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11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在退伍軍人節，葛謨州長宣佈新擴建的國家紫心勛章名人堂開放  

  
該中心改善了訪客通道、提供新的和翻新的展覽空間，並表彰更多獲獎者的故事  

  
紀念已故紐約州參議員小威廉·拉金的牌匾在新翼樓落成典禮上揭幕  

  
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斥資 1,700 萬美元大規模擴建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 的

國家紫心勛章名人堂 (National Purple Heart Hall of Honor) 的項目竣工，離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首次建立的軍事功績勛章 (Badge of Military Merit) 不遠，這是現

代紫心勛章 (Purple Heart) 的靈感來源。7,000 平方英呎的國家紫心勛章名人堂改善了遊

客通道和新的和翻新的展覽空間，並加強展示獲獎者的個人故事。經過一年的加速建設，

該設施將重新向公眾開放。  

  
此外，在退伍軍人節 (Veterans Day) 的儀式上，新大廳的落成儀式上，副州長凱西·霍楚

爾 (Kathy Hochul) 揭匾以紀念已故的紐約州參議員小威廉·拉金 (William Larkin, Jr.)，他

在 2006 年幫助建立了名人堂 (Hall of Honor)，並獲得了 1,000 萬美元的擴建資金。  

  
「紐約民眾永遠感謝那些為保衛我們的自由和價值觀而服役的英勇的男男女女，」葛謨

州長表示。「在這個退伍軍人節，我們向服役人員致敬，我們都應該回想一下這些英雄

和他們的家人為了保護我們的生活方式而做出的巨大犧牲。隨著新擴建的國家紫心勛章名

人堂的開放，紐約民眾和遊客們都可以表達感激和讚賞，欣賞並瞭解這些英雄人物為了使

我們生活在自由國家而冒著的一切風險。」  

  
「在退伍軍人節之際，我們自豪地宣佈，國家紫心勛章名人堂的擴建和翻新工程已經完

成，」副州長凱西·霍楚爾表示。「在本州的支持下，已故參議員比爾·拉金 (Bill Larkin)，

一位勇敢的二戰 (World War II) 老兵和孜孜不倦的公務員，以及其他人的幫助下，這個設

施已經擴大到包括增建的展覽和畫廊，更多地關注我們的戰爭英雄和紫心勛章獲得者的故

事。國家紫心勛章名人堂是對我們的退伍軍人及其犧牲的致敬。我鼓勵紐約州全體民眾參

觀這座博物館，認可和紀念那些為了保護我們和我們的安全而冒著生命危險的人們。」  

  
國家紫心勛章名人堂於 2006 年開放，是全國首個紀念約 180 萬名紫心勛章獲得者的設

施，該勛章頒發給美國的軍事人員，他們在抗擊敵人的行動中負傷或犧牲。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1396f831-4c0dc10e-13940104-000babda0031-5af98714dd824a12&q=1&e=e4e879ba-268b-4f5e-8642-b777b5f72dde&u=https%3A%2F%2Fflic.kr%2Fs%2FaHsmS6iRca
https://parks.ny.gov/historic-sites/38/details.aspx


 

 

