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9 月 9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提名 27 處地點列入州與國家史跡名錄  

  
代表紐約州豐富歷史的地點有阿迪朗達克療養別墅、賓漢姆頓庇護工作坊、西哈萊姆新

建的歷史區等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紐約州歷史遺跡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Board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建議為州與國家史跡名錄 (State and National Registers of Historic Places) 

添加 27 處資產，其中包括曾經服務肺結核患者的阿迪朗達克 (Adirondack) 療養別墅，賓

漢姆頓 (Binghamton) 一間為改善所有能力人群公共福利的庇護工作坊，西哈萊姆 (West 

Harlem) 與紐約市主要黑人領袖有緊密關係的一處新建歷史區，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附近後被該地區多產水果業領導人所用的農捨。  

  

「紐約以其多元文化和歷史而著稱，我們會為延續本州勵志的故事而繼續努力，」霍楚

爾州長表示。「為州與國家史跡名錄新增這 27 處資產將為保護豐富遺產提供支持和資

源，還有助於確保未來的紐約民眾繼續受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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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保護計劃和服務的資格，例如：申請州政府補助金和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提供的史跡修復

退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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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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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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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歷史遺跡局副主任丹尼爾．麥基 (Daniel Mackay) 表示，「這是

委員會今年提名量最多的一次，其彰顯出有意向參與這項工作的社區成員有所增加。歷史

遺跡局承諾會對體現紐約民眾豐富多樣歷史的歷史資源予以認定和支持，我為能參與到這

類工作中而感到榮幸。」  

  
在過去十年，紐約州政府已批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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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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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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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20 個就業崗

位，以及超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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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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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設施與古跡保存辦公室網

站。  

  
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 貝亞特機械廠 (Beattie Machine Works)，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 這棟建

築由一家製造廠於 1896 年在紐約科霍斯 (Cohoes) 建成，也是十九世紀末名為

「慢燃」磨坊結構的工業建築模範。該製造廠的專利發明和產品對於當地、全國和

國際紡織業具有重要作用。在貝亞特機械廠被用作工業場地的那段歷史中，其把莫

霍克-哈德遜 (Mohawk-Hudson) 地區轉變成為重要的製造中心，曾被捲入專利侵

權的重大案件，也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為支持美國戰事而定期調整了生產方式。該建

築在 2019 年用歷史遺跡退稅額被修復成一棟有 13 套單元房的公寓樓。它保留了

大部分原始特徵。  

• 埃爾默大街學校 (Elmer Avenue School)，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County) - 該建築於 1905 年建成，並在 1968 年完成擴建工作，具備二十世紀初期

和中期紐約州盛行的標準化學校設計特徵。埃爾默大街學校是城市學校系統中首所

引入「非正式教育」理念的學校，也是紐約州首所擁有校內圖書館和全職圖書管理

員的學校。  

• 摩爾杜爾-米勒農捨 (Muldor-Miller House)，哥倫比亞郡 (Columbia County) - 這

座擁有稀有石質結構的希臘復興式 (Greek Revival) 聯邦農捨約於 1790 年建成，

是克拉夫拉克 (Claverack) 早期保存下來的稀有典型房屋。這一資產與摩爾杜爾-

米勒家族有深厚的淵源，也與該地區荷蘭殖民時期和奴隸勞工史有聯繫。其也象征

著二十世紀農業經濟向城市生活的轉變。  

• 紅石校舍 (Red Rock Schoolhouse)，哥倫比亞郡 - 這棟約於 1830 年建成的建築

在 1943 年前被用作教育場所，是本地希臘復興式單間校舍的典型代表，其代表著

農村紅石社的教育史。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nps.gov%2Ftps%2Ftax-incentives%2Ftaxdocs%2Feconomic-impact-2020.pd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ea51a9f5f2d64a0ec9c408da927662b9%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8333442861911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iAoWz3CpF9q3Pj9OBnJ7zX2%2BjA3wfOS4U%2BnfKtNjs9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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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ea51a9f5f2d64a0ec9c408da927662b9%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8333442861911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66UIdFIPXdWuBdfrqcoU8C%2Bwbk9JNZ2fv2%2FL0NLj0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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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ea51a9f5f2d64a0ec9c408da927662b9%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8333442861911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66UIdFIPXdWuBdfrqcoU8C%2Bwbk9JNZ2fv2%2FL0NLj0U%3D&reserved=0


