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7 月 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  2018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從  7 月  9 日起開始預售票  

 

大學生門票價格僅  1 美元，並面向加拿大遊客提供免費參觀日，  

2018 年博覽會因此將成為有史以來最實惠的一屆  

 

最多元化的娛樂陣容包括在斥資  6,300 萬美元建造的全新博覽中心提供冰上活動  

 

博覽會場地的投資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NY Rising)』計畫， 

這項計畫是本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  2018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的預售門票將於  7 月  9 日，星期一開始，包括提供新折扣，以便紐約民眾和遊客

更加負擔得起。折扣包括每天為持有在讀大學身份證件的大學生每天提供售價為  

1 美元的門票，以及  8 月 24 - 26 日的加拿大友誼日  (Canadian Friendship Days)，

准許任何有法律身份證件的加拿大公民免費入場。博覽會提供新折扣，以及長期

的免費天數和降價天數，這進一步下調了同規模博覽會最低的門票價格。  

 

「年復一年，大紐約州博覽會持續打破出席記錄、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並提供價格合理的世界級娛樂活動，」州長葛謨表示。「隨著博覽會新增新展覽

中心 (Expo Center) 以及超過以往的折扣，展覽會再次迎來創紀錄的遊客人數，  

見證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提供的一切美好事物。」  

 

今年，博覽會將首次推出其全新的  6,300 萬美元的博覽中心  (Exposition Center)，

這是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在波士頓市  (Boston) 和克利夫蘭市 (Cleveland) 之間最

大規模的凈跨距活動場地。該建築將配備臨時溜冰場和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 互動展覽，該展覽重點展示本州的旅遊業，旅遊業鞏固了去年進展中心大樓  

(Center of Progress Building) 的成功運作。  廣受歡迎的年度沙雕今年將搬到世博中

心 (Expo Center)。該博覽會還與各種團體合作，為曲棍球、花樣滑冰、速度滑冰

和掃帚球等運動安排比賽和展覽。  



 

 

 

該博覽會最大規模的停車場奧蘭治停車場  (Orange Lot) 的裝修也將在展會期間及

時完成，可容納  2,000 輛車，從而改善停車場內的交通，並提供通往  690 號州際

公路西向路段的新出口匝道。  

 

8 月 24 日，星期五至  8 月 26 日，星期日，伴隨博覽會場地西端的紐約體驗  

(New York Experience) 節慶場地舉行新拉丁裔村周末活動  (Latino Village 

Weekend)，博覽會不斷增加慶祝紐約州多樣性的活動。該活動與西班牙行動聯盟  

(Spanish Action League) 錫拉丘茲西甲聯賽  (Syracuse's La Liga) 共同籌辦，展現拉

丁裔音樂、美食和文化。200 多家食品供應商將提供各種各樣的產品，從富於創

意的有趣油炸創作，到素食主義產品和猶太潔食產品。多家商品供應商供應各類

商品，包括小飾品、家居飾品、高價值水療商品和床墊。  

 

場地周圍的特別節目包括希爾比  (Hilby) 這類石柱，吸引大量人群的漫畫雜耍者、

經典的大型馬戲團，教育型動物表演，等等。該博覽會的其他主要亮點包括奶牛

分娩中心 (Dairy Cow Birthing Center)，每天有幾場由專家指導的實況分娩；切維劇

院 (Chevy Court) 音樂會舞台，包括二十多場全國巡迴演出，包括金髮女郎  

(Blondie)、盧達克里斯  (Ludacris)、斯莫·羅賓遜 (Smokey Robinson)、亨特·海耶斯 

(Hunter Hayes)、漢森樂隊  (Hanson)、尼爾·霍蘭 (Niall Horan)；以及畜棚和馬術表

演。  

 

開始預售票  

預售期間購買入場券僅需  6 美元，展覽會期間  10 美元的門票可享受  40% 的折

扣。8 月 22 日開放日和  9 月 3 日勞動節 (Labor Day) 的入場費僅  1 美元。  

此外，本屆博覽會還將提供週四  3 美元特惠門票，8 月 23 日和 30 日的門票僅  3 

美元。所有這些日期的門票都可以從  7 月  9 日開始在博覽會在線網站  

www.etix.com 購買。韋德展會娛樂場  (Wade Shows Midway) 大約 90 個騎乘類遊

樂項目也可以從該網站獲取折扣。  工作日或週末一天無限次騎乘的優惠券將分別

以 20 美元和 25 美元的價格出售，比展會價格優惠  5 美元。韋德展會通票  

(Wade Shows Mega Pass)，每天允許無限次騎乘展會的各類設施，可以從  

www.WadeShows.com 在線購買，價格為  70 美元，比展會前幾天提供的價格節省  

20 美元。韋德展會在展會期間提供兩種促銷折扣：8 月 27 日，星期一，遊樂場

按照 10 美元的價格銷售腕帶，佩戴該腕帶可使用  10 種遊樂設施，勞動節每天花

費 1 美元即可全天騎乘。百老匯天際線號纜車  (Broadway Skyliner) 車票單獨出

售，不參加任何腕帶促銷活動。  

 

