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6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州與國家史跡名錄》15 項提名  

  
代表多個歷史記錄的遺跡有鍍金時代斯塔頓島墓地，紐約市現存最古老的清真寺，無車

火燒島度假社區，哈德遜谷地區美國獨立戰爭托里家園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州歷史保護委員會 (State Board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已推薦在《州與國家史跡名錄 (State and National Registers of Historic Places)》中新增 

15 處資產，其中有為鍍金時代 (Gilded Age) 美國最富有的人建造的斯塔頓島 (Staten 

Island) 家族墓地，紐約市現存最古老的穆斯林 (Muslim) 清真寺，美國獨立戰爭 

(American Revolution) 後在殖民時代 (Colonial-era) 逃離到加拿大 (Canada) 的托里在哈

德遜谷地區 (Hudson Valley) 的家，一個多世紀以前作為與宗教有關的度假勝地而建造的

火燒島 (Fire Island) 社區。  

  
「紐約的歷史悠久而引人入勝。史跡名錄中新增的這些內容將有助於對我們州擁有的資源

予以認可和紀念，」葛謨州長表示。「為激勵後代，為《州與國家史跡名錄》推薦的這

些內容也有助於確保保護這些遺址和故事擁有必要資源。」  

  
資產被列入《州與國家史跡名錄》有助於其所有人對房產進行修繕維護，使它們符合申請

各類公共保護計畫和服務的資格，例如：申請州政府補助金和州政府/聯邦政府提供的史

跡修復退稅額。  

  
「這些提名反映出本州承諾對紐約歷史上出現的驚人歷史予以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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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對這些遺址的認可能保持這段生動鮮活的

歷史。」  

  
「最近的這些提名延續了歷史保護部門 (Division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DHP) 的承

諾，即制定並支持代表本州多樣化人口歷史的歷史古跡。」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副主

任丹尼爾·麥基 (Daniel Mackay) 表示。  

  
自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從 2011 年任職以來，紐約州已批准對 1,000 多處歷史房產使用商

業退稅額，促進了超過 120 億美元的私人投資。更多資訊請見 此處。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rehabilitation-tax-credit-has-spurred-12-billion-investment-revitalize#:~:text=Governor%20Andrew%20M.%20Cuomo%20today,in%20private%20investment%20since%202011.&text=More%20information%20on%20t


 

 

《州與國家史蹟名錄》是記錄紐約州和全國在歷史、建築、考古和文化方面有著重要意義

的建築、結構、區域、景觀、物品和遺址的官方名錄。本州範圍內共有超過 12 萬處歷史

房產單獨或作為史蹟區域的組成部分被列入了《國家史蹟名錄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中。來自全州範圍內的資產所有人、市政當局和社區組織為這類提名提

供擔保。  

  
一旦推薦獲得擔任州歷史保護官 (State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ficer) 的局長批准，資產

就將列入《紐約州史蹟名錄 (New York State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並獲得提名

列入《國家史蹟名錄》。這些提名將經過審核，一旦通過即可被列入《國家史蹟名錄》

中。  

  
如需查看被提名資產的資訊和照片，請造訪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網

站。  

  
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彼得·桑德爾·萬·阿爾斯泰恩之家 (Peter Sander van Alstyne House)，哥倫比亞郡 

(Columbia County) - 也被稱為「托里之家 (The Tory House)，」這座荷蘭殖民者的磚製

住宅就在美國獨立戰爭前建在肯德胡克 (Kinderhook) 地區。房子由彼得·桑德爾·萬·阿爾斯

泰恩居住，這名反對獨立者在戰爭期間在英國軍隊中擔任官員。隨後，他被迫離開紐約，

並在安大略 (Ontario) 和加拿大重新安家。他在這裡的家園和資產最終被沒收。這一房子

仍作居住使用。  

  
加拉聽改革教堂和墓地 (Gallatin Reformed Church and Cemetery)，哥倫比亞郡 - 這棟聯

邦式風格的教會取代了先前的建築，並於 1823 年至 1824 年間建成，其有牧師的住所、

教堂大廳和墓地，墓地里有最早於 18 世紀 70 年代下葬的墓。該教堂保留了原有特點，

反映出該地區荷蘭改革的宗教遺址。墓地還保留了早期著名的葬禮藝術。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宇普西龍阿爾法分會 (Upsilon Alpha Chapter)，奇奧米茄會所 (Chi Omega House)，奧

