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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第五屆年度阿迪朗達克夏季挑戰賽  (FIFTH ANNUAL ADIRONDACK 

SUMMER CHALLENGE) 獲得圓滿成功  

 

新拍攝的「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電視廣告上線，用於推廣阿迪朗達克

地區  (Adirondack Region) 的旅遊景點  

 

普萊西德湖  (Lake Placid) 被選為「2019 國際兒童運動會  (2019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Games)」和「2021 舵雪橇和俯式冰橇世界錦標賽  (2021 Bobsled and 

Skeleton World Championships) 」的主辦地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2017 年阿迪朗達克夏季挑戰賽  (2017 Adirondack 

Summer Challenge)」取得圓滿成功，推廣了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享

譽世界的旅遊景點和休閒娛樂設施。今年的挑戰賽是阿迪朗達克  (Adirondack) 舉辦

的第五屆夏季活動。該活動由州長主辦，旨在展示為本地區遊客提供的現有戶外活

動，包擴：遠足、高爾夫球和騎馬。  

 

「阿迪朗達克是紐約州最為寶貴的資源之一，這裡擁有壯美的自然景觀、令人興奮

不已的戶外休閒運動。我們的投資更是促進和加強了這筆資產，為本地區吸引更多

遊客和收益，」葛謨州長表示。「了解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是為了熱愛

北部地區，『阿迪朗達克挑戰賽  (Adirondack Challenge)』則是介紹本地區一切美好

的優質展示活動。」  

  

「巍峨聳立的阿迪朗達克山脈一直以來都作為夏季和冬季運動競賽的舉辦地點，在

這裡舉辦『阿迪朗達克夏季挑戰賽  (Adirondack Summer Challenge)』是再合適不過

的了，」副州長霍楚爾  (Hochul) 表示。「越來越多的世界一流體育組織都意識到

了這片紐約州最受歡迎的度假景點的重大意義，紛紛將它們的錦標賽設在此地，為

紐約北部地區帶來了更多旅遊收益。」  

 

「2017 年阿迪朗達克夏季挑戰賽」接待了超過  400 多名來賓觀賞各類戶外活動，

包擴：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州政府和當地政府官員，如紐約州經濟

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N7BAaOmqkk&feature=youtu.be


Zemsky)、布朗克斯行政區  (Bronx Borough) 區長小魯本·迪亞茲 (Ruben Diaz, Jr.)、

州眾議員唐娜·魯帕多  (Donna Lupardo)、州眾議員貝蒂·利特爾 (Betty Little)；漢密

爾頓縣 (Hamilton County) 和沃倫縣 (Warren County) 旅遊業領導。今天主辦的活動

包擴：印第安河  (Indian River) 漂流；在壯闊的雪松河  (Cedar River) 邊騎馬和進行

飛蠅釣魚；騎著摩托車穿越長達  130 英裡的風景秀麗的阿迪朗達克社區；在印第

安湖 (Indian Lake) 邊的雪松河高爾夫球俱樂部  (Cedar River Golf Club) 中打九洞高

爾夫；導遊帶領的通往阿迪朗達克山地勢最高的歐凱斯利普瀑布  (OK Slip Falls) 的

遠足活動；皮划艇、獨木舟和直立板運動。一場在戈爾山  (Gore Mountain) 舉辦的

「品嘗紐約  (Taste NY)」的餐飲會則是今日的壓軸活動。  

 

頒獎典禮的視訊請參考此處。  

 

如需查看今日主要活動的  B-路視訊請參考此處。  

 

各項活動挑戰者的照片可在此獲取。  

 

阿迪朗達克旅遊業  

 

