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3 月 2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 76 號碼頭 1 期改造工程已啟動 

  
曼哈頓西海岸的臨時戶外休閒空間，位於紐約州警察局前拖車場 

  
為現有的哈德遜河公園設施新增開放空間 

  
請從此處查看改造後的 76 號碼頭的效果圖 

  
請從此處查看 76 號碼頭的空中無人機鏡頭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紐約州已經開始將 76 號碼頭 1 期改造工程，將其改造成

新的娛樂空間，將於 6 月 1 日前向公眾開放。位於曼哈頓區 (Manhattan) 西海岸線的前

紐約市警察局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NYPD) 扣押停車場將加快改造進度，

為 76 號碼頭納入哈德遜河公園 (Hudson River Park) 做好準備。 

  
「冠狀病毒 (COVID) 凸顯了戶外休閒空間對紐約民眾的重要性，隨著我們繼續建設得更

好，拓展開放空間至關重要，」葛謨州長表示。「經過 20 多年的不作為，76 號碼頭的

改造將把曼哈頓區西海岸的一片荒蕪之地變成哈德遜河公園的王冠明珠，並創造受人愛

戴的都市休閒空間，為子孫後代所享受。」 

  
紐約州最近接管了 76 號碼頭，該碼頭位於紐約市西 38 街和第 12 大道，該碼頭曾將占

地 5.6 英畝的場地和結構用作警察局的扣押場所。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

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已經開始部分拆除該碼頭

上 245,000 平方英尺的蓄水設施，並將創建臨時公共娛樂空間，包括步行區和室外靈活

空間，以及供人們放鬆和欣賞濱水景觀的長凳。扣押設施的鋼支撐結構將暫時保持完

整，以創建獨特的設定和部分陰影。這項耗資 2,000 萬美元的建設項目，包括環境减

排、重鋪路面和安裝欄杆和照明設施，預計在 6 月 1 日前完成。 

  
葛謨州長首先提出了 76 號碼頭改造的新計畫，作為其 2020 年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 議程的一部分。今年一月，紐約市將拖車場的控制權移交給了紐約州，並按照州

預算協定的規定騰出了這一地點，為改造工程的開始鋪平了道路。 

  

https://flickr.com/photos/nysparks/albums/72157718508918815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df79a9d6-80e2910b-df7b50e3-0cc47aa8c6e0-b46753e7e4aa1b32&q=1&e=fe33ece0-9a10-4b9b-9b1a-9451b9e7c78b&u=https%3A%2F%2Fspaces.hightail.com%2Freceive%2FzzbneCLAOY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unveils-27th-proposal-2020-state-state-transferring-pier-76-tow-pound-hudson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unveils-27th-proposal-2020-state-state-transferring-pier-76-tow-pound-hudson


 

 

1998 年《哈德遜河公園法 (1998 Hudson River Park Act)》要求該市轉讓碼頭的所有

權，其中至少一半必須用於被動和主動開放空間，但這一轉讓從未完成。在經歷了 20 

多年的停滯計畫之後，第 1 階段轉型的開始是將這一願景變為現實的第一步。76 號碼頭

的長期使用規劃將由哈德遜河公園信託基金會 (Hudson River Park Trust) 完成，該基金

會是一家市和州合作設立的聯合合夥企業，預計將從州立公園租賃該碼頭。該信託基金

根據與紐約市或州的長期物業租賃管理哈德遜河公園。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76 號碼頭將成

為切爾西市 (Chelsea)、克林頓 (Clinton) 和中城區 (Midtown) 社區居民的極好的資源，

他們一直耐心等待著這件事的發生。76 號碼頭將與哈德遜河公園的其他設施相連，成為

安全、健康和家庭友好的戶外娛樂目的地，可以欣賞到壯觀的都市景觀和濱水區景

觀。」 

  
參議員布萊德·豪曼 (Brad Hoylman) 表示，「新的開放空間對哈德遜河公園的所有用戶

來說都是一次勝利，尤其是在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期間。我很高興看到紐

約市警察局在 20 多年後終於搬離 76 號碼頭，並期待著與第 4 社區委員會 (Community 

Board 4)、我在政府的同事、哈德遜河公園信託基金會和其他當地利益相關者合作，確

保該碼頭的長期未來用於娛樂和其他重要用途。」 

  
眾議員理查·戈特弗裡德 (Richard Gottfried) 表示，「葛謨州長已經確保這個項目在拖

延多年之後終於啟動。我感謝州立公園制定計畫在今年夏季前向公眾開放。76 號碼頭將

是哈德遜河公園的重要補充，我將與我的選民和哈德遜河公園信託基金會合作，為社區

發展永久的願景。」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NYS DEC) 廳長兼哈德遜河公園信託基金會主席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

「76 號碼頭從城市扣押停車場不可思議地變成了世界級的娛樂資源，這將為那些在切爾

西市、克林頓和中城區安家的人，以及每年吸引數百萬遊客到哈德遜河公園的人，在曼

哈頓區西區提供一片綠洲。人們期待已久的 76 號碼頭將添加到宏偉的哈德遜河公園，

將改善曼哈頓區西部濱水區，並將無數紐約民眾與曼哈頓區壯觀的河岸上幾乎無限的戶

外娛樂機會聯系起來。」 

  
哈德遜河之友組織 (Hudson River Park Friends) 執行主任科尼·費舍 (Connie 

Fishman) 表示，「哈德遜河之友組織很興奮地看到 76 號碼頭的舊拖車場最終改作他

用。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為紐約民眾創造新的開放空間，特別是現在——在疫情期間—

—對我們大家都是一大好處。當地居民會很樂意利用這個新的娛樂機會，因為現在對我

們所有的公園和開放空間的需求如此之高，而這個社區已經等了很長時間了。」 

  
76 號碼頭將為人口持續增長的社區提供開放空間。根據美國人口普查數據，曼哈頓區第

四和第五社區（包括切爾西市、克林頓和毗鄰的中城區商業區）的人口自 2000 年以來

增長了 27%，超過 16.7 萬人。 

  



 

 

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開放空間對城市居民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人們對大都會

地區附近的州立公園和步道的訪問量激增。 

  
哈德遜河公園是一個占地 550 英畝的濱河公園和河口保護區，從特立貝克 (Tribeca) 炮

臺公園市 (Battery Park City) 的北部邊界開始，穿過格林威治嚮 (Greenwich Village)、

肉類加工區、切爾西市和哈德遜造船廠 (Hudson Yards)，一直延伸到西 59 街 地獄廚房 

(Hell's Kitchen)/克林頓，包括十幾個曾經用於商業航運的碼頭。該公園包括自行車道和

步行道、網球場和足球場、棒球場、兒童遊樂場、遛狗區和許多其他特色。 

  
據估計每年有 1,700 萬人造訪哈德遜河公園，這是自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 建成以來

曼哈頓區最大的開放空間。約 45% 的遊客來自曼哈頓區以外地區，近三分之一是非本州

居民。 

  
根據哈德遜河公園之友組織 2020 年開展的一項研究，2000 至 2015 年期間，約 7.2 億

美元的投資用於創建該公園，為紐約市帶來 11 億美元的經濟活動，紐約州的經濟活動

達到 14 億美元，並創造了 3,000 多個全職工作和兼職工作。 

  
請從此處了解更多與哈德遜河公園相關的資訊。經濟調查請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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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步道和

船隻下水點。如需更多與這些娛樂區域相關的資訊，請訪問 parks.ny.gov、下載免費的

紐約州公園探索者 (NY State Parks Explorer) 移動應用程式或撥打電話 518-474-0456。

此外，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上聯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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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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