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6 月 17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提名 23 處地點列入《州與國家史跡名錄》  

  

這些地點反映了不同的歷史，包括黑人社會歷史、製造業、宗教和民間組織以及私人住
宅  

  

紐約州在聯邦遺跡名錄史跡修復退稅額方面領先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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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處資產列入《州與國家史蹟名錄 (State and National 

Registers of Historic Places)》，並對另一處史蹟的史實記錄進行重要修訂。被提名的資

產包括布法羅當地黑人權力組織自行開發課程的兩所學校、卡茨基爾的猶太精英靜修所，

以及紐約西部禁酒令時期的走私公司廠房。州歷史保護委員會還建議將獨立戰爭將軍、美

國參議員和著名的地區奴隸主菲利普．J．斯凱勒 (Philip J. Schuyler) 蓄奴活動增加到其

奧爾巴尼 (Albany) 故居和州史跡斯凱勒大廈 (Schuyler Mansion) 的史實記錄中。  

  

「在紐約，多元化是我們的優勢，我很高興看到紐約州各地的民衆如此積極地參與保護我

們的遺產，」霍楚爾州長表示。「列入這些多元的史跡名錄將有助於確保有資源保護這

些歷史遺跡，並確保它們的故事在今天以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激勵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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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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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立公園最令人興奮的

功能之一就是幫助保護和宣傳紐約的歷史。確保這些地方入列州與國家史跡名錄可獲取相

關資源或其他潛在的激勵措施，如州和聯邦退稅額，這將有助於維持這段歷史的活力。」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史跡保護局 (Historic Preservation) 副局長丹尼爾．麥凱 

(Daniel Mackay) 表示，「每次州審查委員會審議提名時，我都會被我們州歷史的深度和

廣度所震撼。這些提名延續了史跡保護局致力於支援歷史資源的承諾，這些資源可從州和



聯邦史跡修復退稅額推動的投資中受益。我為我們在這裡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因為美國

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最近報告稱，紐約州在使用此類退稅額方面處於

全國領先地位。」  

  

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報告稱，2017 年至 2021 年間，紐約有 466 個符合退稅額的商業專

案，私人投資達近 38 億美元。這一數額比緊隨其後的俄亥俄州多出 10 億美元。去年，

基於超過 5.05 億美元的私人投資，紐約州有 52 個商業專案符合退稅條件，超過了美國

所有其他州。  

  

在過去十年，紐約州已批准對 1,000 多處歷史遺跡使用修復商業退稅額，促成了超過 120 

億美元的私人投資。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針對退稅額開展的一項研究表明，在 2015 年至 

2019 年間，發放給紐約各大遺址的退稅額在全國創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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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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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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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的具體內容請見此處。  

  

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        位於奧爾巴尼郡奧爾巴尼市的菲利普．斯凱勒大廈 (Philip Schuyler Mansion) 

