員會最近舉行了首次會議，並正在開始

規劃工作。   

  

『我爱纽约』全球数位运动   

普萊西德湖嚮是美國唯一的兩屆冬奧會主辦地，它幫助建立和維持阿迪朗達克地區

作為體育聖地的聲譽。2023 年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是展示該地區作為高水準田徑運

動首選地的機會。為了支持這一使命，葛謨州長宣佈，『我爱纽约』將面向全世界

的運動員發起一項為期兩年、耗資  100 萬美元的全球數位運動，並突出展示阿迪

朗達克地區既擁有自然景點，也擁有為高水平戶外娛樂而專門建造的景點。該活動

將從今年冬天開始，一直持續到  2021 年。  

  

州長設立的阿迪朗達克地區十月啤酒節最佳啤酒   

活動結束後，客人們在白臉山享受了『品嘗纽约  (Taste NY)』啤酒節招待會，以音

樂、當地食物和紐約州精釀啤酒比賽為特色。15 家紐約州啤酒廠參加了比賽，提

供 30 多種不同的啤酒。位於普萊西德湖嚮的普萊西德湖酒吧與啤酒廠  (Lake Placid 

Pub & Brewery) 獲得了『州長啤酒節最佳啤酒』的稱號。這家啤酒廠將在  2020 年

大紐約州 (Great New York State) 提供 12 個啤酒龍頭，以展示他們的啤酒，他們明

年還將在白臉山提供兩個龍頭，在行政大廈 (Executive Mansion) 提供一個龍頭。   

  

帝國州步道啤酒廠通行證   

與精釀啤酒競賽一起，葛謨州長推出了帝國州步道啤酒廠通行證，旨在推廣精釀啤

酒和 750 英哩長的帝國州步道。由於與紐約州運河集團  (New York State Canal 

Corporation) 的合作，紐約州釀酒商協會  (New York State Brewers Association) 的應

用程式將允許使用者在沿途參觀精釀釀酒廠，並在他們的通行證上獲得積分。遊客



 

 

們可以買到印有帝國州步道商標的  T 恤、眼鏡、桶裝啤酒和全美釀酒商協會節日

門票。  

  

200 多家啤酒廠坐落在帝國州步道  10 英哩的路段內，這條步道預計明年完工時將

成為全國最長的多功能步道。此外，州長還宣佈，自  2012 年本州舉辦首屆啤酒、

葡萄酒、烈性酒和蘋果酒峰會  (Beer, Wine, Spirits and Cider Summit) 以來，持有農

場許可證的精釀飲料製造商數量增加了  500 多家。如今，紐約州有  792 家農場製

造商在經營，而  2012 年只有 282 家，增幅超過  180%。  

  

銘記派特·巴雷特  (Pat Barrett) 和蘭迪·普勒斯頓  (Randy Preston)  

葛謨州長今天公佈計畫，紀念今年夏天去世的兩名紐約州北部地領導人派特·巴雷

特和蘭迪·普勒斯頓的生命和服務。   

  

巴雷特是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董事會  (Board of Directors) 前任主席，他將加入

今年普萊西德湖嚮名人堂  (Placid Hall of Fame) 珍藏班。巴雷特在公私部門的傑出

職業生涯，以及在美國陸軍  (U.S. Army) 的服役經歷，使他成為一名傑出的領導

人。他將與滑雪先驅法蘭西斯·泰爾·布萊恩特  (Francis Thaire Bryant)、北歐滑雪運

動員、奧運會獎牌獲得者比利·德蒙  (Billy Demong) 以及普萊西德湖嚮嚮長克雷格  

H. 蘭德爾 (Craig H. Randall) 一起成為 2019 屆的學生，預計  10 月 26 日開始正式

入職。  

  

州長還宣佈，前威爾明頓鎮  (Wilmington) 鎮長、埃塞克斯郡主席蘭迪·普勒斯頓將

在白臉山上俯瞰威爾明頓鎮的圓屋紀念牌匾。普勒斯頓擔任了兩屆埃塞克斯郡的主

席，並擔任了  14 年的威爾明頓消防局  (Wilmington Fire Department) 消防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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