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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公佈北方公路  29 號出口處  (NORTHWAY EXIT 29) 斥資  3,200 萬美元修建

的『阿迪朗達克山脈通道  (GATEWAY TO THE ADIRONDACKS)』的總體計畫  

 
紐約州帕拉多克啤酒廠  (Paradox Brewery) 將在該通道處擴建、  

投資  280 萬美元並創造  22 份新工作  

 
利用  3,200 萬美元的公私投資打造世界頂級娛樂旅遊中心 

 
總體計畫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北哈德遜鎮  (North Hudson) 北方公路 29 號出口處修

建阿迪朗達克山脈通道的總體計畫。未來的通道選址在阿迪朗達克山脈中心位置，

那裡曾是邊陲小鎮  (Frontier Town) 的所在地，邊陲小鎮是一座曾經熱門的主題公

園，現已閒置多年。州長還宣佈紐約州本土精釀飲料公司帕拉多克啤酒廠將在通道

選址處擴大業務、投資  280 萬美元並在北哈德遜鎮創造  22 份新工作。州政府將與

公私夥伴合作，提供大約  3,200 萬美元資金在項目選址處打造世界頂級旅遊地。  

 

「阿迪朗達克山脈通道將成為戰略地點的世界頂級旅遊中心，用於吸引新遊客前往

阿迪朗達克公園  (Adirondack Park) 並帶動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經濟增長，」

葛謨州長表示。「總體計畫由州政府與主要的社區夥伴合作制定，鞏固了我們為

保護阿迪朗達克公園開展的全面工作，並吸引遊客前往體驗該地區所能提供的豐富

優質的娛樂活動。」  

 

紐約州政府和開放空間機構  (Open Space Institute，OSI) 與阿迪朗達克山脈五個毗

鄰的鎮合作，僱用一家私人公司繪製新娛樂中心的藍圖，用來完善當地便利設施、

擴建通道並吸引更多遊客前往公園的該區域。總體計畫由紐約州與北哈德遜鎮、哈

德遜上游娛樂中心  (Upper Hudson Recreation Hub) 的五個鎮、帝國州森林產品協會  

(Empire State Forest Products Association)、開放空間機構、埃塞克斯縣  (Essex 

County) 合作制定，埃塞克斯縣工業發展局將監督總體計畫的運作。通道選址在埃

塞克斯縣和北哈德遜鎮一處物業的交匯處，共佔地  300 英畝左右，包括風景如畫

的舒倫河 (Schroon River) 將近 1.5 英里的河段。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UpperHudsonRecreationalMasterPlan.pdf


 

阿迪朗達克山脈通道總體計畫包括：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舒倫河

沿岸露營地與日用區   

  騎手露營與步道騎乘區   

  遊客資訊中心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er)，用於向遊客介紹阿迪朗達克公園

內的世界頂級娛樂地點   

  活動中心，為遊客提供住宿   

  在歷史悠久的建築物內舉辦的互動展覽會，用來重點展示阿迪朗達克森林產

品和當地食品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帕拉多克啤酒廠計劃  2017 年在新通道地點擴大釀酒業務，並開設一間酒吧用來供

應紐約州出產的各種啤酒和食品。帕拉多克啤酒廠目前在舒倫湖  (Schroon Lake) 經

營著一間品酒室。為了鼓勵擴建和創造  22 份新工作，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提供高達  20 萬美元的績效獎勵，包括一筆撥款和『精

益求精工作計畫  (Excelsior Jobs Program)』退稅額。  

 

北方公路 29 號出口位於蘭嶺公路  (Blue Ridge Highway) 與  9 號公路 (Route 9) 的

匯合處。蘭嶺公路是一條全季候道路，途經阿迪朗達克森林保護區  (Adirondack 

Forest Preserve) 內數千英畝的林地和保育地，包括近期收購的波瑞阿斯池塘  

(Boreas Ponds)。這條路還能便捷地往返紐科姆鎮  (Newcomb)、密涅瓦鎮  

(Minerva)、長湖鎮 (Long Lake)、印第安湖鎮  (Indian Lake)。9 號公路把北哈德遜鎮

連接至舒倫湖，9 號公路州立單車道  (Route 9 State Bike Route) 將加入擬鋪設的帝

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從而打造美國最大規模的州立多功能步道。  

 

帕拉多克啤酒廠總裁兼創始人保羅 ·馬洛克  (Paul Mrocka) 表示：「帕拉多克啤酒

廠始終在尋找場地用來擴大業務，我們相信北哈德遜鎮的這次機會是最合適的契

機。因為州長和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的支持，我們才能夠把令人激動的精釀飲料業帶

入埃塞克斯縣的又一個社區。這個新地點位於步道起點下部，與我們的阿迪朗達克

主題相匹配。我們的遊客品嘗純正阿迪朗達克精釀啤酒  (Pure Adirondack Craft 

Beer) 時，山脈景觀是個完美的補充。」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部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紐約州富於遠見的

