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1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  2017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  (2017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增

加新活動   

  

新的特色活動展現紐約州的特色   

  

娛樂場的新設施：百老匯天際線號纜車騎乘項目  (Broadway Skyliner Chairlift 

Ride)、新水道騎乘項目  (New Water Flume Ride)  

  

這些改進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ew York 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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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增加新活動，包括熱門的紐

約州警察局展覽  (New York State Police Exhibit) 的新增場館、增加新的大型活動，

例如家庭釣魚日  (Family Fishing Day) 和伐木工運動日  (Timber Sports Day)，新的娛

樂場騎乘項目和娛樂活動，例如百老匯天際線號纜車騎乘項目。多個改進項目鞏固

了葛謨州長設立的  1.2 億美元計畫，該計畫旨在復興美國歷史最久遠的州博覽會，

並兌現承諾，即建設有吸引力的旅遊景點用來幫助發展地區經濟。  

  

「州博覽會『老樣子、老麵孔』的時代已經結束，博覽會場地上到處都洋溢著新活

力，」州長葛謨如此說道。「我們整修該場館用於為地區帶來全年經濟優勢，並

使博覽會成為國家級景點。這些改進推動了這一發展勢頭，並幫助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繼續崛起。」   

  

博覽會基於其漫長歷史中最成功的一年繼續發展，因大規模改造博覽會場地的重要

場館，到場人數達  112 萬，打破了之前的記錄。這些改造鞏固了州長設立的兩階

段復興計畫，第一階段為博覽會修建美觀的新主大門  (Main Gate)，並清理出數英

畝場地用於實施改進計畫。第二階段在博覽會閉幕後開始，將建造新的世博中心  

(Expo Center) 用於吸引目前違法在該地區舉辦的重要全年活動，並改造博覽會最

大規模的停車場，用於增加停車位並加快車輛進出停車場。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大紐約州博覽會場地已成為適合家庭娛樂的全年場館，吸

引國家級演出和活動，並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和紐約州農業，」副州長霍楚爾  

(Hochul) 表示。「我期待再度造訪自己喜歡的兩個景點和多處新改進的景點，以

便在今年的婦女節午宴  (Women's Day Luncheon) 上發言時表彰紐約州婦女取得的

成就。」  

  

該項目第一階段兩項敲定的活動將在  2017 年博覽會上首次亮相。  

  

紐約州警察局展覽是博覽會首屈一指的熱門站點，現已搬遷到園藝大樓  

(Horticulture Building) 附近的新場館，用於慶祝其  100 週年紀念日。該區域有兩棟

建築，現已改造為包括一座新的鐵塔，警員將每天使用這座鐵塔展示建築物繩索下

降技術。建築物內部有一棟小木屋，博覽會遊客可以使用小木屋內的模擬裝置，該

裝置演示邊開車邊發短訊帶來的危險，建築物內部還設有法庭取證罪案現場區、紀

念犧牲警員的榮譽墻  (Wall of Honor) 以及警員考試報名點。其他建築物內將設立展

覽用於慶祝警隊百週年紀念日  (Troopers' Centennial)。博覽會將提供新的有空調的

場地供紐約州警犬  (State Police Canines) 在表演間隙休息使用，今年將再度呈現博

覽會遊客喜愛的所有精彩表演。  

  

在印第安村  (Indian Village)，新的龜冢  (Turtle Mound) 將每天三次表演傳統舞蹈。

高地修建成了烏龜的形狀，易洛魁人  (Iroquois) 認為烏龜具有神聖的意義。印第安

村還給建築物新建造了屋頂，並做了其他整修。  

  

新的特色活動   

  

家庭釣魚日和『垂釣紐約  (I Fish New York)』活動   

家庭釣魚日是專為紐約州釣魚活動設立的紀念日，於  8 月 27 日在奧農達加湖  

(Onondaga Lake) 舉辦錦標賽。『垂釣紐約』活動由『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贊助，釣鱸協會  (Bass Anglers Sportsman Society，B.A.S.S.) 紐約州地方