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 這套房子於 1910 年建在錫拉丘茲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旁邊，其從 1919 年起就被用作女性互助分會會所。 該分會在 1992 年解散前

都由分會使用，並與奇奧米茄全國女性互助會有關聯。該建築使人想起 20 世紀中期大學

女性的生活。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第三區歷史地區邊界擴建 (Third Ward Historic District Boundary Expansion)，門羅郡 

(Monroe County) - 該區位於羅切斯特 (Rochester)，其代表著住宅和商業七個街區，這裡

在 19 世紀 30 年代被稱為科恩山 (Corn Hill)。邊界擴建大大擴大了 1974 年在名冊中列出

https://parks.ny.gov/shpo/national-register/nominations.aspx
https://parks.ny.gov/shpo/national-register/nominations.aspx


 

 

的原有地區範圍。 雖然這裡有很多資源和已經記錄在案的資源相似，但其還在街區中記

錄添加了非裔美國人的故事，他們的歷史從 19 世紀開始，一直延伸到 20 世紀。  

  
聖馬可主教教堂和墓地 (St. Mark's Episcopal Church and Cemetery) 傑納西郡 (Genesee 

County) - 這座位於勒羅伊 (LeRoy) 鄉的哥特復興式教堂由羅切斯特著名建築師安德魯·傑

克森·沃納 (Andrew Jackson Warner) 設計，並於 1869 年建成。該建築由當地取材的石

灰岩建成且幾乎保留了其所有原有特點。該資產還有能追溯至 1826 年的墓地。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博恩特歐伍德歷史區 (Point O'Woods Historic District)，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 該區

位於火燒島中心地帶，這裡四周環繞於 1894 年建成的 150 多英畝肖托誇 (Chautauqua) 

前度假勝地，並獲得衛理公會教 (Methodist) 教會牧師的支持。 博恩特歐伍德在成為自治

的私人社區後，這裡以教會為核心，主要開展動態娛樂活動。由於該度假勝地最早和基督

教婦女節制聯盟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有關聯，女性在這一地區的歷

史中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一夏季社區擁有約 169 套住宅，這裡沒有機動車道，其特點是

擁有多個有木瓦頂的大平房和海灘小屋。  

  
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古斯塔夫和馬里恩·弗萊施曼之家 (Gustav & Marion Fleischmann House)，威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 這座位於皮克斯基爾 (Peekskill) 的殖民復興式住宅於 1927 年建

成，其由著名建築師切斯特 A. 帕特森 (Chester A. Patterson) 設計。這裡曾是小古斯塔

夫·弗萊施曼 (Gustav Fleischmann Jr.) 的家，他曾是弗萊施曼酵母公司 (Fleischmann 

Yeast Company) 的最高經理，他在皮克斯基爾擁有的生產蒸餾大型車間曾僱用數千人，

公司在經營了八十年後於 1977 年倒閉。  

  
馬馬羅內科兒童福利協會 (Child Welfare Association of Mamaroneck)，威徹斯特郡 - 這

一健康照護診所於 1927 年開放，這裡曾推動了為解決兒童福利需求的全國運動，而運動

推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 期間眾多女性離家參戰。這座殖民復興式的建築反

映了其在公共衛生領域中的歷史，現作社區醫療中心使用。  

  
紐約市  

  
拉蒂施考威茲猶太教堂 (Chevra Torah Anshei Radishkowitz)，布魯克林 (Brooklyn) - 這

座猶太教堂於 20 世紀 20 年代在布朗斯維爾 (Brownsville) 區建成，其旨在為東歐 

(Eastern Europe) 來的猶太移民服務，該地區曾是美國此類移民最大的落腳點之一。隨著

該街區的地理變遷，這棟建築從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起被非裔美國人用作教堂。  

  
伊斯蘭教清真寺 (Moslem Mosque)，布魯克林 - 這棟前衛理公會教教會和社交俱樂部位

於威廉斯堡 (Williamsburg)，這裡於 1931 年售出後用作清真寺，用於接待從波蘭 

(Poland)、白俄羅斯 (Belarus) 和立陶宛 (Lithuania) 來的利普塔韃靼穆斯林移民。利普塔



 

