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2017 年 5 月 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數千個紐約民眾參加第六屆年度『我愛公園日  (I LOVE MY PARK 
DAY)』  

 

創紀錄人數的志願者參加紐約州  125 個州立公園和古跡的社區清潔項目  
 

撥款 45 萬美元給 20 個為州立公園提供支持的基層組織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宣佈數千個志願者今日將參加第六屆年度『我愛公園日』，在

紐約州 125 個州立公園、古跡以及公眾用地幫助開展社區清理、美化和管理工

作。預計有  8,000 個志願者參加數十個公園項目和步道項目，包括植樹和園藝、修

復步道和野生動植物棲息地、清理海岸線和海灘，等等。此外，葛謨州長宣佈給  

20 個組織提供第二輪  45 萬美元的州政府撥款，專用於管理和宣傳紐約州立公園

和古跡。  

 

「紐約州擁有全世界一些最美麗的公園，我們有責任為後世子孫維護和保護這些公

園，」葛謨州長表示。「『我愛公園日』紀念我們的公眾用地，並延續紐約州在讓

民眾增加接觸我們無與倫比的自然資源方面的悠久歷史。我感謝全體志願者再次幫

忙讓今年的活動取得圓滿成功。」  

 

今年的活動是在五月第一個週六舉辦的，由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  (Parks & Trails 

New York) 聯合支持，合作方包括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NYS DEC)、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精益求精環保志工團  (Excelsior Conservation Corps)、紐約州志願者與社區服務委

員會 (New York Commission on Volunteer and Community Service)。  

 

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執行理事羅賓 ·多普金 (Robin Dropkin) 表示，「週六標誌著

史上最大規模的『我愛公園日』，在超過  125 個公園、理事遺址和公共用地舉辦

活動。8,000 多個紐約民眾清理公園、種植花木、修復步道並清除入侵物種。『我

愛公園日』讓我們有機會出一份力，並為我們熱愛的公園提供幫助。我們感激葛謨

州長支持『我愛公園日』和公園與步道合作計畫  (Park and Trail Partnership 

Program) 撥款，這維持了回饋公園的悠久歷史。」  

 

http://www.ptny.org/
http://www.ptny.org/


州立公園主任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友好團體和志願者對於我們公園

系統取得成功具有重要作用。感激眾多紐約人民提供的各種支持，這些人提供支援

服務並展現出對紐約州優秀公園系統的支持。感謝葛謨州長對我們的州立公園做出

堅定承諾，並感謝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幫助組織這次鼓舞人心的計畫，該計畫每

年持續擴大規模。」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部長巴茲爾 ·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透過葛謨州長的領

導和對環保資金的歷史性承諾，紐約州在升級公園和具有重要環境意義的公共用地

方面繼續大踏步前進，『我愛公園日』提供很好的途徑，供居民和遊客補充我們的

工作。我感謝全體志願者在紐約州環境保護部場所和州立公園用地幫助推進重要的

棲息地修復與基礎設施改善項目，並期待今後繼續擴大該重要計畫的範圍。」  

 

2012 年，葛謨州長設立『我愛公園日』用來改善和強化紐約州寶貴的公園和歷史

遺址，並為紐約州立公園系統提高知名度。自設立該活動起，僅在活動當日就有  

2.6 萬個志願者奉獻了數萬小時的時間用來改善公共用地。  

為吸引基層民眾支持州立公園，安德魯  M. 葛謨州長設立了公園與步道合作計畫撥

款。20 家合作組織將透過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獲得 45 

萬美元的資金，以推進其工作來為資本項目籌集資金；開展維護工作；提供教育計

畫；透過舉辦特殊活動來促進公眾使用。撥款將獲得  20 多萬美元的配套私人資金

和地方資金。  

撥款由紐約州立公園和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管理。公園與步道合作計畫撥款用

於：  

•  推進保護、管理、介紹、維護、宣傳紐約州立公園、步道、州歷史遺址。  

•  為負責宣傳、維護、支持紐約州立公園、步道以及州歷史遺址的非營利組織

增加可持續能力、效率、生產力、志願服務以及籌款能力。  

•  透過發展和擴大相互銜接的全州公園、步道以及綠道網絡來推動旅遊業和戶

外遊憩帶來的經濟發展效益。  

獲撥款的各方包括：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斯凱勒之友大廈  (Friends of Schuyler Mansion)：獲得 3 萬美元撥款，織造

