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8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啟動第  172 屆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州長乘坐美國鐵路公司列車前往參加博覽會；為開幕日剪綵   

  

公佈新宣傳活動：8 月  21 日  - 9 月  2 日乘坐美國鐵路公司列車，即可獲得免費

的博覽會門票   

  

公佈為期五年的『綠色博覽會  (GreenFair)』計畫，目標是增加回收利用、結束使

用某些塑料製品，並使博覽會場地在  2024 年前實現能源獨立   

  

宣佈博覽會將新建  10 號大門以及下一階段的通道改善項目   

  

『綠色博覽會』計畫和  10 號大門的效果圖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在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啟動第 172 屆大紐約州博覽

會。在剪綵儀式上，州長宣佈將推出新宣傳活動以進一步提高展覽會的參與率，

凡於 8 月 21 日至 9 月 2 日期間持美國鐵路公司有效車票入場的人士，均可憑車

票或收據從美國鐵路公司任何一個售票處免費入場。州長和內閣官員從奧爾巴尼

市 (Albany) 乘火車抵達博覽會專列車站，以凸顯乘坐火車參加博覽會既方便又環

保。美國鐵路公司運營定期的東行列車和西行列車，使用博覽會專列車站。列車

時刻表請見此處。州長還宣佈了三個新項目，旨在繼續推動博覽會場地的振興勢

頭，包括：綠色博覽會，這是一個積極的項目，目標是使州博覽會實現能源自給

自足；新的、更大的  10 號門將在明年博覽會開始前完工；並啟動州博覽會入口改

善項目二期工程，使車輛和行人更容易進出博覽會。   

  

「這是一次全新的、不同以往的博覽會，因此，我們見證了創紀錄的參與人數，

這是美國第三大參與人數最多的博覽會，」葛謨州長表示。「即使您過去參加過

博覽會，在我們投資後，博覽會提供不同的體驗，是整個地區巨大的經濟引擎。

這也是一個值得我們驕傲的展會，極好地展示了我們的本質以及我們能夠提供的

一切。」  

  

「紐約州博覽會繼續吸引創紀錄數量的人，為全家提供有趣的活動和節目，」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今天視察博覽會式時表示。「博覽會重點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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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一些最好的產品，並展示紐約州的傑出人才，因此，我們每年都持續投資並

發展該博覽會。大紐約州博覽會正在幫助推動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CNY) 的旅遊業，並促進該地區和全州的經濟發展。」   

  

為了提高博覽會的參與率，美國鐵路公司帝國服務線  (Empire Service) 63 號列車

的兩節車廂飾以特別設計的紐約州博覽會圖形和資訊。帝國服務線所有列車將在

博覽會期間提供『品嘗紐約  (Taste NY)』產品，並通過座椅靠背傳單、海報和餐

桌帳篷分發『品嘗紐約』宣傳材料。這將補充『我愛紐約  (I LOVE NY)』的廣告和

數字活動，鼓勵遊客體驗博覽會，以此作為他們下一次紐約州假期的內容。   

  

『綠色博覽會』項目旨在實現能源自給自足   

  

該博覽會將啟動名為『綠色博覽會』的積極項目，旨在實現能源自給自足、消除

浪費、回收所有可用物品，從而打造美國最環保的博覽會。該計畫將包括在制定

確定準確位置的詳細計畫後安裝太陽能電池板和建造風力渦輪機，以獲取可再生

能源，並在  2023 年前把化石燃料的能源需求減少至零。該博覽會還將減少一次性

塑料製品的使用量，並啟動回收食品垃圾的試點項目。此外還將新建環境教育

館。該項目直接支持葛謨州長提出的綠色新政計畫  (Green New Deal)，這個清潔能

源與就業工作日程推動紐約州走向碳中和經濟，並支持紐約州實現截至  2030 年把

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比 1990 年水平低 40% 的目標。   

  

