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0 月 2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博覽會遊客給  2017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打出史上最高分   

  

博覽會遊客年度調查發現，家庭友好度、  

實惠度以及積極變化實現創紀錄的滿意度水平   

  

對博覽會場地的投資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ew York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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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年度大紐約州博覽會調查評估各項指標，發現博覽會

遊客對 2017 年博覽會的滿意度水平創下紀錄，這些指標包括家庭友好度、實惠

度、美國最悠久的州博覽會做出的積極改變。州長對博覽會場地提供的歷史規模投

資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這項計畫是本地區的戰略，用於振興社區

和發展經濟。  

  

「紐約州提供重要的投資，幫助復興整個佔地  365 英畝的大紐約州博覽會場

地，」州長葛謨表示。「更棒的即將到來，我們持續建設博覽會場地，使之成為

紐約州中部地區的經濟引擎，伴隨完成第一階段的復興工作，我們邀請大家  2018 

年再次回來享受博覽會。」   

  

年度博覽會遊客調查包括對  604 人開展的座談採訪，以及博覽會每天開展的採

訪。  接受調查的博覽會遊客當中，有半數以上的人旅行  50 多英哩前來參加  2017 

年博覽會。其他調查結論包括：   

•  90% 以上的人認為博覽會很適合家庭遊覽，滿意度比  2016 年提高了五個百

分點，比此前的最高紀錄提高了四個百分點。  

•  87% 的人表示，博覽會很實惠或比較實惠，滿意度比去年的最高紀錄高出四

個百分點。  

•  95% 的人認為  2017 年博覽會做出的總體改變很好  (79%) 或比較好，滿意度

比此前的最高紀錄高出八個百分點。  



 

 

•  新百老匯天際線號纜車  (Broadway Skyliner) 85% 接受調查的乘客表示獲得了

很好的乘坐體驗。  

•  切維劇院 (Chevy Court) 音樂會聽眾有  97% 的人認為自己獲得的體驗很好或

好。  88% 的人給出了非常積極的評價，比此前  2015 年的最高分高出  13 個

百分點。此外，26% 的人表示，博覽會以全國巡迴表演的形式舉辦的  26 場

切維劇院音樂會，他們參加過一場。  

•  93% 的人表示有可能參加明年的博覽會，其中  88% 的人表示很願意再度參

加該博覽會。  

  

該調查還發現，遊覽量最大的景點是農業展覽會：  85% 的人造訪了乳製品大樓  

(Dairy Products Building)，84% 的人造訪了奶酪與芝士雕塑  (Butter and Cheese 

Sculpture)；70% 的人造訪了園藝大樓  (Horticulture Building)，園藝大樓內設有  

『品嘗紐約市場  (Taste NY Marketplace)』、『品嘗紐約商店  (Taste NY Store)』、

馬鈴薯展位  (Potato Booth) 以及其他農業展覽，例如紐約州蘋果協會  (New York 

Apple Association)。其次最熱門的景點包括紐約楓糖中心  (New York Maple Center) 

(56%)，紐約州警察局展覽  (NYS Police Exhibit) (56%)，『我愛紐約』展覽  (I LOVE 

NY Exhibit) (50%)。在受訪者最喜愛的博覽會內容當中，餐飲仍舊領先。此外，  

紐約州警察局展覽獲得了  92% 的滿意度評分，受訪者有  94% 的人對韋德展會  

(Wade Shows) 評價良好。  

  

2017 年紐約州博覽會的天數增至  13 天，共接待了  116 萬個遊客，人數創造了新

紀錄。 今年，博覽會遊客得以參觀新推出的紐約州警察局展覽，該展覽與州警察

局  100 週年慶典同步舉辦，新龜冢  (Turtle Mound) 重新煥發活力，用於在易洛魁印

第安村  (Iroquois Indian Village) 舉行傳統舞蹈和神聖舞蹈表演。  州長撥款  5,000 萬

美元對佔地  365 英畝的博覽會場地開展第一階段改造，這是幾代以來對該博覽會

場地實施的大規模投資，這兩個項目作為該階段的最後內容已經竣工。  此外， 

娛樂場運營方韋德展會  (Wade Shows) 安裝了百老匯天際線號纜車，該纜車的運行

路線行經娛樂場  1,400 英呎的距離。  

  

改造項目正在實施第二階段，將建造一棟面積達  13.3 萬平方英呎的博覽會大廈，

該大廈將成為波士頓市  (Boston) 和克利夫蘭市  (Cleveland) 兩地最大的博覽會建

築。  該項目還包括給博覽會最大的停車場奧蘭治停車場  (Orange Lot) 鋪砌路面，

從而提供更多停車空間、避免雨季迷失車位，並加快交通流。  該項目還包括為即

將動工的 690 號州際公路新修一條入口匝道。  

  

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郡長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  

「葛謨州長開展工作改造博覽會和奧農達加湖  (Onondaga Lake) 西岸地區，這取得

了成效，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顯然正在崛起。這些結果表明，為重

振州博覽會開展的艱辛工作正在產生回報，遊客人數得以增加，這使得奧農達加郡

和整個地區的經濟實現更大的增長。」   

  



 

 

紐約州農業市場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部長

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今年參加  2017 年博覽會的遊客人數創

造了新紀錄，這些遊客認可了葛謨州長帶領我們完成的卓越轉變，這以事實證明了

我們正在改善整體遊客體驗，這明年將幫助我們吸引更多博覽會遊客。我很自豪紐

約州乳製品大樓、奶酪與芝士雕塑以及其他展覽繼續吸引到這麼多遊客，這些遊客

想進一步了解紐約州蓬勃發展的農業產業。」   

  

代理博覽會理事特洛伊·瓦弗那  (Troy Waffner) 表示，「我們每年都在努力完善州

博覽會，因此，很高興看到博覽會遊客對家庭友好度、實惠度以及我們做出的積極

改變給予表揚。我們正在制定計畫，用於擴大既有的成就，並對明年策劃的內容感

到興奮。」   

  

紐約州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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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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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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