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19 年 3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布提供 450,000 美元補助本州公園、森林和古蹟的合作夥伴組織

補助金將用於地方合作夥伴的計畫與募款工作
補助金將獲得 150,000 美元的配套民間和地方資金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州政府將頒發 450,000 美元的補助金給予 22 個致力
於於管理和宣傳紐約州立公園、古蹟以及公共土地的組織。這些努力的團體為資本
專案募集民間資金、執行維護工作、提供教育性計畫以及透過舉辦特別活動來推廣
大眾踴躍使用公園。公園與步道合作計畫 (Park and Trail Partnership Program) 補助
金是由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以及全州的非營利團體紐約州公園與步道組織 (Parks and
Trails New York) 管理。
「紐約的州立公園、步道、森林和古蹟提供世界級的戶外休閒與文化體驗機會、
支持旅遊業，也發展了地方經濟，」葛謨州長表示。「我們的州立公園要持續成
功，不能沒有這些夥伴團體，而今天的補助金將有助於運用這些組織的計畫與募款
工作成果來，為我們的未來世代建立更好的州立公園系統。」
「紐約州擁有幾處世界上最美麗的公園和標竿性的歷史名勝 ，」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以這筆補助金，我們要持續投資全州的公園與古
蹟，加大投入旅遊業的努力並確保它們在未來獲得成功。」
公園與步道合作計畫補助金是透過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出資，並將獲得超過 150,000 美元的民間與地方配套資金。公園與步道合作計畫補
助金是用於：
•
•
•

強化紐約州立公園、步道、古蹟和公共土地的保護、管理、介紹、
維護和宣傳。
為負責宣傳、維護、支持紐約州立公園、步道以及州歷史遺址的非營
利組織增加可持續能力、效率、生產力、志願服務以及籌款能力。
透過發展和擴大相互銜接的全州公園、步道以及綠道網絡來推動旅遊
業和戶外遊憩帶來的經濟發展效益。

補助對象依地區為：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
•

班寧頓戰場之友 (Friends of Bennington Battlefield)：8,500 美元用於
設計、製作和設置互動性標示，包含對戰爭的第一手體驗以及採用多
重觀點。
五河之友 (Friends of Five Rivers)：31,500 美元用於聘請一名外展與
開發統籌人，以耕耘永續的捐贈者群和擴大組織的資金與志工資源。
莫羅湖州立公園之友 (Friends of Moreau Lake State Park)：5,150
美元用於採購物資和材料來建造八個船隻儲存架和皮艇下水碼頭，
協助減輕樹木受損。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

希南戈村蘭丁運河船博物館 (Chittenango Landing Canal Boat
Museum)：23,800 美元用於舊伊利運河 (Old Erie Canal) 步道和希南戈
村溪谷步道 (Village of Chittenango Creekwalk) 連接處一塊戶外休閒與
社區接待區的固定資產改善工作和行銷計畫，重新塑造該場地使用率
不足之處的樣貌。
公園之友委員會 (Council of Park Friends)：5,083 美元以供該組織正
式改名為克拉克保育公園之友 (Friends of Clark Reservation)，並使用
宣傳材料實施會員制活動，以發展會員機制並協助維持持續性收入。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

甘諾達甘之友 (Friends of Ganondagan)：22,630 美元用於聘請一位計
畫助理來支援甘諾達甘州立歷史古蹟 (Ganondagan State Historic Site)
新增的全年度創新計畫。
萊奇沃思州立公園之友 (Friends of Letchworth State Park)：13,888 美
元用於支持萊奇沃思州立公園內的平民保育團歷史事蹟步道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CCC) Legacy Pathway) 專案，包含解說導覽和建
築識別標示。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考姆塞特基金會 (The Caumsett Foundation)：34,557 美元用於資助考
姆塞特州立歷史公園保護區 (Caumsett State Historic Park Preserve)

的遊客資訊站修復作業，以提升遊客體驗、聚焦於場地的解說、道路
標示和計畫功能。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

