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2016 年 10 月  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安德魯  M.葛謨  |  州長 

 
葛謨州長宣佈『品嘗紐約』(TASTE NY) 計劃攜手美國鐵路公司  (AMTRAK) 向乘客  

宣傳紐約州的食品飲料  

 
國際遊客和美國其他州的遊客現在可以在開往或行經紐約市  (New York City)、多
倫多市  (Toronto)、蒙特利爾市  (Montreal)、尼亞加拉瀑布城  (Niagara Falls)、拉

特蘭郡  (Rutland)、佛蒙特州  (Vermont) 的列車上享用紐約產品  

 
美國鐵路公司預計每年有  100 萬乘客搭乘這些列車線路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品嘗紐約』與美國鐵路公司合作，向紐約州內外的

遊客以及世界各地的遊客銷售紐約製造的產品。透過『品嘗紐約』試點計劃，美國

鐵路公司前往紐約州各地（紐約市、尼亞加拉瀑布城、布法羅縣  (Buffalo)、羅切斯

特市  (Rochester)、錫拉丘茲市  (Syracuse)、奧爾巴尼縣  (Albany)）的乘客，以及從

紐約境外往返多倫多市、蒙特利爾市、拉特蘭郡、佛蒙特州的乘客現在可以在美國

鐵路公司指定的列車上享用紐約當地生產的點心和精釀飲料。  

 

「紐約公司製造全世界一些最好的食品和飲料，這些優秀的產品透過『品嘗紐約』

計劃在紐約州各地以及全世界獲得越來越多的知名度，」葛謨州長表示。「這段

令人振奮的新合作關係意味著美國鐵路公司列車線路上約有  100 萬人將能親自體

驗到紐約提供的一些最好的產品。」  

 

為啟動這段新合作關係，13 趟紐約列車將利用餐車兜售紐約製造的食品和飲料。

美國鐵路公司預計每年約有  100 萬乘客搭乘這些線路的列車出行。  

 

初期發起的計劃包括  KIND bars（曼哈頓區  (Manhattan)，紐約市）、Always Bagels

（波西米亞人聚居區  (Bohemia)，長島地區  (Long Island)）、Chobani yogurt（新柏

林縣  (New Berlin)，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Sweet Sam’s coffee cakes

（布朗克斯區  (Bronx)，紐約市）、Brooklyn Defender IPA（布魯克林區，紐約

市）、Ommegang Witte Wheat Ale（庫珀斯頓鎮 (Cooperstown)，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Nine Pin Cider（奧爾巴尼縣，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美國鐵路公司如下列車將供應『品嘗紐約』產品：  

  楓葉號 (Maple Leaf) (63/64)，在紐約市  - 尼亞加拉瀑布城  - 多倫多市之間

提供往返交通服務。  



 

  阿迪朗達克號  (Adirondack) (68/69)，在蒙特利爾市  - 奧爾巴尼縣  - 紐約市

之間提供返交通服務。  

 

  帝國服務號  (Empire Service) (280/281/283/284/288)，在紐約 - 奧爾巴尼縣  - 

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 羅切斯特市  - 水牛城 - 尼亞加拉瀑布城之間提供返

交通服務。  

 

  伊頓·阿倫特快號  (Ethan Allen Express) (290/291/292/293)，在拉特蘭郡 - 奧

爾巴尼縣 - 紐約之間提供返交通服務。  

 
 
美國鐵路公司客戶服務副總裁湯姆 ·霍爾  (Tom Hall) 表示，「美國鐵路公司很高興

與葛謨州長以及紐約州合作，為帝國服務號列車的咖啡服務提供當地製造的食品和

飲料。該計劃將幫助改進我們乘客的客戶體驗，提供新的並且種類更豐富的食品，

與此同時突出展示大紐約州的一些優秀企業，從而幫助發展紐約州的經濟。」  

 

州農業部部長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過去三年來，葛謨州長的

『品嘗紐約』計劃對紐約州頂級農業生產商起到了空前的宣傳作用，並幫助推動了

紐約州地方經濟實現發展。利用這些重要的合作關係，以及不斷增加新推廣站，與

以往相比，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能夠品嘗到紐約提供的食品和飲料。我們很高興與美

國鐵路公司合作，並期待在未來擴展這種合作關係，讓遊客能夠品嘗到紐約州各地

製造的獨特產品。」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旅遊部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Division of Tourism) 執行理

事嘉文·蘭德里  (Gavin Landry) 表示，「每年有億萬遊客勇敢地前往紐約州各度假

區，這為紐約州的地方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葛謨州長了解旅遊業的重要性，並做

出具有歷史意義的承諾，幫助旅遊業發展成為我們如今的經濟基石，每年創造  

1000 多億美元的經濟效益。透過與美國鐵路公司這段新的『品嘗紐約』合作關係

展示並分享紐約提供的最優質的食品和飲料，我們將提供一個理由讓更多遊客表示

『我愛紐約！』」  

 