全州所有的維戈斯曼店鋪  (Wegmans)、托普斯店鋪 (Tops)、斬波店鋪 (Price 

Chopper) 以及其他零售店預售  6 美元門票。某些商店還提供遊樂場平日全天優惠

券。博覽會期間，12 歲及以下的兒童每天可免費入場。低價日或免費入場日使用

http://www.etix.com/
http://www.etix.com/
http://www.wadeshows.com/
http://www.wadeshows.com/


 

 

的門票，不提供退款或換貨服務。在線上或店鋪內購買但未使用的  2017 年博覽

會門票可以兌換成  2018 年博覽會門票。特價促銷門票不符合條件。  

 

博覽會為團體提供多天免費入場門票，包括：  

•  家庭釣魚日  (Family Fishing Days)，8 月 23 日，星期四和 8 月 26 日， 

星期日與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合作舉辦。在門口出示有效的紐約州狩獵許可證或捕魚許可證的人可

免費入場。  在這幾天，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將在紐約體驗  (New York 

Experience) 節日場地的池塘內開設免費釣魚培訓班。  

•  老年日  (Senior Days)，8 月 27 日，星期一和  8 月 28 日，星期二。年滿  

60 歲的觀眾可以免費入場。  

•  執法日  (Law Enforcement Day)，8 月 27 日，星期一。紐約州持有效身份

證件的全體警察和懲教人員均可免費入場。  

•  消防與救援日  (Fire and Rescue Day)，8 月 28 日，星期二紐約州持有效身

份證件的消防員和急救人員均可免費入場。  

•  武裝部隊日  (Armed Forces Day)，8 月 30 日，星期四。持有效身份證件或  

DD-214 證件的全體現役軍人或退伍軍人均可免費入場。  

•  六國日  (Six Nations Day)，8 月 31 日，星期五。易洛魁  (Iroquois) 部落的

全體成員都可以免費入場。  

•  SU 足球日  (SU Football Day)，8 月 31 日，星期五。穿雪城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服裝入場只需支付  1 美元，用以紀念本季開幕式的足球比賽。  

 

今年將接受  2017 年博覽會未使用的預售票。免費門票和促銷門票不包括在內。

湖景聖約瑟夫健康圓形劇場  (St. Joseph's Health Amphitheater at Lakeview) 舉行的

任何 2018 年音樂會的門票包含一張免費門票，可在任何展覽會門口出示以免費

入場。  

 

代理博覽會理事特洛伊 ·瓦弗那  (Troy Waffner) 表示，「我們的目標是把越來越多

的人帶來參加本國最大規模的一項州博覽會，這些新折扣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

這麼多大學生從遙遠的地方來到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在展會上度

過一天的時間可以幫助他們開始了解並享受新家。我們還希望跨越北部邊境，以

確保我們在加拿大的朋友知道我們在這些動蕩時期繼續重視我們的親密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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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屆博覽會再創輝煌之年，我們很高興今年夏天振興的博覽會和全新的博覽

中心重新開放，這裡將舉辦許多精彩的活動，同時繼續推進我們帶動農業發展的

使命。這些新折扣日期是吸引更多遊客的好方法，大紐約州展覽會真正有適合每

個人的東西。」  



 

 

 

奧農達加郡郡長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紐約州對紐約州博覽會

的投資繼續為我們的社區吸引數十萬個新訪客，並支持紐約州中部地區經濟。  

新展覽、預售票的特價，尤其是新博覽中心，今年的展覽會無疑成為最佳展覽

會。」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

圖，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

了超過 47 億美元，用於為該方案奠定基礎，從而利用全球市場機會、促進創業

並建設包容性的經濟。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平；個人和企業

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錫拉丘茲市  (Syracuse)、奧斯威戈郡  

(Oswego)、奧本鎮 (Auburn)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計畫提供 5 億美元的州政府投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投資加快實施

「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5,900 份新工作。如需查看更多

資訊，請參考此處。  

 

紐約州博覽會將由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於 2018 年 8 月 22 日至 9 月 3 日召開。博覽會的使命體現在其主題

中，『追求最佳  (FIND YOUR GREAT)』旨在展示紐約最佳農業成果並提供一流的

休閒娛樂服務。  

 

大紐約州博覽會的場地是一塊全年經營的占地  375 英畝的展區和娛樂場地。全年

活動安排現已發佈在博覽會的網站上。請關注大紐約州博覽會  Facebook 頁面、

Twitter 頁面 @NYSFair、Snapchat 的 nysfair 頁面，並從  Flickr 瀏覽博覽會的照

片。現在還誠邀紐約州居民為大紐約州展覽會建言獻策，請訪問以下連結發表意

見 statefairideas@agriculture.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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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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