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4 月 2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瓊斯海灘共用休閒路徑  (SHARED USE LEISURE PATH ON JONES 

BEACH) 提前完工   

  

新的  4.5 英哩路徑展示瓊斯海灘的美景，並連接整個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現有

的路徑   

  

這條路徑創建了與未來瓊斯海灘能源和自然中心  (Jones Beach Energy and Nature 

Center) 以及西區保護區  (West End Preservation Area) 的新連結   

  

項目按照預算提前竣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瓊斯海灘共用路徑竣工，這是一條  4.5 英哩長的新休

閒步道，為步行者、滑冰者、跑步者和騎自行車的人提供紐約州最受歡迎和最美麗

的一座州立公園的美景。這條新步道比原計劃提前六個月完工，還連接了長島地區

現有的休閒路徑，讓用戶可以使用數百英哩的額外步道，並進一步促進了該地區的

綠色交通。   

  

「隨著天氣變暖，長島地區的居民和遊客都將有一條全新的路徑用來探索紐約州一

處最珍貴的戶外場所，」葛謨州長表示。「我們正在對公園和交通基礎設施提供

歷史性的投資，這條路徑將給紐約民眾提供另一個鍛煉身體的好地方，以及欣賞瓊

斯海灘無與倫比的景色。」   

  

「公園對我們全州的社區都至關重要，瓊斯海灘是紐約州最受歡迎的州立公園之

一，」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今天發佈公告時表示。「共用路徑為

步行者、跑步者、騎自行車者和溜冰者提供了一條  4.5 英哩長的額外路徑，可以

欣賞到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完美的景色。該項目提前完工，沒有產生額外的成

本，而且與長島地區現有的路徑相連，讓人們可以進入數百英哩長的步道，促進了

旅遊業和經濟的增長。」   

  

這條新路徑從瓊斯海灘  6 號場地 (Field 6) 開始，沿著風景如畫的瓊斯海灘木板路  

(Jones Beach Boardwalk) 一直延伸到西區  2 號 (West End 2)，新的瓊斯海灘能源和

自然中心坐落在那裡。這條路徑提供大西洋和海灘植物的景色。為確保使用者及過

往駕駛人士的安全，這條路徑裝設了交通管制標誌。   



 

 

  

這條路徑還沿著海洋州公園大道  (Ocean State Parkway) 和萬塔州公園大道  

(Wantagh State Parkway) 連接到現有的共用路徑，即海岸綠道共用路徑  (Ocean 

Parkway Coastal Greenway Shared Use Path) 和艾倫•費倫紀念自行車道  (Ellen 

Ferrant Memorial Bikeway)，讓使用者可以訪問整個長島地區數百英哩的自行車路

線。  

  

葛謨州長於  2017 年 11 月宣佈，這個耗資  350 萬美元的項目原定於  2018 年夏季

停止，以免干擾海灘活動。然而，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YSDOT) 與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合作，在整個夏季繼續施工，給公園

遊客帶來了最小的不便。持續的施工使該項目得以提前完成，沒有因為加速施工而

增加的額外費用。   

  

紐約州交通廳近年來給長島地區強大的共用路徑網路新增路徑，這條新路徑又補充

了 20 多英哩路徑。到  2019 年底，伴隨拿騷郡 (Nassau County) 亨普斯特德鎮  

(Town of Hempstead) 拿騷高速公路  (Nassau Expressway)（878 號州道）竣工，  

將新增又一條公路。   

  

此外，海岸綠道共用使用路徑今年晚些時候將增建另外  10 英哩的路徑，這條路徑

將從牡蠣灣鎮  (Town of Oyster Bay) 托拜海灘  (Tobay Beach) 經巴比倫鎮  (Town of 

Babylon) 延伸至伊斯力普鎮  (Town of Islip) 卡普特里州立公園  (Captree State Park) 

障壁島盡頭。   

  

