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5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從歷史悠久的五指湖地區目的地開始擴建工程  

  
門戶通道項目將改進索南堡花園和府邸州立歷史公園的入口  

  
原軍械庫規劃新遊客中心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在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索南堡花園和府邸州立歷

史公園 (Sonnenberg Gardens and Mansion State Historic Park) 新的入口和大門將破土

動工。作為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610 萬美元項目的第

一步，工程將重新調整進入公園的入口，該項目還將把前美國陸軍預備役 (U.S. Army 

Reserve) 軍械庫改建成新的索南堡遊客中心咖啡館, 以及教育空間以改善停車場。  

  
「該項目將改善一座重要的州立歷史公園，它是充滿活力和不斷增長的五指湖地區旅遊經

濟的一部分，」葛謨州長表示。「更多的遊客將能够更好地享受美麗的索南堡花園和府

邸州立歷史公園，升級將减少其對鄰近街道的影響，並加强這個維多利亞莊園的入口和大

門。」  

  
「索南堡花園和府邸州立歷史公園是一項獨特的資產，是卡南代瓜市社區身份的固有部

分，」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今天在索南堡花園和府邸州立歷史公

園的開工建設是使其成為世界級目的地的開始，這將新增經濟活動，並給小企業帶來急需

的推動力。」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啟動了這一建設項目，這得益於公園早些時候在夏洛特街 (Charlotte 

street) 和吉布森街 (Gibson street) 收購的 1.6 英畝土地，以及美國陸軍捐贈給公園的 3.5 

英畝軍械庫地塊。  

  
迄今為止，該項目得到了來自兩個州的社區資金申請 (Community Funding Application, 

CFA) 撥款的 100 萬美元的支持，以及運營該地點的非營利組織索南堡之友 (Friends of 

Sonnenberg) 正在進行的籌款活動提供的 30 多萬美元的支持。  

  
21 號州際公路的新入口和門戶預計將於 2022 年春天完工，為該地點提供更多的能見

度，並直接連接到紐約州高速公路 (New York State Thruway)。它將提供一個巴士轉向

車道，並從毗鄰的居民街分流交通。由特羅布裏奇·沃爾夫·邁克爾斯景觀建築師事務所 



 

 

(Trowbridge Wolf Michaels Landscape Architects LLL) 設計，項目建設工作正在由彭延

鄉的都市山挖掘公司 (City Hill Excavating of Penn Yan) 完成。  

  
在現有資金的基礎上，繼續進行軍械庫改造的工作將繼續推進，索南堡之友的工作人員已

經將辦公室搬進了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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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ric Preservation) 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表示，「這個獨特的地方，擁有 19 世紀維

多利亞時代的豪宅、花園和溫室綜合體，是州立公園僅有的兩個正式花園之一。利用我們

的在索南堡之友的合作夥伴提供的社區支持，這些改進將進一步提高它作為五指湖地區主

要旅遊目的地之一的地位，幫助加强該地區重要的旅遊經濟。」  

  
美國參議員查爾斯·舒默 (Charles Schumer) 表示，「我很高興與索南堡官員、紐約州和

當地利益相關者合作，通過收購前陸軍預備役基地，幫助實現索南堡花園擴建和現代化的

願景。 我們現在可以創建合適的新門戶來歡迎遊客，並改造曾經空置的聯邦建築場地用

作遊客接待中心、教育規劃空間、足够的停車場等等。」  

  
五指湖地區經濟發展理事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共同主席、

大羅切斯特商會 (Greater Ro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總裁兼執行長鮑勃·達菲 

(Bob Duffy) 以及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西奧分校 (SUNY Geneseo) 校長丹尼斯·巴特斯 

(Denise Battles) 表示，「這個受歡迎的門戶項目在卡南代瓜市索南堡花園和府邸州立歷

史公園一定會改善遊客在這個美麗的公共花園的體驗。這一改造項目將進一步加強該地區

的旅遊業，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  

  
索南堡之友執行理事大衛·哈欽斯 (David Hutchings) 表示，「 新入口和現有的建築將創

建新的停車場、入口，並在未來創建社區教育中心，不僅為索南堡花園和府邸州立歷史公

園，也為卡南代瓜市社區和五指湖地區增長活力和經濟。」  

  
卡南代瓜嚮 (Canandaigua Village) 鄉長羅伯特·帕倫博 (Robert Palumbo) 表示，「弗

雷德裏克·費裏斯·湯普森 (Fredrick Ferris Thompson) 和瑪麗·克拉克·湯普森 (Mary Clark 

Thompson) 會為這座通索南堡花園的新大門感到驕傲，158 年前，這座花園成為了他們

的避暑別墅。由於聯邦、州和地方各級許多人的努力，湯普森夫人想讓索南堡花園成為她

丈夫的一座活著的紀念碑的願望將得以實現。 這個新的遊客中心將向來自世界各地的遊

客介紹弗雷德裏克·費裏斯·湯普森和瑪麗·克拉克·湯普森的生活和慈善事業。」  

  
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 (Parks & Trails New York) 執行董事羅賓·德洛普金 (Robin 

Dropkin) 表示，「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很高興能够向索南堡之友提供公園與步道合作

撥款 (Park and Trail Partnership Grant) 來支持索南堡花園和府邸州歷史遺址的改善。索

南堡之友是一個偉大的例子，說明私人非營利團體如何加强和維持我們宏偉的公園系

統。」  

  
对索南堡之友运动的捐款包括埃尔米拉储蓄与贷款組織 (Elmira Savings & Loan)



 

 

（49,000 美元）、加拿大扶輪社 (Canandaigua Rotary Club)（12,000 美元）和里昂国

家银行 (Lyons National Bank)（10,000 美元）。  

  
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也提供了 2.5 萬美元的撥款，以支持將索南堡的財產檔案轉移到以

前的軍械庫辦公室。  

  
索南堡花園和府邸州立歷史公園自 2006 年以來一直是州歷史遺址，是 19 世紀末維多利

亞時代的一處莊園，擁有安妮女王風格的豪宅、溫室建築群和 9 座世界歷史主題花園。

位於紐約州五指湖地區葡萄酒區的中心地帶，索南堡（在德語中是「陽光山」的意思）是

著名銀行家和慈善家弗雷德裏克·費裏斯·湯普森和他的妻子瑪麗·克拉克·湯普森的前避暑別

墅，她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的聯合創始人，也是眾多慈善

機構的捐贈者。這對夫婦安葬在加拿大伍德勞恩公墓 (Woodlawn Cemetery)。  

  
在索南堡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即該地區成功

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倡議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計畫，一個發展經濟的全面

戰略。為了給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80.7 億美

元——投資於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食品生產、以及高級製造業在內的關鍵產業。  

  
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提

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加速推進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

將激勵民間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8,200 份新崗

位。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監管逾 250 座獨立的公園、古跡、休閒步道、

船隻下水點，2020 年創下了 7,800 萬人遊覽的記錄。一份近期大學調查顯示，州立公園

及其遊客的開支能夠支撐價值 50 億美元的產出與銷售額，5.4 萬份私營部門工作機會，

為本州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 增添 28 億美元以上。如需更多與這些娛樂區域相關的資

訊，請訪問 www.parks.ny.gov、下載免費的紐約州公園探索者 (NY State Parks 

Explorer) 移動應用程式或撥打電話 518.474.0456。此外，也可以在 Facebook、

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聯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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