Nine Pin Cider Works 聯合創始人兼果酒製造商亞利山卓 ·德·佩拉爾  (Alejandro del 

Peral) 表示，「透過葛謨州長的領導和『品嘗紐約』計劃，乘客現在能夠在美國鐵

路公司的列車上喝到紐約蘋果汁。無論是在紐約州西部地區、沿著壯觀的哈德遜河  

(Hudson) 穿越哈德遜河谷  (Hudson Valley)，或者往北進入阿迪朗達克山脈  

(Adirondacks)，對我們的果酒廠而言，Nine Pin 獲獎的果酒有機會銷往國外是一份

真正的榮譽。作為紐約首個農場果酒廠，Nine Pin 很高興幫助『品嘗紐約』計劃與

美國鐵路公司啟動合作關係。」  

 

Sweet Sam 客戶主任愛德華多·艾斯特雷納  (Eduardo Estrella) 表示，「我們在 20 

多年前進入該行業，因為我們相信給產品使用最優質的原料是不會錯的。Sweet 



Sam 很高興加入『品嘗紐約』計劃，擁有美國鐵路公司這樣的經銷夥伴讓我們有

機會每年向幾十萬乘客提供有益健康的產品，例如紐約屑餅。這款產品採用紐約種

植的原料，並在布朗克斯區  (Bronx) 烘焙。如今，無論乘客去往哪裡，沿途都能體

驗到紐約風味的食品和飲料。」  

 

Always Bagels 總裁  (Tony Pariti) 表示，「Always Bagels 是一家私營企業，製作

『經典水煮百吉餅』已超過  37 年。我們追求卓越，因此能夠為美國鐵路公司的顧

客以及我們在紐約的所有其他顧客提供最精緻純正的水煮百吉餅。我們很榮幸能夠

加入『品嘗紐約』計劃。」  

 

這段新的合作關係鞏固了『品嘗紐約』計劃的成功發展，該計劃目前在全州  50 多

個推廣站實行。『品嘗紐約』計劃僅今年就在紐約市賈維茨會展中心  (Javits 

Center) 新設立一間小酒吧，在麥可山谷  E-13 生活史休息區設立一處新市場、在

瓊斯海灘 (Jones Beach) 新近裝修的西部澡堂  (West Bathhouse) 開設『品嘗紐約』

咖啡館 (Taste NY Café)，在長島地區瓊斯海灘尼康劇院  (Nikon at Jones Beach 

Theater) 開設『品嘗紐約』酒吧。在大型交通樞紐站、體育娛樂場館以及紐約州各

地的公園也能找到使用『品嘗紐約』品牌銷售的紐約產品。葛謨州長持續撥款給該

計劃，『品嘗紐約』參與者的銷售總額從  2014 年到  2015 年翻了三倍，今年預計

翻兩倍。 

 

Amtrak® 簡介  

美國鐵路公司  - America’s Railroad® - 作為國內城際列車鐵路客運服務商和高速鐵

路運營商，該公司致力於提供安全可靠的交通服務。我們與州政府及通勤線路夥伴

合作，推動人民、經濟、國家前行，過去五年每年運載美國鐵路公司  3000 多萬乘

客。美國鐵路公司的正式名稱是國家鐵路客運集團  (National Railroad Passenger 

Corporation)，由 10 個董事會成員管理，其中  9 人由美國總統和美國鐵路公司首

席執行官任命。董事會主席是安東尼  R. 考西亞  (Anthony R. Coscia)，副主席是傑

夫里  R. 莫蘭  (Jeffrey R. Moreland)。美國鐵路公司每天運作  300 多趟列車，列車速

度高達每小時  150 英里（每小時  241 千米）- 連接  46 個州的  500 多個目的地、哥

倫比亞特區  (District of Columbia) 以及加拿大的三個省。從  Amtrak.com 了解更多資

訊，或致電  800-USA-RAIL 獲取列車時刻、車票價格及其他資訊。在  

blog.Amtrak.com 瀏覽關於我們的資訊，在  Facebook.com 給我們點讚，在  Twitter 

關注  @Amtrak。 

 

「品嘗紐約  (Taste NY)」計畫簡介  

『品嘗紐約』是葛謨州長於  2013 年啟動的一項計畫，旨在推進紐約餐飲業的發

展。該計畫由紐約州農業市場部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負責監督

管理，旨在為本地生產商創造機會，在本州內近  60 處地點和超過 36 多處大型公

共會議上展示他們的產品，包括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本計

畫還在紐約州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州立公園和其他主要旅遊目的地、體育和娛樂場

館內開設各種商店、咖啡館、酒吧等等，使得消費者可以購買在紐約州本地生長和

http://www.amtrak.com/home
http://blog.amtrak.com/
https://www.facebook.com/Amtrak
https://twitter.com/Amtrak


製作的產品。大約有  1,100 多家本地企業加入了這項計畫，進一步將他們的產品和

本州不斷發展的餐飲市場與來自全球的消費者緊密聯繫起來。如需更多有關『品嘗

紐約』計畫的資訊，請造訪  www.taste.ny.gov。請透過  Facebook、Twitter、

Instagram 和  Pinterest 關注『品嘗紐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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