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1 月 2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  (NYS GROWN & CERTIFIED) 樹木將在本州

遊客接待中心  (WELCOME CENTERS) 展出，以帶動農業和旅遊業發展   

  

鼓勵紐約民眾在這個節日季購買本地產的樹木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培育的聖誕樹和花環將在紐

約州地區遊客接待中心和『品嘗紐約  (Taste NY)』商店展出，促進紐約州的農業和

旅遊業發展。此外，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培育的樹木將在奧爾巴尼郡  (Albany) 

帝國州廣場  (Empire State Plaza) 展出。紐約州的聖誕樹業出售來自全州  750 多個

林場的近 30 萬棵聖誕樹。   

  

「當紐約民眾準備慶祝節日的時候，我們鼓勵購物者尋找完美的聖誕樹來支援我們

的鄰居農民，並在今年選擇購買當地種植的樹，」葛謨州長表示。「紐約州有超

過 750 座聖誕樹農場，其中許多農場參加了我們的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向買

家表明他們選購的產品是由以對環境負責任的方式培育產品的農民提供的。」   

  

為了促進購買紐約州種植的樹木，並為節日季拉開序幕，紐約州農業廳  (New York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與薩拉托加郡 (Saratoga 

County) 博爾德布魯克農場  (Boulder Brook Farm) 農業社區合作夥伴一起參加了本州

的年度砍樹活動。   

  

紐約州農業廳廳長理查德  A. 保爾表示，「我們一年一度的砍樹儀式是開啟假日季

的好方式，它提醒紐約民眾，在慶祝節日和支持本州一流和多樣化的農業產業的同

時，他們可以購買到高品質的、當地出產的產品。」   

  

馬爾他鎮 (Malta) 農場提供的一棵  6 英呎高的迦南冷杉將在昆斯伯裡鎮  

(Queensbury) 阿迪朗達克遊客接待中心  (Adirondacks Welcome Center) 醒目地展

示。博爾德布魯克農場  (Boulder Brook Farm) 是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的驕傲成

員。該農場捐贈的另一棵迦南冷杉將捐給當地由卡普特恩社區人類服務機構  

(CAPTAIN Community Human Services) 運營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   

  

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宣傳紐約州的農業生產商和種植戶，這些人遵循食品安全標

準和環境可持續性標準。  對於聖誕樹農場來說，參與者有資格種植當地樹木，並



參與州水土保持區  (Stat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istrict) 農業環境管理計畫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EM)。  

  

當地培育的樹木和手工製作的本地花環，以及尋購當地樹木的地點資訊，也將在以

下的『品嘗紐約』商店展出：   

  

•  紐約州西部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Western New York Welcome Center)  

•  紐約州南部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Southern Tier Welcome Center)  

•  五指湖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Finger Lakes Welcome Center)  

• 紐約州中部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Central New York Welcome Center)  

• 麥可山谷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Mohawk Valley Welcome Center)  

• 首府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Capital Region Welcome Center)  

• 紐約州北部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North Country Welcome Center)  

• 阿迪朗達克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Adirondacks Welcome Center)  

• 哈德遜山谷 /卡茨基爾山脈遊客接待中心  (Hudson Valley/Catskills Welcome 

Center)  

• 長島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Long Island Welcome Center)  

• 紐約州平等權利傳統中心  (New York State Equal Rights Heritage Center)  

•  托德山 (Todd Hill)『品嘗紐約』市場   

  

遊客接待中心和『品嘗紐約』商店還將供應各種各樣的禮物和禮品籃，裡面裝滿了

紐約州農場和食品飲料生產商生產的當地產品。   

  

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培育的樹木在奧爾巴尼郡和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的活動上展示   

倫斯勒郡 (Rensselaer County) 史蒂芬鎮 (Stephentown) 澤瑪苗圃 (Zema's Nursery) 

參與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的四棵  10 英呎高的的弗雷澤冷杉樹也在奧爾巴尼郡帝

國州廣場大廳  (Empire State Plaza Concourse) 展示。紐約州聖誕樹點燈和焰火活動

將於 12 月 8 日星期日在帝國州廣場舉行。這個免費的家庭娛樂活動包括節日音

樂，廣場騎馬和乘馬車活動，以及聖誕老人  (Santa) 和許多兒童活動。『品嘗紐

約』假日市场上午  11 点在纽约州立博物馆  (New York State Museum) 开始。天氣

允許的話，廣場溜冰場將提供花樣滑冰表演和自由滑冰。   

  