的附加史實記錄。斯凱勒大廈是一座州立歷史博物館，是獨立戰爭將軍、參議

員和當地貴族階層成員菲利普．約翰．斯凱勒 (Philip John Schuyler) 的故居。

1967 年，當該建築被列入國家史蹟名錄時，其史實記錄中沒有包括有關斯凱勒

奴役黑人以積累個人財富以及建造和維護這座大廈的細節。將此史實添加到記

錄中是彌補該缺漏的重要一步。曾在斯凱勒大廈生活的衆多被奴役者中發生了

許多故事，其中包括普林斯的故事，他經談判將自己從一名英國軍官手中出售

給菲利普．斯凱勒，使自己免于被關進戰俘營；還有克拉斯、黛安娜、西皮奧

和亞當，他們在獨立戰爭期間與英國軍隊對抗爭取自由；還有西維亞，她在奴

隸制度結束後找到了一份算命師的工作來養活她的孩子。  

·        位於奧爾巴尼郡奧爾巴尼市的博多曼與格雷鋼琴公司 (Boardman and Gray 

Piano Company)。博多曼與格雷鋼琴公司是一棟位於北奧爾巴尼的四層 L 形

廠房，建於 1853 年，1860 年發生火災後進行了大規模重建。該廠房的許多工

業細節仍完好無損，因此正在利用史蹟保護退稅額將其改造為住房。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nps.gov%2Ftps%2Ftax-incentives%2Ftaxdocs%2Ftax-incentives-2021annual.pd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598260933dc743ec882408da507b94d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10789098197219%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yN1zIwihYNsKwNlH%2FFtVMO2yvXalCNwrn2oZc%2FcfIxg%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nps.gov%2Ftps%2Ftax-incentives%2Ftaxdocs%2Feconomic-impact-2019.pd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598260933dc743ec882408da507b94d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10789098197219%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RX2xSUyxAf4p2z2BxEDyqIFF2GA8Niw7N2Z6%2FuPuw8%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parks.ny.gov%2Fshpo%2Fnational-register%2Fnominations.aspx&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598260933dc743ec882408da507b94de%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10789098197219%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MiL3AfGjwRDahY4wJjI5lP%2F60SiJBRsSwuxSi64HB7U%3D&reserved=0


·        位於倫斯勒郡 (Rensselaer County) 特洛伊市 (Troy) 的蘭辛堡第一長老會教堂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Lansingburgh)。這座十九世紀的教堂建築群

包括 1823 年至 1958 年的多階段建築。中心建築是一座磚砌的羅馬式復興教

堂，自 19 世紀 40 年代希臘復興風格教堂建成以來，歷經數次擴建和改建。最

近新增的一座建築是 1958 年建成的世紀中葉現代主日學校。它在近 200 多年

的時間裡逐漸擴大和發展，是當地宗教社區演變的象徵。  

·        位於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County) 斯克內克塔迪市的斯克內克塔迪警

察局。這座始建於 1889 年的磚瓦和赤陶裝飾建築最初是作為一所公立學校建

造的，但在 1929 年被改建為警察局，並一直延續至 1973 年。  

·        位於奧爾巴尼郡科隆尼市 (Colonie) 的馬克農莊 (Mark House)。這座建於 1791 

年的農莊由艾薩克．馬克 (Isaac Mark) 建造，他在當年從大莊園主斯蒂芬．

範．倫斯勒三世 (Stephen van Rensselaer III) 那里獲得了承租權；該農莊在 19 

世紀 40 年代進行了大規模重建，仍然採用新世界荷蘭建築傳統風格。最初的 

600 英畝農場是一些小佃農農場的集合，馬克家族隨後將其出租給其他佃農，

在 19 世紀中葉該制度被廢除前，該農場一直處於租賃狀態。直到 1881 年，它

一直屬於馬克家族。  

·        位於格林郡 (Greene County) 卡茨基爾附近的約瑟夫．艾倫上尉故居 (Captain 

Joseph Allen House)。這是始建於 1814 年且保存完好的約瑟夫．艾倫上尉的

聯邦風格住宅，他是獨立戰爭時期的一名私掠船船長、海軍上尉和商人。  

·        位於倫斯勒郡鷹橋 (Eagle Bridge) 的古丁農場 (Gooding Farm)。這是一座約 

1840 年建成的磚砌希臘復興式農舍，占地 42 英畝，有 12 棟附屬建築。它是

由一個家族經營了近 100 年的十九世紀農場的一個異常完整的例子。  

·        位於哥倫比亞郡 (Columbia County) 科派克 (Copake) 的香甜家園 (Sweet 

Homestead)。這是一個約 1845 年建成且保存完好的木結構希臘復興式農莊，

有幾棟歷史悠久的附屬建築。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位於奧爾良郡默里附近的范徹二戰紀念館 (Fancher World War II Memorial)。

這座八英尺高的紀念碑矗立在奧爾良郡默里鎮範徹村。這座使用當地麥地那 

(Medina) 砂岩製成的紀念碑位於一個顯眼的十字路口，於 1949 年落成，四個

面各有一個時鐘，還有一塊紀念十名在二戰中陣亡的當地軍人的牌匾。  

·        位於門羅郡 (Monroe County) 羅切斯特市的希基．弗裡曼公司大樓 (Hickey-

Freeman Company Building)。希基．弗裡曼公司於 19 世紀 90 年代在羅切

斯特成立，最初是一家高端男裝製造商。這家工廠的第一部分建於 1912 年，

並於 20 世紀 20 年代、40 年代和 50 年代進行了擴建。該公司繼續在此生產高

端男裝。  

·        位於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 那不勒斯市 (Naples) 的美景公墓 (Fairview 

