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7 月 3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向支持管理 29 個州立公園的非營利組織發放撥款  

  
為州立公園、森林和歷史遺跡的合作組織提供資金，這將改善開放空間的維護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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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和宣導組織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 (Parks & Trails New 

York) 已經獲得撥款，用以支持參與管理 29 個州立公園、歷史遺跡和公共土地的非營利

組織。向合作組織提供的 29 筆撥款將有助於改善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開放空間的維護。  

  
「在越來越多的紐約民眾轉向大自然尋求庇護和放鬆之際，今天宣佈的撥款將有助於加強

工作，使紐約州的開放空間保持美麗和原始狀態，」葛謨州長表示。「紐約州感謝這群

奉獻的志願者，他們為我們的公園系統提供了寶貴的支援，奉獻了他們的時間來幫助改善

我們所有人都能享受的環境。」  

  
公園和步道夥伴計畫 (Park and Trail Partnership Program) 的撥款由州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提供，並支援夥伴組織來自工作來為基建項目籌集私人

資金、執行維護任務、提供教育計畫，並通過舉辦特殊活動促進公園的公共使用。  

  
該計畫成立於 2015 年，在第五輪中已經撥款 90 萬美元，到目前為止，已經撥款 270 萬

美元用於在未來幾年加強公園、歷史遺跡和公共土地的建設。撥款針對以下計畫：  

• 強化紐約州立公園、步道、古蹟和公共土地的保護、管理、介紹、維護和宣

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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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朋友組織處在支

援我們的設施和關鍵程式的第一線。我們感謝所有這些團體，這些撥款幫助它們提供這一

切。」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紐約州傑出的州立森林、州立公園、歷史遺跡和開放空間為所

有年齡和能力的自然愛好者及戶外冒險者提供了無與倫比的美景和無限的活動。這項關鍵

資金支持了本州的許多非營利合作夥伴，他們是紐約州公園和步道夥伴計畫的骨幹，也體

現了本州 3 億美元環境保護基金的力量。」  

  
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執行理事羅賓·卓普金恩 (Robin Dropkin) 表示，「繼續建立和加

強朋友組織有力地補充了紐約州當前為振興其標誌性的公園系統和其他公共土地而開展的

工作，並為遊客提供了更多接觸和欣賞自然的機會，在這個前所未有的時期，這比以往任

何時候都重要。撥款是與非盈利宣導組織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合作管理的。獲撥款方必

須從外部籌集至少相當於所獲資助金額 10% 的資金。」  

  
獲撥款方包括：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哥倫比亞電徑之友組織 (Columbia Friends of the Electric Trail)（10,000 美

元) - 支持改善溝通和網站、印刷和郵寄費用，以及協調會員以促進阿爾巴

尼-哈德遜電徑 (Albany-Hudson Electric Trail)。  

• 莫羅湖州立公園之友組織 (Friends of Moreau Lake State Park)（1.35 萬美

元）- 資助一名顧問製作宣傳材料，旨在推廣該組織的會員資格。  

• 薩拉托加溫泉州立公園之友組織 (Friends of Saratoga Spa State Park)

（1.2 萬美元）- 資助顧問、會員管理軟體和宣傳材料、數位行銷和商會 

(Chamber of Commerce) 會員。  

• 斯凱勒大廈之友組織 (Friends of Schuyler Mansion)（28,256 美元）- 購買

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板布，用於裝飾大廈二樓的宴會廳和當前布魯塞爾地毯的

照片。  

• 喬治湖戰場公園（喬治堡）聯盟 (Lake George Battlefield Park (Fort 

George) Alliance)（3,528 美元）- 給公園購買新的指示牌。  

• 美國甘特小屋之友組織 (The Friends of U.S. Grant Cottage)（48,000 美

元）- 資助對現有條件的評估，以及未來潛在改善的總體規劃，包括場地外

停車場、無障礙人行道、與帕爾默敦步道 (Palmertown Trail) 網路的連接

道、紀念花園和新展館。  

• 奧拉納夥伴組織 (The Olana Partnership)（14,400 美元）- 支持從哈德森河

空中步道 (Hudson River Skywalk) 到奧拉納州立歷史遺址 (Olana State 

Historic Site) 的新步道的規劃，包括新的大門、標識、長凳和單車架。  

• 威爾頓野生動物保護區 (Wilton Wildlife Preserve)（4,800 美元）- 資助步道

亭設立新標識以及薩拉托加沙原 (Saratoga Sand Plains) 環境歷史方面的學

校課程。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菲爾莫葛籣州立公園之友組織 (Friends of Fillmore Glen State Park)（1.65 

萬美元）- 用於支援該組織年度籌款活動菲爾莫日 (Fillmore Days) 的設備和

費用。  

• 威諾納森林娛樂協會 (Winona Forest Recreation Association)（33,386 美

元）- 改善三英哩的步道和購買越野滑雪設備。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五指湖步道會議 (Finger Lakes Trail Conference)（5 萬美元）- 聘請一名溝

通顧問以宣傳會員資格和行銷，從而增加 1,000 英哩步道網路的旅遊量。  

• 索南堡花園和府邸州立歷史公園 (Sonnenberg Gardens and Mansion State 

Historic Park)（2.5 萬美元）- 支持在新設施中收集、運輸和儲存該場地的

歷史傢俱、紡織品、瓷器和其他材料。  

• 羅徹斯特包容性社區賽艇組織 (Rochester Inclusive Community Rowing)

（23,934 美元）- 採購新的無障礙碼頭。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大西洋海洋保護協會 (Atlantic Marine Conservation Society)（95,822 美

