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6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曼哈頓西岸 76 號碼頭盛大開放  

  
斥資 3,100 萬美元的項目將為哈德遜河公園設施新增臨時休閒場地、戶外靈活場地、長

椅、S.S. 美國號輪船螺旋槳和解讀板  

  
項目在三個月內竣工  

  
特立貝克電影節期間室外篩查工作將在 76 號碼頭處開展  

  
紐約州自 2020 年 1 月起擁有 76 號碼頭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 76 號碼頭盛大開放，該地是曼哈頓 (Manhattan) 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西河岸新修建的文化場地，這裡把長期以來等待轉變的前紐約市警察局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NYPD) 扣押所停車設施融入到哈德遜河公園中來。

該項目竣工僅耗時 81 天，不足三個月。州長還宣佈今年重新構想的特立貝克電影節 

(Tribeca Film Festival) 將把 76 號碼頭作為室外篩查點之一。  

  

「隨著紐約民眾在擊敗新冠病毒 (COVID) 的道路上繼續取得矚目進展， 我們必須把重點

放在為後疫情未來而重建和復興我們州，而 76 號碼頭這項歷史性工作就是最具象征性的

工作內容，」葛謨州長表示。「多年來，76 號碼頭是破壞西側的主要問題。不過在眾多

紐約民眾的辛勤努力下，這座優美的新公園將在今後多年中為居民和遊客提供無與倫比的

戶外休閒機會和文化景點，如特立貝克電影節。」  

  
紐約州於 1 月接管 76 號碼頭，該碼頭位於紐約市西 37 街和第 12 大道，該碼頭曾將占

地 5.6 英畝的場地和結構用作警察局的扣押場所。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

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已在初春拆除該碼頭上 

245,000 平方英尺的蓄水設施，並創建了臨時公共娛樂空間，包括步行區和室外靈活空

間，以及供人們放鬆和欣賞濱水景觀的長凳。扣押設施的鋼支撐結構得以暫時保持完整，

以創建獨特的設定和部分遮陰。斥資 3,100 萬美元的項目內容包括環境治理、重新鋪

路、安裝扶手和照明設施。十九塊解讀板將呈現該地區的歷史，包括曼哈頓原著德拉佤族 

(Lenape) 和海運史的演變。  

  
該碼頭還有來自 S.S. 美國號 (S.S. United States) 客輪的螺旋槳，這艘客輪以保持橫渡大

西洋 (Atlantic Ocean) 速度最快記錄而出名。這只螺旋槳直徑近 20 英呎，重 7.3 萬磅。



 

 

美國號在完成 400 次跨洋航行後，因出現了可前往歐洲 (Europe) 各個城市的平價噴氣式

客機服務而於 1969 年退役。  

  
紐約州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OGS) 開展了修復工作，也對機械和電力

系統進行了選擇性拆除，旨在為整體建築工作騰出空間。此外，總務辦公室還協助展開代

碼檢查服務，從而確保公眾能安全進入和使用該場地。  

  
紐約州立公園 (New York State Parks) 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

「讓切爾西 (Chelsea)、克林頓 (Clinton) 和中城 (Midtown) 社區的遊客和居民能使用到這

篇獨一無二的開放場地令人激動，他們為了這一刻成為現實而等待多年。去年的經歷強調

出公園對於我們社區的重要意義，而擁有壯麗城市和水濱景色的 76 號碼頭就是一處與眾

不同的優質開放場地。」  

  
哈德遜河公園基金會 (Hudson River Park Trust, HRPT)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諾力·多伊爾 

(Noreen Doyle) 表示，「為公眾放鬆提供更多開放場地，這對哈德遜河公園和紐約市來

說是令人喜悅的一天。感謝葛謨州長、庫勒賽德主任及其工作人員，他們在創造紀錄的時

間內為公眾建成了新的臨時公園場地，此時恰逢特立貝克電影節和紐約市夏季開展所有有

趣活動的時候。 我們期待歡迎公眾來到我們最新的公園碼頭。」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廳長兼哈德遜河公園

基金會委員會主席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76 號碼頭從城市扣押停車場

變成了一流的娛樂資源，這將為那些在曼哈頓西區安家的人，以及每年吸引數百萬遊客到

哈德遜河公園的人，在曼哈頓區西區提供一片綠洲。76 號碼頭的開放將把眾多紐約民眾

和全球遊客與這篇壯麗場地連接起來，從而讓他們一覽到標誌性哈德遜河沿岸的紐約著名

景觀風景。」  

  
參議員布萊德·霍伊爾曼 (Brad Hoylman) 表示，「我很高興 76 號碼頭終於對外開放了。

這是街區 20 多年來努力爭取的結果。我對社區、尤其是社區第 4 董事會付出的努力表示

深切謝意，他們所做的工作讓公眾重新獲得這片場地。在我們為安全地重新開放而努力

時，城市中能有一塊更便利的戶外免費場地是一個好消息。我期待在長期計畫定稿時，能

聽到社區和哈德遜河公園基金會繼續使用公園臨時用地的消息。」  

  
參議員羅伯特·傑克遜 (Robert Jackson) 表示，向公眾重新開放 76 號碼頭是夏季的好消

息，對於著名的特立貝克電影節來說尤為如此。我期待能與我在哈德遜河公園基金會及其

顧問委員會的同事，以及曼哈頓社區第 4 董事會 (Community Board 4) 的同事合作，從

而為這片公共用地制定出長期計畫，使後代紐約民眾能夠安全地在這裡放鬆。」  

  
眾議員理查·戈特弗裡德 (Richard Gottfried) 表示，「葛謨州長確保這個項目在拖延多年

之後終於啟動。哈德遜河公園立法的作者和眾議員理查德·戈特弗里德 (Richard Gottfried) 