Cemetery)。大約 1800 年，第一批歐洲定居者在該村修建了這座公墓。  

·        位於杰納西郡 (Genesee County) 貝根市 (Bergen) 的北貝根長老會教堂 (North 

Bergen Presbyterian Church)。這座建於 1834 年的建築是小型鄉村岩石和灰



泥結構教堂的典範。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一座鐘樓、一座新建築和其他改進

工程，顯示出這座教堂在這個小社區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適度但仍然重要的

擴展。  

·        位於安大略郡那不勒斯市的那不勒斯市中心歷史街區。那不勒斯市中心歷史街區

包括 246 棟建築，位於這座北部小村莊的核心地帶，這也造就了它的特色。該

地區由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初各種建築風格的建築組成，包含該時期的眾多

商業、市政、住宅和宗教建築。  

·        位於安大略郡那不勒斯市的那不勒斯南部主要歷史街區。那不勒斯南部主要街區

彙集了 93 處維護良好的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住宅，這些住宅代表了第二帝

國、安妮女王、殖民復興、美國四方建築和工匠建築的樸素版本。  

  

莫霍克山谷 (Mohawk Valley)  

  

·        位於赫爾基默郡 (Herkimer County) 赫爾基默市的 H．M．奎肯布什 (H. M. 

Quackenbush) 工廠。.該工廠與該村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最重要的工業之一

有關聯，因此意義重大。這家工廠是一家著名的金屬產品製造商，這些金屬製

品由當地企業家亨利．馬庫斯．奎肯布什 (Henry Marcus Quackenbush) 發

明。其中最受歡迎的是彈簧式手持胡桃夾子。該工廠於 1874 年至 1996 年分階

段建成，其中最大的部分由尤蒂卡建築師弗雷德里克．古奇 (Frederick Gouge) 

設計成羅馬式復興風格。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位於希芒郡 (Chemung County) 埃爾米拉 (Elmira) 的戈夫、韋和布蘭德煙葉倉

庫 (Goff, Way, and Brand Leaf Tobacco Warehouse)。這座三層的磚木結構

建築由著名建築師約瑟夫．康西丁 (Joseph Considine) 設計，建於 1908 年，

在 1928 年之前一直是一家著名煙草包裝公司的加工倉庫，它基本上保持不

變，明顯地提醒著人們南部地區曾經繁榮的煙草業。  

·        位於希芒郡埃爾米拉的斯托厄爾木屋 (Stowell House)。這座約 1850 年建成的

木結構房屋是一座完整、保存完好的過渡時期希臘復興/義大利式住宅建築，反

映了埃爾米拉社區曾經流行但現在罕見的歷史風格。  

·        位於特拉華郡 (Delaware County) 弗萊什曼的麥克斯和約翰娜．弗萊什曼之家 

(Max and Johanna Fleischmann House)。該房產（現在稱為斯皮裡安 

(Spillian)）是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和紐約市弗萊什曼家族使用的六座夏季「小

屋」中唯一倖存的房屋。弗萊什曼家族對特拉華郡這一地區的娛樂發展產生了

巨大影響，並鼓勵其他十九世紀末藝術、商業和政治領域的領軍人物到卡茨基

爾避暑。這座房子建於 1886 年，是一座完好無損的鍍金時代夏季「小屋」，

採用木棍和木瓦風格。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B.U.I.L.D.學院。B.U.I.L.D（建立統一、獨立、自由和尊嚴）於 1966 年在社區組