兩塊複製的布魯斯阿爾地毯給斯凱勒之友大廈內的兩個巨大空間，包括完美

客廳 (Best parlor)，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和伊麗莎白·斯

凱勒 (Elizabeth Schuyler) 曾在此舉辦婚禮；餐廳 (Dining Room)，這裡招待過

本傑明·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約翰·傑伊 (John Jay)、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等高官。  



•  哈萊姆山谷鐵路協會有限公司  (Harlem Valley Rail Trail Association, Inc.)：

獲得 29,710 美元撥款，用於增加該組織在哥倫比亞郡  (Columbia County) 聯

繫和增加會員及志願者群體的能力。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希南戈鄉蘭丁運河船博物館  (Chittenango Landing Canal Boat Museum)：獲

得 5,798 美元撥款，用於調查、記錄、研究、舉辦遊覽活動；舉辦希南戈鄉

蘭丁運河船博物館常規遊覽活動；製作資料和視訊用於開展外展工作和博物

館宣傳活動。  

•  安大略堡之友有限公司  (Friends of Fort Ontario, Inc.)：撥款 1,986 美元用於

設立室內外會員與志願者招募活動展位。  

•  洛倫佐之友團體  (Friends of Lorenzo)：獲得 15,427 美元撥款用於制定機構

計畫，在今後 3-5 年內高效並且有策略地支持該組織的工作。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甘諾達甘之友組織  (Friends of Ganondagan)：獲得  19,239 美元撥款用於設

立宣傳計畫和活動，從農業、傳統以及食品視角介紹易洛魁白玉米  (Iroquois 

White Corn)。 

•  杰納西谷綠道之友有限公司  (Friends of the Genesee Valley Greenway, 

Inc.)：獲得 41,310 美元撥款用於開發新的響應式網站，包括互動整合杰納

西谷綠道地圖和社交媒體，發放卡片用於幫助宣傳綠道和新網站。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康尼特奎特之友有限公司  (Friends of Connetquot, Inc.)：獲得 17,535 美元

撥款，用於為磨坊博物館  (Mill Museum) 制定新宣傳計畫、視訊和宣傳冊，

用來補助尼克爾格瑞斯特磨坊  (Nicoll Grist Mill) 的修繕項目。  

•  考姆賽特基金會有限公司  (Caumsett Foundation, Inc.)：獲得 2.5 萬美元撥

款，用於把原有的木工場改造用作兩間環境 /教育課堂。  

•  沃爾特·惠特曼誕生地協會  (Walt Whitman Birthplace Association)：獲得 

2.5 萬美元撥款用於更新改造展覽空間，增添沃爾特·惠特曼 (Walt Whitman) 

主題內容，包括沃爾特·惠特曼 (Whitman) 的個性形成期、性別平等、珀馬洛

克 (Paumanok) 生態學、把惠特曼  (Whitman) 作為民主詩人加以重點介紹，

並增添新近獲得的文物。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  菲利普斯之友莊園大廈  (Friends of Philipse Manor Hall)：獲得 14,875 美元

