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20 年 1 月 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2020 年州情咨文  (2020 STATE OF THE STATE)》第  22 份提案：

保護哈德遜山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的  4,000 英畝土地   

  

近期的土地收購將從州資金中撥出  2,060 萬美元進行投資，從而為哈德遜山谷中部

地區的  7 個州立公園增加緩衝帶和步道   

  

新土地將促進哈德遜山谷中部地區的旅遊業發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公佈《2020 年州情咨文》議程第  22 份提案 - 保護哈德遜

山谷中部地區  4,000 英畝的開放場地。近期完成的這些收購將對  7 個不同的州立

公園進行擴展，從而新增步道和觀景點，同時還能保護珍貴的生態走廊。這些收購

意味著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和《哈德遜高地保護法案  

(Hudson Highlands Conservation Act)》資金中發放的 2,060 萬美元州資金。   

  

「哈德遜山谷中部地區擁有我們州最歎為觀止的自然資源和開放場地，我們承諾會

為後代保護這些風景和景觀，」葛謨州長表示。「這些投資項目使我們能夠為這

一地區的 7 個州立公園增加重要的生態用地和新步道，從而進一步推動旅遊業發

展，並建立在我們鞏固這一世界一流戶外景點的工作基礎之上。」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將從環境保護基金和《哈德遜高地保護法案》資金中自  

2020 年起為 6 個公園撥出  1,140 萬美元，其中包括：   

  

•  哈德遜高地州立公園保護區  (Hudson Highlands State Park Preserve) - 965 

英畝。這些新土地包括兩個地塊：一塊  20 英畝的地塊將用於修建新的步道

路線，提供可欣賞西側觀景點  (West Point) 和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的新

視野，把哈德遜河上的阿登觀景點  (Arden Point) 和哈德遜高地州立公園的其

餘地區連接起來；佔地  945 英畝的斯科菲爾德山脈  (Scofield Ridge) 將用於

保護哈德遜高地  (Hudson Highlands) 餘下面積最大的私有土地，使公共步道

上可以欣賞到歎為觀止的景色，並在達奇斯郡  (Dutchess County) 和帕特南

郡 (Putnam County) 境內 8,900 英畝的公園中保護重要的生態和生物多樣化

走廊。  

https://parks.ny.gov/parks/9/details.aspx


•  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保護區  (Minnewaska State Park Preserve) - 633 英畝。

其中包括數個地塊和阿爾斯特郡  (Ulster County) 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保護區

東北部的新增主要土地，從而保護彼得斯基爾  (Peterskill) 小溪流經和擁有數

個岩石峰的野生峽谷，這些岩石峰有迪基嶺  (Dickie Barre)、羅德嶺  (Ronde 

Barre) 和部分洛克山  (Rock Hill)。這一組合將為公園北側增加休閒機會，並

保護公園和毗鄰郎道特谷  (Rondout Valley) 的重要風景。這片土地還將保護

重要的野生動植物棲息地，並防止肖瓦崗山  (Shawangunk Mountains) 北部的

森林片段化。阿爾斯特郡佔地  2.4 萬英畝的公園是紐約第三大州立公園。   

•  蜀尼芒克州立公園  (Schunnemunk State Park) - 158 英畝。奧林奇郡  

(Orange County) 蜀尼芒克州立公園的重要擴張工作將為蜀尼芒克州立公園和

斯托姆金藝術中心  (Storm King Arts Center) 之間的古老公共步道提供重要連

接，同時還能保護蒙德納溪  (Moodna Creek) 的分水嶺。蜀尼芒克州立公園現

佔地 4,000 多英畝，可  360 度欣賞到相連的河谷、遠處的哈德遜河、周邊森

林和農田風光。   

•  斯特林森林州立公園  (Sterling Forest State Park) - 112 英畝。這片土地將為

佔地 2.2 萬英畝的斯特林森林州立公園建造通道，從公園西側建造通往阿巴

拉起亞山脈步道  (Appalachian Trail) 的通道。   

•  洛克菲勒州立公園保護區  (Rockefeller State Park Preserve) - 1 英畝。這一

地塊將解決長久以來洛克伍德大廳  (Rockwood Hall) 沒有正式入口的問題，

該大廳位於河邊，歷史悠久，氣勢恢宏，是韋斯切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佔地 1,800 英畝保護區的一部分，這裡將安裝用於公眾出入的適當

標識和停車場。   

•  范恩斯托克州立公園  (Fahnestock State Park) -150 英畝。這一資產將保護自

然資源，連接公園和當地的偵查員預留地  (Scout Reservation)，這裡有一條

步道向公眾開放。本州透過與哈德遜高地土地信託基金會  (Hudson Highlands 

Land Trust) 合作收購了這裡。   

  

保護這一地區近  2,000 英畝的開放場地和先前收購的地塊工作正在開展當中，其中

包括蜀尼芒克山脈  (Shawangunk Mountains) 和哈德遜和以西哈德遜高地上的部分

最大私人用地，其中有：   

  

•  蜀尼芒克州立公園  - 808 英畝。這些土地將對曾作為主要住宅發展之用的開

放場地提供永久保護，並在黑岩石森林  (Black Rock Forest) 和蜀尼芒克山之

間延伸一條重要的保護走廊。紐約州立公園與開放空間機構  (Open Space 

Institute, OSI) 簽訂了為期  10 年的管理合約，旨在圍護  702 英畝的「遺產山

脈 (Legacy Ridge)，」這裡是伍德伯裡  (Woodbury) 的森林用地。開放空間機

構將對這一資產進行管理，建造步道起點，並新增步道供公眾娛樂之用。   

•  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保護區  - 740 英畝。這一從開放空間機構收購的土地位

於保護區的東南角，其中包括蜀尼芒克山脈餘下最大的一塊開放場地。這項

https://parks.ny.gov/parks/127/details.aspx
https://parks.ny.gov/parks/184/details.aspx
https://parks.ny.gov/parks/74/details.aspx
https://parks.ny.gov/parks/59/details.aspx
https://parks.ny.gov/parks/133/details.aspx


工作有助於保護全球稀有的油松荒地，這一地質位於薩姆觀景點  (Sam's 

Point) 和維吉爾德吉爾  (Verkeerderkill) 的延伸處。就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來

說，開放空間機構的轉讓使公園新增的總面積超過  1.3 萬英畝。   

•  哈里曼州立公園  (Harriman State Park) - 404 英畝。這一資產距離哈里曼北

站 (Harriman Metro-North) 不到一英里，使更多公眾能夠來到公園。這一資

產還連接了長道  (Long Path)，這是一條著名的遠距離徒步道，其位於這一資

產的東側，連接長達  4 英里的運輸公路和最初屬於哈里曼家族的步道。開

放空間機構於  2017 年為這裡提供保護。   

•  哈德遜高地州立公園  - 30 英畝。這一地塊擴大了對自然資源的保護範圍，

並改善了通往燈塔山  (Mount Beacon) 和費什奇爾山脈  (Fishkill Ridge) 的通

道。  

  

環境保護基金和《高地保護法案》資金或花費了  920 萬美元的開放場地資金完成

了這些收購。   

  

新增的公園面積凸顯了葛謨州長關於改善和增加戶外休閒娛樂機會的承諾。自州長  

2011 年任職以來，州立公園已新增超過  1.5 萬英畝的開放場地，並正在進行逾  9 

億美元的資本改造，這是《2020 年紐約公園  (NY Parks 2020)》專案的工作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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