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12 月 10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凱西．霍楚爾州長宣佈將 21 處建議資產列入《州與國家歷史遺跡名錄 (STATE & 

NATIONAL REGISTERS OF HISTORIC PLACES)》  

  
個別遺址代表著不同的歷史，包括 20 世紀社會正義倡導者在紐約市的住所、北區伐木

大亨的住宅、19 世紀精神社區建立的夏令營，以及前水牛城散熱器工廠。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歷史保護委員會 (State Board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建議新增 21 處資產、資源、地區列入《州與國家史蹟名錄》。各該提名

包括紐約市一位 20 世紀社會改革先驅的故居和工作場所、一個由精神社區在紐約西部

建立的夏令營、一位幫助建立阿迪朗達克公園的木材大亨的住所，以及水牛城一家曾是

全國最大的汽車散熱器製造商之一的前工廠。  

  
「紐約是許多工業和文化歷史瑰寶的故鄉，透過這些提名，這些地方可以真正得到認

可」，凱西．霍楚爾州長表示。「透過將其列入史蹟名錄，可確保資源被用來維護這些

過去的遺跡。紐約是一個全球性的旅遊據點，這 21 個地方將有助於在未來幾年吸引更

多的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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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符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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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州公園的部分任務是幫助保護和推廣本州令人難以置信的歷史」，紐約州公園、

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確保這些地方

入列史跡名錄可獲取相關的資源或潛在的激勵措施，如州和聯邦的稅收減免。這將有助

於維持這段歷史的活力」。  

  
紐約州公園歷史保護部門副負責人丹尼爾．馬凱 (Daniel Mackay) 表示。「這些最新的

提名延續了歷史保護部門致力於指定並支持代表本州多樣化人口歷史的歷史古跡。能夠

參與此類工作是一種榮譽」。  

  
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開展的一項研究詳細說明了稅額抵減對 2015 年

至 2019 年紐約州就業和稅收收入造成的影響，稅額抵減在全國創造了 67,578 個就業崗

位，以及超過 1.95 億美元的地方、州和聯邦稅收。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nps.gov%2Ftps%2Ftax-incentives%2Ftaxdocs%2Feconomic-impact-2019.pdf&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2dbc09e2741644dcaf9e08d9bc03ce52%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4754692068366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14PkwHu2%2FpljaBjoRdNM6e509DVtOGQWW0yL44VODyI%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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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 

處歷史資產單獨或作為史跡區域的組成部分被列入了《國家史跡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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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克內克塔迪公共市場和秤房，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County) - 該建築群成立

於 1915 年，是一個集中的市場，當地的農產品和當地屠宰的肉類都可以在公眾購買之

前進行稱重和檢查。秤房是一個獨特的、罕見的現存例子，其中包括一個巨大的中央拱

門，允許卡車和馬車通過，並在一套秤上稱重。公共市場曾有 200 個露天攤位，隨著超

市逐漸取代市場的作用，公共市場繼續存在，直到 1970 年作為一個批發市場關閉。  

  
斯克內克塔迪儲蓄銀行，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County) - 該銀行最初可追溯到 

1905 年，因為該市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增長，該銀行的設計採用了新古典主義風格，但在 

1927 年和 1952 年進行了更新，以反映銀行設計的現代理念。  

  
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鄉村俱樂部高地歷史區 - 位於吉爾德蘭，隨著住宅增長向西

擴展到原來的農田，該區反映了 20 世紀初奧爾巴尼市郊的住宅發展。在最初的電車和

後來的公共汽車服務的支持下，此街區包含了 160 多座住宅，反映了各種建築風格的融

合，包括藝術與工藝、殖民複興和西班牙傳教士。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Ellwanger 和 Barry 大樓，門羅縣 (Monroe County)- 1888 年建於羅切斯特市中心，這座

八層高的辦公大樓反映了 19 世紀末該市歷史上四角 (Four Corners) 地區的商業發展。

這座高聳的羅馬式複興風格建築是由羅切斯特著名的建築師 Warner 和 Brocket 設計

的，至今仍在使用。  

  
詹姆斯·H·約翰遜 (James H. Johnson) 的建築遺產，門羅郡 - 約翰遜從 1957 年開始在羅

切斯特市工作，直到 2016 年去世，他留下的作品包括該地區一些最具特色的公共、私

人和宗教建築，包括該市市中心的自由柱、成型混凝土的安泰爾·惠特曼屋（也被稱為

「蘑菇屋」）和聖約翰福音派教堂。作為被稱為有機現代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約翰遜是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parks.ny.gov%2Fshpo%2Fnational-register%2Fnominations.aspx&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2dbc09e2741644dcaf9e08d9bc03ce52%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4754692068366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sC5tDBl0OjGM%2BNwceXNfiY%2FZz%2BTUWIU%2BrHF5o8kpFZ4%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parks.ny.gov%2Fshpo%2Fnational-register%2Fnominations.aspx&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2dbc09e2741644dcaf9e08d9bc03ce52%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4754692068366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sC5tDBl0OjGM%2BNwceXNfiY%2FZz%2BTUWIU%2BrHF5o8kpFZ4%3D&reserved=0


