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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給尼亞加拉瀑布市沿尼亞加拉峽谷邊緣新修建的公園空間題辭，這座公園

是通過拆除前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而創建的  

  
項目在尼亞加拉瀑布州立公園創造了令人驚歎的「大峽谷」區域，並代表了尼亞加拉瀑

布州立公園自 1885 年創建以來最大規模的擴張  

  
在國家步道日之前，題辭強調了新的綠色空間，暢通無阻地進入尼亞加拉峽谷和擴大娛

樂機會  

  
重建鄰近街道，以增强汽車、自行車和行人的流動性，以及鄰近社區的通行能力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給一個重要項目題辭，該項目拆除了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前羅伯特·摩西公園大道 (Robert Moses Parkway) 一段未充分利用的兩英

里長的路段——現在稱為尼亞加拉風景公園大道 (Niagara Scenic Parkway)——並在尼

亞加拉瀑布州立公園創造令人驚歎的新區域，稱為「峽谷景觀區 (Gorgeview)」。這為

進入尼亞加拉峽谷 (Niagara Gorge) 提供了暢通無阻的通道，並為居民和遊客提供了更

好的娛樂機會。該項目拆除了從主街 (Main Street) 到芬德利大道 (Findlay Drive) 的一段

公園路，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綠地，其特色是野餐區、擁有壯麗景色的風景俯瞰區和休閒

步道網絡。此外，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還完成

了惠而浦街 (Whirlpool Street) 和第三街 (Third Street) 部分路段的全面重建，以容納當

地車輛從公園道和鄰近都市街道進入。新的街道照明、景觀美化、交通控制裝置、人行

橫道、街上停車區、排水系統改進以及尼亞加拉峽谷探索中心 (Niagara Gorge 

Discovery Center) 周圍入口車道和停車電車道的陞級也在改進之列。  

  
「尼亞加拉河峽谷 (Niagara River Gorge) 是紐約州最美麗的地區之一，這個項目的完成

是一個轉型——它重新定義了當地和遊客對該地區無與倫比的自然美景的看法，並將使

尼亞加拉瀑布市打造成為更有吸引力的居住、工作和參觀的地方，」葛謨州長表示。

「我們正繼續進行這樣的重大投資，以提高尼亞加拉瀑布市作為世界級旅遊目的地的地

位，並推動我們在振興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經濟方面取得巨大進展。」  

  
「尼亞加拉瀑布是紐約州西部地區所特有的世界奇跡之一，美國最古老的州立公園尼亞

加拉瀑布州立公園 (Niagara Falls State Park) 保留了它那令人敬畏的美麗，」副州長凱

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隨著前羅伯特·摩西公園大道的拆除，我們進一步將



 

 

遊客與尼亞加拉河和峽谷沿線的自然美景聯系起來。尼亞加拉瀑布國家公園的新峽谷景

觀區為遊客提供了更多的通道和娛樂區，可以看到尼亞加拉峽谷的壯觀景色。」  

  
峽谷景觀區將進一步振興尼亞加拉瀑布市的經濟發展，這將是該市幾十年來第一次重新

連接其濱水地帶，並鞏固該地區作為休閒和旅遊首選目的地的地位。這座城市通往峽谷

邊緣的 20 條街道曾經在護欄和柵欄處終止，現在可以看到全景，同樣重要的是，還可

以進入連接峽谷和惠而浦街、德沃森林州立公園 (DeVeaux Woods state park) 和魔鬼洞

州立公園 (Devil's Hole state park) 等地的綜合步道網絡。  

  
這項活動是在 6 月 5 日的國家步道日 (National Trails Day) 之前舉行的，這是一個強調

和慶祝美國步道的年度活動。總的來說，該項目淨新增了 7 英畝的新開放空間，但更重

要的是，在尼亞加拉峽谷邊緣創造了一個 140 英畝的完整的綠色公園地帶，以及超過 5 

英里的多用途步道和柔軟的小路，為從尼亞加拉河 (Niagara River) 上游到劉易斯頓市 

(Lewiston) 的藝術公園 (Artpark) 之間的近 20 英里步道網絡提供了無縫連接。 它標誌著

尼亞加拉瀑布州立公園 ( Niagara Falls State Park) 自 1885 年創建以來最大規模的擴

建。  

  
葛謨州長於 2016 年春季宣佈為該項目的建設提供全額資金，主要由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提供資金，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提供幫助，並通過紐約電力局、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和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YSDOT)、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的尼亞加拉瀑布市子公司美