•

•

•

•

卡爾沃特·沃克斯保護聯盟 (Calvert Vaux Preservation Alliance)：
28,000 美元用於維持一所史蹟保護建築公司來擘劃位於紐約斯塔茨堡
(Staatsburg) 米爾斯 - 諾里州立公園 (Mills-Norrie State Park) 中的地點
重建與永續適應性重複使用工作的後續步驟。
蒙哥馬利堡戰場史蹟協會 (Fort Montgomery Battle Site
Association)：50,000 美元用於修復和重建蒙哥馬利堡州立古蹟 (Fort
Montgomery State Historic Site) 的步道系統，這條步道是該史蹟每年
35,000 名遊客的出入通道，遊客包括學校團體、家庭、組織團體和個
人遊客。
發尼斯塔克與哈德遜高地州立公園之友 (Friends of Fahnestock and
Hudson Highlands State Parks)：21,500 美元用於在北門/廓尼許莊園
遺跡 (Northgate/ Cornish Estate Ruins) 周遭新增史蹟標示，並為哈德遜
高地州立公園的遊客提供一處休閒空間，也可了解公園的歷史。
小石點村公民協會有限公司 (Little Stony Point Citizens Association,
Inc.)：11,889 美元用於為志工中新採購節能熱泵，以便供更多季節性
活動使用，如此將可增加小石點村 (Little Stony Point) 的志工人數。
新的資料庫和行事曆軟體將可提升志工的參與度和管理效能。
哈德遜河高架橋 (Walkway Over the Hudson)：14,500 美元用於資助
一項借助高架橋作為帝國州鐵路步道 (Empire State Rail Trail) 關鍵連接
通道優勢的多面向全年募款與行銷宣傳活動。

莫霍克谷地區 (Mohawk Valley)：
•

強森大廈之友 (Friends of Johnson Hall)：7,245 美元用於完成修復威
廉強森爵士 (Sir William Johnson) 1763 年宅邸中央大廳的一面 18 世紀
壁紙。該宅邸彰顯了強森所代表的古代英國國王的力量與權威。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

藍山之友 (Azure Mountain Friends)：13,500 美元用於穩定防火塔和
朝東南懸崖之間的山峰腐蝕狀況，以使登山者步道更安全，減少山峰
植被的損害和重建更自然的山峰環境。
約翰·布朗生活組織 (John Brown Lives)：31,200 美元用於提升和加強
遊客體驗，包括兒童角落、特別主題遊覽、安裝廷布克圖之夢展覽

•

(Dreaming of Timbuctoo Exhibit) 的音頻設施、公園之友團體 (Friends
Group) 資訊站，以及特別的社群發展活動。
薇諾娜森林重建協會 (Winona Forest Recreation Association)：
36,182 美元用於重建一段額外 5 英哩的步道，提升步道入口處的標
示，以及施工建造一處新的野餐亭。採購 附有整雪設備的除雪機將可
在冬季開放步道使用。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

希南戈山谷州立公園之友 (Friends of Chenango Valley State Park)：
18,000 美元用於完成青少盃聯盟球場的柵欄，以供地方青少年和其家
庭使用。
羅傑斯之友 (Friends of Rogers)：10,000 美元用於聘請一名品牌顧問
以建立清楚醒目的品牌與形象來發展羅傑斯環境教育中心 (Roger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nter) 並持續免費開放涵蓋 600 英畝，超過
6 英哩的步道。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龍門廣場州立公園之友 (Friends of Gantry State Park): 17,000 美元用
於替換公園廣受歡迎的吊床，以及增加深入地方街區和志工人數。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

阿勒格尼州立公園之友 (Friends of Allegany State Park)：10,625 美元
用於開始史蹟建築紅屋鋸木廠 (Red House Sawmill) 的復原工作，該場
所原用於生產公園內的小屋和其他建築所需的木材。第一階段包括建
築物的安全、穩定和清潔工作。
諾克斯農場之友 (Friends of Knox Farm)：40,000 美元用於聘請一位
兼職的行政監事來協助志工組織更妥善地達成其任務和支援公園。

