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6 月 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以色列旅遊部  (ISRAEL MINISTRY OF 

TOURISM) 和以色列航空  (EL AL ISRAEL AIRLINES) 建立「穿越歷史全球之路  (GLOBAL 

PATH THROUGH HISTORY)」合作倡議  

 

新倡議將幫助促進國際遺產旅遊  

  

遺產旅遊每年為紐約創收  50 億美元 

  

州長於  3 月宣佈  2017 年  6 月  4 日將定為「西蒙·佩雷斯紀念日  (Shimon Peres Day)」——

如需查看聲明請參見此處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我愛紐約」、以色列旅遊部和以色列航空現啟動「紐約 -以

色列穿越歷史全球之路  (New York-Israel Global Path Through History)」倡議，支持兩地的遺產

旅遊。這一新的合作夥伴關係是紐約和以色列  (Israel) 聯合推廣文化和歷史旅遊目的地和景點

的契機，相互吸引兩地遊客。在紐約州，遺產旅遊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每年都能為紐約

經濟創收 50 億美元以上。  

  

「旅遊業是紐約和以色列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團結起來，我們將向新遊客展示兩地久負盛

名的地標，提高訪問量，」葛謨州長表示。  「本次合作將幫助強化旅遊業、創造就業並在海

內外帶來新的經濟機遇。」  

  

「穿越歷史全球之路」計畫囊擴：透過數位廣告宣傳活動推廣的以色列和紐約必遊遺產旅遊

景點列表、媒體宣傳旅遊、社交媒體和航班聯合推廣機會。  

  

葛謨州長在  3 月訪問耶路撒冷  (Jerusalem) 時宣佈 6 月的第一個星期日將定為「西蒙·佩雷斯

紀念日 (Shimon Peres Day)」，向佩雷斯的英明領導和在促進全球和平事業所做的努力爾致

敬。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紐約州的景點列表中包擴：  

•  紐約市 (New York City，NYC)： 愛麗絲島 (Ellis Island)／自由女神像  (Statue of 

Liberty)；亞治烈街博物館和猶太會堂  (Eldridge Street Museum and Synagogue)；9/11 博

物館 (9/11 Museum)；和下東城移民公寓博物館  (Lower East Side Tenement Museum)  

•  哈德遜谷 (Hudson Valley)： 富蘭克林 D. 和埃莉諾·羅斯福國家古蹟  (Franklin D. and 

Eleanor Roosevelt National Historic Sites)  

•  首府地區-薩拉托加地區  (Capital-Saratoga)： 紐約州議會大廈  (New York State Capitol) 

和紐約州立博物館  (New York State Museum)  

•  千島群島 (Thousand Islands) - 海上航道： 安全港灣猶太人大屠殺難民收容所博物館  

(Safe Haven Holocaust Refugee Shelter Museum)  

• 阿迪朗達克山脈  (Adirondacks)： 阿迪朗達克博物館  (Adirondack Museum)  

•  五指湖 (Finger Lakes)： 國家女權歷史公園  (Women’s Rights National Historic Park)  

•  大尼亞加拉地區  (Greater Niagara)： 尼亞加拉瀑布州立公園  (Niagara Falls State Park)  

• 肖托夸郡 (Chautauqua) - 阿利根尼鎮 (Allegheny)： 肖托夸研究所  (Chautauqua 

Institution) 和羅伯特 H. 傑克遜中心  (Robert H. Jackson Center) 

  

以色列的景點列表中包擴：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ShimonPeresDay.pdf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video-photos-transcript-visit-israel-governor-cuomo-proclaims-shimon-peres-day-new-york-state


  

• 西牆 (Western Wall)  

• 耶穌受難之路  (Via Dolorosa) 和聖墓教堂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  

• 9/11 紀念碑 (9/11 Memorial)  

• 以色列猶太屠殺紀念館  (Vad Vashem)  

•  聖書之龕 - 死海古卷  (Shrine of the Book - Dead Sea Scrolls)（以色列博物館  (Israel 

Museum)）  

•  加利利海 (Sea of Galilee)  

• 馬薩達和死海  (Masada & The Dead Sea)  

• 雅法老城 (Old Jaffa)  

• 馬哈尼耶胡達市場  (Mahane Yehuda Market)  

• 獨立廳 (Independence Hall)  

• 特拉維夫 (Tel Aviv) 塔卡納 (Tachana) 和薩羅納  (Sarona)  

• 但廢丘自然保護區  (Tel Dan Nature Reserve)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

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的旅遊業現已得到了長足的發

展，遊客量（包擴來自全球各國的國際遊客）現已達到歷史高點。與以色列建立旅遊業合作

夥伴關係將進一步推動這方面的努力，使得帝國州  (Empire State) 和以色列 (Israel) 之間的聯

繫更加緊密，並向世人呈上標誌性景點，例如：愛麗絲島、自由女神像、客西馬尼花園  

(Garden of Gethsemane) 和橄欖山 (Mount of Olives)。」  

  

以色列駐紐約領事、大使丹尼 ·達揚  (Dani Dayan) 表示，「以色列政府很高興能與紐約州共同

探索旅遊業推廣機遇。我們相信，旅遊業不僅能夠充當絕佳的文化橋樑，也是我們引以為

豪，慶祝偉大的紐約州和以色列國  (The State of Israel)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理由。以色列人民

和美國人民之間的歷史和友誼源遠流長。遊覽以色列的紐約民眾能夠透過遊歷哭牆  (Wailing 

Wall) 領略這一具有  2000 多年歷史的古老文明、並能在耶路撒冷拉莫特阿拉茲姆谷  (Arazim 

Valley of Ramot) 參觀『9/11 紀念廣場 (9/11 Living Memorial Plaza) 』，感受當今的重要事

件。」  

  

以色列旅遊部北美專員  (Israel Tourism Commissioner for North America) 烏裡·斯坦伯格  (Uri 

Steinberg) 表示，「紐約州現已確立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全州計畫，展示成百上千處歷史遺

跡，以色列期待著與紐約在『穿越歷史全球之路』專案展開合作，探索各種潛力。上千年

來，朝聖者和遊客都紛紛來到以色列遊歷。我們衷心感謝紐約州意識到了以色列的獨特魅力

和資源，展示和保護這些歷史遺跡。紐約和以色列是全球所有愛好歷史的人士的必遊景

點。」  

  

以色列航空北美和中美地區總經理約朗 ·埃爾戈拉比利  (Yoram Elgrabli) 表示：「我們感謝葛

謨州長與以色列航空和以色列國之間建立的友誼，感謝他不論何時都能與我們共甘苦、共患

難，提供大力支持。以色列航空超過一半住在美國的乘客都是紐約人，紐約也是以色列人民

中最受歡迎的旅遊地。我們很高興能夠參與啟動這一絕佳倡議，加強合作促進旅遊業發展，

為以色列航空的悠久歷史再添新篇章，構建紐約州和以色列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  

  

葛謨州長於  2013 年推出了全州境內的「穿越歷史之路  (Path Through History)」倡議，推廣紐

約境內的重要歷史和文化景點、地區和活動。此舉向人們展示了紐約州豐富的文化遺產，旨

在讓人們瞭解紐約州的歷史和文化內涵，推動紐約各地區社區的旅遊業和經濟發展。「穿越

歷史全球之路」合作夥伴關係則旨在擴大這一倡議的範圍，透過紐約州市場行銷、廣告宣傳

和旅遊廳 (New York State’s Division of Marketing, Advertising and Tourism) 的「我愛紐約」計畫

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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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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