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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計劃在全州境內慶祝伊利運河  (ERIE CANAL) 建成  200 週年  

 

伊利運河於今日正式開放迎接旅遊季  

 

紐約州  (New York State) 各地將舉辦幾十次慶祝活動，紀念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

里程碑建築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將在紐約州各地舉行一系列慶祝活動，紀念伊利運

河建成 200 週年。這一運河專案是當年的一項工程設計奇跡，多年來刺激了貿

易、探險和發明創造，並建成了貫穿紐約州的首條超級高速公路，透過連接哈德遜

河  (Hudson River) 和伊利湖  (Lake Erie) 爾連通奧爾巴尼  (Albany) 和布法羅  

(Buffalo)，改善了往來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的交通狀況。  

 

「伊利運河對於鞏固紐約作為全國商業和工業中心的地位起著關鍵作用；如今，本

運河可為乘船遊客提供無與倫比的兩岸風光，暢遊河濱社區的機會，」葛謨州長

表示。  「在本次慶典活動中，我們將紀念運河周邊的豐富文化遺產，以及運河在

促進當今經濟和旅遊發展所起到的中堅作用。我鼓勵遊客積極參與本次  200 週年

慶典中的各類活動。」  

 

今天，也是  2017 年乘船遊覽季開放的第一天。如今，本運河的主要用戶就是在長

達  524 英里運河係統上乘坐休閒遊船暢遊河濱景致的遊客們。本遊覽季將一直持

續至  10 月 11 日。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出席了在運河東端沃特福特  

(Waterford) 舉辦的一場慶典活動，宣佈開放  2 號船閘，20 多艘遊船將從這裡開啟

運河之旅。  

 

「200 年來，伊利運河一直處在我們經濟的核心，也是帝國州  (Empire State) 得以

蓬勃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副州長凱西·霍楚爾在參與今天在沃特福特召開的

開閘儀式時表示。「隨著 2017 遊覽季的到來，在慶祝這一技術奇跡建成  200 週年

之際，我們將迎接紐約前輩的豐富靈感給我們提出的挑戰，像他們一樣能夠為後世



留下偉大爾持久的遺產。」  

 

1817 年  4 月  15 日，紐約州立法通過修建伊利運河，連接奧爾巴尼和布法羅。

1817 年  7 月  4 日，建造工人們在奧奈達縣  (Oneida County) 羅馬市 (Rome) 舉行

了破土動工儀式後正式投入建造工作。這條運河於  1825 年  10 月 26 日正式竣

工。 

 

紐約州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吉爾  C. 奎寧內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沿河舉辦的各類特色活動將展示本地區對運河係統積

累下來的豐富遺產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我鼓勵各位走出來，積極參加運河慶典活

動。你們不僅能夠遊玩盡興，還能盡情享受紐約、乃至全國範圍內景致最美、最具

歷史意義的重要瑰寶。」  

 

如今，運河沿岸的各個城鎮將舉辦各種年度慶典、歷史再現和實地博物館等活動，

慶祝本地區的悠久歷史和如今在運河沿岸居住的各個社區的發展。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總裁、首席執行官  (CEO) 

兼廳長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伊利運河是一條經濟發展的門

戶，為旅遊和貿易帶來了變革。為了紀念運河建成  200 週年，紐約州和充滿活力

的運河沿岸社區們將舉辦各類慶典活動，慶祝運河多年積累的豐富遺產和它在本州

歷史發展進程中起到的關鍵作用。」  

 

運河公司  (Canal Corporation) 董事布萊恩  U. 斯塔頓  (Brian U. Stratton) 表示：

「在今年遊覽運河將是令人興奮的。敬請各位到此一遊，與沿河  200 多個社區一

起感受這一獨具特色的景點，慶祝伊利運河建成  200 週年，參與書寫這一依舊在

不斷更新的歷史篇章。」  

 

紐約州運河公司  (New York State Canal Corporation) 將在運河沿岸與各大社區聯合

主辦  200 週年紀念活動。這些活動包括：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6 月  9 日：將在新建的麥可山谷門戶景觀橋  

(Mohawk Valley Gateway Overlook Bridge) 的所在地沿河公園  (Riverlink Park) 