通道計畫鞏固了葛謨州長為保護公園的美景和原生態不懈開展的工作，並為地區居

民和企業增加經濟機會。29 號出口處新建的通道交通便利，僅幾分鐘路程即可抵

達公地和保育地綿延數千公里的休閒步道，步道可騎單車、徒步旅行、滑雪、玩雪

地機車運動，並銜接公園內的多個社區。紐約州環境保護部感激開放空間機構提供

所需的資源，從而匯聚相關人員制定總體計畫。」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UpperHudsonRecreationalMaster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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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開展前所未有的強勢工作復興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經濟。阿迪朗達克山脈通道將繼續推進實現我們的經濟使命，

並透過為北部地區提供遊客和創造就業來強化旅遊業和精釀飲料產業。」  

 

紐約州農業部  (State Agriculture) 部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

「阿迪朗達克山脈通道項目很好地展現了紐約州關於發展其精釀飲料產業做出的承

諾和開展的創新工作。帕拉多克啤酒廠在該通道處擴大業務的計畫不僅將幫助支持

當地農業，還將增強觀光農業並為阿迪朗達克山脈吸引更多遊客。」  

 

參議員貝蒂·利特爾  (Betty Little) 表示，「我太多次駕車經過此前的邊陲小鎮，但

每次都想象並希望有某些事物能夠再次吸引遊客。因此，至少可以說，我非常高興

看到州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部門開展合作在這個理想地點創造一個新旅遊地，

這必將強化該地區的旅遊業。我很高興與葛謨州長及其這屆州政府合作發展我們的

旅遊業。相關投資總能獲得很好的回報，帶來更多遊客並為企業創造更多利潤。我

們可以提供很多事物，沒有任何地方比得上阿迪朗達克山脈，該通道將是完美的例

證。」 

 

州眾議院議員丹·斯泰克  (Dan Stec) 表示，「這個激動人心的項目有潛力吸引成千

上萬個遊客前往北哈德遜鎮享受公園該區域內精彩的娛樂機會。與透過商業企業發

展創造的工作相結合，該項目將復興該地區的社區。」  

 

州政府、其市政當局夥伴以及私人夥伴將繼續努力開發該地點，尤其關注建設騎手

設施、露營地以及相關的停車設施和步道設施。  

 

北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North Countr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副主席兼克拉克森大學  (Clarkson University) 校長安東尼  G. 柯林斯 

(Anthony G. Collins)，北部地區商會  (North Country Chamber of Commerce) 會長

加里·道格拉斯  (Garry Douglas) 表示，「復興諸如北哈德遜鎮等阿迪朗達克社區

從一開始就是我們的區域經濟發展計畫的核心。把北哈德遜鎮建設成活躍的門戶用

來迎接阿迪朗達克山脈的遊客，把帕拉多克啤酒廠建設成新景點並創造大約  22 份

新工作，這對北哈德遜鎮而言堪稱具有變革性，並能推動整個地區發展。我們感謝

葛謨州長持續對北部地區及其各個社區做出承諾。」  

 

北哈德遜鎮鎮長羅恩·摩爾  (Ron Moore) 表示，「葛謨州長對這些總體計畫概念給

予的支持將大大有助於把北哈德遜鎮重建為旅遊景點和商業中心，為我們鎮帶來亟

需的工作和經濟活動。我很高興紐約州環境保護部將收購鎮地和縣地的產權用來建

設露營地和娛樂區，並確保阿迪朗達克公園該區域的新騎手中心取得巨大成功。與

帕拉多克啤酒廠在該地點擴大業務的意向相結合，這對北哈德遜鎮而言真正具有變

革意義。」  

 
 



埃塞克斯縣縣長蘭迪·普勒斯敦  (Randy Preston) 表示，「埃塞克斯縣  100% 支持

總體計畫概念，並且很高興與葛謨州長以及阿迪朗達克地區各社區合作，在該地點

實現巨大的公私發展潛力。埃塞克斯縣工業發展局  (Essex Coun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 (IDA)) 將逐步加強管理該項目、確保建設概念的一致性，並為

有意向在 29 號出口處落戶的私人企業提供協助。」  

 

帝國州森林產品協會  (Empire State Forest Products Association) 執行理事約翰·

巴托  (John Bartow) 表示，「我們很高興與州及地方領導者合作發掘該地點的潛

力，從而重點展現森林產品產業過去以及今後將繼續對阿迪朗達克地區產生的影響

力。」 

 

開放空間機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金姆·艾利曼  (Kim Elliman) 表示，「該總體計畫的

制定證明了透過合作和高效公私領導所能取得的成就。共同致力於在這些社區增加

娛樂機會並加強經濟活動彰顯了土地保護的價值，因為我們向遊客展現開放空間機

構及其他團體協助保護的數百萬英畝森林保護區。此外，這個新娛樂中心將提供新

機會供遊客探索，並更好地分散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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