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2 月 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  2017 年紐約州歷史遺跡保護獎  (NEW YORK STATE HISTORIC 

PRESERVATION AWARDS)  

  

這些項目展示了歷史遺跡保護工作怎樣鞏固經濟並宣傳紐約州豐富的文化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向紐約州各地的五個傑出的項目授予  2017 年紐約州

歷史遺跡保護獎，用以表彰這些項目在保護和改造紐約州歷史遺跡方面做出的卓

越貢獻。今年的獎項還特別表彰了紐約州女性選舉權  100 週年紀念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Women's Suffrage 10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Commission)。 

  

「這些企業和機構表明，就復興社區、保護文化並發展地方經濟而言，紀念歷史

是至關重要的，」州長葛謨表示。「我建議紐約民眾走出家門，探索這些歷史瑰

寶，並祝賀今年的獲獎方，他們開展工作保護本州獨有的特色。」   

  

「保護歷史遺跡有助於支持我們的城鎮和社區獲得再投資和復興。」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專員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今年的獎項表明，非凡的承

諾、艱辛的工作、牢固的合作關係讓歷史遺跡保護工作成了紐約州實現社區復

興、經濟發展以及就業增長的重要途徑。我們今年還表彰了紐約州女性選舉權  

100 週年紀念委員會。該委員會致力於展現女權運動的歷史，並增加女性在政府

和民主過程中的發言權，這對本州的進步至關重要。」  

  

紐約州歷史遺跡保護獎由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於 1980 年設立，該獎項

每年表彰在保護和改造紐約州歷史文化資源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今年的獎項在

奧爾巴尼郡  (Albany) 中心區紐約州立博物館  (New York State Museum) 的頒獎儀式

上頒發，該場館剛剛舉辦了『婦女選舉權：紀念紐約州選舉權一百週年  (Votes for 

Women: Celebrating New York's Suffrage Centennial)』展覽。今年的獲獎者包括：  

  

PS 186 宿舍樓  (Residences at PS 186)/哈萊姆兒童俱樂部  (Boys & Girls Club of 

Harlem)，曼哈頓區  (Manhattan) 紐約郡  (New York County)  



 

 

PS 186 於 1903 年按照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建造，是其所在的漢密爾頓高地社區  

(Hamilton Heights community) 的核心建築。該校於 1975 年關閉後，這棟建築成為

了社區的累贅。利用州和聯邦歷史遺跡退稅額，建築團隊和兒童俱樂部全面修復

了這棟建築，建造出  78 套混合收入住房，與新建的  1.1 萬平方英呎現代化俱樂部

在同一個地點。  

  

波基普西內衣廠  (Poughkeepsie Underwear Factory)，達奇斯郡 (Dutchess 

County) 波基普西市  (Poughkeepsie)  

波基普西內衣廠建造於  1874 年，長期以來始終是波基普西市的行業標桿，場地

上有多家製造企業。截至  20 世紀末，這座磚製工廠變為空置，亟需整修和再利

用。由於哈德遜河住房有限公司  (Hudson River Housing, Inc.) 及其州夥伴及地方夥

伴做出重要的承諾與合作，這座曾經的工廠改造成了活躍的社區中心。該項目利

用州和聯邦政府提供的歷史規模的退稅額，把中梅恩街區  (Middle Main) 中心區的

商住空間與持續發展的餐飲場所及藝術場所有活力地組合起來。波基普西內衣廠

在很多方面都符合哈德遜河住房有限公司的工作內容，提供經濟適用房、培訓與

就業機會，並提供交通方便的社區空間用來供民眾聚在一起。  

  

比維奇棚橋改造  (Beaverkill Covered Bridge Rehabilitation)，沙利文郡  (Sullivan 

County) 洛克蘭鎮 (Rockland)  

比維奇棚橋建造於  1865 年，用於跨越比維奇溪  (Beaverkill Creek) 上游河段，並幫

助提供地區通道，該地區在建造這座棚橋前幾乎無法通行。20 世紀 90 年代，  

比維奇之友社區  (Friends of the Beaverkill Community) 成立，用於倡導保護比維奇

谷 (Beaverkill Valley) 幾處受威脅的歷史遺跡。棚橋作為該社區特征的重要元素，

是該團體的首要工作。2013 年開展的詳細檢查發現了重大結構問題，這座橋因此

封閉交通。當時，一個優秀的團隊聚在一起，比維奇之友社區、開放空間機構  

(Open Space Institute) 以及卡茨基爾河流保護協會  (Catskill Riverkeeper) 負責管

理，這些機構共同提供基本的支持和協調，沙利文郡和洛克蘭鎮提供協助，環境

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和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提供支持，所有各方與紐約州歷史保存辦公室  (State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fice, SHPO) 合作，實施這座橋樑的保護計畫。新修復的橋樑保護了

