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260 萬美元用以改進紐約各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中的  12 

個兒童遊樂場   

  

州立公園將在  2020 年增加或改進  100 多個兒童遊樂場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 (Andrew M. Cuomo) 宣佈紐約現已承諾撥款  260 萬美元， 

用以修建或改進位於紐約州境內  10 個州立公園中的  12 個兒童遊樂場——此舉是

「紐約公園  2020 (NY Parks 2020)」計畫的一部分，旨在促進  100 個州立公園兒

童遊樂場的現代化改造。  

  

「我們正在本州每個角落對戶外資源展開空前水準的投資，為紐約民眾提供適於

家庭的休閒活動，」州長葛謨表示。「有了這筆投資，我們將確保維護首屈一指

的公園係統。我鼓勵來自各地的家庭都能到戶外遊玩，探索紐約州的一切美

好。」  

  

根據這一計畫，州立公園將更換過時的兒童遊樂場，取而代之的是現代的，符合

規定的設備，為殘障人士改善設施，並按照不同年齡段劃分玩耍區域。兒童遊樂

場的改進將于周圍環境改善相互協調，包括遮蔭樹或簷篷，座椅，噴泉和通往到

公園其他地方的小徑 /走道。 

  

「兒童遊樂場鼓勵家庭和兒童參與充滿活力和創意的健康玩耍活動，培養他們對

公園和休閒活動的熱愛，」州立公園負責人露絲·哈威  (Rose Harvey)表示。 

「我很感激葛謨州長投資於設施安全、景致優美的公園，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各

種絕佳的戶外活動。」   

  

州立公園包括：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斯潮達克島州立公園  (Schodack Island State Park) — 新建一座兒童遊

樂場，為 2016 年開放的露營地提供一個安全的玩耍區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漢姆林海灘  (Hamlin Beach) 露營地  — 在露營地內新建兩處玩耍區，

擴大一座目前位於營地中央地帶、在露營者休閒廳  (Camper 

Recreation Hall) 邊的兒童遊樂場。   

•  桑普森州立公園  (Sampson State Park) —  更換游泳海灘附近日常使用

的老舊設施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羅伯特·摩西第  5 號場地  (Robert Moses Field 5) —  針對一個以海洋為

主題的兒童遊樂場更換老舊設施，並專門為  2-5 歲兒童和 5-12 歲兒

童劃分玩耍區域   

•  海克瑟第 6 號場地 (Heckscher Field 6) —  擴大一個現有的兒童遊樂

場，增添一些以草地為主題的設施；更換一座現有的涼亭，取而代之

的是一座位於中心地帶的、規模更大的遮陰涼亭   

•  海克瑟第 1 號場地  (Heckscher Field 1) —  對一座現有遊樂場進行現

代化改造，添加新鞦韆、新鋪設安全地面、適合殘障人士使用的步道

和座位  

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Region)  

•  熊山州立公園  (Bear Mountain State Park) — 在該公園的旋轉木馬邊修

建一座新的兒童遊樂場，為距離海森湖  (Hessian Lake) 較遠的野餐區

提供一個休閒娛樂設施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  基爾伯特湖州立公園  (Gilbert Lake State Park) — 更換和擴展現有海

灘野餐區的兒童遊樂場，為其增添以大自然為主題的設施   

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羅伯特·偉勒州立公園  (Robert Wehle State Park) —  修建一座新的兒

童遊樂場。該遊樂場的形狀設計源於一個狗爪印，上面設有各種故事

板，講述此地原業主家的一隻獲獎小狗  Snakefoot 的冒險故事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希南戈山谷州立公園  (Chenango Valley State Park) — 修建一座佔地

面積為 3,500 平方呎的噴水樂園，作為海灘再開發工程的一部分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阿勒格尼州立公園  (Allegany State Park) —  在位於浴室  (Bathhouse) 

邊的紅房子海灘  (Red House Beach) 區修建一座以自然世界為主題的

兒童遊樂場，設有沙盒和小型溜索等設施   

•  阿勒格尼州立公園  (Allegany State Park) —  更換和擴大一座位於夸克

任  (Quaker Run) 野餐區的現有遊樂場，增添以自然世界為主題的設

施，配有三座高架塔樓和網狀攀爬設施   

該工程的施工將在接下來幾個月間啟動。預計該兒童遊樂場將於明年夏季投入使

用。 

  

這些兒童遊樂場的修繕資金由葛謨州長推出的「紐約公園  2020 年州立公園振興計

畫  (NY Parks 2020 State Park Revitalization Plan)」所提供。該計畫中承諾截至  

2020 年將修建或修繕  100 個兒童遊樂場。州長推出的「紐約公園  2020 年計畫  

(NY Parks 2020 Program)」是一項多年期承諾，旨在使用高達  9 億美元的私募和

公共資金在  2011 年至  2020 年間修繕州立公園。2017-18 年州預算案 (State 

Budget) 為該計畫發放  1.2 億美元資金。  

  

這些兒童遊樂場還反映了葛謨州長推出的「聯通兒童與公園  (Connect Kids to 

Parks)」  的計畫，吸引更多年輕人到戶外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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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遺跡、

休閒步道、高爾夫球場、船隻下水點等等，這些景點每年有  6,900 萬人遊覽。  

近期開展的調查發現，紐約州立公園每年產生價值  50 億美元的經濟活動，並支

持  5.4 萬份工作。如需更多有關這些休閒娛樂區的資訊，請致電：518-474-0456 

或訪問：www.parks.ny.gov，請在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關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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