西區保護區和瓊斯海灘能源和自然中心   

瓊斯海灘共用路徑還將創建一條新銜接道，從公園廣受歡迎的木板路到其原始風貌

的西端區域，那裡正在實施計畫用以紀念獨特的瓊斯海灘海岸環境。州立公園代理

主任埃裡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今天正式把瓊斯海灘州立公園西區  218.5 英畝

的土地指定為公園保護區，以認可其突出的生態價值，包括本州獨特或罕見的動植

物。指定為公園保護區，利用管理各種獨有的、稀有的、受威脅的或瀕危的動植物

種類；限定為開發合適的被動休閒娛樂活動，例如遠足、釣魚和觀鳥；鼓勵科學研

究、考察和公共環境教育，或維持保護區的生態來維持保護區的生態完整性，從而

促進高水平的管理。   

  

本月，位於西區  2 號的新瓊斯海灘能源和自然中心也將動工建設。採用可持續設

計的新中心將以各種實踐操作展覽和活動為特色，幫助遊客欣賞長島地區各種生態

系統，並了解如何明智地使用能源、節約用水以及創造更具彈性和可持續的未來。

專題展覽將展示電力的製造和輸送方法；可再生電力資源銜接電網和住宅的方法；

消費者高效管理能源以減少碳足跡的方法。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18-million-energy-and-nature-education-center-jones-beach-state-park


 

 

能源與自然教育中心  (Energy and Nature Education Center)、長島公共服務企業集

團 (PSEG-Long Island) 的公私合作夥伴、長島電力局  (Long Island Power Authority, 

LIPA)、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以及私人捐贈者還將提供現代空間

用於擴大公園的環境教育計畫，包括教室空間，用於向消費者介紹被動可再生能源

技術。各類展覽和節目還將向遊客介紹何為公園保護區，以及該命名對這座公園及

其動植物有何益處。新能源與自然教育中心的項目效果圖請見此處。該設施預計在  

2020 年年底開放。  

  

改進梅多布魯克公園大道入口  (Meadowbrook Parkway Gateway)  

這個耗資 390 萬美元的項目正在進行中，目的是為瓊斯海灘創造更受歡迎的環

境。該項目將拆除梅多布魯克公園大道一個廢棄的收費廣場，並建造一個巨大的入

口標誌，用於歡迎遊客來到瓊斯海灘州立公園。   

  

利用建於 1953 年並於 2017 年停止使用的八車道收費廣場和磚砌辦公樓。該項目

將拆除公園入口的廢棄建築，並幫助改善交通流。工程將於六月初動工，屆時將興

建臨時通道，以疏導廣場周圍的交通。該項目還包括新的交通路面標誌、路標、  

改善雨水排水系統、修復場地和重新設計公園大道環路  (Loop Parkway) 入口。項

目預計在 2019 年 9 月竣工。  

  

此外，州立公園正在瓊斯海灘建造第三個入口標誌，類似于在萬塔格公園大道  

(Wantagh Parkway) 和海洋公園大道  (Ocean Parkway) 建造的標誌。『瓊斯海灘之

門』標誌採用節能  LED 燈照明裝置，並與公園標誌性的裝飾藝術  (Art Deco) 風格

相融合。使用砂岩和巴比松磚石，用於匹配有創見的公園規劃師羅伯特·摩斯  

(Robert Moses) 為公園內標誌性的水塔  (Water Tower)、東側澡堂  (East 

Bathhouse)、西側澡堂  (West Bathhouse) 以及其他建築選用的材料，以及與公園內

的歷史標誌匹配的刻字。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代理主任埃裡克·庫勒賽德表示，「瓊斯海灘共用路徑是優

秀的新選擇，供騎自行車者、跑步者、徒步旅行者和其他人探索和享受長島地區的

這一風景區。共用路徑、未來的能源與自然中心以及西區都鞏固了我們振興瓊斯海

灘州立公園的工作，創造新方式供遊客探索公園，並慶祝其自然、歷史和美學輝

煌。」  

  

參議員約翰·布魯克斯  (John Brooks) 表示，「自行車道為許多人提供了娛樂的機

會。長島地區有許多美麗的公園和海灘。這些地方騎自行車或從這些步道徒步就能

到達，將吸引人們享受大自然的美麗和我們的州立公園系統  (State Park 

System)。」  

  

