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2 月 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水牛城十億計畫  (BUFFALO BILLION II)』第二階段將啟動建設項

目，用於在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修復大峽谷』   

  

該工程將控制尼亞加拉大峽谷  (Niagara Gorge) 的入侵物種   

  

該項目補充了本州對尼亞加拉瀑布市州立公園  (Niagara Falls State Park)  

以及尼亞加拉瀑布市中心區的其他投資   

  

大峽谷的照片和地圖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將啟動現場生態修復工程，用於在尼亞加拉瀑布市

『修復大峽谷』。紐約州西部地區土地保護局  (Western New York Land 

Conservancy) 從二月起將開展為期兩年的工作，用於在尼亞加拉大峽谷從尼亞加

拉大峽谷探索中心  (Niagara Gorge Discovery Center) 至魔鬼洞州立公園  (Devil's 

Hole State Park) 沿線控制入侵物種並種植本土樹木、灌木叢、草地以及花朵。該

項目斥資 210 萬美元，由紐約州各類資金提供支持，包括『水牛城十億計畫』第

二階段。該項目補充了葛謨州長斥資  7,000 萬美元對尼亞加拉瀑布市州立公園開展

的復興計畫，以及本州其他戰略投資用於鞏固尼亞加拉瀑布市中心區的旅遊業。  

  

「尼亞加拉大峽谷對尼亞加拉瀑布市世界級景點的自然美景至關重要，」州長葛

謨表示。「對這個具有生物多樣性的棲息地實施生態修復並提供戰略投資，這重

振了尼亞加拉瀑布市的旅遊業，以及我們為復興該地區而開展的工作。」   

  

紐約州西部地區土地管理局始終帶頭修復大峽谷沿線  33 英畝的自然棲息地並加以

改善，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透過尼亞加拉綠道委員會生態常務委

員會  (Niagara Greenway Commission Ecological Standing Committee) 提供資金。   

伴隨提供『水牛城十億計畫』第二階段資金，土地管理局將能夠清理入侵物種， 

並修復大峽谷境內以及旋渦州立公園  (Whirlpool State Park) 至魔鬼洞州立公園沿線

另外  125 英畝的土地。  該項目將改善尼亞加拉河大峽谷  (Niagara River Gorge)  

的生態健康，並提升遊客對尼亞加拉瀑布市的體驗。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Niagra%20Gorge.pdf#_blank


 

 

作為大湖區  (Great Lakes) 一處最具生物多樣性的地點，尼亞加拉大峽谷擁有獨特

的生態群落，其中包含大量稀有的植物，並從屬於具有全球重要意義的重點鳥區  

(Important Bird Area)。  尼亞加拉河  (Niagara River) 下游河段的急流是淡水魚的重要

產卵地，包括瀕危的湖鱘  (Lake Sturgeon)。 

  

遺憾的是，這種敏感環境的健康程度因諸多因素而受到危害，尤其是非本土入侵植

物。土地管理局已僱用應用生態服務公司  (Applied Ecological Services) 在該項目的

第一階段清理入侵植物，例如藥鼠李  (Common Buckthorn)、臭椿 (Tree-of-

Heaven)、蘆葦  (Phragmites)。這些入侵物種將被替換為有益處的本土物種，例如

橡樹、九皮灌木、加拿大銀蓮花  (Canada Anemone)。  

  

「紐約州透過『水牛城十億計畫』提供投資，用於在尼亞加拉河大峽谷控制入侵物

種並種植本土樹木、灌木、草皮和花朵，並修復全世界一處最壯觀的自然奇觀，」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今天發佈公告時講話。「州長對該項目提供

空前未有的承諾，這鞏固了紐約州數百萬美元的投資，用於提升尼亞加拉瀑布市作

為世界級旅遊目的地的地位。」   

  

土地管理局執行理事南希·史密斯  (Nancy Smith) 表示，「我們今天慶祝獲得機

會，供全世界重新了解尼亞加拉大峽谷作為尼亞加拉瀑布市重要宏偉窗口的魅力。

土地管理局開展的工作將改變大峽谷內多元複雜的生命構造。  豐富多彩的香柏、

蕨類植物、紫菀屬植物、小藍莖草是本土植物，用於餵養我們喜愛的野生動物、清

理淡水並支持為我們的餐桌提供食物的授粉昆蟲。這些植物是神秘的生命網的基

礎。這是我們可以與每個遊覽大峽谷的人分享的故事。」   

  

這只是紐約州承諾實施的眾多項目之一，因為紐約州設法支持尼亞加拉瀑布市實現

其作為世界級旅遊目的地的真正潛力。  本州近期撥款  7,000 萬美元對尼亞加拉瀑

布市州立公園開展其他項目；其中  6,200 萬美元專門用於清理未充分利用的高速公

路路段；多個已竣工的、建設中的以及規劃中的酒店項目；尼亞加拉瀑布市重建項

目，這涉及收購尼亞加拉瀑布市州立公園城市街區內多個利用不足的重要房產用於

建設多用途開發區；撥款  2.4 億美元用於在尼亞加拉瀑布市中心區建設公私項目。  

  

這個項目由『水牛城十億計畫』第二階段撥款  100 萬美元、由尼亞加拉河綠道委

員會  (Niagara River Greenway Commission) 綠道生態常務委員會  (Greenway 

Ecological Standing Committee) 撥款將近 100 萬美元，由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透過尼亞加拉郡奧瑟社區福利基金  (Oath Community Benefit 