該鎮一處最受民眾喜愛的標誌建築，並展示了公私夥伴合作在創造公共福利方面

具有的價值。  

  

理查森奧姆斯特德校園  (Richardson Olmsted Campus)/亨利酒店  (Hotel Henry)，

伊利郡  (Erie County) 水牛城  (Buffalo)  

理查森奧姆斯特德校園的改造項目是個卓越的成功故事，該項目對紐約州一座知

名度最高但也最棘手的建築實施適應性再利用。這棟特色中央建築建造作為水牛

城州立精神病院  (Buffalo State Asylum for the Insane)，其標誌性銅塔建造用於展現

水牛城在 19 世紀末期的影響力。該機構於  1974 年停用，這些由  H. H. 理查森  

(H. H. Richardson) 設計的建築因此開始退化，由弗雷德里克 ·勞·奧姆斯特德  

(Frederick Law Olmsted) 設計的場地遭到廢棄，空置長達數十年。目前，這處美國

歷史地標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 是美國一個頂級的規模的歷史遺跡維護項



 

 

目，作為建築愛好者的藝術與文化目的地和勝地，是水牛城 -尼亞加拉地區  

(Buffalo-Niagara) 的一項復興內容。伴隨亨利酒店城市度假會議中心  (Hotel Henry 

Urban Resort Conference Center) 在 2017 年 4 月開放，首個改造項目於今年竣

工，利普西水牛城建築中心  (Lipsey Buffalo Architecture Center) 預計於今年晚些時

候開放。  

  

皇冠高地北部協會  (Crown Heights North Association)，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金斯郡  (Kings County)  

2002 年，布魯克林區斯特林普萊斯商店  (Sterling Place) 的一群鄰居聚在一起，  

討論其社區內的住宅。該街區內有美觀的連體住宅、公寓建築、獨棟老式宅院、

大型教堂，當時承受著巨大的發展壓力，壓力來自其以非裔美國人和加勒比裔美

國人為主的社區以外的地方。這群人成立了皇冠高地北部協會，並開始爭取在

《紐約市史跡名錄  (New York City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和《國家史跡名錄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內的地位。在位於紐約市的歷史區評議會  

(Historic Districts Council) 和紐約文物維護聯盟  (Preservation League of New York) 

的幫助下，皇冠高地北部協會得以命名其街區內的  1,600 多處歷史房產，並對這

些房產實施保護。該協會協助該社區召開討論會，主題涉及掠奪式貸款、意義重

大的法規、撥款與稅務資訊，以及社區外展活動，例如在市政廳  (Town Hall) 召開

年度會議、看房、徒步旅行、節日燈飾競賽。鑒於該協會提供的服務卓有成效，

並且倡導的方法能夠實現可持續的社區規劃，皇冠高地北部街區如今在利用歷史

遺跡房主退稅額計畫  (Historic Homeowner Tax Credit program) 方面領先於紐約市

所有街區。  

  

紐約州女性選舉權  100 週年紀念委員會  

紐約州女性選舉權  100 週年紀念委員會設立用於制定全州規模的計畫，以慶祝紐

約州婦女選舉權。該委員會由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擔任主席，共有  

14 個成員，將致力於在  2017 年到 2020 年期間宣傳女性選舉權週年紀念日，

2017 年標誌著女性在紐約州獲得選舉權的第  100 個年頭，而 2020 年標誌著 

《第 19 項修正案 (the 19th Amendment)》獲得通過達到一個世紀。設立紐約州女

性選舉權 100 週年紀念委員會的提案由議員貝蒂 ·利特爾 (Betty Little) 和女議員艾

琳·岡特爾 (Aileen Gunther) 提議，并由葛謨州長簽署成為法律。  

  

紐約州歷史保存辦公室是紐約州立公園的一個部門，幫助社區對其歷史資源、  

考古資源以及文化資源加以識別、評估、維護和復興。紐約州歷史保存辦公室與

政府、公眾、教育機構以及非營利機構合作，提高歷史遺跡保護意識、向紐約民

眾灌輸對本州獨特歷史的自豪感，並支持遺跡旅遊和社區復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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