眾議員戴維德·麥可唐那  (David McDonough) 表示，「今天，我很榮幸能夠出席瓊

斯海灘州立公園共用路徑的揭幕儀式，這條共用路徑是為騎自行車的人、慢跑的人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JonesBeachEnergyAndNatureCenter2018.pdf


 

 

和排隊溜冰的人設計的，他們可以用一種自然的綠色方式享受公園，從而改善環

境。瓊斯海灘州立公園一直是紐約州公園管理局  (NYS Parks Department) 的瑰寶，

這一補充將改善公園的遊覽體驗。」   

  

拿騷郡郡長勞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這條新共用道路將使瓊斯海灘變得

更安全乾淨、更便於騎自行車的人和步行的人到達，並為家庭帶來更多快樂。拿騷

郡致力於支持這類項目，為我們的居民提供額外的交通選擇。」   

  

亨普斯特德鎮  (Hempstead Town) 鎮長勞拉·吉倫  (Laura Gillen) 表示，「這條新路

徑無疑將提供更多無污染的通道，供我們享用南岸  (South Shore) 的瑰寶、公共海

灘和海岸線。感謝我們在本州的合作夥伴為居民提供有趣、安全、健康的方式用來

替代駕駛。」   

  

長島電力局執行長托馬斯·法考尼  (Thomas Falcone) 表示，「瓊斯海灘共用路徑在  

2020 年開放時，將把遊客與瓊斯海灘能源與自然中心連接起來。長島電力局很高

興幫助遊客瞭解更多的能源知識，以及我們能夠從哪些方面為保持長島地區在今後

保持活力做出貢獻。這兩個新增的項目使瓊斯海灘成為長島地區首要的休閒目的

地。感謝葛謨州長對長島地區公園持續提供投資。」   

  

長島公共服務企業集團總裁兼執行長丹·艾可霍恩  (Dan Eichhorn) 表示，「長島公

共服務企業集團很高興看到這條新的共用路徑提前竣工。我們正在與公私合作夥伴

共同建造新的瓊斯海灘能源與自然中心，該中心將鼓勵大家節約能源和保護自然，

除了從這條新路徑散步穿過風景美麗的西區保護區，我能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來

幫助人們為這個教育體驗做好準備。」   

  

這些項目延續了歷史悠久的瓊斯海灘州立公園的復興。2011 年以來，州立公園已

完成斥資 5,000 多萬美元的項目，用於恢復瓊斯海灘州立公園歷史悠久的宏偉面

貌、吸引新遊客並建設新娛樂設施，以此作為多年復興方案的內容。完成的項目包

括修復西浴場綜合樓  (West Bathhouse Complex) 和 6 號場地 (Field 6)、修復歷史悠

久的中央廣場  (Central Mall) 鑲嵌圖案、在西遊戲區  (West Games Area) 和扎克斯灣 

(Zach's Bay) 建造新遊樂場、新門戶標牌以及建成新的木板路咖啡館  (Boardwalk 

Café) 餐廳。公園改造體現了葛謨州長提出的『紐約公園  2020 (NY Parks 2020)』 

計畫，該計畫承諾復興州立公園系統。   

  

特此提醒汽機車駕駛人，在施工區超速行駛將被罰雙倍罰鍰。按照《2005 年施工

區安全法 (Work Zone Safety Act)》，在施工區超速兩次或兩次以上的超速違法行為

定罪，可能會導致駕照吊銷。   

  



 

 

如需獲取最新出行資訊，請撥打  511、瀏覽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65457507-396341b3-65478c32-000babd9fe9f-

ea5eb9916bbf1a5e&u=http://www.511ny.org/，或瀏覽移動網站  m.511ny.org。  

  

請關注紐約州交通廳的  Twitter：@NYSDOT 和 @NYSDOTLI。在 Facebook 上搜尋

我們 facebook.com/NYSD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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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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