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3 月  2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歷史保護委員會  (STATE HISTORIC PRESERVATION) 推薦提

名  17 處地點列入《州與國家史蹟名錄  (STATE AND NATIONAL REGISTERS OF 

HISTORIC PLACES)》   

  

提名將認可對紐約多元化歷史有所貢獻的地點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歷史保護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Board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建議新增 17 處資產、資源、地區列入《州與國家史蹟名

錄》。這些提名地點皆反映了紐約州歷史令人驚豔的多元特質，從紐約市的第一棟

公共公寓建築乃至於非裔美國人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開發的度假區。   

  

「這些提名都是向紐約州歷史上一些最非凡、最迷人的場所致敬，」葛謨州長表

示。「藉由將這些地標列入《州與國家史蹟名錄》，我們就能確保這些地點得到

維護所需的資金，進而推廣紐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精華。」   

  

資產被列入《州與國家史蹟名錄》有助於其所有人對建築進行修繕維護，並使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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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政府提供的史蹟修復退稅額。自從州長於  2013 年簽署立法支持紐約州使用史蹟

修復退稅額，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計畫已對史蹟商業房產帶動數十億美元的投資，

對所有權人持有的史蹟住宅也帶動了數千萬美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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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歷史建築、結構和遺址單獨或作為史蹟區域的組成部分被列入了《國家

史蹟名錄》中。最近一次的提名是來自全州各地的資產所有人、市政當局和社區組

織所提案。   

  

一旦推薦獲得州歷史保護官員通過，該資產就將被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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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的網站。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8a4d6bbc-d66867df-8a4f9289-0cc47aa88e08-20f807eb14025ccd&u=http://nysparks.com/shpo/national-register/nomination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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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州與國家史蹟名錄》是這些地標得到保護和重振的過程中相當關鍵的一

步。保護和重振我們的史蹟地點有助於提升地方經濟、鞏固社區驕傲、鼓勵智慧發

展，以及推動旅遊業，」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代理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   

  

文化事務、旅遊、公園和休閒委員會  (Committee on Cultural Affairs, Tourism, 

Parks and Recreation) 主席荷賽·瑟拉諾  (José Serrano) 參議員表示，「今天的推

薦提名絕妙地反映出紐約的多元文化傳統，從長島地區的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裔美

國人度假區，到水牛城  (Buffalo) 的  19 世紀校舍，當然更不消說我的選區中的東哈

林  (East Harlem) 勞動階級移民歷史遺產。《州與國家史蹟名錄》有助於保護我們

的珍貴史蹟，支持社區的振興，同時也激勵旅遊業和經濟發展。非常感謝葛謨州長

和庫勒賽德代理主任為未來的世代致力保存紐約的歷史。」   

  

藝術與旅遊業委員會  (Arts and Tourism Committee) 主席丹尼·歐唐納  (Danny 

O'Donnell) 州眾議員表示，「恭喜這些實至名歸的提名地點。對這些資產表示認

同，將有助於保存和強調紐約州歷史中諸多重要的面貌，並提供未來的世代與過去

連結的實際管道。」   

  

中部地區  (Central Region)  

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韋頓-舒馬赫宅 (Whedon-Schumacher House)：這棟  1892 

年落成的安妮皇后  (Queen Anne) 風格住宅是由該市最具影響力的建築師之一阿基

米德·羅素  (Archimedes Russell) 設計。該住宅的一樓在  1921 年被改為葬儀社使

用。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滑鐵盧村 (Waterloo) 滑鐵盧高中  (Waterloo High School)：這棟新古典建築是在  

1928-1929 年期間建成，對推廣不訴求機械式學習的職業訓練和實驗教育的「進步

主義教育 (progressive education)」活動有顯著的意義。此建築現作為社區中心使

用，是作品豐富的羅切斯特  (Rochester) 建築師卡爾·艾德  (Carl Ade) 的城市建築設

計範例之一。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薩格港村 (Sag Harbor) 的薩格港山、蔚藍與尼尼微海灘住宅區史蹟特區  (Sag 

Harbor Hills, Azurest, and Ninevah Beach Subdivisions (SANS) Historic District)：本特

區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專為薩格港沿岸的有色族群開發的暑期度假區，當時的

住宅隔離情況和抵押金融服務的歧視使許多中產階級的非裔美國人無法開發和享有

暑期住宅。   

  



北點村  (Northport) 的史坦利 H. 朗德斯住宅  (Stanley H. Lowndes House)：這棟安妮

皇后風格的住宅是在  1895 年為地方重要人士，也是著名牡蠣大亨朗德斯  

(Lowndes) 所建。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波莫納村 (Pomona) 的坎普山學校  (Camp Hill School)：這棟建於  1923 年的兩室校

舍直到 1960 年初期仍一直用於教育性用途。未經使用一段時間後，這棟校舍在  

1970 年代晚期獲得重建，作為地方機構的辦公室和  1967 年才成立的波莫納村的集

會場地使用。   

  