分會成員將參加這次活動，在當日上午  7 - 11 點比賽釣取最大的鱸魚。活動隨後

轉換到博覽會現場新建的紐約州體驗區  (New York Experience Area)，用於正式給

鱸魚稱重，並在帝國體驗舞台  (Empire Experience Stage) 上給冠軍加冕。同時，紐

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將於上午  10 時

至下午 4 時在紐約州體驗區  (New York Experience Area) 舉辦免費釣魚體驗活動。

建議各個年齡段的兒童和各種技能水平的釣魚人士參加這項活動。該區域將展出釣

鱸協會的船隻，以及不同類型的釣具和裝備。該區域還將設立『我愛紐約』移動售

貨亭，提供旅行提示和建議，供遊客策劃紐約州短假。  

  

在博覽會入口處出示有效運動證件，即可免票參觀  8 月 27 日的博覽會。此外還建

議遊客前往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展廳  (DEC Pavilion) 購買其狩獵許可證或釣魚許可



證。在博覽會購買運動許可證的遊客將自動參與隨機抽獎活動，用於贏取大紐約州

博覽會終生門票。  

  

伐木工運動與林業日  (Forestry Day)  

紐約州體驗區  9 月 2 日將舉辦全天精彩活動，重點展示紐約州的林業。當天上午  

10:30 開始舉辦馱馬展覽。紐約州立大學環境與森林學院  (SUNY-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Forestry (ESF))、紐約州立大學莫里斯維爾學院  (SUNY 

Morrisville)、保羅史密斯學院  (Paul Smiths College) 的大學生伐木工運動隊將參

賽，包括橫割鋸和弓鋸、扔斧、滾木頭、速度攀岩，等等。因布恩維爾鎮  

(Boonville) 紐約州伐木工農業集會日  (New York State Woodsmen's Field Days) 友情

支持，遊客將有機會見到專業伐木工。年輕人可以探索林業工作，成年人可以了解

樹木面臨的威脅。弗農鄉  - 維羅納鎮 - 謝里爾市  (Vernon-Verona-Sherrill) 校區美國

未來農民協會  (Future Farmers of America) 分會將提供正宗楓糖樣品，並舉辦楓樹

種植展覽。  

  

紐約州體驗區的活動在博覽會場地西側舉辦，遊客可乘坐博覽會免費連續有軌電車

方便地前往那裡，這些電車由美國雪佛蘭汽車  (Chevrolet) 贊助。 

  

婦女選舉權百週年展覽  (Women's Suffrage Centennial Exhibit)  

100 年前，婦女在紐約州爭取到了選舉權。該展覽慶祝這一重要歷史事件，將於整

場博覽會期間在藝術與家居中心  (Art & Home Center) 舉辦。展覽將展示移動圖片

用於介紹紐約州博物館  (New York State Museum) 近期將舉辦的展覽『婦女選舉

權：慶祝紐約州選舉權一百週年  (Votes For Women: Celebrating New York's Suffrage 

Centennial)』，以及選舉權運動領袖的照片。『我愛紐約』和『穿越歷史  (Path 

Through History)』將提供地圖用來重點展示紐約州各地的  13 個旅遊景點，供遊客

進一步探索婦女權利和為爭取選舉權開展的將近  70 年的漫長鬥爭。展覽還將展出

選舉權運動重要文獻的複製品，以及蘇珊  B. 安東尼故居 (Susan B. Anthony House) 

2020 絎縫被 (2020 Quilt)，這是一個協作紡織藝術項目，用於慶祝《美國州憲法第  

19 項修正案  (United State Constitution 19th Amendment)》在批准全美婦女選舉權滿

一百週年。  

  

在 8 月 30 日的婦女節，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將在帝國餐廳  (Empire 

Room) 舉辦的年度婦女節午宴上發表重要講話。午宴須預訂，座位數有限，因此

建議民眾盡快報名。費用是  20.00 美元，涵蓋午宴、博覽會門票和停車位。更多資

訊請撥打 315-487-7711 轉分機 1265。紐約州婦女選舉權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Women's Suffrage Commission) 由副州長霍楚爾  (Hochul) 擔任主席，當日下午將在

