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5 月 19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向州立公園、步道、歷史遺跡和公共用地合作夥伴組織提供 90 萬美元

的撥款  

  
利用私人和公共資金支援紐約州各地的 27 個專案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撥款 90 萬美元，以支援 27 個參與管理州立公園、步道、歷

史遺跡和公共用地的非營利組織。撥款將支援夥伴組織來自工作來為基建項目籌集私人

資金、執行維護和美化任務、提供教育計畫，並透過舉辦特殊活動來促進公園的公共使

用。  

   
「這些基層機構為我們的州立公園、歷史遺跡、步道和公共用地的管理和規劃增加了巨

大的價值，我們為能支持他們的工作而感到驕傲，」霍楚爾州長表示。「正如這些敬業

的公園合作機構一樣，紐約州也對公共用地鄭重許下了承諾，為公園和環境保護工作發

放了數額打破歷史記錄的資金。」隨著夏季來臨，我期待這筆資金能帶來令人激動的戶

外活動新機會。」  

  
公園和步道夥伴撥款計畫 (Park and Trail Partnership Grants) 由  

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提供資金。撥款是與非盈利宣導組織紐約公

園與步道辦事處合作管理的。第七輪獎金將獲得 25 萬美元的配套私人資金。獲撥款方

必須從外部籌集至少相當於所獲資助金額 10% 的資金。  

  
州立公園專員埃裡克．庫勒賽克 (Erik Kulleseid) 表示，「州立公園之友機構 (State 

Park Friends Groups) 和志願者對公園系統成功貢獻了巨大的力量。這筆資金將利用合

作夥伴的精力和才能為紐約的公園、歷史遺跡和步道做出更多貢獻。」  

  
州環境保護廳 (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專員巴塞爾．賽

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在加強環境保護廳環境教育和規劃，以及推動對州用地的

保護和利用等項目工作上，公園之友機構和非營利機構等合作夥伴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

用。在霍楚爾州長及其今天宣佈的 90 萬美元撥款幫助下，這項重要工作可對州用地、

水體和設施進一步進行改善。」  

  
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執行理事羅賓．卓普金恩 (Robin Dropkin) 表示，「隨著越來越

多的民眾熱衷於於探索戶外活動，以及我們的公園、步道和公共用地的訪問量激增，我



們對於強大的公共/私人合作夥伴的需求也變得比以往更加強烈。公園和步道夥伴撥款計

畫有助於加強各個之友組織在這些重要合作夥伴關係中所發揮的作用。」  

  
州參議員約瑟．M．賽雷諾 ( Jose M. Serrano) 表示，「州立公園系統的核心是管理、

保護和讓更多人與自然建立聯繫。公園之友機構對於推行這些舉措很重要。祝賀公園、

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和紐

約公園與步道機構 (Parks and Trails NY) 獲得今天宣佈的撥款，其將用於擴大民眾在州

立公園中的參與度和使用。」  

  
眾議員丹尼爾．歐多奈爾 (Daniel O'Donnell) 表示，「對公園所做的這筆重要投資彰顯

出這些用地在紐約民眾生活中的重要性，這筆投資也將在未來數年為遊客保障公園的刺

激和魅力。我為州政府對戶外活動所做的承諾感到驕傲。感謝協助維護、改善和慶祝公

共用地的當地領導人。」  

  

獲撥款方包括：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哥倫比亞電車步道之友 (Columbia Friends of the Electric Trail)（獲得 

8,600 美元）將在哥倫比亞郡 (Columbia County) 境內的奧爾巴尼-哈德遜

電車步道 (Albany-Hudson Electric Trail) 上安裝八個公園長椅。  

• 莫洛湖州立公園之友 (Friends of Moreau Lake State Park)（獲得 48,928 

美元）將修建一條無障礙步道，該步道新的步道起點處將設有小賣部和解

釋標識。  

• 北哈德遜 (Upper Hudson) 北卡茲吉爾自然資源信託 (Northern Catskill 

Natural Resource Trust)，商用名格林土地信託 (Greene Land Trust)（獲

得 8,800 美元）將為匯入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一條支流上更換過小的

涵洞而制定工程計劃和說明。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墨西哥角公園之友 (Friends of Mexico Point Park)（獲得 30,592 美元）將

從停車場到涼亭、洗手間和湖濱修建一條設施完整的無障礙步道，工作內

容還包括在沿路建造一間小賣部和安裝教育標識。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羅切斯特對外社區賽艇會 (Rochester Inclusive Community Rowing)（獲得 

11,592 美元）將使用環境友好的材料修建一條設施完整的無障礙通道，從

而從船塢和環境保護廳用地可抵達賽艇碼頭。  



• 索南伯格花園與芒森州立歷史公園 (Sonnenberg Gardens and Mansion 

State Historic Park) （獲得 12,568 美元）將以數字化形式保存其存檔資料

和收藏。  

• 萊斯沃奇州立公園之友 (Friends of Letchworth State Park)（獲得 10,750 

美元）將修復和保存北瀑布 (Upper Falls) 區平民保護團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的石桌。  

• 傑納西谷林蔭道之友 (Friends of the Genesee Valley Greenway)（獲得 6 

萬美元）將為支持傑納西谷步道鎮專案 (Genesee Valley Trail Town 

Initiative) 而提供專業的社區協調和技術協助服務，該專案為完善步道和鄉

鎮之間的重要聯繫而將重點放在步道沿途的一致宣傳，吸引商家和注重發

展，支持和籌款工作上。  

  
哈德遜河谷 (Hudson Valley)  