除了當地樹木在遊客接待中心展出，在帝國州廣場大廳，帕特南郡  (Putnam 

County) 瑪霍派克村 (Mahopac) 哈維科林場  (Hardwick Tree Farm) 提供的一棵  26 英

呎高的道格拉斯冷杉將於  12 月 12 日，星期四在哈萊姆區  (Harlem) 小亞當·克萊頓·

鮑威爾州辦公樓廣場  (Adam Clayton Powell, Jr. State Office Building Plaza) 舉行的年

度節日慶祝活動上大放異彩。本次活動將提供一場適於全家參與的現場娛樂活動，

包括音樂和拜訪聖誕老人  (Santa)。  

  



紐約州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主任羅安·迪斯提圖  (RoAnn 

Destito) 表示，「另外一些由奧爾巴尼郡凱特爾 -肖恩 (Keitel-Shawn) 家族和沙倫斯

普林斯鄉 (Sharon Springs) 巴特恩 (Button) 家族捐贈的樹木將在東國會公園  (East 

Capitol Park) 和帝國州廣場展出。如果沒有裝飾精美的紐約州樹木在奧爾巴尼郡帝

國州廣場和哈萊姆區小亞當·克雷頓·鮑威爾州政府辦公大樓展示，就不會有假日季

節的感覺。我與葛謨州長和保爾廳長一道，鼓勵我們在紐約州各地的朋友和鄰居向

當地種植者購買樹木來幫助加強我們的農業社區。」   

  

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廳長瑪麗·特蕾絲·  

多明格茲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在遊客接待中心展示當地生長的聖

誕樹是這個假期推廣本州林場及其提供的所有商品和活動的好方法。我們很自豪能

與『品嘗紐約』計畫合作，為機動車駕駛員提供在我們的遊客接待中心和休息區休

息的機會，同時展示大量紐約州製造的高品質產品。」   

  

紐約州公路局  (Thruway Authority) 執行局長馬修  J. 德里斯科爾  (Matthew J. 

Driscoll) 表示，「紐約州遊客接待中心，包括三個位於紐約州高速公路沿線的遊

客接待中心，是旅遊門戶，展示帝國州多樣化的食物、飲料和手工製作的商品。  

我們自豪地支持本州每年創造數十億美元收入的農業和旅遊業。我鼓勵所有出行人

員在這個節日期間駐足並參觀這些華麗的展覽，在那裡你可以方便地挑選有助於支

持當地經濟的特殊禮物。」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艾瑞

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在這個節日季節購買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培育

的樹木或花環支持本州的農場和小企業，我們的遊客接待中心是為居民和遊客展示

這些傑出的應季產商品的完美場景。」   

  

參議員珍·枚茲格  (Jen Metzger) 表示，「紐約州的聖誕樹農場數量在全國排名第

四，隨著假期的臨近，我們鼓勵社區充分利用當地種植者和銷售商提供的紐約州出

產的農產品，這是非常重要的。這能夠對我們的農民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我很高

興看到紐約州種植的樹木和花環的銷售活動以這種方式得到推廣。」  

  

參議員達芙妮·喬丹  (Daphne Jordan) 表示，「外出購買一棵新鮮的聖誕樹帶來的

樂趣、刺激和冒險反映了節日精神。新鮮松樹的味道、咯吱咯吱的雪聲、清新的空

氣，尋找最合適的樹木；沒有什麼比從當地農場買一棵新砍下來的聖誕樹更棒的

了。紐約州的聖誕樹產業是我們經濟和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紐約州北部

地區，繼續支持和發展聖誕樹產業應該是兩黨合作的重點工作。在這個聖誕季，我

加以家庭外出活動，從我們當地的聖誕樹農場買一棵新砍下來的聖誕樹，留下終生

難忘的回憶。」   

  



女眾議員唐娜·盧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節日季都是傳統，找到完美的真

正聖誕樹是全州許多家庭的一大亮點。選擇一棵紐約州生長的樹木來支持你所在社

區的小型農場企業，並且這些樹木的回收能力比那些最終被扔進垃圾填埋場的人造

樹更環保。」   

  