展廳舉辦集會。雪佛蘭汽車展示館  (Chevy Court Pavilion) 當日將舉辦資訊展，為婦

女提供重要資源。  

  



博覽會全天特別遊行  (Special Day Parade) 在 8 月 30 日，下午  6 點舉辦，將由扮

演蘇珊 B. 安東尼 (Susan B. Anthony) 和馬蒂爾  J. 蓋奇  (Matilda J. Gage) 的歷史情

境重現演員帶頭。紐約州各地的女童子軍  (Girl Scout) 軍團將參與遊行。博覽會為

女童子軍和軍團領袖提供婦女節免費門票。紐賓之路委員會  (NYPENN Pathways 

Council) 軍團領袖可撥打  1-800-943-4414 轉分機 2093 領取門票。紐約州其他軍團

領袖可以致電  315-487-7711 轉分機 1377 聯繫博覽會公共關係辦公室  (Public 

Relations Office)。選舉權一百週年展覽  (Suffrage Centennial Exhibit) 將展出女童子

軍肩章，用於紀念選舉權一百週年。  

  

『我愛紐約』展覽   

本屆博覽會共舉辦  13 天，紐約州旅遊宣傳機構『我愛紐約』期間將在進步中心大

樓 (Center of Progress Building) 北角全程舉辦展覽會，展示紐約州的自然奇觀。  遊

客將可以在自拍亭身臨其境地體驗紐約州的經典活動，包括劃獨木舟、釣魚、爬

山、瓦特金·葛蘭國際賽車場  (Watkins Glen International) 賽車日。雪佛蘭汽車展示

館的大屏幕將展示使用  #NYStateFairSelfie 分享照片的人。LED 視訊墻將展示全州

景點，並紀念為重要旅遊產業做出貢獻的人。  

  

博覽會遊客還可參觀『我愛紐約』資訊亭，在那裡進一步了解紐約州的度假規劃，

並報名參加每日抽獎活動。獎品包括紐約州立公園  (New York State Parks) 禮品券

和露營門票；高爾山  (Gore Mountain)、白臉山 (Whiteface Mountain)、貝拉瑞山 

(Belleayre Mountain) 的滑雪纜車票；『品嘗紐約  (Taste NY)』每月葡萄酒與精釀飲

料的一年訂購費。  

  

新娛樂活動   

  

韋德展會娛樂場  (Wade Shows Midway)  

韋德展會娛樂場首次推出全新的纜車騎乘項目，博覽會的遊客因此將能夠乘坐百老

匯天際線號纜車觀賞  2017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優美獨特的景觀。天際線號纜車將把

遊客提升到  34 英呎左右的高空，乘坐  7 分鐘纜車，從娛樂場的一端行駛  1,400 英

呎抵達另一端。韋德展會今年夏季為該娛樂設施安裝了永久混凝土柱基。單程纜車

票價為 5 美元，雙程為  8 美元。  

  

今年的新景點還包括博覽會史上首次推出的水上騎乘項目。激流皮划艇  (White 

Water)，這是個滑水道類騎乘項目，遊客將進入兩條滑水道體驗飛濺的涼爽水流。

博覽會今年還提供其他一些驚險刺激的新騎乘項目，適合兒童和家庭。RC-48 鋼

架構過山車曾一度暫別博覽會，今年將再度亮相。該騎乘設施把遊客提升到  70 英

呎高空，然後傾斜轉彎並沿曲線下降，最後翻滾穿過螺旋式隧道。騎乘項目的完整

列表請見博覽會網站。  

  



博覽會的遊客還可以使用新建造的韋德展會賓客服務中心  (Wade Shows Guest 

Relations center)，這些服務中心設在娛樂場沿線，有免費的手機充電站、免費的防

曬霜、兒童尿布臺及其他基本設施。  

  

娛樂無處不在   

博覽會對娛樂表演提供了其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投資，博覽會遊客在博覽會場地各處

都將看到娛樂表演。遊客喜愛的德國雜耍男孩  (German Juggler Boy) 希比 (Hilby) 

