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9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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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處地點列入《州與國家史蹟名錄  (STATE & NATIONAL REGISTERS OF 

HISTORIC PLACES)》  

  

紐約州繼續帶頭紀念多元化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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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把 14 處資產、資源、地區列入《州與國家史跡名錄》。

提名反映了紐約州歷史驚人的多樣性。   

  

「這些悠久的遺址代表了紐約州豐富多彩的歷史，」葛謨州長表示。「把這些房

產添加到《州與國家史跡名錄》中將確保它們獲得所需的資金，這樣我們就可以為

現在和未來的紐約民眾保護、維護和促進它們的輝煌。」   

  

資產被列入《州與國家歷史遺跡名錄》有助於其所有人對建築進行修繕維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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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聯邦政府提供的歷史遺跡修復退稅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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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中。來自全州範圍內的資產所有

人、市政當局和社區組織為這類提名提供擔保。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我們保護和振興歷史

古跡，從而鼓勵理性的經濟增長、旅遊業和社區自豪感。我們辦公室期待與這些地

方的管理者合作，振興這些地方，並使紐約州新一代民眾接觸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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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網站。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葛籣科米爾斯衛理公會教堂  (Glenco Mills Methodist Chapel)，利文斯頓郡  

(Livingston) - 建於 1869 年，教堂由以撒肖爾曼·利文斯頓  (Isaac Shaurman) 資助建

造，他是利文斯頓郡本地人，在紐約市度過成功的職業生涯後返回家鄉後；他捐錢

給教堂，以確保社區成員有一個禮拜的地方。   

  

華盛頓大道走廊歷史街區  (Washington Avenue Corridor Historic District)，奧爾巴尼

市 (Albany) - 奧爾巴尼市最著名的街道之一，該地區擁有許多重要的公共機構和一

個百科全書式的建築，包括從  19 世紀初到 20 世紀第三季度的大多數主要國家建

築風格和趨勢，形成了該市其他區域找不到的多樣化的和引人注目的城市街景。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克萊德中心區歷史街區  (Clyde Downtown Historic District)，克萊德 (Clyde) - 該街區

是混合商業和小型住宅區，緊鄰歷史悠久的華盛頓廣場公園  (Washington Square 

Park)。公園始建於  1820 年，當時成為該鄉的中心，是公園、西側伊利運河  (Erie 

Canal) 以及東側住宅街道之間的商業發展區。  

 

波維諾大廈  (Polvino Building)，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 1925 年，許多義大利人擁

有的企業在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 附近的綜合用途建築內的小商店裡開業。這裡

是義大利移民安東尼·波爾維諾  (Anthony Polvino) 中央公園傢俱公司  (Central Park 

Furniture Company) 的總部，  

也是他侄子經營業務的地方。   

  

公園大道歷史區  (Park Avenue Historic District)，羅切斯特市  -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

初大量具有歷史意義的房屋體現了羅徹斯特市一個主要的過渡點，當時該市發展和

中產階級居民開始搬出城市中心區域並在郊區建立新社區。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達納斯卡拉廣場  (Danascara Place)，部落山 (Tribes Hill) - 房子最早的部分於  1795 

年為革命戰爭老兵弗雷德里克·韋舍爾  (Frederick Visscher) 上校建造。1870 年左

右，韋舍爾的曾曾孫阿爾弗雷德·德格拉夫  (Alfred DeGraff) 把它從簡單的磚砌農舍

改造成了寬敞的住宅，帶有義大利風格和其他風格特徵。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22b50c06-7e910d4f-22b7f533-0cc47aa8d394-a53da36a707d33cc&q=1&u=http%3A%2F%2Fnysparks.com%2Fshpo%2Fnational-register%2Fnominations.aspx


阿姆斯特丹自由图书馆  (Amsterdam Free Library)，阿姆斯特丹市  (Amsterdam) -  

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的图书馆于  1903 年开放，当时的繁荣促使人们需要更大的图

书馆来服务於阿姆斯特丹市不断增长的人口。  它是由著名的奥尔巴尼市建筑师阿

尔伯特 W. 富勒设计的。   

  

盧瑟福故居  (Rutherford House)，艾德米斯頓鎮  (Edmeston) - 這座大型木結構住宅

建於 1868 年，是為威廉姆  M. 斯賓塞  (William M. Spencer) 博士建造的。  斯賓塞博

士是一名醫生，也是鎮長，這座住宅此後作為社區熱門的地方旅館取得了商業成

功，在 1889-1910 年期間被使用鐵路出行的人士廣泛使用。它是義大利風格的典

範。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理查·波賽-達特住宅與工作室  (Richard Pousette-Dart House & Studio)，薩斯彭 

(Suffern) - 該建築曾在  1959 至 1992 年間作為波賽-達特的住宅和工作室，他是中

世紀抽象表現主義繪畫的先驅人物之一。它最初建於  1916 年，是大型鄉村莊園穀

頭農場 (Valley Head Farm) 的馬車房。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第一長老會教堂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Deposit) - 建於 1880 年， 這座教堂是

由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建築師勞倫斯  B. 瓦克 (Lawrence B. Valk)（1838-1924 

年） 設計的，他是新教教堂的重要設計師，專注於禮堂規劃教堂，  

這類教堂的特色是開放式規劃、彎曲的長凳、散熱通道和傾斜的地板，用於最大程

度縮短會眾和牧師的距離。   

  

沃丁格倫鄉  (Watkins Glen) 第一長老會教堂  - 羅馬式復興風格的教堂建成於  1868 

年，當時沃丁格倫鄉作為郡政府所在地、交通樞紐和旅遊勝地蓬勃發展，擁有該地

區一處最引人注目的峽谷和瀑布。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謝弗與布拉澤麥芽屋  (Schaefer & Brother Malt House)，水牛城 (Buffalo) - 麥芽屋及

其小型穀物升降機建於  1880 年，在 1919 年前一直作為釀酒廠經營。該建築後來

賣給了裡德巧克力公司  (Reed Chocolate Company)，該公司於 1921 年被默克巧克

力公司 (Merckens Chocolate Company) 收購，一直運營到  1951 年。  

  

聖馬蒂亞斯聖公會教堂  (St. Matthias Episcopal Church Complex)，奧羅拉鄉  (East 

Aurora) - 1928 年的英國哥特式復興聖公會教堂，是基於英國鄉村教區教堂的完整

的哥特式復興建築的典範。  它反映了整個  20 世紀教區在社區中的歷史和發展。   



  

水牛城西卡莫爾街  (Sycamore Street) 72-74 號寄宿公寓  (Boarding House) - ，這座

該市僅存的幾棟內戰  (Civil War) 前建築之一，於  1848 年為當地著名妓女伊麗莎·奎

克 (Eliza Quirk) 建造的兩套一模一樣的住宅，她也被稱為『愛爾蘭麗茲  (Irish 

Lize)』。據信，它最初一邊用作妓院，另一邊用作租賃物業。  在整個 20 世紀中

期，它始終是寄宿住房。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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