女眾議員凱莉·沃納  (Carrie Woerner) 表示，「我要感謝保爾廳長和布魯克斯  

(Brooks) 家族在博爾德布魯克農場為我們舉辦了今年的聖誕樹切割儀式。博爾德布

魯克農場位於該地區一個美觀的歷史農莊住宅，並為遊客提供真正難忘的經驗。我

要感謝布魯克斯家族今天捐贈了兩棵樹。其中一棵樹捐贈給了卡普特恩社區人類服

務機構離家出走和無家可歸青少年中心  (Runaway and Homeless Youth Center)，在

那裡，這棵樹肯定會給那些獨自過節的青少年帶來一些安慰和快樂；另一棵樹將在

北路 (Northway) 18 號出口附近的阿迪朗達克遊客接待中心向遊客展示。  我很自豪

地看到第 113 眾議會區  (Assembly District) 又有一個家庭農場開張了，並祝大家節

日快樂。」   

  

眾議員丹·思泰克  (Dan Stec) 表示，「支持我們當地的商業活動，從經過認證的紐

約州種植者那裡買一棵樹，這是開啟假期的好方法。  幾代人以來，我們當地的樹

農一直在幫助家庭創造持續一生的傳統。  我們非常幸運，在紐約州有這麼多的樹

農，他們以生產優秀的產品而自豪，同時為當地的經濟做出重大貢獻。」   

  

紐約州聖誕樹農民協會  (Christmas Tree Farmers Association of NY) 執行理事瑪

麗·珍妮·派克  (Mary Jeanne Packer) 表示，「聖誕樹種植者協會及其  300 多名成

員很高興有機會展示在家庭農場種植的新鮮真樹。我們非常感謝廳長加入我們的切

割活動，並期待著看到這棵樹放置在『品嘗紐約』有遊客接待中心，它將提醒消費

者在這個季節環保一點、真實一點  (Go Green and Get Real)！」  

  

阿迪朗達克地區遊客接待中心『品嘗紐約』市場經理詹妮弗·卡伏特  (Jennifer 

Kraft) 表示，「我們將在這個節日季在阿迪朗達克遊客接待中心支持當地農民與紐

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培育的美觀樹木，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今年十二月，遊客還

可以在『品嘗紐約』自動售貨市場買到許多新鮮農產品，包括斯凱勒維爾鄉  

(Schuylerville) 出產的蛋酒、波特角  (Porter Corners) 出產的熱巧克力芝士蛋糕、奧

薩布爾村 (Au Sable Forks) 出產的羊奶楓海鹽焦糖，以及北溪  (North Creek) 出產的

手工巧克力。」   

  

喬治湖地區商會  (Lake George Reg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執行理事吉娜·  

明茨  (Gina Mintzer) 表示，「根據《2018 年小企業經濟影響研究  (2018 small 

Business Economic Impact Study)》的估計，在小企業每消費  1 美元，社區就會保

留 67 美分。作為商會，我們努力提高地區企業的形象，努力使我們的資金在當地

流通。我們覺得有必要宣傳在當地可以買到的商品，以幫助支援該地區的企業和雇

主。這是阿迪朗達克遊客接待中心幫助建立夥伴關係和合作的另一個例子，這有利



於當地生產者，反過來也有利於當地經濟。我們很高興能以一棵本地生長的聖誕樹

作為聖誕季的開場。」   

  

博爾德布魯克農場老闆和聖誕樹種植者協會當選總裁彼得·布魯克斯  (Peter Brooks) 

表示，「我要感謝保爾廳長來到農場，並提醒每個人，把節日的精神帶到你家裡

的最好方法是用一棵真樹。一棵真正的樹從大氣中吸收碳，並幫助當地農民謀生。

這種農業在紐約州有巨大的增長潛力，我們期待著它帶來的所有環境效益和經濟效

益。」  

  

卡普特恩社區人類服務機構副執行理事安迪·吉爾平  (Andy Gilpin) 表示，「我謹代

表卡普特恩社區人類服務機構，非常榮幸地接受博爾德布魯克農場提供的儀式用聖

誕樹，我想感謝彼得和耶誕樹種植者給了我們這麼好的機會。節日期間，這棵樹將

驕傲地展示在我們離家出走和無家可歸的青少年收容所。它將給我們服務的青少年

帶來許多歡笑。」   

 

紐約州北部地區的  750 多家農場現已銷售了大約  30 萬棵紐約州培育的聖誕樹，  

紐約州擁有的聖誕樹種植土地英畝數量位居美國第六。紐約州聖誕樹種植者協會指

出，該行業為紐約州帶來了  1,380 萬美元的經濟效益。   

  

要尋找距您最近的紐約州出產的聖誕樹供應商，請訪問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網站

certified.ny.gov，以及從此處訪問紐約州聖誕樹種植者協會網站。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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