• 盧登路 475 號居所 (Residence at 475 Loudon Road)，奧爾巴尼郡 - 這棟約在 

1832 年建成的希臘復興式農捨是克羅尼鎮 (Town of Colonie) 保存下來的稀有希臘

復興式農捨。該建築建於原為范．倫斯勒 (Van Rensselaer) 租用農場的土地上，

其還因與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該鎮土地分割和殖民模式的聯繫而格外重要。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布里斯托中心衛理公會 (Bristol Center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安大略

郡 (Ontario County) - 這座位於紐約布里斯托鎮的希臘復興式建築建於 1846 年，

其一直以來都是社區聚會場所。此地最初是農村教區教堂，現在是當地歷史社團總

部。原有建築僅接受過小改動，是布里斯托中心僅存的十九世紀中葉建築之一。其

設計體現了希臘復興風格，也突顯出社區中僅有技藝精湛的手藝人才會經常採用的

簡約風格。  

• 科羅斯曼階地歷史區 (Crosman Terrace Historic District)，門羅郡 (Monroe 

County) - 這片保存完整的郊外居民區在 1908 年至 1940 年間在羅切斯特 

(Rochester) 向來用作園藝業的土地上建成，其特點原用於吸引上中產階級的興

趣。其中包括重點建造的住宅結構，一樣的地塊尺寸和建築規模，可泊車等。  

• 亨廷頓大樓 (The Huntington Building)，塞納卡郡 (Seneca County) - 亨廷頓大

樓位於塞納卡瀑布 (Seneca Falls)，是十九世紀著名的工商大樓，其建築風格體現

出所有者（從生產巨頭全國酵母公司 (National Yeast Company) 到活躍的汽車經

銷商）的需求的變化，也體現出社區從 19 世紀的活力工業到 20 世紀商業公司的

經濟轉變。  

• 馬丁與安德魯．斯伯貝克住所 (Martin & Andrew Sperbeck House)，門羅郡 - 這

棟位於費爾伯特鄉 (Village of Fairport) 的著名歷史故居最初建於 1825 年，其一直

以來都由世世代代的各個家族居住。從建築角度來說，這棟建築是早期殖民時代的

民居範例，隨著所有者品味的變化，該建築也得到擴建和更新。其反映出費爾伯特

從十九世紀的農業運河鄉鎮發展成為二十世紀居民社區的歷史。  

• 那不勒斯葡萄酒釀造歷史區 (Naples Viniculture Historic District)，安大略郡 - 

位於五指湖中心地區的這一地區體現了該地區葡萄種植的葡萄酒釀造的歷史，十九

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商業、農業、宗教和家庭建築完整收藏品說明了葡萄酒業對周邊

地區葡萄產業和文化影響力產生的影響。  

• 佩里鄉大廳 (Perry Village Hall)，懷俄明郡 (Wyoming County) - 這棟位於中心位

置的市政大樓建於 1912 年，其旨在迎合佩里鄉居民不斷增長的需求。多用途的社

區展現了高效市政服務的新創意，也是紐約農村地區常見的建築類型。這棟樓是建

築師 F．W．柯克蘭 (F. W. Kirkland) 保存完整的早期折中主義作品。  

• 希普利-提茲府邸 (Shipley-Teats House)，韋恩郡 (Wayne County) - 這棟於 

1850 年建成的農捨位於安大略湖以南一英哩的威廉姆森鎮 (Town of Williamson) 

內，是一棟保存完好的意大利式精美住宅典範。該資產其與地區包括多產水果業在

內的農業史有緊密的聯繫，這裡有車庫、包裝間、早期滅火栓，還有能證明有室內

煤氣照明和自來水的早期創新公用事業基礎設施證據。  



  
莫霍克山谷 (Mohawk Valley)  

  