博覽會採取了重大措施來減少能源的使用量。紐約電力管理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於 2018 年 12 月完成了一個斥資  86.6 萬美元的項目，該項目將

用節能型 LED 照明取代博覽會六座主要建築的照明，預計每年可降低  2.3 萬美元

的能源成本。   

  

展會將大大減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量。博覽會和其他州機構將不再發放一次性塑

料袋。在博覽會參展的其他州機構配合下，每天都有成千上萬個環保袋分發出

去。博覽會供應商已接到通知，從明年開始，一次性薄膜塑料袋將禁止使用。  

此外，供應商將按照要求使用可回收容器或堆肥容器提供食品和飲料。這包括停

止使用塑料吸管。與紐約州中部地區卡羅爾  M. 鮑德溫乳腺癌研究基金會  (Carol 

M. Baldwin Breast Cancer Research Fund of CNY) 合作，增加從垃圾填埋場轉移的

瓶子的數量，目的是讓參加展會的人回收可回收的瓶子。博覽會還將建立垃圾分

類設施，把可回收或可堆肥的物品從垃圾中轉移出來，並設立試點食品垃圾回收

計畫。  

  

博覽會將在博覽會場地西側創建環境管理展館。新展館將從第一天起就獨立於能

源，它將教育參觀者減少能源足跡的方法、提供綠色博覽會項目的最新進展資

訊，並突出展示本州的能源倡議和氣候倡議。   

  



 

 

今年參加博覽會的人對環保清潔駕駛很感興趣，他們可以參觀藝術與音樂中心  

(Arts & Music Center) 前方切維劇院  (Chevy Court) 附近的紐約電動汽車變革  

(EVolve NY) 計畫展臺，瞭解駕駛零排放汽車的諸多好處，並參觀四款電動汽車。

展覽將展出兩臺  150 千瓦超高速電動汽車充電器，並將提供有關清潔駕駛  (Drive 

Clean) 消費者優惠和紐約州電動汽車充電網路的資訊。那些已經採用清潔駕駛方

式的人可以在四號門為車輛充電。   

  

參加博覽會的人將能夠根據博覽會綠色版本的標誌性徽標來識別綠色博覽會計畫

的元素。  

  

10 號門改造項目和在建項目   

  

安全起見，中央公園北線  (Centro Park-N-Ride) 巴士總站遷往博覽會場地西端，  

較少使用的  10 號門因此成為博覽會的第二個主要入口。斥資  150 萬美元的項目

將在波蘭會結束後動工，以取代現有的大門建築，並在  2020 年波蘭會啟動前完

工。新的 10 號門建成後，將成為更大規模的門結構，在美學上與博覽會中心  

(Expo Center) 相似，包括新的圍欄、鋪路、街景、照明和大型  LED 看板。  

  

新大門將是博覽會場地西端諸多改進中的第一個。今年早些時候，州博覽會大道  

(State Fair Boulevard) 上的 3 號門和 4 號門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靈活的售

票設施和安全設施。   

  

同樣在 2020 年，將建造新羊圈  (Sheep Barn) 以取代今年早些時候被大風摧毀的羊

圈，大風嚴重損壞了之前的羊圈。羊毛中心  (Wool Center) 是博覽會的熱門展覽，

主要展示用羊毛製作的產品，該展覽也將搬遷到新羊圈。羊群今年在帳篷裡展

出。  

  

原羊圈部分場地成為了山羊公園  (Goat Park)，該公園設立圍欄區，年輕的山羊可

以在這裡玩耍，並供觀眾餐館，這加強了博覽會為幫助人們接近農業為開展的工

作。  

  

明年開展和規劃的其他設施改進活動包括繼續翻新達尼艾拉餐飲與活動牛排館  

(Daniella's Catering and Events Steakhouse)，該場館以前是帝國餐廳  (Empire 

Room)；改善展覽中心的音響效果；斥資  110 萬美元的項目，開始在場地西側重

新建設農業建築；改進博覽會的經典進步中心  (Center of Progress)、園藝大樓 

(Horticulture) 和其他建築；以及其他基礎設施項目。   

  

