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4 月 1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  2018 年『品嘗紐約  (TASTE NY)』銷售額增至  1,780 萬美元   

  

因為『品嘗紐約』店鋪、遊客接待中心市場  (Welcome Center Markets)、特許經

營商店和各類活動，銷售額比  2017 年增加了  170 萬美元   

  

該計畫持續鞏固紐約州的食品和飲料產業、推動全州農業和旅遊業發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  2018 年『品嘗紐約』銷售額增至  1,780 萬美元， 

創下新紀錄。『品嘗紐約』活動和場所去年創造的紐約州產品銷售總額比前一年

增加了 170 萬美元，包括在全州遊客接待中心  (Welcome Centers) 開設六家全新

的『品嘗紐約』市場。持續的年度同比增長體現出消費者對當地食品和飲料產品

的需求持續增加。   

  

「『品嘗紐約』給農場以及食品飲料企業持續提供空前未有的支持，這進一步推

動了農業產業和旅遊產業，這些產業對全州地方經濟至關重要，」葛謨州長表

示。「紐約州很自豪為全球消費者提供當地出產的新鮮產品，我們將繼續培養農

民、種植者以及生產者的能力用來擴大業務，與此同時發展這個大州各地的旅遊

業。」  

  

「紐約州出產琳瑯滿目的高品質農業產品，從楓糖漿到乳製品，乃至於各種水果

蔬菜，」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品嘗紐約』計畫展示了我

們能夠提供的最好的產品，持續增加銷售額、發展旅遊業並支持紐約州經濟。」   

  

『品嘗紐約』計畫報告的銷售額從  2014 年的 150 萬美元增至  2017 年的 1,610  

萬美元，這證明該計畫自  2013 年設立以來穩步增長。『品嘗紐約』對當地農民和

整個紐約州的農業產業都有好處。『品嘗紐約』創造的曝光度已經幫助參加該計

畫的農場和公司接觸到更多顧客、增加了線上銷售額並擴大了加工能力，與此同

時，參加『品嘗紐約』的食品和飲料企業在其產品中使用紐約州出產的原料來支

持本州的農民。   

  

去年，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阿迪朗達克山區  (Adirondacks)、五指湖

地區 (Finger Lakes)、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哈德遜山谷地區  

(Hudson Valley)/卡茨基爾山脈  (Catskills) 以及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的遊客接



 

 

待中心共開設了六座新的『品嘗紐約』市場。這些設施鞏固了  2016 年和 2017 年

開設的遊客接待中心取得的成功，推動紐約州的當地旅遊業並支持採購當地食品

和飲料。此外，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NY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確

立了十個核心食品與飲料類別，用於在紐約州地區遊客接待中心重點展示，從而

進一步鞏固『品嘗紐約』品牌並講述紐約州企業背後激動人心的故事。   

  

在 2018 年，紐約州農業市場廳還和本州其他機構協調，在本州各地五處重新整建

的車站與機場設置『品嘗紐約』據點，包括錫拉丘茲市漢考克國際機場  (Syracuse 

Hancock International Airport)、大羅切斯特機場  (Greater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Airport)、普拉茨堡國際機場  (Plattsburgh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以及埃爾麥拉科寧地

區機場 (Elmira Corning Regional Airport) 。  

  

此外，紐約州農業市場廳舉辦了五場地區級別的企業對企業『品嘗紐約』交流活

動 (Business-to-Business Taste NY Networking events) ，協助紐約州的農場、食品

飲料企業與來自機構、零售店、餐館、酒吧以及經銷商的採購者建立連繫。這些

活動的舉辦地包括長島地區  (Long Island)、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哈德

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紐約州西部地區和首府地區。所有這些活動共有  550 

多家供應商和買家參與。   

  

『品嘗紐約』最近還參加了若干大型活動，例如薩拉托加賽車道  (Saratoga Race 

Track) 和紐約州博覽會  (New York State Fair)，『品嘗紐約』在這些活動中贊助了

『品嘗紐約』餐車競賽  (Taste NY Food Truck Competition) 和『品嘗紐約』集市  

(Taste NY Marketplace)。『品嘗紐約』還繼續與全州體育場館以及特許經營店合

作，例如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邊界運動場  (Frontier Field) 和奧爾巴尼市  