表示。「我對州立公園迅速開展的工作表示感謝，這確保了 76 號碼頭能在夏季對外開

放。我們沒有充足的開放場地，而這片新場地設計妥當，人們一定會在這裡得到放鬆，也

會表示感恩。」  



 

 

  
眾議員黛博拉 J. 格里克 (Deborah J. Glick) 表示，「啟用 76 號碼頭的決定為哈德遜河

公園錦上添花，對此我表示欣慰。我們在去年的經歷中明白了開放公共場地對於保持紐約

民眾的健康和福祉來說不必可少。我對州長和社區是這一切成為現實而付出的努力表示感

謝。」  

  
州眾議員琳達 B. 羅森塔爾表示，「在和政府，社區成員和曼哈頓社區第 4 董事會代表，

哈德遜河公園基金會，我在政府中的同仁們密切合作後，76 號碼頭終於對外開放，從而

能讓更多紐約民眾欣賞到哈德遜河公園的美景和規劃，對此我感到激動。多年來，紐約市

警察局的拘留車佔據了碼頭的寶貴空間，那裡本可以用作供紐約民眾使用的水濱休閒場

地。這是社區取得的切實勝利。公共通道迅速建成證明了在各方為同一目標共同努力下，

政府可以出色地完成工作。哈德遜河公園是一流的社區資源。我期待能在建造更多哈德遜

河公園公共場地的過程中繼續展開合作。」  

  
紐約市議會 (New York City Council) 發言人考瑞·約翰遜 (Corey Johnson) 表示，「如

果說我們在冠狀病毒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開放的公共用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重要，因

此今天的消息真的值得慶祝。紐約民眾在夏初就有可以放鬆和在戶外玩耍的新場所，這就

是錦上添花。我期待能很快和社區一起造訪 76 號碼頭。」  

  
曼哈頓區 (Manhattan Borough) 區長蓋爾·布魯爾 (Gale Brewer) 表示，「76 號碼頭將

為遊客及其家人提供大片新的公共場地和綠地，從而讓他們能夠在哈德遜河上放鬆。感謝

葛謨州長領導這一項目的開展。碼頭的其他用途已被討論數年，今天他們終於在正確方向

上邁出一步。76 號碼頭必將鼓勵更多紐約民眾使用水濱，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機會，也

將為所有人建成更具活力的城市。」  

  
大紐約區房屋和建築行業委員會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 會長嘉里·拉巴貝拉 (Gary LaBarbera) 表示，「76 號碼頭是哈德遜

河水濱上的變革，也有利於推動曼哈頓西城區的當地旅遊業和經濟發展。感謝葛謨州長推

動這一項目的進展，並在創紀錄的時間內完成項目。政府、工人和私營部門同心協力和堅

持不懈才使得 76 號碼頭能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竣工，他們的努力應得到稱讚。這一新

項目將為紐約民眾、遊客和家庭增添重要的休閒開放場地。」  

  
1998 年《哈德遜河公園法 (1998 Hudson River Park Act)》要求紐約市轉讓碼頭的所有

權，其中至少一半必須用於被動和主動開放空間。在計畫停滯二十多年後，葛謨州長在其 

2020 年州情諮文 (2020 State of the State) 議程中更新了轉型 76 號碼頭的工作內容。在

州預算協議的規定下，紐約市於 1 月將這一場地清空，並將其控制權轉交至紐約州。 哈

德遜河公園基金會將對 76 號碼頭的長期使用進行規劃，該基金會達成了州市合作關係，

其將在與紐約市或紐約州簽訂的長期無業租期下對哈德遜河公園進行管理。  

  
76 號碼頭從 1962 年開始修建，那時大型貨船和集裝箱運輸得到發展，城市中較小的陳

舊碼頭因而被廢棄。這座加頂的碼頭在 1964 年完成時，寬 300 英呎，長 635 英呎，能

容納兩艘輪船停泊。該建築還連接著 615 英呎長的隔板平台和棚屋。  



 

 

  
哈德遜河公園是一個占地 550 英畝的濱河公園和河口保護區，從特立貝克 (Tribeca) 炮臺

公園市 (Battery Park City) 的北部邊界開始，穿過格林威治嚮 (Greenwich Village)、肉類

加工區、切爾西市和哈德遜造船廠 (Hudson Yards)，一直延伸到西 59 街地獄廚房 (Hell's 

Kitchen)/克林頓，包括十幾個曾經用於商業航運的碼頭。該公園包括自行車道和步行道、

網球場和足球場、棒球場、兒童遊樂場、遛狗區和許多其他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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