橘色停車場改善項目  (Orange Lot Improvements)，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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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資 1,118 萬美元的紐約州博覽會橘色停車場二期工程的主要建設將在  2019 年

紐約博覽會結束後開始。  籌備工作已經開始。作為該項目的內容，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將新建一座  690 號州際公路  (I-690) 東行匝道

入口大橋，以確保  2019 年後的州博覽會期間，高速公路不再需要臨時交通信

號。 新的  690 號州際公路東行匝道大橋還將為行人提供  10 英呎長的人行道，  

這將有助於緩解來往於橘色停車場的行人流量。  建設工程將在  2020 年的州博覽

會前完工。   

  

2017 年 10 月，耗資 2,700 萬美元的州博覽會佔地  65 英畝橘色停車場的一期工

程開始動工，橘色停車場部分場地的開放時間趕上了去年夏季在湖景露天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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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季。紐約州交通廳及時完成了第一期橘色停車場項目，為  2018 年紐約博覽會

做準備。 橘色停車場現在有超過  7,000 個鋪好的停車位，而之前的泥土地面上有  

4,000 到 5,000 個停車位。橘色停車場的西段開通了通往  690 號州際公路西側的

新出口匝道，使車輛可以直接從州展覽會和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圓形

劇場駛向 690 號州際公路。在這一匝道開通以前，展覽會外圍舉辦活動期間車輛

只能從 690 號州級公路上橘色停車場的  7 號出口駛出。   

  

州博覽會通道改善項目第  2 階段將進一步推進第  1 階段。 除了新的東行匝道，

該項目還將最終解決  690 號州際公路上安裝的臨時交通信號的問題。  紐約州交通

廳要求修建進入該州際公路的通道，並且每年都要經過聯邦公路管理局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HWA) 批准。 一旦該項目在  2020 年完成，在紐約州博覽

會期間，690 號州際公路就不再需要交通信號燈了。   

  

2019 年博覽會的亮點   

  

2019 年博覽會將舉辦一系列新活動，以此作為每年更新博覽會和接納新理念的部

分內容。主要的新宣傳活動包括八月份的耶誕節  (Christmas)，有聖誕老人  (Santa 

Claus) 和活馴鹿全天展覽、古董雪橇展覽，以及為穿聖誕老人套裝的遊客舉辦的

下午趣味技能比賽。在博覽會中心放映電影《小精靈  (Elf)》結束一天的活動。  

博覽會上的新動漫展  (Comic Con Day) 紀念流行文化，凡身著全套服裝、接受鐳

射劍使用訓練的人，都可以獲得  1 美元的入場券，這種鐳射劍在《星球大戰  (Star 

Wars)》等電影中出現過。電影《變形金剛  (Transformers)》中的大黃蜂 

(Bumblebee) 和漫威公司  (Marvel) 電影和漫畫中的綠巨人  (Hulkbuster)。在展覽會

期間，漫威公司將推出一款特殊的蜘蛛俠  (Spider-Man) 漫畫，其定制封面展示了

這位身披蛛網的超級英雄飛過博覽會中心前的人群。   

  

博覽會的新電影之夜  (Movie Nights) 包括七個適合家庭觀看的電影之夜，比如  

《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  (Avengers: Endgame)》。博覽會週末表演的站立式槳板

瑜伽 (Standup Paddleboard Yoga)，為有經驗的瑜伽練習者提供了有趣的學習挑



 

 

戰。博覽會中心鋪設的草坪上將舉辦青少年和成人足球賽、儿童足球賽、地掷球

賽、曲棍球賽、曲棍球賽和奪旗橄欖球賽，如果沒有安排比賽，參觀者將可以玩

大型草坪遊戲，如四子連橫棋、庭院池塘、呼啦圈等。新的單車欣賞日  (Biker 

Appreciation Day) 為持有效摩托車牌照的人士提供免費的摩托車停車場和  1 美元

的門票。與全國任何大型博覽會相比，博覽會繼續提供更多的免費和低價的參觀

日和促銷活動。   

  