中舉辦慶典和煙花燃放活動；   

  斯科哈里縣渡橋紐約州歷史遺跡  (Schoharie Crossing State Historic Site)，6 

月  10 日：全天舉行以運河為主題的活動和燒烤集會，您可以欣賞原始伊利

運河的殘垣，擴建後的運河，以及駁船運河  (Barge Canal) 的當前設計；   

  洛克波特 (Lockport)，7 月  8 日：著名的「五組船閘  (Flight of Five)」所在

地，這五組船閘的歷史可追溯到  18 世紀  60 年代。這組船閘曾經作為尼亞

加拉斷崖 (Niagara Escarpment) 地帶的「船隻階梯  (stairs for boats)」。這片



斷崖橫貫紐約州的東西方向，其中還包含舉世聞名的尼亞加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   

  羅切斯特 (Rochester)，7 月  14 日至  15 日：在美国斯特朗国家玩具博物馆  

(Strong National Museum of Play) 舉辦伊利運河論壇  (Erie Canal Forum) 和為

期一天的家庭活動和音樂盛典；和  

  羅馬市，7 月 22 日：在貝拉米海港公園  (Bellamy Harbor Park) 舉辦為期一

天的活動，包擴：破土動工儀式再現、藝術和手工藝品市集、音樂會和煙花

燃放活動。  

其他紀念運河建成  200 週年的慶典、展覽和紀念活動包擴：  

  「伊利運河國家遺產廊道  (Erie Canal National Heritage Corridor)」將在全年

期間在多家博物館和歷史遺址舉辦活動，將運河的悠久歷史再次重現在人們

眼前。 

  康寧玻璃博物館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將設立水上表演場地「玻璃駁船  

(GlassBarge)」，並將於  6 月  2 日在費爾波特  (Fairport) 向濱水社區的居民

們介紹玻璃製造工藝並加以演示。  

  奧爾巴尼交響樂團  (Albany Symphony) 將推出「紐約水上音樂節  (Water 

Music NY)」，舉辦一系列獨具特色的音樂慶典活動，紀念這條具有歷史意

義的水道。這些活動將從  7 月  2 日開始在奧爾巴尼舉辦，面向各大社區，

並在  7 月  8 日在洛克波特舉辦的慶典中達到高潮，屆時這隻交響樂團將在

運河船閘內的一隻駁船上進行表演。  

  仿造  1862 年運河船隻「路易·麥克柯魯爾  (Lois McClure)」建造的遊船將啟

程遊覽本州，遊覽活動將順著運河橫跨本州，走訪沿岸的城鎮和鄉村，來自

尚普蘭湖海事博物館  (Lake Champlain Maritime Museum) 的船員將向遊客展

示以前運河船隻上的船員生活。位於赫爾基摩  (Herkimer) 的伊利運河遊船  

(Erie Canal Cruises) 將於  7 月  4 日舉辦紀念活動，並計劃啟動遊覽季展覽和

演示，展示這一為期八年建造爾成的工程設計奇跡以及各種著名的發明創

造，例如獨輪手推車和掘根機。  

  位於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瑟內薩水利和工業博物館  (Seneca Museum 

of Waterways and Industry) 則將展示這一重要貿易通道的開放如何推動了社

會改革，包括女權運動。此外，7 月 7 日至  9 日在附近舉行的運河慶典  

(Canal Fest) 還將燃放煙花以表慶祝。  

  WCNY 公共媒體新拍攝的紀錄片《伊利：成就美國的運河  (Erie: The Canal 

That Made America)》將於今年 9 月首映。   

  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將於  9 月 24 日至  28 日舉辦一年一度的世界運河大

會  (World Canals Conference)。這一國際盛會將吸引運河業內人士、旅遊專

家、學者和運河愛好者和郵船愛好者的積極參與。錫拉丘茲市還是伊利運河

博物館 (Erie Canal Museum) 的所在地，處在美國境內僅存的一棟衡閘建築



物之中。該博物館長年舉行互動演示和工藝製品，講述這條運河的發展和修

建運河時的各種創意和發明。  

  從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5 日，運河系統沿岸的各大社區將舉行盛大的「船

閘十月節 (Locktoberfests)」。這類年度秋季活動包擴：社區市場、「品嚐紐

約  (Taste NY)」產品、本地藝術和娛樂，以及家庭活動。「船閘十月節」預

計將在愛德華堡  (Fort Edward)、羅馬、瑟內薩福爾斯  (Seneca Falls)、菲尼

克斯  (Phoenix) 和洛克波特舉行。  

  新設的伊利運河展覽「紐約伊利運河：國家的門戶  (New York’s Erie Canal: 

Gateway to a Nation)」將於今秋在奧爾巴尼的紐約州立博物館  (New York 

State Museum) 開放。   

  洛克波特肯南中心  (Kenan Center) 在慶祝中心設立  50 週年之際，將舉辦一

次伊利運河特別攝影展。  

  希南戈鄉蘭丁運河船博物館  (Chittenango Landing Canal Boat Museum) 則讓

遊客體驗時空穿越，感受以往的運河生活；卡納斯托塔運河鎮博物館  

(Canastota Canal Town Museum) 則將特別展出運河歷史和工程設計成就。  

  在大尼亞加拉地區  (Greater Niagara Region)，布法羅卡納爾賽德  (Canalside 

Buffalo) 則將舉辦各類娛樂慶典活動，提供現場音樂會、藝術品、餐飲和兒

童喜愛的各類活動。  

為了推廣 200 週年慶典，運河公司在今年免除了休閒遊船的許可證費（通常為  25 

美元至 100 美元）。  

 

紐約運河系統包擴四條具有歷史意義的運河：伊利運河、尚普蘭運河  

(Champlain)、奧斯維戈運河  (Oswego) 和卡尤加-瑟內薩運河  (Cayuga-Seneca)。這

條水道縱橫  524 英里，連接哈德遜河和五大湖區  (Great Lakes)、五指湖區和尚普

蘭湖  (Lake Champlain)。這些運河構成了「伊利運河國家遺產廊道  (Erie Canalway 

National Heritage Corridor)」的主幹道，連接了超過  230 個獨具特色、具有歷史意

義的社區。  

 

伊利運河沿河步道  (Erie Canalway Trail) 是一條多用途步道，每年為超過  150 萬徒

步愛好者、自行車愛好者和越野滑雪愛好者提供便利。這條長達  365 英里、從奧

爾巴尼延伸至布法羅的伊利運河沿河步道中有四分之三的路段均屬於專用越野步

道，其中一大部分路段都沿著該運河此前的縴道。  根據葛謨州長提出的「帝國州

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建設計畫，在這裡還將建設其他越野路段，包擴：伊利

運河沿河步道和尚普蘭運河沿河步道的一部分。這些步道將於  2020 年竣工，屆時

總長度可達  750 英里，將是全國最長的多用途休閒步道網絡。   

 

如需瞭解紐約州運河的豐富遺產和  200 週年紀念活動，請造訪：  

  紐約州運河公司  (New York State Canal Corporation)  

http://www.canals.ny.gov/


  「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   

  「伊利運河國家遺產廊道  (Erie Canalway National Heritage Corri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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