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2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420 萬美元維護紐約州各地雪地機車道並加以整理   

  

雪地機車道週末將於  1 月  25-27 日免費開放   

  

福利週末期間使用雪地機車道的外州車手不需繳納註冊費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撥款  420 萬美元維護紐約州各地雪地機車道並加以整

理，並面向全體州外及加拿大雪地機車手把  1 月 25 - 27 日指定為免費雪地機車週

末。在這一福利週末期間，對於那些希望探索紐約州  1.04 萬英哩雪地車路徑的正

確注册及參保的州外雪地車愛好者，紐約將豁免州注册費。  

  

「紐約四季的自然風光無可匹敵，並為雪地車手提供了一套龐大的休閒車道系統，

供其享受我們冬季的美景，」州長葛謨表示。「透過提供資金以維護這一車道，

並鼓勵更多遊客能夠在雪地車週末造訪我們州，我們壯大了北部地區的旅遊經濟，

也為後代維護了戶外車道。」   

  

紐約州為紐約地方社區這個冬季維護雪地車機車道撥款  420 萬美元，金額比去年

增加了 5%。雪道撥款支持紐約州  1.04 萬英哩指定的雪道，供雪地機車手安全使

用。紐約州汽車監理廳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DMV) 收集雪地機車報名費

並存入雪地機車道建設與維護基金  (Snowmobile Trail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Fund)，用於為這項地方撥款計畫由提供資金。郡政府和市政府把撥款分配給全州

大約 230 家雪地機車俱樂部，這些俱樂部反過來整理雪道並加以維護。  

  

以下是各郡獲得撥款的明細：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Albany  $12,984  

Greene  $3,312  

Rensselaer  $40,452  

Saratoga  $56,784  

Schenectady  $6,684  

Warren  $69,240  



 

 

Washington  $110,520  

合計： $299,976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Cortland  $96,252  

Madison  $148,860  

Onondaga  $93,240  

Oswego  $229,464  

Cayuga  $107,196  

合計： $675,012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Genesee  $72,576  

Livingston  $18,144  

Monroe  $37,584  

Ontario  $31,032  

Orleans  $42,336  

Seneca  $7,896  

Wayne  $64,512  

Wyoming  $146,376  

合計： $420,456  

  

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Region)    

Delaware  $103,200  

合計： $103,200  

  

莫霍克谷地區  

(Mohawk Valley)    

Fulton  $61,932  

Herkimer  $191,592  

Montgomery  $65,052  

Oneida  $281,376  

Otsego  $121,668  

Schoharie  $66,696  

合計： $788,316  

    



 

 

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Clinton  $102,060  

Essex  $50,232  

Franklin  $81,864  

Hamilton  $175,536  

Jefferson  $69,612  

Lewis  $283,920  

St. Lawrence  $192,816  

合計： $956,040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Broome  $38,976  

Chenango  $105,852  

Schuyler  $24,588  

Steuben  $42,084  

Tioga  $52,512  

Tompkins  $32,352  

合計： $296,364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Allegany  $111,348  

Cattaraugus  $153,204  

Chautauqua  $229,176  

Erie  $186,096  

Niagara  $21,840  

合計： $70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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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紐約的原始車道為居民和遊客提供了完美的雪

地車機車體驗。在本州乘坐雪橇的過程中，雪地車車手可體驗到不同的車道。葛謨

州長對紐約雪地車機車道的投資將不僅使使用車道的人受益，也將使周邊當地經濟

收益，並為這些地區吸引到更多遊客。即將來臨的雪地車車道免費週末對每個人來

說都是遊覽車道的絕好機會，同時體驗到紐約的部分自然美景。」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主任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領導



 

 

下，紐約州為冬季戶外活動愛好者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理由前來遊覽帝國州  (Empire 

State)。這些撥款將保證車道系統安全並得到妥當維護，使居民和遊客都能把紐約

作為其冬季出行的目的地。」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德 ·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在制定出行計畫遊覽紐約州並體驗我們無與