博覽會將繼續慶祝多樣性。博覽會年度驕傲日  (Pride Day) 由石牆暴動  (Stonewall 

Riots) 參與者馬丁·大衛斯  (Martin Davis) 發表主題演講，這場暴動標誌著一場長期

鬥爭的開始，這場鬥爭旨在結束以性取向為基礎的歧視法律。該博覽會是美國首

個舉辦官方驕傲日活動的州博覽會。博覽會今年的婦女日  (Women's Day) 將慶祝

婦女參政 100 週年。副州長凱西·霍楚爾將在年度午宴上發表主題演講，當天所有

女性的入場費為  1 美元。拉丁裔鄉村週末  (Latino Village Weekend)，一個慶祝拉

丁裔音樂、美食和文化的節日，將從  8 月  30 日延續到 9 月 2 日，為期四天，  

並將搬到青年大廈  (Youth Building) 附近的新場館。樊克伏斯特音樂節  (FunkFest) 

將在紐約州體驗舞臺  (New York Experience Stage) 上把演出延長至兩天。新音樂

節的第一天名為世界節拍  (WorldBeat)，將表演世界各地的音樂，而傳統的樊克伏

斯特音樂節當天側重於經典的靈魂樂、鄉土爵士樂和藍調音樂，壓軸表演是  70 年

代和 80 年代熱門樂隊拉迪歐  (Raydio) 的演出和湖畔樂隊 (Lakeside) 馬克·伍德船

長 (Mark Wood) 的演出。博覽會的主舞臺切維劇院將迎來首位西班牙語表演者、

波多黎各 (Puerto Rican) 創作型歌手法魯科  (Farruko)。  

  

切維劇院和體驗舞臺組成了切維音樂節  (Chevrolet Music Festival)，是全國所有博

覽會的頂級免費音樂節。計劃在這些舞臺上免費演出的演員包括壞夥伴  (Bad 

Company)、琳賽·斯特林  (Lindsey Stirling)、米德蘭 (Midland)、達拉斯小牛  

(Mavericks)、裡克·斯普林菲爾德  (Rick Springfield)、加文·德格拉維  (Gavin 

DeGraw)、艾斯·庫伯  (Ice Cube)，等等。完整排程請見此處。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執行長兼專員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大紐約州博覽會展示本州最好的事物，每年

夏季參加博覽會的遊客人數創下歷史記錄，這也為當地創造了就業機會和商業機

會，對維持該地區全年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紐約州旅遊廳  (New York State Tourism) 執行主任羅斯  D. 萊維  (Ross D. Levi)  

表示，「前往大紐約州博覽會度假是任何家庭夏季有趣的壓軸戲，還有精彩的騎

乘，動物，現場表演，食品和精釀飲料。到這個地區旅行一定會留下終生難忘的

回憶。」  

  

博覽會理事特洛伊·瓦弗那  (Troy Waffner) 表示，「我們自豪地拉開  2019 年紐約

州博覽會的序幕，慶祝第  172 屆紐約州博覽會，紐約州所有的精彩事物，它的創

https://nysfair.ny.gov/your-visit/daily-schedules/#_blank


 

 

新、文化、多樣性等等。我們每年都在繼續發展，變得越來越好，這要感謝州長

對該場地的歷史規模投資。  我們期待著另一個標誌性的年份，為我們的博覽會觀

眾提供精彩的音樂會、美食、娛樂和幾個新的特別活動，這絕對是值得期待的 !」  

  

農業市場廳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作為美國第一個博覽會，紐約州博覽會秉承了推廣農業的傳統  ，提供如