 

韃靼穆斯林首次於 14 世紀在立陶宛安家。這棟紐約市現存最古老的清真寺是美國穆罕默

德協會 (American Mohammad Society) 的首個永久禮拜地，該協會是美國成立的最古老

的伊斯蘭教組織。  

  
聖史蒂芬使命教堂建築群 (St. Stephen's Mission Church Complex)，布朗克斯 (Bronx) - 

這棟溫和派的哥特復興式教堂於 1900 至 1901 年間建造伍德朗 (Woodlawn) 街區，這裡

曾是建造新巴豆渡槽 (New Croton Aqueduct) 的工人居住的地方。聖史蒂芬是街區中還

在使用中的最古老教堂。  

  
范德比爾特墓地和陵墓 (Vanderbilt Cemetery and Mausoleum)，斯塔頓島 - 這片佔地 16 

英畝的私人墓地位於托德山 (Todt Hill) 山頂，這裡比紐約市五個區的自然最高點還要高出 

401 英呎，是佛羅里達州 (Florida) 至科德角 (Cape Cod) 之間大西洋海岸平原上的海拔最

高點。鍍金時代大亨，「海軍准將 (Commodore)」康內留斯·范德比爾特 (Cornelius 

Vanderbilt) 之子威廉·范德比爾特 (William Vanderbilt) 在 1883 年支付費用，他在去世時

是美國最富有的人。這片由花崗岩建成的大型陵墓由建築師理查德·莫里斯·亨特 (Richard 

Morris Hunt) 和景觀設計師弗萊德里克·勞·奧爾姆斯特德 (Frederick Law Olmsted) 設計。

據報道這裡在 1887 年建成之際是全國此類建築中最昂貴的。范德比爾特家族成員仍葬在

這片墓地中。時尚達人格洛麗亞·范德比爾特 (Gloria Vanderbilt) 於 2019 年埋葬。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洛克蘭絲綢織造廠 (Rockland Silk Mill)，斯托本郡 (Steuben County) - 這座於 1894 年建

成的前工業設施位於霍內爾 (Hornell)，其在當時把該市建設成為全國第二大絲綢製造

商，從而贏得「絲綢之市 (City of Silk)」的稱號。該設施在由多家企業經營後於 1923 年

倒閉。  

  
海岸警衛隊激動救生艇 40300 (Coast Guard Motor Lifeboat 40300)，湯普金斯郡 

(Tompkins County) - 這艘聞名全國、長達 40 英呎長的鍍鋅鋼製激動救生艇於 1940 年在

馬里蘭州 (Maryland) 柯提斯灣 (Curtis Bay) 造成，船隻停泊在伊薩卡 (Ithaca)。該船現在

作為樣本，取代了當時由美國海岸警衛隊使用的標準木製救生艇。這艘船是海岸警衛隊擁

有的首個全部由電焊完成的鋼製機動救生艇，其在密歇根湖 (Lake Michigan) 上服役近四

十年。其現在由私人所有，目前作為水上博物館和海岸警衛隊輔助救生艇使用。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東部極光銀行 (Bank of East Aurora)，伊利郡 (Erie County) - 這棟前銀行大樓目前用作活

動場地，其於 1922 年建成，並發展成為了一條主街 (Main Street ) 走廊。該銀行在被數

家不同的金融機構轉手後於 2016 年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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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創下了 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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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該等休閒旅遊區之詳情，請致

電 518-474-0456 或造訪 parks.ny.gov，或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上關注我們。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 

 

https://parks.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ea6ec7bf-b5f5feae-ea6c3e8a-000babd9fe9f-683c6b438815d34f&q=1&e=d44e8471-8b30-4b3f-bda0-eaec6c550583&u=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nystateparks
https://twitter.com/NYstateparks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5d4602b0-02dd3bbe-5d44fb85-0cc47aa88e08-2efe1d2918339bc1&q=1&e=64c3b8e5-c778-46a3-bcee-b988ebad22ec&u=https%3A%2F%2Fit.cwnls.com%2Fapp%2Fitpage.nsf%2Funsubscribe.xsp%3Faction%3Dunsubscribe%26id%3D1100PRES383A71001E842145852586F1005553C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