倫比的雪地車車道時，我建議每個人都能盡可能長時間的停留在此地以享受我們的

當地的設施，欣賞本州數個世界級的景點，品嘗我們獨特的食品和手工釀造飲

品。」  

  

紐約州機動車輛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執行副局

長特裡·伊根  (Terri Egan) 表示，「紐約州不僅擁有風景最優美的絕佳雪地車車

道，我們在機動車輛管理局也使州內外愛好者的註冊程序更加快捷和簡便。只需在

網上點幾下鼠標，車手就能夠使用車道。不論你是乘坐雪橇、滑雪、還是在紐約體

驗其他的冬季項目，我們都希望每個人能夠有責任的遊玩。」   

  

紐約州雪地機車協會  (New York State Snowmobile Association) 執行理事多米尼

克·賈卡戈洛  (Dominic Jacangelo) 表示，「非常感謝州長能夠把推動雪地機車道

作為促進冬季旅遊經濟的一部分。  前來紐約體驗車道的人將享受到我們州提供的

多樣乘坐機會。  來過一次的人一定會再次回來為地方經濟做出貢獻。  記得在乘坐

的地方加入一家俱樂部，並在力所能及的時候做一做義工！」   

  

根據雪量和其他因素，雪道路況可能會有些變化。查看地區雪地機車俱樂部網站來

了解雪道狀況資訊，包括修整狀態。此外，紐約州雪地機車協會網站提供與雪地機

車運動及雪地機車俱樂部相關的資訊。州雪地機車路網地圖，請從此處查看紐約州

立公園網站。  

  

機動車輛管理局提供紐約車手必須每年更新雪地車註冊。機動車輛管理局准許雪地

機動車手在機動車輛管理局網站上在線、郵寄或親自前往機動車輛管理局辦公室進

行註冊更新。雪地機車報名費為  100 美元，若雪地機車手是當地雪地機車俱樂部

會員則可減至  45 美元。參加免費雪地機車週末活動的人員必須駕駛在其故鄉州 /

加拿大省有效登記的雪地機車，並且必須按照其故鄉州 /省購買所有適用的保險。

非紐約居民若想在福利週末前后再紐約州使用雪地車道，可在紐約州外州居民雪地

車註冊服務處得到  15 天的註冊資格，並即刻開始使用雪地機車。機動車輛管理局

將通過郵寄的方式寄送一封永久註冊信。  

  

冬季旅遊繼續支持著全州的經濟發展，去年創造了  135 億美元的直接遊客消費。

更多關於紐約州冬季旅遊業的資訊請見  www.iloveny.com/winter 和免費的『我愛紐

約 (I LOVE NEW YORK)』移動應用程式，該移動應用程式可從  iTunes 和 Google 

Play 應用商店以及  www.iloveny.com/mobile 免費下載。  

http://nysnowmobiler.com/ride-ny-trails/
https://parks.ny.gov/recreation/snowmobiles/maps.aspx
https://dmv.ny.gov/node/1976
https://dmv.ny.gov/offices
https://transact2.dmv.ny.gov/SnowmobileOutofState/
https://transact2.dmv.ny.gov/SnowmobileOutofState/
http://www.iloveny.com/winter
http://www.iloveny.com/mobile


 

 

  

紐約州立大學波茨坦分校  (State University at Potsdam) 開展的 2011 年調查顯示，

紐約州雪地機車運動社區創造了  8.68 億美元的季節總體經濟效益。紐約州利用橫

跨 45 個郡的全州雪地機車道系統  (Statewide Snowmobile Trail System) 支持雪地機

車運動，該系統由  200 多家俱樂部維護，並由  51 個市政贊助方資助。與雪地機車

運動相關的資訊，請訪問  parks.ny.gov。從此處造訪紐約州環境保護廳來了解更多

與州土地上的雪地機車運動相關的資訊。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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