國尼亞加拉開發公司 (USA Niagar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和尼亞加拉瀑布市之間

的正式協定實施。  

  
該項目耗資近 5,000 萬美元，按時按預算完成，在美國命名委員會 (USAN) 代表州立公

園領導的廣泛的公共規劃/設計過程之後完成，由紐約交通廳管理的三個獨立建築契约建

造。第一份契约涉及拆除 1,700 英尺長的高架橋/交流道，該高架橋將公園大道橫跨惠而

浦大橋及其海關和邊境巡邏廣場 (Customs and Border Patrol plaza)。該項目於 2019 年

秋季完成，其中還包括拆除橫跨惠而浦街的廢棄鐵橋橋，以及曾經連接探索中心和尼亞

加拉水族館 (Aquarium of Niagara) 的人行天橋。鐵路橋的拆除使人們得以建造新的社區

空間和通往峽谷底部的關鍵鐵路線。它被命名為自由廣場 (Freedom Plaza)，位於惠而

浦街對面，與尼亞加拉瀑布市地下鐵路遺址中心 (Niagara Falls Underground Railroad 

Heritage Center) 相望，將有助於在哈裏特·塔布曼 (Harriett Tubman) 幫助自由尋求者逃

往加拿大的前大橋附近進行歷史性解讀。 預計在未來的幾年裏，廣場將舉辦公眾藝術和

講故事的特色活動，描繪這個地方獨特的歷史。  

  
該項目的第二部分於 2020 年夏天完成，涉及惠而浦街和芬德利大道 (Findlay Drive) 的

全面深度重建，以及尼亞加拉瀑布市第三街 (Third street) 和胡桃街 (Walnut street) 的部

分路段。每條道路都被完全重建為雙車道，「完整的」都市街道，有新的人行道，帶有

路邊碰撞的人行橫道，照明，街道停車和景觀，以方便車輛在走廊中以適合社區的速度

進入。這項重建允許車輛從尼亞加拉風景區公園道 (Niagara Scenic Parkway) 和毗鄰的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video-photos-rush-transcript-governor-cuomo-announces-42-million-project-remove-two-mile


 

 

都市街道進入惠而浦街和第三街，以及新的車輛連接道從該市進入州立公園，沿著胡桃

街進入到探索中心。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部分是拆除沿尼亞加拉峽谷邊緣的所有車道、坡道和其他特徵，並

用公園環境恢復這些土地，現在包括草地區域和近 650 棵新的遮蔭樹木、開花樹木和常

綠樹木，以及許多灌木和野花植物。這些植物是對新興的「標誌性的本土景觀」特徵的

讚美，該特徵是由紐約州西部地區土地保護協會 (Western New York Land 

Conservancy) 在項目限制的北端進行的，作為該組織更大規模的「恢復峽谷 (Restore 

the Gorge)」工作的一部分，部分資金來自葛謨州長的水牛城十億計畫 (Buffalo 

Billion)。 入口牆、多用途通道、野餐區和景觀俯瞰區的建設補充了該項目。  

  
都市居民和遊客現在都可以進入尼亞加拉峽谷，在新建的綠地中尋找各種娛樂機會。 例

如，在尼亞加拉峽谷探索中心和尼亞加拉水族館 (Aquarium of Niagara) 之間建立了一個

開放空間連接，在兩個設施之間提供單獨的公園空間，現在可以舉辦戶外活動，所有這

些都通過新的尼亞加拉風景區電車路連接到展望點和公園的其餘區域。 反過來，由於這

一偉大的成就，最近的市政府和州政府的工作為鄰近社區的復興帶來了重大的希望，最

引人注目的是紐約州中心區振興倡議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 撥款的宣

佈，這項撥款表彰了北大街 (North Main Street) 沿線的一系列工作，這些工作將利用尼

亞加拉峽谷的新物理通道和視覺通道。  

  
紐約州交通廳廳長瑪麗·特蕾絲·多明格茲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紐約州

交通廳很自豪地領導了尼亞加拉瀑布市這個標誌性項目的建設工作，它創造了壯觀的新

綠色空間，改善了通往紐約州偉大的自然奇觀之一——尼亞加拉峽谷的通道。 在葛謨州

長的領導下，沒有一個州比紐約州更努力地建立充滿活力和彈性的基礎設施，以滿足 21 

世紀的需求。」  

  
紐約電力局局長約翰 R. 考邁爾 (John R. Koelmel)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