此多盛大的娛樂活動、遊樂設施、音樂和食品，這些活動始終是博覽會吸引家庭

年復一年前來參加的特色。  根據州長對重新煥發活力的博覽會提出的願景，我們

保持了這些傳統，但通過擴大規劃和對基礎設施的持續投資，我們已經能夠大步

邁出，使博覽會煥發光彩。我們鼓勵每個人都來參加博覽會，看看紐約州最好的

一面。」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廳長巴茲爾·  

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大紐約州博覽會慶祝本州提供的一切美好事物，

包括 8 月 22 日和 24 日免費的家庭垂釣活動  (Free Family Fishing)，以及州長為保

護我們的環境和社區免受氣候變化威脅所做的工作。通過增加回收利用和提高博

覽會的能源效率來實現博覽會的綠色計畫，完美地補充了紐約州在減少氣候污染

和開發可再生能源方面領先全國的目標。」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總裁兼執行長艾麗西亞·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大紐

約州博覽會是歷史悠久的傳統，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家庭從遠近來到紐約州中部

地區，葛謨州長設立的『綠色博覽會』計畫為參加博覽會的人提供了機會，讓他

們看到紐約州在可持續發展方面領先全國的工作正在發揮作用。  在州長領導下，

把州博覽會轉向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是進一步保護環境、減少排放量、

改善全州社區空氣品質的綠色項目的最新例子。」   

  

參議員羅伯特  E. 安多納奇  (Robert E. Antonacci) 表示，「我們當地的農場和娛樂

產品從一年一度的州博覽會中得到了巨大的推動。我感謝州長用新改進措施來加

強州博覽會，並給這些企業提供更多機會來推廣他們獨特的產品。這個地區經濟

引擎向世界其他地區表明，他們不僅在博覽會期間，並且全年都能在紐約州獲得

精彩的經歷。」   

  

眾議員威廉  B. 馬格納銳里  (William B. Magnarelli) 表示，「州博覽會是本地區最

大的夏季活動，在葛謨州長支持下，它已成為美國規模最大、最成功的博覽會之

一。每年夏季，博覽會都會展示紐約州中部地區最好的食物和特色。為使博覽會

成為更愉快、更方便的慶典，本地區正在進行新的改善工作，歡迎更多支持本地

企業的人士參加。」   

  



 

 

除了新產品，還將繼續提供參加博覽會的人士喜愛的產品。遊客可以在紐約州環

境保護廳的水族館大樓購買運動執照，並參觀紐約州淡水魚。免費垂釣診所將於  

8 月 22 日和 24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3 時在紐約州體驗區  (New York Experience 

Area) 池塘區舉行。這兩天持有效的紐約州運動執照進入博覽會只需  1 美元。  

更多詳細資訊請見此處。  

  

2019 年，共有 127 萬人參加了紐約州博覽會，創下了新紀錄，行業出版物《嘉年

華倉庫 (Carnival Warehouse)》的資料顯示，該博覽會在全美各州博覽會中排名第

三。2015 年開展整修工作以來，博覽會的參與率上升了  41%。包括博覽會中心在

內的博覽會場地實施的改善也促進了博覽會全年的設施租賃業務，2018 年，博覽

會以外的活動預計將吸引  100 萬人，2019 年有望打破這一紀錄。   

  

關於紐約州博覽會的資訊請見  nysfair.ny.gov，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地區的度假

計畫資訊請見  iloveny.com/statefa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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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訂閱  
 

 

https://www.dec.ny.gov/public/114424.html#_blank
https://nysfair.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75f300cb-29d0e710-75f1f9fe-0cc47aa8c6e0-1ebf0e2c3499bcf7&q=1&u=https%3A%2F%2Fwww.iloveny.com%2Fstatefair%2F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eb6426a8-b747c173-eb66df9d-0cc47aa8c6e0-05c4d94cd6a3b161&q=1&u=https%3A%2F%2Fit.cwnls.com%2Fapp%2Fitpage.nsf%2Funsubscribe.xsp%3Faction%3Dunsubscribe%26id%3D1100PRES597DE10683067CBB8525845D0066F2EC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