該項目增加了 4,300 平方英呎的新空間，以創建新的博物館側翼樓，以升級展覽、改善

遊客流動，並提供公共聚集空間。畫廊/展覽融合視聽和多媒體綜合展示、每個展區還有

帶有解說圖示的博物館級品質的展示、局部控制照明設備、觸屏互動檢測儀、多種大型圖

示展示設備。擴大後的展覽將有更多的個人事跡、互動展覽和手工藝品，旨在突出紫心勛

章獲得者的經歷。利用新的展覽，名人堂可以講述個人的故事，講述參軍、時間當天、佔

地治療和撤離、戰爭性質的演變、戰爭後果、復興之路和最終犧牲。外部改進包括重新設

計的入口、改進的通道、原生景觀，更方便的停車和步行道。  

  
在新側翼樓的落成儀式期間，副州長凱西·霍楚爾揭匾以紀念已故的紐約州參議員小威廉·

拉金，他在 2006 年幫助建立了名人堂，並獲得了 1,000 萬美元的擴建資金。這塊牌匾是

為了紀念拉金參議員的一生，他在二戰期間 16 歲時自願入伍。後來，他參加了朝鮮戰爭 

(Korean War)，最終在美國陸軍 (United States Army) 服役超過 23 年，開始時是一名二

等兵，退役時是一名中校。退伍後，他在紐約州議會和參議會服務了 40 年，在那裡他是

退伍軍人的堅定支持者。此外，拉金參議員被追授紐約州退伍軍人和軍事冠軍獎 (New 

York State Veterans' and Military Champion Award)，以表彰他一生的服務和對無私地為

美利堅合眾國和紐約州服務的男男女女堅定不移的承諾。  

  
紐堡 (Newburgh) 慈善家威廉·卡普蘭 (William Kaplan) 被授予紐約州退伍軍人社區聯盟和

宣導者獎 (New York State Veterans' Community Ally and Advocate Award)，以表彰他

對大哈德遜谷地區 (Greater Hudson Valley Region) 退伍軍人、現役/預備役軍人及其家

人的傑出宣導和支持，以及他在新溫莎鎮 (New Windsor) 建立國家紫心勛章名人堂的承

諾。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我們可以從那些

在戰場上為國家作出犧牲的勇敢的美國人身上學到很多東西。這個新擴展的國家紫心勛章

名人堂提供有價值和多維的紀念館，人們可以來欣賞來自全國各地的服役人員的生活和精

神遺產。」  

  
軍務海事局 (Division of Military and Naval Affairs) 紐約州副官長、少將雷·施爾茲 

(Ray Shields)表示，「自 1932 年被重新打造為現代獎牌以來，紫心勛章一直代表著犧

牲。在戰鬥中受傷的軍人為彼此犧牲，也為美國犧牲。這座擴建的博物館將有助於講述那

些所有穿著制服的人都尊敬和緬懷的犧牲故事。」  

  
紐約州退伍軍人事務局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Veterans) 執行副局長玥爾·埃文斯 

(Joel Evans) 表示，「國家紫心勛章名人堂的擴建表明了葛謨州長對那些獲得我們國家

最古老的軍事勛章而做出巨大犧牲的人們的敬意。改進和增加的展區為所有人提供了更多

的機會來學習和反思這個地點的重要意義，並為金星 (Gold Star) 家庭和紫心勛章獲得者

提供了神聖的榮譽場所。」  

  
帕利塞德州際公園委員會 (Palisades Interstate Park Commission) 執行理事 約書亞·萊

爾德 (Joshua Laird) 表示，「從 1782 年至 1783 年大陸軍駐紮在這裡的營地，到我們

今天在這裡服役的軍隊，國家紫心勛章名人堂向那些冒著生命危險為國家服務的美國軍人



 

 