織者索爾．阿林斯基 (Saul Alinsky) 的幫助下在布法羅成立，是一個利用當地戰略

消除城市生活許多方面種族歧視的組織。B.U.I.L.D. 的出現正值全國範圍內努力結

束種族不平等，恰逢非洲裔美國人湧入布法羅。它借鑒了黑人權力組織的意識形

態，對布法羅黑人社區面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做出了更堅定、更相關的回應。在近

二十年的歷史中，B.U.I.L.D. 專注於各種問題，包括就業、職業培訓、勞動歧視、

教育、廢棄和空置的建築、公園、治安和種族提升。在 B.U.I.L.D. 的所有努力中，

該組織將重點放在社區控制和投入上，以實現布法羅東區黑人社區的積極變化。為

了表達黑人對改善黑人兒童公共教育的渴望，B.U.I.L.D 在布法羅公立學校系統內

開設了自己的小學，稱為 B.U.I.L.D.學院。州審查委員會建議將兩處 B.U.I.L.D. 學

院列入《國家史跡名錄》：  

·      

·    布法羅公立學校 #32 (PS 32)，又名伊利郡布法羅 B.U.I.L.D.學院。始

建於 1913 年的公立學校 #32 在 1969 年至 1977 年期間是一所 

B.U.I.L.D. 學院。這座學校建築於 2009 年進行了擴建，是一座保存

完好的二十世紀早期都鐸復興風格學校的典範，具有重要意義。  

·    布法羅公立學校 #92 (PS 92)，又名伊利郡布法羅 B.U.I.L.D.學院。始

建於 1961 年的公立學校 #92 從 1977 年至 1983 年 B.U.I.L.D. 解散

期間一直是一所 B.U.I.L.D. 學院。這座建築是按世紀中葉的現代風格

建造的。  

  

·    位於尼亞加拉郡 (Niagara County) 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的霍爾公寓 

(Hall Apartments)。霍爾公寓是二十世紀早期混合用途醫療辦公室和住宅建築的

典型代表。著名醫生弗蘭克．霍爾博士 (Dr. Frank Hall) 于 1928 年委託 W．S．約

翰遜建築公司建造了這棟三層的大樓，既是他執業的辦公室，也是他家人的住所。

這座建築包括一樓的兩間醫療辦公室和商業空間，以及三層的公寓和地下室。霍爾

公寓與二十世紀初尼亞加拉瀑布市的增長和發展相關聯，它是在尼亞加拉瀑布市成

為繁榮的工業中心時中產階級公寓生活的寫照。  

·    位於尼亞加拉郡尼亞加拉瀑布市的薩加摩爾 (Sagamore) 公寓和商店。這棟三層的

薩加摩爾公寓由建築師柯克帕特里克 (Kirkpatrick) 和坎農 (Cannon) 設計，是一座

多用途建築，採用都鐸復興風格，曾經是二十世紀早期公寓開發的典型代表。

1926 年，當地花商尤金．C．巴特勒 (Eugene C. Butler) 委託修建這棟三層公寓

樓作為家族企業的店面和個人住宅，擁有兩個多車位車庫和一個新溫室。1927 

年，一層多單元商業建築在該地塊上建成，充分利用了這裡突出的商業位置。該房

產反映了二十世紀初尼亞加拉瀑布市的發展和繁榮。  

·    位於伊利郡布法羅市的伊利諾酒精公司大樓。伊利諾酒精公司大樓與二十世紀上半

葉布法羅的釀酒和蒸餾行業相關，並在禁酒令期間參與了大規模的非法走私活動。

這座鋼筋混凝土建築由當地承包商切斯利、厄爾和海姆巴克 (Chesley, Earl & 

Heimback) 於 1920 年建造，最初打算用作野牛城倉儲公司 (Bison City Storage 

Company) 的倉庫。在禁酒令期間，該建築是 1925 年至 1929 年間由伊利諾酒精

公司領導的非法製造私酒團夥的中心。伊利諾酒精公司利用這座大樓不起眼的外



觀、原始的玻璃窗戶、隱蔽的車輛裝貨碼頭和西面的鐵路裝貨碼頭，成功地進行了

數年的大規模的私酒交易。非法走私活動被發現後，隨之而來的長達一年的審判揭

露了幾名腐敗的地方和州政府官員、鐵路工人和該公司的參與。  

·    位於尼亞加拉郡尼亞加拉瀑布市第四街尼亞加拉街上的建築物。這個小區域彙集了

各式多用途建築，反映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尼亞加拉街一度密集的商業走廊

歷史，具有重要意義。這條街是貫穿尼亞加拉瀑布市的主幹道，這些建築最初是一

個更大的商業街區的一部分。這個小區域擁有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重要建築類

型中僅存的一些建築。該地區包括尼亞加拉街上第三街和第四街之間的六棟建築。

其中一座著名的建築是建於 1914 年的《尼亞加拉公報》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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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創下了 7,800 萬人遊覽的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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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