使用成型混凝土的創新者。這份多重財產文件介紹了 1961-1977 年約翰遜在大羅切斯特

地區的職業生涯和建築，並確定了財產類型、登記要求和已知現存作品的例子。 這份多

重財產文件將作為未來對約翰遜設計的資源進行單獨提名的基礎。  

  
詹姆斯·H (James H.) 和莎拉·約翰遜 (Sarah Johnson) 之家，門羅郡 - 這座兩層樓的房

子是根據羅切斯特建築師詹姆斯·H·約翰遜 (James H. Johnson) 的設計於 1975 年建成

的，在 2015 年之前，約翰遜和他的妻子及其家人一直住在這裡，直到它被賣給新的主

人為止。該住宅與森林中的自然環境相協調，具有約翰遜的獨特技術，包括扭曲的屋

頂、灰泥處理的牆壁、藝術家設計的客製化壁爐和彎曲的表面。它幾乎保留了所有的原

始特徵。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伊萊恩·德庫寧 (Elaine de Kooning) 故居和工作室，薩福克郡 - 伊萊恩·德庫寧 (Elaine 

de Kooning) 是一位傑出的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在此故居和工作室度過了她的晚年生

涯（1975-1989 年）。她在此處嘗試了新的主題和系列，創作了著名的藝術作品，並在

東漢普頓當地的抽象藝術家社區發揮了重要作用。  

  
約翰·傑克遜二世 (John Jackson II) 故居，拿騷縣 - 位於亨普斯特德鎮，這座住宅的原始

部分可以追溯到大約 1710 年，由該鎮創始人羅伯特·傑克遜 (Robert Jackson) 的孫子建

造。作為廢奴主義的貴格會成員，傑克遜家族幫助附近的有色人種建立了一個自由社

區。該家族以希臘復興風格擴建了這所房子，並將所有權保留到 1899 年。  

  
哈得遜鎮中部地區 (Mid-Hudson)  

J.加納-韋斯特大廈，洛克蘭縣 - 這座位於石角 (Stony Point) 的豪宅約於 1882 年為一個

著名的紡織商家庭建造，體現了第二帝國風格。該家族曾在科霍斯、小瀑布、紐堡、歡

樂谷、羅切斯特和瓦賓格瀑布擁有工廠。這座巨大的私人住宅在 1900 年之前一直是該

家族的住所，經過多年的破損，已被精心修復，以反映其原有的特徵和設計。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奧比斯頓公寓，奧尼達縣 - 這座位於烏蒂卡市的五層磚石公寓樓建於 1898 年，採用文

藝復興風格，反映了 19 世紀末該市的工業發展。它主要供應給中上層階級的租戶，作

為個人住房所有權的替代。  

  
Smith-Voorhees-Covenhoven 之家，蒙哥馬利縣 - 該住宅於 1786 年左右建於格倫鎮，

反映了革命戰爭結束後，傳統荷蘭和新英格蘭建築技術的融合。該建築仍作為住宅使

用。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約翰·詹姆斯·奧杜邦住宅，曼哈頓 - 1962 年由紐約市住房管理局建造，這個位於漢密爾

頓高地/哈林區的 20 層公共住房專案至今仍作為經濟適用房在使用。該專案代表了紐約



市規劃者早期使用的所謂「背心口袋」或分散地點的住房開發概念，該概念要求在空地

上進行小規模開發，並儘量減少對現有住房的拆除，而不是建造大型的多塔專案。  

  
伍德女士住宅，曼哈頓 - 位於亨利街 265 號和 267 號的建築是進步改革者和公共衛生護

士 Lillian Wald 從 1895 年到 1933 年的住所和工作場所。伍德女士是亨利街安置點的創

始人，該安置點繼續在此提供社會服務和醫療保健計畫。伍德女士創立了公共衛生護

理，在紐約市啟動了學校午餐計劃，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建立了第一個教室，並在公立