(Albany) 聯合時代中心  (Times Union Center)。  

  

2018 年『品嘗紐約』年度報告請見此處。『品嘗紐約』地點的完整清單請見  

http://www.taste.ny.gov。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

「從紐約州龐大農業社區的農民和生產者，到其使用紐約州原材料製造全球頂級

食品的創新餐飲企業，『品嘗紐約』持續成功宣傳該社區。由於我們的『品嘗紐

約』供應商、店鋪和運營商以及全體合作夥伴，我們鞏固了『品嘗紐約』品牌，

從而幫助企業接觸新市場，並幫助消費者探索優質的新產品。」   

  

參議會農業委員會  (Senate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珍·枚茲格  (Jen Metzger) 

州參議員表示，「『品嘗紐約』計畫又一年成功宣傳本州出產的豐富多樣的農業

產品，這些產品主要是由家庭農場出產的。『品嘗紐約』供應商、店鋪和活動提

供的曝光度已經擴大了我們農場的市場覆蓋面，並增加機會供消費者購買當地出

產的優質新鮮的食品。」   

https://www.agriculture.ny.gov/Press%20Releases/2018TasteAnnualReport.pdf
http://www.taste.ny.gov/


 

 

  

眾議會農業委員會  (Assembly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多納·魯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消費者有機會直接向當地農民購買新鮮產品時將會接受這些機

會。這一增長的銷售額表明，消費者對購買當地產品產生了更大的興趣。感謝州

政府內的諸位合作夥伴持續承諾發展我們的農業產業。」   

  

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  (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 CCE) 執行理事克瑞斯·瓦

特金斯  (Chris Watkins) 博士表示，「藉著全州新店鋪帶來的興奮感，我們當地協

會得以擴大與社區的聯繫。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關注教育並支持經濟增長，  

因此，『品嘗紐約』店鋪提供機會給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與康奈爾大學

合作推廣處，供我們加強聯繫農民、生產者以及小企業來幫助產品上架銷售。

『品嘗紐約』對當地農場、生產者以及企業產生的經濟影響具有乘法效應，這種

效應創造了更多的土地利用活動、就業創造活動以及強大活躍的經濟。」   

  

威利特啤酒花與穀物農場  (Willet Hop & Grain) 老闆丘克·羅茲  (Chuck Rhoades) 

表示，「『品嘗紐約』給我的楓糖業務帶來了巨大的利益。能夠在美觀的紐約州

南部地區遊客接待中心  (Southern Tier Welcome Center) 提供我們的產品是個極好

的銷售優勢。我們具有附加值的楓糖產品正在熱銷！」   

  

露娜種植果醬與橘子醬公司  (LunaGrown Jam and Marmalade) 老闆克瑞斯·  

威爾森  (Chris Wilson) 表示，「小企業製造商面臨的一個更具挑戰性的問題是品

牌認知度。『品嘗紐約』在布魯姆郡  (Broome County) 提供一個渠道，供我們接觸

新顧客、發展業務並增加客戶群。」   

  

水街啤酒釀造公司  (Water Street Brewing Company) 老闆米歇爾·佈萊歇特  

(Michele Bleichert) 表示，「2018 年，我們推出了美食芥末醬和調味醬包裝產品

業務。我們相信自己擁有一些傑出的產品，加上展示這些產品的機會，我們新興

的業務能夠呈指數增長並且必將如此。『品嘗紐約』計畫及其卓越的工作人員提

供的支持尤其幫了大忙，給我們創造無法從其他渠道獲得的曝光度，無論是在

『品嘗紐約』店鋪、農貿市場  (Farmers Market) 或是在特色活動上銷售產品都是

如此。結果非常好。」   

  

索西奧格餐飲服務公司  (Saucy Hog) 老闆肖恩·庫克  (Sean Cook) 表示，「『品嘗

紐約』提高了本公司作為紐約州企業的知名度。伴隨消費者對當地產品的需求逐

年增加，『品嘗紐約』向支持本地運動的消費者提供我們生產的調味醬。我們認

為任何其他商店都不可能如此努力地造福於紐約州的小企業。」   

  

欲知更多『品嘗紐約』計畫的詳情，請訪問  http://www.taste.ny.gov。通过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和 Pinterest 了解『品嘗紐約』計畫。   

  

http://www.taste.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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