元）- 雇傭一名教育協調員，為附近的哈洛克州立公園保護區 (Hallock 

State Park Preserve) 工作。  

• 栽地基金會 (Planting Fields Foundation)（7 萬美元）- 聘請一名建築師，

負責栽地植物園國家歷史公園 (Planting Fields Arboretum State Historic 

Park) 的歷史保護和空置結構的適應性再利用。  

• 沃爾特·惠特曼出生地協會 (Walt Whitman Birthplace Association)（21,120 

美元）- 用於安裝戶外視頻顯示器，以提高知名度和市場行銷。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 巴涅爾曼城堡信託基金 (Bannerman Castle Trust)（6.3 萬美元）- 用來替

換住宅和北步道 (North Trail) 附近損壞的人行道。  

• 法涅斯托克和哈德遜高地州立公園之友組織 (Friends of Fahnestock and 

Hudson Highlands State Parks)（7,286 美元）- 在公園內沿阿巴拉契亞步

道 (Appalachian Trail) 修建過夜的步道避難所。  

• 羅克蘭湖和胡克山之友組織 (Friends of Rockland Lake and Hook 

Mountain)（4.5 萬美元）- 通過擴大「在公園裡學習 (Learning in the 

Park)」計畫，把公立學校與胡克山 (Hook Mountain)、羅克蘭湖 (Rockland 

Lake)、尼亞克海灘州立公園 (Nyack Beach State Park)、哈弗斯特勞海灘

州立公園 (Haverstraw Beach State Park) 以及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連

接起來。  



 

 

• 紐約 - 新澤西步道會議 (New York-New Jersey Trail Conference)（32,400 

美元）- 在米勒瓦斯卡州立公園保護區 (Minnewaska State Park Preserve) 

配備步道管理員。  

• 斯托尼奇爾基金會公司 (Stony Kill Foundation Inc.)（9 萬美元）- 聘請一名

新的執行董事，以加強項目規劃、運營和籌款。  

• 小石角公民協會公司 (The Little Stony Point Citizens Association Inc.)

（6,640 美元）- 在新的志願者中心 (Volunteer Center) 配備媒體設備和新

的吊扇。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約翰·布朗生活組織 (John Brown Lives)（11,650 美元）- 支持擴大在約翰·

布朗農場州歷史遺址 (John Brown's Farm State Historic Site) 的項目。  

• 上薩利納克基金會 (Upper Saranac Foundation)（1.9 萬美元）- 支持魚溪

水生入侵物種傳播預防和遏制項目 (Fish Creek Aquatic Invasive Species 

Spread Prevention and Containment Project)。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龍門廣場州立公園之友組織 (Friends of Gantry Plaza State Park)（21,600 

美元）- 替換公園的樹木護欄，並支援加強志願者服務。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羅傑斯之友環境教育中心 (Friends of Roger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nter)（3.6 萬美元）- 改善在該中心舉辦的展覽。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阿勒格尼州立公園之友組織 (Friends of Allegany State Park)（10,399 美

元）- 安裝解說亭、增加一塊視頻螢幕，並修復損壞的紅屋鋸木廠 (Red 

House Sawmill)。  

• 諾克斯農場州立公園之友組織 (Friends of Knox Farm State Park)（7.5 萬

美元）- 修復該場地七座歷史悠久的穀倉。  

• 馬丁故居修復公司 (Martin House Restoration Corporation)（1 萬美元）- 

資助策展實習生保護和展示達爾文 D. 馬丁故居州立歷史遺址 (Darwin D. 

Martin House State Historic Site) 的收藏品。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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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隻下水點，這些景點每年有 7,700 萬人遊覽。一份近期大學調查顯示，州立公園及其

遊客的開支能夠支撐價值 50 億美元的產出與銷售額，54,000 份私營部門工作機會，為



 

 

本州的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增添 28 億美元以上。欲知該等休

閒旅遊區之詳情，請致電 518-474-0456 或造訪 parks.ny.gov，或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上關注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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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cowa.exec.ny.gov/owa/redir.aspx?REF=xhdYfOeZxb3T0JeJg4KKbY6QxPYLt83A2dLBbpl4gA6IndUh9jLYCAFodHRwczovL3BhcmtzLm55Lmdvdi8.
https://ecowa.exec.ny.gov/owa/redir.aspx?REF=XH_rmFdJG8PW2J8whUOcl0aIYl7HgTPMNShVL5hp2NmIndUh9jLYCAFodHRwczovL3Byb3RlY3QyLmZpcmVleWUuY29tL3YxL3VybD9rPTViOWViNTFmLTA3MWY4ZGU0LTViOWM0YzJhLTAwMGJhYmQ5ZjhiMy1hNDQwYWFmYTg2MmVmZWNkJnE9MSZlPThmZDQxYmRhLTgzNmMtNDc0Yy1hYmIwLWE4YzEyYzY5ZGRkNSZ1PWh0dHBzJTI1M0ElMjUyRiUyNTJGd3d3LmZhY2Vib29rLmNvbSUyNTJGbnlzdGF0ZXBhcmtz
https://ecowa.exec.ny.gov/owa/redir.aspx?REF=eoR7quLItkmZJ6RL7Ok68zQpuwEHQPiojTtLPA9HbJuIndUh9jLYCAFodHRwczovL3R3aXR0ZXIuY29tL05Zc3RhdGVwYXJrcw..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34201ca9-68062b0a-3422e59c-000babda0106-dda26ce7ca17c378&q=1&e=4f6cdf55-a54b-4066-846e-da38cd8495a3&u=https%3A%2F%2Fit.cwnls.com%2Fapp%2Fitpage.nsf%2Funsubscribe.xsp%3Faction%3Dunsubscribe%26id%3D1100PRES9810E2B047FB457D852585B600571A5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