「公園與步道合作計畫」使葛謨州長重振和轉型州立公園和公共土地以供戶外休閒
活動的承諾更添完善。葛謨州長推出的「紐約公園 2020」計畫是一項多年期承
諾，運用民間和公共部門的 9 億美元資金資助諸州立公園。2019-2020 財政年度
行政預算案也包括為該計畫提供 1 億 1,000 萬美元資金。
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引領全州支持公園和步道，自 1985 年起專注於改善紐約州
全體民眾的健康和生活質量，與社區組織以及自治市合作構想、制定、宣傳、保護
全州持續增長的公園、綠道、步道網絡，供全體民眾使用和享受。

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代理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在紐約州各地，公園之友團體是為公園遊客建立並提升優質體驗的關
鍵。我非常讚賞這些公園之友團體為改善公園、步道和古蹟的努力，並感謝紐約公
園與步道辦事處對他們的支持。」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部長巴茲
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紐約州擁有一些全國最壯觀的公園、古蹟和公
共土地，而葛謨州長也認識到這些特殊場地所擁有的魅力，足以每年吸引數百萬計
來自全世界的戶外活動愛好者前來體驗這些景點的無比美景。州長在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投入歷史規模的投資，協助支持地方經濟和許多與
我們有著相同熱情的夥伴，一起努力保護、維護並盡責地推廣紐約廣大蓬勃的公園
與步道網絡。」
紐約公園與步道辦事處執行理事羅賓·卓普金恩 (Robin Dropkin) 表示，「看到
『公園與步道合作計畫』補助金的轉型效果以及它們如何強化公園之友團體的能
力，使他們對管理紐約州的美好戶外空間做出更棒的貢獻，的確非常激勵人心。
這些補助金將可讓諸團體運用更多民間和聯邦的資金，統籌更多志工人力，也讓州
政府對公園、步道和其他公共戶外空間的投資達到歷史性的規模。」
參議院文化事務、旅遊、公園和休閒委員會 (Senate Committee on Cultural
Affairs, Tourism, Parks and Recreation) 主席荷賽·瑟拉諾 (José Serrano) 參議員
表示，「隨著州立公園的入園人次每年持續攀升，支持這些改善、照料和維護紐
約州偉大的大自然與歷史寶藏的團體 就變得空前重要。『公園與步道合作計畫』
補助金將能使諸公園之友團體強化和擴大他們管理公園和古蹟的角色，確保紐約全
州的民眾都能持續享有這些美好的休閒場地和它們所帶來的教育機會。」
眾議院旅遊業、藝術、公園與體育發展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Tourism,
Parks, Arts and Sports Development) 主席丹尼爾 J. 歐唐納 (Daniel J. O'Donnell)
眾議員表示，「我們的公園、步道和綠化空間為無數紐約民眾提供了休閒活動機
會和與大自然連結的方法。獲頒補助的團體將可在擴大和維護這些珍寶的工作上做
出出色的表現。」
參議院環境保護委員會 (Sen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mittee) 主席托
德·卡旻斯基 (Todd Kaminsky) 表示，「妥善運用紐約諸多公園與公共空間的美
景，不僅能推動旅遊業和經濟發展，還有助於促進我們體認維護環境和自然資源的
重要性。我期待看到這些補助金在長島地區和我們偉大的州整體所發揮的效益。」
眾議院環境保護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主席、州眾議員史蒂夫·恩格布萊特 (Steve Englebright) 表示，「這些管理組織都
是本州各公園和公共空間的無名英雄。這些公園之友組織都是由眾多志工懷著對自

然區域深切而且全面性的關懷，親自出力進行維護工作、帶領教育計畫和導覽自然
步道，以及為特別計畫案募款。補助這些在地的管理團體，必定能收到豐富的回
報，對州立公園和環境保護廳的工作大有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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