• 東伊利大道 500 至 506 號建築 (Buildings at 500 and 506 Erie Boulevard 

East)，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 臨近錫拉丘茲 (Syracuse) 中心商業區的

兩棟相連磚製工業樓展現出十九世紀末工業建築的獨特特質，包括使用不可燃建築

材料等防火特徵。這一歷史建築在 2020 年至 2022 年年間在聯邦保護稅補貼項目

的幫助下獲得重建，從而再次調整用作住宅公寓樓群。  

• 普萊恩堡歷史區擴大邊界和補充文件 (Fort Plain Historic District Boundary 

Increase and Additional Documentation)，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 County) - 

根據最新研究和文件，這一重要原始歷史區的時間以延長至 1972 年。該區的邊界

也擴大至包括十八世紀早期至二戰後期該鄉的所有歷史建築，目前的範圍包括與早

期公共交通路線和水路有關係的四個相鄰街區。  

• 錫拉丘茲麵包公司 (Syracuse Bread Company)，奧農達加郡 - 該建築具有很高

的歷史完整度，是二十世紀早期鋼架廠房的典範，也是紐約錫拉丘茲由建築師沃

德．惠靈頓 (Ward Wellington) 設計的三棟非住宅建築之一。作為錫拉丘茲麵包公

司的總部，這是曾是食品革命中把顧客標準從自製麵包轉變為工廠生產麵包的地

方。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美國立陶宛聯盟 (Lithuanian Alliance of America)，紐約郡 - 這棟十九世紀末的

新希臘派建築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都是美國立陶宛聯盟的總部。該聯盟是美國連續

運作的最古老立陶宛機構之一，這棟樓體現了在移民來到紐約市時，該聯盟發揮的

行政和文化中心作用。  

• 裡士滿鎮歷史區 (Richmond Town Historic District)，裡士滿郡 (Richmond 

County) - 斯坦頓島 (Staten Island) 上的這片歷史區包括體現出 17 世紀末到 20 世

紀中期多種建築風格和功能，從而從整體上體現出美國鄉鎮和街區的全部典型元

素。該區包括博物館式鄉鎮古老裡士滿鎮 (Historic Richmond Town)，這裡有 18 

世紀到 19 世紀早期本土建築，是斯坦頓島建築史上罕見的寶貴記錄。  

• 西哈萊姆歷史區，紐約郡 - 包括曼哈頓 (Manhattan) 北部西側所有或部分 42 個街

區，幾乎所有的住宅街區都有具有凝聚力的獨特特徵，這其中很多公寓樓和住宅樓

都建於 1890 年至 1915 年年間。建築體現出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建築風格的變

化，該區自二十世紀初建成以來鮮有更新或新建築。該區還與二十世紀中期社區中

重要的黑人文化和公民權利人物有緊密聯繫，這些人致力於解決住房、歧視、經濟

歧視和公民權利等問題上長期存在的問題。  

  
北部郡縣 (North Country)  

  