Fund for Niagara County) 撥款 10 萬美元。  該項目所在的地塊歸紐約電力局和紐約

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NYS OPRHP) 所有。  

  



 

 

尼亞加拉瀑布市市長保爾·戴斯特  (Paul Dyster) 表示，「今天標誌著重要過程的第

一天，該過程用於保護我們地區最寶貴的資源並加以修復。100 萬美元的『水牛城

十億計畫』第二階段資金專用於為野生動植物和遊客改善生態系統，葛謨州長對尼

亞加拉瀑布市的最新投資今後將產生變革性的影響。」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

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葛謨州長利用『水牛城十億計畫』和本州

多項其他投資把建設尼亞加拉瀑布市確立為一項重要優先工作。在尼亞加拉大峽谷

完成的工作將把改造工程拓展至州立公園和周邊區域，並進一步把尼亞加拉瀑布市

確立為世界級的旅遊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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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  

「感謝葛謨州長和土地管理局對尼亞加拉大峽谷做出承諾。這是個非常特別的地

點，需要嚴格的管理。復興的尼亞加拉大峽谷必將補充我們對附近州立公園的投

資，這將進一步加深遊客體驗。」   

  

紐約電力局局長約翰  考邁爾  (John Koelmel) 表示，「紐約電力局致力於創造清潔

可再生的能源、維護自然資源，並支持擴建戶外休閒娛樂空間。  修復尼亞加拉大

峽谷內的棲息地是一項明智的投資，將持續促進把尼亞加拉瀑布市區域改造成更重

要的生態資產，並進一步鞏固整個地區的旅遊業潛力。該項目很好地利用歸紐約電

力局所有的土地以及尼亞加拉河綠道基金生態常務委員會  (Niagara River Greenway 

Fund Ecological Standing Committee) 承諾提供的資金。」   

  

尼亞加拉河綠道生態常務委員會  (Niagara River Greenway Ecological Standing 

Committee) 副主席蒂姆·德普瑞斯特  (Tim DePriest) 表示，「修復尼亞加拉大峽谷

是在保護紐約州一處生態寶藏的過程中邁出的一大步，並推進了尼亞加拉河綠道計

畫  (Niagara River Greenway Plan) 設立的基本目標。綠道生態常務委員會很自豪支

持這項工作，並相信紐約州西部地區土地管理局能夠為這個宏大的項目帶來成功，

正如該機構在其他綠道項目上展現出的能力一樣。」   

  

國會議員布萊恩·希金斯  (Brian Higgins) 表示，「尼亞加拉大峽谷是一處壯觀的自

然目的地，提供獨一無二的體驗和展望。  紐約州西部地區土地管理局帶頭開展工

作，用於修復大峽谷，這今後將提供持久的生態回報和經濟回報。」   

  

州參議員羅博·奧特  (Rob Ortt) 表示，「確保竭盡所能維護尼亞加拉大峽谷令人歎

為觀止的生態系統對於生態保護和經濟活力至關重要。大峽谷內的入侵物種威脅著

自然美景和我們本土動植物的壽命。這項保護工作是個必要的項目，用於保護我們

的自然奇觀，我很高興看到州機構合作處理這個問題。」   

  



 

 

州眾議員安吉洛·莫里納羅  (Angelo Morinello) 表示，「感謝州長和紐約州西部地

區土地管理局利用『修復大峽谷』項目開展土地保護工作。  尼亞加拉大峽谷是紐

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生態瑰寶，為修復這處自然美景而開展的工作

令我深受鼓舞。我們持續開展工作維護州土地，從而刺激增長的旅遊業，並保護紐

約州自然奇觀，供全體民眾觀賞和使用。」   

  

在項目兩年的施工期內，步道將封閉以保障尼亞加拉大峽谷該區域的遊客的安

全。  工作人員在可能導致岩石或碎屑掉落的區域施工時，步道將臨時間斷性封

閉。這些封閉將只在工作日的白天時段發生，步道在夜晚和週末不封閉。  封閉步

道的清單請見此處。  

  

為了供民眾進一步了解該項目，以及個人可以在自己的地產上做些什麼，例如種植

本土植物，土地管理局將安排美國知名的本土植物專家道格 ·特拉米  (Doug Tallamy) 

於  3 月 16 日，星期五在紐約州水力發電站  (New York Power Vista) 主持演講。  

這次演講的詳細資訊請見  wnylc.org。  

  

紐約州西部地區土地保護局是個地區非營利土地信託機構，該機構為後世民眾長期

保護紐約州西部地區具有重要保護意義的土地。紐約州西部地區土地保護局設想的

未來提供開放空間、工作用地、野生動植物棲息地以及迷人的美景，這個未來屬於

紐約州西部地區的景觀和特征，並因此得到珍惜和保護。土地保護局獲得土地信託

認證委員會  (Land Trust Accreditation Commission) 認可，是美國  1,700 家土地信託

機構之一，其中包括紐約州的  90 個土地信託機構。土地信託機構在過去  20 年保

護  4,000 萬英畝的土地。如需獲取更多與近期活動、志願者機構或紐約州西部地

區土地保護局相關的資訊，請致電  (716) 687-1225 或訪問  www.wnylc.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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