學校安排了第一個學校護士。她倡導婦女的選舉權、勞工保護、童工法和移民的權利。

伍德女士也是第一代「新女性」的成員，她們是受過教育、獨立的中產階級婦女，為了

從事專業工作而拒絕傳統的性別角色。這些婦女，其中許多是女同性戀者，她們工作和

生活在一起，對進步時代的改革運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瑪麗·麥克勞德·白求恩 (Mary McLeod Bethune) 之家，曼哈頓 - 此紐約市的公共住房專

案於 1967 年開放，是聯邦資助的老年人高層建築的一個早期例子。該建築也是該市第

一批沒有與現有的校園式或超級街區住房開發相關聯的老年住房高層建築之一。該建築

現在仍被用於此一目的。  

  
里奇伍德新鲜池塘路 (Ridgewood Fresh Pond Road) - 桃金娘大道歷史區，皇后區 - 該

歷史區包括 400 多座主要的商業建築，其凝聚力強的建築反映了該地區的快速發展。該

街區可追溯到 20 世紀初，以及隨後因高架鐵路線的延伸，更好地連接到曼哈頓和布魯

克林而帶來了增長。  

  
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西奧多·巴塞林 (Theodore Basselin) 之家，里維斯郡 (Lewis County) - 這座住宅最初建

於 1855 年，隨後在克羅漢村的中心進行了擴建，並設有辦公室和穀倉，是當地木材大

亨和慈善家西奧多·巴塞林 (Theodore Basselin) 的家。巴塞林是紐約州最早的三位森林

專員之一，在建立阿迪朗達克公園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 1855 年到 1900 年，該房產

還作為雜貨店經營，後來還設有該村的第一家銀行。該建築目前仍作為住宅使用。  

  
千島公園歷史區（傑斐遜郡邊界修正和補充文件）- 現有歷史區的擴展為這個位於聖勞倫

斯河韋爾斯利島的 270 英畝的前 19 世紀衛理公會營地和別墅群的提名增加了 30 多座建

築。邊界修正案擴大了歷史區的範圍，將船屋也包括在內，因為它們代表此社區休閒歷

史的一個重要部分。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北大街和西水商業歷史區邊界的擴大 - 位於開蒙河北側的艾爾邁拉市，該名錄為反映該

市 19 世紀中期開始的經濟增長的地區增加了 8 座貢獻建築、一個公園和幾個教堂。  

  
雷諾茲之家，阿勒格尼郡 (Allegany County) - 當地人也稱其為聖誕之家，這座位於阿爾

弗雷德村的住宅擁有獨特的紅綠相間的外觀，與 1864 年建造時的建築風格相似，融合

了義大利別墅和第二帝國的元素。這座房子是為當地的一個奶酪盒製造商建造的，他在



內戰期間還沒有完工就破產了，後來被當地的一個飼料廠老闆收購，完成了該建築。該

建築仍作為住宅。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費達斯製造公司工廠，伊利縣 - 該建築群於 1907 年至 1928 年在水牛城分階段建成，曾

是美國最大的汽車散熱器製造商之一，後來被用於製造空調產品，其客戶包括克萊斯

勒、通用電氣、西屋電氣和西爾斯羅巴克公司。在 21 世紀初，該處所停止了生產活

動，在過去的 20 年裡，現在空閒的建築群的一部分被忽視了；然而，這些建築作為代

表該市 20 世紀初製造業歷史的工業建築範例，保留了足夠的完整性。  

  
百合花會歷史區 (Lily Dale Assembly Historic District)，肖托夸郡 (Chautauqua County) 

- 此宗教營地社區於 1879 年成立，位於水牛城西南約 50 英里處的卡薩達加湖岸邊。現

在是一個佔地 160 英畝的住宅區，有 275 名居民，是由靈修會的從業者建立的一座夏令

營，包括一個大的林地，有建築、場地和結構，旨在為安靜的思考、娛樂和靈修提供靈

感。作為美國最大和最古老且持續運作的靈修營，百合谷仍是一個活躍的靈修環境，它

是在透過媒介與靈界的人溝通的基礎上，保持對生命持續的信仰。19 世紀的靈媒主義還

與廢奴主義、節制和婦女權利等事業站在同一陣線。作為全國僅存的四個靈媒營地之

一，百合谷社區每年都會吸引成千上萬的遊客參加研討會、講座和簡報。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跡保存辦公室監管逾 250 座獨立公園、古跡、休閒步道和船

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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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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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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