致敬。這座新擴建的名人堂特別適合在這裡講述他們的故事，在這裡，喬治·華盛頓將軍

創建了軍事功績徽章，也就是後來的紫心勛章。」  

  
議員肖恩·帕特里克·馬隆尼 (Sean Patrick Maloney) 表示，「國家紫心勛章名人堂——就

在哈德遜谷地區 (Hudson Valley)——是眾多退伍軍人、退伍軍人家屬和紐約民眾的驕傲

之源。我一直在努力經由國會 (Congress) 通過《國家紫心名人堂紀念幣法案 (National 

Purple Heart Hall of Honor Commemorative Coin Act)》，這將支援名人堂和國家紫心榮

譽使命計畫 (National Purple Heart Honor Mission) 的重要工作名人堂、它所紀念的英

雄，以及名人堂裡成千上萬的遊客值得擁有最好的。我感謝葛謨州長為使這個擴張項目成

為現實所做的奉獻，並在退伍軍人節感謝我們所有的退伍軍人。」  

  
參議員詹姆斯·斯庫費斯 (James Skoufis) 表示，「我為國家紫心名人堂的落成感到激

動，我很榮幸能代表這個世界級的旅遊目的地，向為美國而犧牲的美國同胞表達敬意。擴

建將提供獨一無二的體驗，進一步激勵下一代遊客。我感謝每一個在這個項目順利完成過

程中發揮關鍵作用的人，包括我的前任參議員比爾·拉金。」  

  
眾議員科林 J. 施密特 (Colin J. Schmitt) 表示，「新裝修的國家紫心勛章名人堂為參觀

者提供獨特和多方面的體驗，讓他們直接瞭解我們國家最勇敢的軍人的勇氣、犧牲和服

務。能在州眾議會中代表國家紫心勛章名人堂是我的榮幸，我鼓勵所有美國人都來參觀歷

史悠久的哈德遜谷地區，體驗這一非凡的軍事敬意。我要感謝所有今天為國效力的退伍軍

人，特別是紫心勛章退伍軍人。我還想感謝和紀念已故參議員比爾·拉金和喬·法裡納 (Joe 

Farina)，他們是創世紀團體的兩名成員，是他們使名人堂成為現實。雖然他們已不在人

世，但他們的生平和精神作風將永遠留在這個充滿敬意和榮譽的地方。」  

  
奧蘭治郡郡長斯蒂文·內豪斯 (Steve Neuhaus) 表示，「國家紫心勛章名人堂是我國軍隊

歷史上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勛章之一，奧蘭治郡以成為國家紫心名人堂的所在地而自豪。奧

蘭治郡在為我國軍隊的工作提供服務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們感謝名人堂的擴建，這將

使居民和遊客都受益。」  

  
新溫莎鎮鎮長喬治·梅葉思 (George Meyers) 表示，「新溫莎鎮有紫心名人堂，我們都很

高興，也很自豪。」  

  
從 11 月 12 日開始，設施開放時間為週二至週六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周日下午 1 時

至 5 時。如需了解與計畫和活動相關的資訊，請訪問 https://www.thepurpleheart.com/。  

  
由於持續的新冠肺炎 (Covid-19) 公共衛生危機，進入大樓的人數將被限制在 25%，遊客

將被要求戴上口罩並施行社交距離。現場將提供洗手液和口罩。  

  
名人堂自開放以來，已吸引了超過 17.6 萬名遊客。這裡為學校、野營和童子軍團體提供

了教育活動，也組織成人團體遊覽。此外，為紀念與紫心勛章及其歷史有關的重要週年慶

或歷史活動，全年舉辦多種活動。目前名人堂有在線名人卷 (Roll of Honor) 數據庫，展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04172d0c-5b8c143e-0415d439-000babd905ee-841818cf4bbf460a&q=1&e=f0eea670-8e79-4482-b65d-4ed18f6e7cd9&u=https%3A%2F%2Fwww.thepurpleheart.com%2F


 

 

示了來自全部 50 個州、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波多黎各 (Puerto Rico)、關島 

(Guam)、薩摩亞 (Samoa) 和菲律賓 (Philippines) 的紫心勛章獲得者。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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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創下了 7,700 萬人遊覽的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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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萬份私營部門工作機會，

為本州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 增添 28 億美元以上。如需更多與這些娛樂區域相關的資

訊，請訪問 www.parks.ny.gov、下載免費的紐約州公園探索者 (NY State Parks 

Explorer) 移動應用程式或撥打電話 518.474.0456。此外，也可以在 Facebook、

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聯繫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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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parks.ny.gov/
https://parks.ny.gov/explorer-app/
https://parks.ny.gov/explorer-app/
https://parks.ny.gov/explorer-app/
https://parks.ny.gov/explorer-app/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b8d973b2-e6692cb0-b8db8a87-ac1f6b44fec6-367592449b50d127&q=1&e=f1a2bfd2-9e20-4b01-8f10-8924f7ff3992&u=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nystateparks
https://www.instagram.com/nystateparks/
https://twitter.com/NYstateparks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5569f93c-0af2c003-556b0009-000babda0031-3b2ade01110a6ecf&q=1&e=e4e879ba-268b-4f5e-8642-b777b5f72dde&u=https%3A%2F%2Fit.cwnls.com%2Fapp%2Fitpage.nsf%2Funsubscribe.xsp%3Faction%3Dunsubscribe%26id%3D1100PRES07B31425BF8927568525861D006DF58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