和單人樂隊  (One Man Band) 班德羅尼 (Bandaloni) 今年再度參加博覽會，桑德塔斯

蒂克團隊沙雕  (Team Sandtastic Sand Sculpture) 在進步中心大樓展出。  

  

新娛樂表演包括：  

  

  動物餅乾表演藝術團  (Animal Cracker Conspiracy) 的踩高蹺演員將問候博覽

會場地上的遊客；   

  藝術家瑞安『阿爾西』克里斯坦森  (Ryan "ARCY" Christenson) 將在國際大廈  

(International Building) 後面的時代廣場  (Times Square) 區域內繪製大型壁

畫。  

  貝爾霍洛木雕店  (Bear Hollow Wood Carvers) 將開展團隊工作，在時代廣場

使用鏈鋸把木頭變成精美的雕塑；   

  克洛諾斯馬戲團  (Coronas Circus) 帶觀眾體驗全面的大型頂級馬戲表演，提

供好萊塢賽跑豬  (Hollywood Racing Pigs) 喜劇表演，並在不遠處的家庭娛樂

區 (Family Fun Zone) 內設立了吉拉菲克公園愛畜動物園  (Giraffic Park 

Petting Zoo)；  

  勁舞節拍打擊樂  (DownBeat Percussion) 是水牛城比爾隊  (Buffalo Bills) 的官

方鼓樂隊，這些才華橫溢的打擊樂手將在博覽會場地上四處表演，並參加每

場全天特別遊行；  

  i-Flip 空中表演 (i-Flip Aerial Show)，由塔松泳池  (Tarson Pools) 贊助，在家庭

娛樂區內展示蹦床技巧，以驚人的  60 英呎高空跳結束；   

  滑稽小丑曼戈  (Mango) 和達戈 (Dango) 將在博覽會場地的多個區域表演；   

  哥倫比亞加勒比海盜  (Pirates of the Colombian Caribbean) 是家庭娛樂區內的

大型海盜船歷險節目，提供高空鋼絲擊劍表演和驚人的平衡特技表演；   

  頂尖警官學院  (Top Cop Police Academy)，募集觀眾與選手對抗，選手最後

在 80 多英呎高的地方表演驚人的高臺跳水，跳入家庭娛樂區內的淺泳池

內；  

  總統優選超級狗狗  (President's Choice SuperDogs)，在時代廣場展示其作為

特技跳水運動員的敏捷度和滑稽才能。  

  

宣傳紐約州農業   

  



『品嘗紐約』   

『品嘗紐約市場  (Taste NY Marketplace)』是一家零售店，這家店鋪銷售紐約州境

內出產的優質食品，今年搬遷到了園藝大樓內的新場館。這家店鋪由納爾遜農場  

(Nelson Farms) 經營，銷售多種產品，包括糖果、燒烤醬、鬆餅粉、牛肉乾，等

等。這家店鋪如今將搬遷到『品嘗紐約』試吃區附近，博覽會遊客可以在那裡免費

品嘗紐約州生產商提供的優質產品。博覽會舉辦期間，該區域有五十多家公司，每

天都有新商販提供試吃品。民眾品嘗後一般可以直接向商販購買產品。  

  

用手機短訊發送農業問題   

博覽會遊客通常對在博覽會上看到的動物有問題想問。今年，遊客可以使用手機獲

取這些問題的答案。農業專家將在博覽會期間關注短訊渠道，把答案用短訊發送給

遊客。畜舍內的標誌將提供短訊發送號碼。  

  

MooU 觀光   

這個一小時的導遊行程從農業博物館  (Agriculture Museum) 後面的 MooU 帳篷出

發，帶遊客參觀博覽會的多個畜舍，介紹動物及其農業地位。這些行程向遊客介紹

其食物來源以及動物的飼養方法。  

  

馬廄觀光   

博覽會數年來首次向遊客開放馬廄。該導覽觀光從馬世界帳篷  (World of Horses 

tent) 出發。名額有限，博覽會遊客可從上午  10 時起在帳篷內報名。為盡可能保障

觀光遊客在畜舍內的人身安全，觀光將首先提供介紹課。  

  