• 科里別墅 (Corey Cottage)，富蘭克林郡 (Franklin County) - 這棟民居以及其保存

完好的「療養門廊」和與對肺結核患者聯繫的記載是十九世紀末「療養別墅」的範

例，這棟位於薩拉納克湖 (Saranac Lake) 的別緻資產因被用作肺結核治療中心而

聞名。  

• 格拉菲斯府邸 (Graves Mansion)，埃塞克斯郡 (Essex County) - 這棟建於 1880 

年的三層磚製府邸是紐約阿迪朗達克地區最罕見、最令人歎為觀止的法蘭西第二帝

國 (Second Empire) 風格建築之一。這棟位於奧塞伯堡 (Au Sable Forks) 村的住

房由佛蒙特州 (Vermont) 建築師 F．L．珀金斯 (F. L. Perkins) 設計，其體現出超

高技藝的工匠精神，室內設計更為精良。該府邸曾是當地重要商人亨利．達頓．格

拉菲斯 (Henry Duncan Graves) 的家。  

• 馬丁斯堡第 4 公立學區 (Martinsburg Common School District #4)，路易斯郡 

(Lewis County) - 這座至少建於 1844 年的校舍是鎮上最早的學校建築之一，是十

九世紀紐約農村地區單間校舍的代表。  

• 三廣場歷史區 (Three Squares Historic District)（邊界的擴大與縮小），沃倫郡 

(Warren County) - 這一歷史區由格蘭斯瀑布 (Glens Falls) 古老和目前的商業中心

組成，該地現將劃入一棟約建於 1920 年的工業樓，這棟卻曾被忽視的建築與格蘭

斯瀑布的成衣行業有聯繫。此外，為對邊界邊緣拆除的四棟樓予以回應，該區的邊

界稍有縮小。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卡梅奧劇院 (Cameo Theatre)，布魯姆郡 (Broome County) - 這座建於 1928 年，

位於紐約賓漢姆頓東區的社區小電影院由當地建築師吉拉德．G．施耐克 (Gerald 

G. Schenck) 完成，是保存完好的優秀作品。這裡曾是小社區中可以步行穿過的娛

樂場所，是賓漢姆頓中此類僅存的建築，目前該建築正處於建成功能性藝術場所的

改造初期階段。吉拉德．G．施耐克曾是當地著名的建築師，是賓漢姆頓建築大師

桑福德．歐．萊西 (Sanford O. Lacey) 的門徒。該劇院體現了萊西和施耐克都鐘

愛的含蓄性現代藝術美感。  

• 殘障人士庇護工作坊 (Sheltered Workshop for the Disabled Building)，布魯姆

郡 - 這棟始建於 1947 年的建築在地區歷史中具有重要作用，這裡是為布魯姆數千

名有身體和精神殘障的居民提供職業培訓、招聘和醫療護理的機構總部和中央操作

中心。其開展的項目被州和國家認可為是典型範例。殘障人士庇護工作坊 

(Sheltered Workshop for the Disabled) 和康復服務公司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Inc.) 在三個不同區域建成，多年來完成的擴建工作還為兩個主要租戶支持開展了

辦公、臨床和製造項目，其對於在賓漢姆頓市融入罕見的流線型現代工廠建築風格

也有重要意義。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布里斯班大樓 (Brisbane Building)，伊利郡 - 這棟首次於 1895 年開放的大樓是

「城市裝飾，」這座意大利文藝復興式的商業樓坐落在紐約水牛城 (Buffalo) 市中

心，其世代以來一直都是商業活動中心。租戶有大型主要零售店，如克蘭漢斯 

(Kleinhans) 和 F．W．沃爾沃斯五毛店 (F. W. Woolworth's Five and Dime)；小型

家庭商業和專業公司。布里斯班大樓號稱有著高度的建築融合性和原創裝飾設計，

其標誌著商業建築設計從 19 世紀 80 年代的石造辦公樓轉變成為 19 世紀 90 年代

末的鋼架高樓。  

• 水牛城第 75 公立學校 (Buffalo Public School #75, PS 75)，伊利郡 - 第 75 公立

學校始建於 1925 年，其主要為紐約水牛城艾米斯裡 (Emslie) 社區中的非裔美國

人服務。該校體現出水牛城學區在 20 世紀 20 年代為擴大其在城市中的建築存量

而在全市新建體現現代學校設計創意的建築。社區發展和紐約採用擴大後的課程要

求，包括手工、國內和體育教育課程，要求公立學校建築中新增場地；實驗室、研

討會、廚房、禮堂、餐廳和體育館。第 75 公立學校鮮明地體現出水牛城學校建築

師歐內斯特．克里米 (Ernest Crimi) 在建造學校上採用的標準化方式融入了特定的

衛生安全元素和新增的課程空間，其以反復使用的設計元素和快速建成的時間軸而

著稱。  

• J．W．魯傑和達克兄弟大樓 (J.W. Ruger & Deck Bros. Building)，伊利郡 - 該

建築建於 1868 年，是紐約水牛城東側向來重要的生產重鎮中現存最古老的小型工

業樓之一。這裡是兩名享譽全國和全球的陳光陽續保專利開發商所在地，也是烘

焙、引擎和精加工行業的機械生產商所在地。此地因臨近運河鐵路和其他同類生產

商而具有優勢。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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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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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