坎貝爾霍爾  (Campbell Hall) 的雅各與卡洛琳·霍金斯住宅  (Jacob & Caroline Hawkins 

House)：這棟建於 1839 年左右的提名住宅是紐約哈德遜山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一棟保存狀態非常完整良好的成熟希臘復興式風格建築代表性

範例。  

  

拉馬波鎮 (Ramapo) 皮格諾爾學校  (Pig Knoll School)：傑出的建築公司麥金、米德

與懷特事務所  (McKim, Mead & White) 及後繼的懷爾德與懷特事務所  (Wilder & 

White) 所屬的建築師華特·羅布·懷爾德  (Walter Robb Wilder) (1874-1934) 在 1915  

年設計了這棟以美國鄉村藝術與工藝為靈感的建築。在一段短暫的時間內，該建築

曾作為公共學校使用，今日則已成為波莫納文化中心  (Pomona Cultural Center)。  

  

馬馬羅內克鎮  (Mamaroneck) 的飛腳高爾夫球俱樂部  (Winged Foot Golf Club)：這所

俱樂部擁有兩個  18 洞高爾夫球場，其球場是由對美國高爾夫球場有著深遠影響的

亞伯特·華倫·提靈哈斯特  (Albert Warren Tillinghast) 設計，俱樂部內令人讚嘆的石磚

俱樂部建築則是由建築師克利福德·查爾斯·溫德哈克  (Clifford Charles Wendehack) 

設計。該球場於  1923 年開業，而俱樂部建築則是在  1925 年完工。飛腳高爾夫球

俱樂部的西側球場曾在  1929 年主辦美國公開賽  (U.S. Open)。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開端與第二開端  (Alku and Alku Toinen) 合作公寓：由芬蘭住

宅建築協會  (Finnish Home Building Association) 分別在  1916 與 1917 年建成，在州

級的社會歷史領域具有  A 級標準的重要性，是紐約州首棟目標導向建成的真正合

作公寓建築。   

  

紐約市東哈林歷史特區  (East Harlem Historic District)：該特區的重要性為其和猶

太、義大利以及波多黎各勞動階級移民社區的連結，這些社區從  19 世紀中期到  

20 世紀中期依序在本區佔有一席之地，並在此地帶留下聲名。東哈林地區曾經分

別以猶太哈林區  (Jewish Harlem)、義大利哈林區  (Italian Harlem) 以及西班牙哈林區  

(Spanish Harlem) 或「街坊  (El Barrio)」而聞名。  

  



紐約市喬治·華盛頓飯店  (George Washington Hotel)：這棟 1930 年完工的義大利文

藝復興風格住宅飯店為其顧客提供一種世故高雅的感受而設計，建築師團隊運用義

大利新文藝復興風格，並採用紀念碑式的入口、精緻的紅陶裝飾細節，並安排了寬

闊的內部空間，以求提供一種「俱樂部」式的氣氛，而整層二樓則是設計成住客和

其賓客的公共空間。   

  

紐約市聖路加醫院  (St. Luke's Hospital)：這棟法式新文藝復興風格的醫院是由位於

晨邊高地 (Morningside Heights) 社區內的一個半街區上的  11 棟樓閣所構成的一座

建築，從 1896 年開始作為醫院施工，並在日後佔有日漸重要的核心角色，為一整

區的城市民眾提供全面性的精密科學醫療。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保羅·史密斯村  (Paul Smiths) 的天使長聖加百列教堂  (St. Gabriel the Archangel)：  

此教堂建於  1896 年，是  19 世紀晚期至  20 世紀初期建於阿迪朗達克  (Adirondack) 

區域的一些安妮皇后 /石瓦風格「夏季教堂」中的一棟較為特出且完整的範例。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博維納鎮 (Bovina) 麥諾特家族農場  (McNaught Family Farm)：其完整的農舍、開放

的農地、農務建築地基、石建圍牆以及一處水車遺址都是由蘇格蘭低地  (Lowland 

Scottish) 移民約翰與珍妮特·馬歇爾·麥諾特  (John and Janet Marshall McNaught)  

家族所建。該農場約從  1817 至  1962 年期間是由麥諾特家族的數代成員所有。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水牛城  (Buffalo) 第 51 號水牛城公共學校  (Buffalo Public School #51)：共分兩階段

建成，第一階段為  1894-1895 年間，而第二階段則為  1972-1928 年建成。第  51 號

公共學校特別之處在於結合了水牛城碩果僅存的完整  19 世紀校舍建築，其中大部

分皆已在 20 世紀拆除並替換成現代的校舍。   

  

劉易斯頓村  (Lewiston) 的第一長老會教堂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以及劉易斯頓

村墓園 (Lewiston Village Cemetery)：劉易斯頓村墓園從  1802 年至今埋葬了近兩千

五百位死者，堪稱是該村莊的歷史見證。該教堂是於  1830 年至  1965 年間分多個

階段建成，是村中最古老的宗教建築。   

  

水牛城的塞內加水電暖爐公司  (Seneca Plumbing and Heating Company) 建築：該建

築是猶太裔俄國移民馬克斯·林斯基  (Max Linsky) 於  1937 年創立的企業所在地，  

並以其和水牛城猶太移民族群的發展和成功息息相關而聞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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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