本次挑戰賽後，葛謨州長還為新拍攝的  30 秒「我愛紐約」電視廣告揭幕，用於推

廣阿迪朗達克的夏季旅遊業。這條廣告展示了本地區的多元休閒娛樂和家庭適用活

動，包擴：在普萊西德湖上的奧林匹克運動場館  (Olympic Sports Complex) 上參加

舵雪橇金牌爭奪賽；登頂白頰山  (Whiteface Mountain) 領略無與倫比的壯美景致；

在拉基特湖  (Raquette Lake) 邊沙格莫大露營地  (Great Camp Sagamore) 中享受寧靜

致遠的恬靜生活。廣告可在  YouTube 此處觀看。  

 

去年，近 1,200 萬人遊覽了阿迪朗達克地區——比前年遊客人數多出了  250,000 人

——創造了近 13.5 億美元的直接旅遊消費。這比  2015 年的消費總額要高出  

3.4%，比 2011 年的消費總額要高出近  14%。此外，地區旅游業還在去年為州政

府和本地政府創造了  1.694 億美元稅收收入。旅遊業在阿迪朗達克支持著  21,000 

份工作機會，每年為從業人士提供  6.39 億美元的收入。  

 

自 2011 年上任以來，葛謨州長對紐約州旅遊業已經進行了規模空前的投資。2016 

年，紐約州的遊客人數達到了創紀錄的  2.39 億人，刺激了近  650 億美元的消費，

連續三年為總體經濟帶來了超過  1,000 億美元的效益。此外，旅遊業仍舊是本州第

四大僱傭領域，每年為超過  91.4 萬個工作機會提供支持。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表示，「衷心感謝葛

謨州長對紐約州旅遊景點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我們正在全州境內刷新紀錄，遊客消

費總額節節上升，不斷創造就業機會。我鼓勵每個人都能計劃到阿迪朗達克來遊

玩，親自領略這裡風景如畫的景致、體驗豐富多樣的戶外休閒運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m9PpxqUwX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P9bRUHDqU&feature=youtu.be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sets/721576841215878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N7BAaOmqkk&feature=youtu.be


 

全球性體育賽事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普萊西德湖地區已被選為即將召開的兩大全球性體育盛事的

主辦地：「2019 國際兒童運動會」和「2021 舵雪橇和俯式冰橇世界錦標賽」。

2019 年 1 月，來自全世界  50 座城市的年輕運動員、教練員和工作人員將齊聚此

地，參加第八屆「國際兒童冬季運動會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Winter Games)」。

「國際兒童運動會」設立於  1968 年，由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正式認可和贊助。目前該運動會已經舉辦了  49 屆夏季運動會  

(Summer Games) 和 7 屆冬季運動會  (Winter Games)，此次則是該冬季運動會首次

在美國境內舉辦。這屆運動會將在  1 月 6 日至 1 月 11 日期間舉行，屆時將有  

2,000 名運動員、教練員和親友齊聚在此參加運動會。  

 

普萊西德湖最近還被選為「2021 舵雪橇和俯式冰橇世界錦標賽」的舉辦地。本場

地成功擊敗了嘗試連續第  23 次舉辦該國際賽事的瑞士聖莫里茲  (St. Moritz, 

Switzerland)，成為了賽事舉辦地。即將在  2021 年 2 月舉辦的這一賽事是北京冬

奧會 (Beijing Olympic Winter Games) 召開前舉辦的最後一場全球錦標賽。普萊西德

湖已經成功地舉辦了  10 次全球舵雪橇和俯式冰橇錦標賽。在  2012 年舉辦的上一

次競賽中，美國隊  (Team USA) 取得了三項世界冠軍，贏得  5 枚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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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兼首席執行官麥克爾 ·普拉特  (Michael Pratt) 表示，「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  

(ORDA) 期待著在我們的場館中接待參加競賽的國際運動員們。我們主辦的許多體

育賽事都使人興奮不已，特別是這種豐富多樣、項目繁多的體育賽事。舵雪橇和俯

式冰橇世界錦標賽是普萊西德湖最愛舉辦的一種賽事，  范胡文貝格山  (Mt. van 

Hoevenberg) 的工作人員對能夠再次舉辦這一賽事，迎接全球最佳軍動員感到興奮

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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