約電力局與我們包括尼亞加拉瀑布市、紐約州西部地區土地保護協會、紐約州立公園、

帝國州發展公司和紐約州運輸廳在內的尊敬的合作夥伴共同努力，為所有人開放了峽谷

景觀區美景。作為董事會主席，我很自豪地看到這項重大投資的成果，這項投資將使我

們世世代代享受我們壯觀的海濱景色。」  

  
紐約電力局總裁暨執行長吉爾 C. 基尼奧內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對尼亞加拉河

峽谷上游邊緣的修復，以及從毗鄰公園大道的社區通往峽谷邊緣的暢通通道，將改變尼

亞加拉瀑布市社區的遊戲規則，為未來幾年帶來經濟效益。作為尼亞加拉社區的重要組

成部分，紐約電力局非常自豪地支持這個項目，該項目充分利用了紐約州西部地區的美

麗，將吸引紐約民眾和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來欣賞尼亞加拉峽谷景觀區。」  

  
帝國州發展公司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艾瑞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

「帝國州發展公司很榮幸能與跨部門團隊合作，領導這一重要項目的規劃階段，該項目

正在改造尼亞加拉峽谷走廊 (Niagara Gorge Corridor)。公佈該地區的自然資產、風景、



 

 

濱水可達性和開放空間將鼓勵當地投資和經濟活動，鞏固我們在尼亞加拉大瀑布取得的

成功，加强地區旅遊業，並為紐約州西部地區更廣泛的活力作出貢獻。」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

「州立公園感謝葛謨州長和我們的州政府合作夥伴在這些項目上所做的工作——這些項

目將為我們地區的居民和世界各地來探索壯觀的尼亞加拉河峽谷的人們增加新的體驗。

公園和開放空間對我們的幸福和福祉至關重要，這些項目將為人們創造更多的空間，享

受戶外娛樂的好處。」  

  
紐約州旅遊廳執行主任羅斯 D. 萊維 (Ross D. Levi) 表示，「尼亞加拉瀑布州立公園新

落成的「峽谷景觀區」是紐約州旅遊業的王冠之寶，通過提供在自然風景如畫的環境中

觀賞尼亞加拉瀑布、尼亞加拉河峽谷和周圍地區的機會，將其提升為獨特的世界級景

點。這項對紐約無與倫比的州立公園系統的最新投資，滿足了旅行者對展示紐約州美景

的開放和戶外空間的新需求。」  

  
尼亞加拉瀑布市市長羅伯特·瑞斯坦 (Robert Restaino) 表示，「通過葛謨州長和其他州

合作夥伴的承諾，尼亞加拉瀑布州立公園「峽谷景觀區」區域的建立極大地改善了尼亞

加拉峽谷走廊，尼亞加拉瀑布市感謝州長的持續努力。我們很高興看到這座城市與它的

濱水區重新連接起來，使居民和遊客更容易在瀑布市和該市的中心區娛樂設施之間無縫

地來回移動。我們很高興看到這個項目完成，並期待著更多的改善尼亞加拉瀑布市。」  

  
作為附近尼亞加拉電力項目建設的一部分，紐約電力局在 1958 至 1967 年間分階段修建

了這條公園道路。 當時人們認為，既要加强旅遊業，與尼亞加拉瀑布市的加拿大一側競

爭，又要大幅縮短該地區的通勤時間。穿過州立公園和尼亞加拉瀑布市的一段公園道路

在 20 世紀 80 年代拆除。到 2013 年，在一個試點項目和一系列規劃研究要求重新配寘

或拆除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以充分享受尼亞加拉峽谷的巨大資源後，葛謨州長宣佈了兩

個拆除項目，第一個項目是 2017 年完成的「河道」，拆除了尼亞加拉河上游一英里的

公園公路，接著是現時的尼亞加拉峽谷項目，沿著峽谷邊緣又移動了兩英里。 這些工作

加入了美國各地許多類似的已完成和計畫中的高速公路拆除項目，目的是消除城市社區

全面通行的物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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