• 班納曼卡索信託 (Bannerman Castle Trust)（獲得 10 萬美元）將僱用一名

發展官員進行機構發展活動的評估、改良和執行，還要確定、培養、請求

和管理主要的捐贈方和潛在捐贈方。  

• 米爾斯大廈之友 (Friends of Mills Mansion)（獲得 3.2 萬美元）將購置符

合歷史的材料，為斯塔茨博格州立歷史遺跡 (Staatsburgh State Historic 

Site) 修建帷幔複製品。  

• 老巴豆水渠之友 (Friends of the Old Croton Aqueduct)（獲得 26,427 美

元）將改良護林員遊客中心 (Keeper's House Visitor Center) 的外觀，改

良該建築無障礙入口的可用性和美觀，還要為幫助遊客更好地理解水渠的

功能而在巴豆水壩 (Croton Dam) 安裝一道拱門和機械裝置。  

• 小斯托尼角公民協會 (Little Stony Point Citizens Association)（獲得 

16,200 美元）將僱用一名社區外展協調員聯繫社區、成員、捐贈方和志願

者，並透過開展活動，發放簡報和舉辦募捐活動來增加參與度。  

• 斯托尼基爾基金會 (Stony Kill Foundation)（獲得 76,104 美元）將僱用一

名志願者和外展經理加強開展社區外展工作的能力，並讓志願者參加斯托

尼基爾農場 (Stony Kill Farm) 及其周邊步道的管理工作。  

• 洛克蘭湖和胡克山之友 (Friends of Rockland Lake and Hook Mountain)

（獲得 68,000 美元）將為高中生制定一項試點指導項目，為讓 4 年級學

生也能來公園進行科學和歷史實踐學習的過程中來而撥款，為評估長期影

響而對過去參與過項目的人開展縱向研究。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康諾奇特之友 (Friends of Connetquot)（獲得 41,000 美元）將在孵化樓的

觀測台上設計安裝解說性展示，從而觀看鱒魚的繁殖、護理和餵養，並學

習河流修復的過程。  



• 長島綠帶步道會議 (Long Island Greenbelt Trail Conference)（獲得 

25,670 美元）將翻新其行政和技術基礎設施來增強該機構的能力。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鋼架廣場州立公園之友 (Friends of Gantry Plaza State Park)（獲得 

15,500 美元）將對鋼架廣場州立公園中因過度使用而造成的多個景觀問題

進行修復。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阿迪朗達克山俱樂部 (Adirondack Mountain Club)（獲得 14,750 美元）將

在費爾普斯步道 (Phelps Trail) 上持續開展步道修復工作，該步道是紐約最

高山馬西山 (Mt. Marcy) 的東端之一。  

• 阿祖爾山之友 (Azure Mountain Friends)（獲得 3,600 美元）將對防火瞭望

塔平台進行修復，也將在當地公立學校開展外展工作。  

• 約翰．布朗生活組織 (John Brown Lives)（獲得 26,500 美元）將透過創新

型戰略化規劃流程加強能力，該流程將能保障約翰．布朗農場州立遺址 

(John Brown Farm State Historic Site) 友情團隊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羅伯特．H．特拉瑪州立公園之友 (Friends of Robert H. Treman State 

Park)（獲得 36,140 美元）將更換舊磨坊 (Old Mill) 上古老的屋頂。  

• 羅傑斯之友 (Friends of Rogers)（獲得 8 萬美元）將設立一個環境教員的

崗位，在崗人員將為學生、青年、家庭和有特別興趣的小組，尤其是成人

和老年人制定、領導和組織教育項目。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阿勒格尼州立公園之友組織 (Friends of Allegany State Park)（23,400 美

元）將修復古老的紅屋鋸木廠 (Red House Sawmill)。  

• 影響：改善阿勒格尼郡步道之友 (Friends Improving Allegany County 

Trails)（獲得 1 萬美元）將由顧問發起制定一份發展和維持該機構的三至

五年規劃。  

• 尼亞加拉郵政劇院 (Niagara Post Theater)（獲得 30,379 美元）將對劇院

古老的屋頂進行修復。  



• 老福特尼亞加拉協會 (Old Fort Niagara Association)（獲得 75,000 美元）

將保護 18 世紀的兩座標誌性古老堡壘。  

  

2023 財年頒布預算案為下一輪公園與步道合作 (Park and Trail Partnership) 撥款 200 萬

美元，這是創紀錄的 4 億美元環境保護基金的工作內容，用於支援氣候變化減緩和適應

工作、改善農業資源以促進可持續農業、保護我們的水源、推進保護工作，並為紐約人

提供娛樂機會。此外，該預算案為州立公園增加 1.4 億美元資金，總計 2.5 億美元。這

筆增加的資金將用於加強和改善紐約州立公園。這筆巨額資金將有助於紐約旗艦公園的

持續轉型，並為整個公園系統的關鍵基礎設施專案提供支援。  

  
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是紐約公園與步道的主要宣導者，其 35 年以來一直與基層團體

合作，加強公私夥伴關係，並透過對綠地的使用和享受，改善紐約民眾的健康、經濟和

生活品質。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ptny.org。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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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景點每年有 7,800 萬人遊覽。如需獲取關於州立公園休閒旅遊區的更

多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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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