馬世界帳篷   

馬世界帳篷設有中心環形區，博覽會遊客可以近距離觀看馬匹，並與馬匹的主人和

訓練員交談。今年的新活動還包括紐約州警察局  100 週年紀念展，紐約州警察局

最初在州博覽會上安排騎警巡邏隊開展工作；摩根馬  (Morgan Horse) 展，專家免

費介紹改善騎手平衡感和效率的辦法；一位以展示馬匹身體構造而聞名的藝術家將

使用顏料展示馬匹的肌肉和骨骼；並展示  2017 年美國牛仔詩歌表演賽  (2017 

National Cowboy Poetry Rodeo) 的獲勝選手馬克·蒙策爾特 (Mark Munzert) 創作的牛

仔詩歌。此外，博覽會再度舉辦大型農業展覽，包括奶牛生產中心  (Dairy Cow 

Birthing Center)、『品嘗紐約』葡萄酒與啤酒座談會  (Taste NY Wine and Beer 

Seminars)、紐約州獸醫協會  (New York State Veterinary Medical Society) 獸醫衛生

展 (Hall of Veterinary Health)，每日馬匹展及其他動物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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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覽會今年新增的內容延續了葛謨州長提出的願景，即把博覽會場地改造成頂級娛樂

景點。遊客幾乎每次轉身都會發現更多活動供其觀看和參與，從而重新認識使紐約

州變得偉大的所有因素。」   

  



紐約州博覽會  (State Fair) 代理主任特洛伊·瓦弗那  (Troy Waffner) 表示，「我們為

今年安排的所有新節目、特殊展覽以及娛樂活動感到萬分激動。新纜車騎乘項目將

很好地呈現博覽會的全貌，並幫助吸引遊客前往博覽會場地的西端，那裡今年舉辦

大量新娛樂演出；以及廣受歡迎的奶牛生產中心和紐約州體驗區。遊客將利用我們

新增的展覽和觀光活動了解紐約州旅遊業和農業的精髓。」   

  

州警察局總局長喬治  P. 比琦二世  (George P. Beach II) 表示：「100 年以來，紐約

州警察局的工作人員專心服務於紐約民眾，紐約州博覽會從一開始就是本州歷史的

重要內容。我要感謝葛謨州長、保爾  (Ball) 廳長以及迪斯提圖  (Destito) 主任持續支

持紐約州警察局。」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 ·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紐約州很自豪再次

舉辦錦標賽，從而讓全世界了解奧農達加湖和本州各地提供的優質釣魚機會。葛謨

州長年復一年地把旅遊業發展到本州創紀錄的規模，遊客可以透過大紐約州博覽會

很好地親眼見證帝國州  (Empire State) 在全年娛樂活動方面無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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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ard Zemsky) 表

示，「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大紐約州博覽會的知名度持續增加，這意味著前往

該地區旅遊以及支持地方企業的遊客越來越多。今年舉辦的博覽會優於往屆，原因

是新增了百老匯天際線號纜車、更多『品嘗紐約』產品，以及婦女選舉權  100 週

年。」  

  

奧農達加郡郡長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博覽會是紐約州最盛大的

慶祝活動，我們一如既往地有幸在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舉辦該活動。在

葛謨州長的領導下，博覽會場地已經轉變成了我們地區的經濟發展引擎。今年的博

覽會有望成為史上最好的一屆，我建議大家前往我們地區，享受博覽會和我們這個

景色優美的地區能夠提供的其他一切。」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Y Rising)」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崛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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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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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威戈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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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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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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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ets) 於 2017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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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會的網站上。請在以下頁面中關注大紐約州博覽會：

Facebook 頁面、Twitter 頁面：@NYSFair、Snapchat 頁面和 nysfair 頁面查看博覽

會的照片：  Flickr.com/photos/nysfair。此外，現誠邀紐約州民眾為大紐約州博覽會

建言獻策，請訪問以下鏈接發表意見：statefairideas@agriculture.ny.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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