撥款，用於為利普斯之友莊園大廈採購視聽設備並開展口述歷史項目。收集



的訪談資料將擴充口述歷史的展覽內容，作為當前移民展覽的組成內容，並

補充今後的展覽和活動，在人文背景中利用第一人稱的敘述促進人們了解歷

史。  

•  小斯托尼波恩特村公民協會有限公司  (Little Stony Point Citizens 

Association, Inc.)：獲得 5 萬美元撥款，用於更換現有的倉庫並建造新空間

用來支持在小斯托尼波恩特州立公園  (Little Stony Point State Park) 開展志願

者活動。附屬建築將提供會議空間、活動策劃與支持、設備、資料、志願者

設施以及供徒步旅行者使用的帶頂門廊。  

•  哈德遜高架步道  (Walkway Over the Hudson)：獲得  1.25 萬美元撥款，用於

修訂完善該組織在  2009 年成功製作的步道環路  (Walkway LOOP) 地圖，囊

括重要的新步道路線和特征，重點展示目前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Region) 擬建的多模式步道。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甘特瑞之友廣場州立公園  (Friends of Gantry Plaza State Park)：獲得 2 萬美

元撥款，用於更新甘特瑞廣場州立公園的標誌系統，讓該公園有  20 年歷史

的標誌獲得統一的新外觀。  

 

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自然之友中心  (Friends of the Nature Center)：獲得 39,475 美元撥款，用來

建造兩座現代化的新展覽廳，位於明娜·安東尼·康芒自然中心  (Minna 

Anthony Common Nature Center) 入口處。一個展覽廳專用於展示明娜 ·安東

尼·康芒 (Minna Anthony Common) 對自然中心的貢獻，另一個展廳將展示交

互式步道地圖，用於詳細介紹自然中心的  13 條步道。  

•  約翰·布朗生活組織  (John Brown Lives!)：獲得 4.8 萬美元撥款用於強化該

組織的基礎，並幫助為約翰·布朗農場州立歷史遺址  (John Brown Farm State 

Historic Site) 培養可持續的、廣泛的並且專注的公私支持。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兩條大河之友州立公園  (Friends of Greater Two Rivers State Park)：獲得 

7,500 美元撥款，用於協助提供所需的管理費用和法律費用，以及與完成由

顧問輔助的組織評估和制定計畫相關的費用，從而取得 501(c)(3) 地位。  

•  羅伯特 H. 特曼之友州立公園  (Friends of Robert H. Treman State Park)：獲

得 10,625 美元撥款，用於修繕和粉刷老磨坊  (Old Mill) 的外墻，包括清除塗

料、修補、小規模木工修理、涂底和粉刷、修復木窗。  



•  希南戈谷之友州立公園  (Friends of Chenango Valley State Park)：獲得 

11,020 美元撥款，用於為冬季活動計畫採購  14 雙兒童雪地靴，並為夢幻國

度 (Field of Dreams) 建造新圍欄和圍墻。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諾克斯農場之友州立公園  (Friends of Knox Farm State Park)：獲得 2.5 萬美

元撥款，用於更換有  100 年歷史的諾克斯農場州立公園主屋，該建築目前用

作活動中心以舉辦婚禮、公共活動以及籌款活動。  

『我愛公園日』和公園與步道合作計畫補充了葛謨州長的承諾，即透過其設立的紐

約公園 2020 計畫 (NY Parks 2020) 復興改造州立公園系統，該多年期承諾在  2011 

至 2020 年期間為州立公園吸引到  9 億美元的公私資金。  

 

2017-18 年州預算案為該計畫分配了  1.2 億美元資金。此外，葛謨州長還設立了

『我愛公園日』，該年度志願者日定於五月第一個週六，用於改善和強化紐約州的

公園和歷史遺址。第五屆年度活動於去年春季舉辦，有  7,500 個志願者參加了在  

110 個州立公園和歷史遺址舉辦的  200 多個清理、改造與美化項目，貢獻了  

18,750 小時的志願者服務。  

 

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引領全州支持公園和步道，自  1985 年起專注於改善紐約州

全體民眾的健康和生活質量，與社區組織以及自治市合作構想、制定、宣傳、保護

全州持續增長的公園、綠道、步道網絡，供全體民眾使用和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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