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6 月 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近  1 億美元用於羅貝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  (ROBERTO 

CLEMENTE STATE PARK) 和水濱的轉型工程   

  

還宣佈撥款  4,400 萬美元以支持《暑期青少年就業計畫  (Summer Youth 

Employment Program)》的開展   

  

重新設計水濱地區、翻新上層廣場和新運動場等工程的竣工使紐約市  (New York 

City) 首個翻新州立公園全面計畫順利完成   

  

工作加強了哈萊姆河  (Harlem River) 沿岸的復原能力和對洪水的防範   

  

轉型工程的照片請參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羅貝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重新設計的水濱和門戶開

放，其配備有新建造的球場。自  2011 年來追加近  1 億美元用於對園內近  50 年的

基礎設施進行改造，使園區復原能力更強、更能吸引遊客的到來，同時還改善了青

年人的遊玩項目。此外，州長宣佈撥款  4,400 萬美元以支持紐約州今年《暑期青少

年就業計畫》的開展，從而為低收入家庭的青年人提供寶貴的培訓。   

  

「這不只是個公園，還是新布朗克斯  (Bronx) 的象征。多年來各地的發展都有進

展，唯有布朗克斯落後了。不過這再也不會發生了，」葛謨州長表示。「可以看

到越來越多的人遷來布朗克斯。自我們執政以來，今天的布朗克斯已經有了全州翻

新後最好的自然休閒設施。這是我們對單個公園做出的最大一筆投資。使得新布朗

克斯擁有最先進的設施。這是對一名優秀運動員、球員和人道主義者的致敬。」   

  

「我們對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即紐約市第一座州立公園的改造，將為後代

提高復原能力和改善遊客體驗，」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新設施和環保基礎設施是對數十年來忽視的彌補，為布朗克斯保障了一個更光明

的未來。我們對這一公園的轉型工作不只是種植新的樹木、修建新的球場和步道，

其還是對提高居民和遊客生活質量的大膽投資。此外，支持青年就業的資金將幫助

年輕人學習造就未來成功的技能。」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7d2a4532-2112e250-7d28bc07-000babd9f75c-8c28e9022e899373&u=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c6e180c5-9ad92678-c6e379f0-000babd9fa3f-8a8de1fd4f6a6109&u=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55f30012-09d0e7c9-55f1f927-0cc47aa8c6e0-c3528633517953a8&u=https://flic.kr/s/aHsmE12vdW


今年春季紐約州立公園  (New York State Parks) 完成和開放了公園改造工作的三個

主要部分。這些項目為布朗克斯公園的  130 萬名遊客打造了活力設施，為青年人

遊玩項目擴大了機會，還加強了公園和周邊地區抵禦哈萊姆河洪水的能力，項目包

括：  

  

•  斥資近 4,600 萬美元用於重新設計水濱地區，從而打造更受遊客歡迎

的園區環境，同時還能加強遭遇洪水的保護能力、在風暴中的復原能

力，以及新增環保基礎設施。長  2,200 英呎的鋼製防水壁和廣場被復

原能力更強的設施所取代，用於解決桑迪颶風  (Superstorm Sandy) 後

發現的嚴重腐蝕問題。翻新後的廣場和底層廣場有一條公用的行人 /自

行車道、俯瞰河景觀景台、新的船隻停靠處、新的表演區、新植被和

長達 9 千英呎的壯觀潮間區。這一潮間區為動植物提供了自然棲息

地，還能吸收暴雨，並為環境教育創造新機會。北岸的改造工作包括

一條自然形成的防浪堤，以及可以欣賞開放河景的新圍欄。   

  

•  對公園上層廣場門戶斥資  700 萬美元的復原工作包括：替換掉其鋼製

結構型支撐架和平台木板；重建底層損毀的樓梯；增加可以欣賞公園

景色的觀景處；改善景觀；把羅伯托·克萊門特本人一樣大小的銅像放

置到公園大門更顯眼的位置。   

  

•  斥資 860 萬美元安裝兩個合成草皮球場，可作多用途球場和  T 型球場

之用，並翻新公園的自然草皮球場。新建的合成球場於今年春季竣

工，其將擴大公園的青年棒球和壘球項目，每年供  1,500 名青年使

用。球賽將與職業棒球大聯盟  (Major League Baseball, MLB) - 大聯盟

球員工會 (Major League Baseball Players Association, MLBPA) 青年發

展基金會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該機構是職業棒球大聯盟

和大聯盟球員工會的聯合項目）、《夢想項目  (DREAM)》和其他青年

運動員項目合作。新球場和相關項目將成為職業棒球大聯盟年輕球員

訓練營 (MLB Youth Academy) 網絡的一部分，該網絡在美國其他地區

也有設施（加州，康普頓  (Compton, CA)；德克薩斯，休斯頓  

(Houston, TX)；洛杉磯，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LA)；俄亥俄，辛辛

那提 (Cincinnati, OH)；華盛頓特區，華盛頓  (Washington, DC)；賓夕法

尼亞，費城  (Philadelphia, PA)；德克薩斯，達拉斯  (Dallas, TX)；密蘇

里，堪薩斯  (Kansas City, MO)；波多黎各，古羅博  (Gurabo, PR)）。  

 

這些項目由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的《社區發展整體撥款  - 災後重建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 Disaster Recovery)》項目資助，資金還來源於葛謨州長的《紐約公園  2020 

(NY Parks 2020)》項目，布朗克斯區區長小魯本·迪亞茲  (Ruben Diaz, Jr.)、紐約市

委員會 (New York City Council) 委員瓦尼薩·吉本森  (Vanessa Gibson)、州參議員何



塞·瑟拉諾  (José Serrano) 和眾議員拉托婭·喬伊娜  (Latoya Joyner) 的撥款。職業棒

球大聯盟、大聯盟球員工會和艾利克斯·羅德里格斯  (Alex Rodriquez) 為新球場也提

供了額外資金。   

  

公園改造體現了葛謨州長致力於復興州立公園的承諾。為公園項目的完工，州長率

先撥款了近  1 億美元，這是州立公園系統上最大的一筆投資，其中包括近期發放

的 3 千萬美元用於翻新園區泳池和水上設施，以及斥資  450 萬美元修建的遊樂

場。葛謨州長推出的，紐約公園  2020》計畫是一項為改善公園而投資的多年承

諾。2019-20 年州預算案 (State Budget) 為該計畫分配  1.1 億美元資金。   

  

暑期青少年就業   

  

葛謨州長還宣佈本州將斥資  4,400 萬美元用於支持紐約州的《暑期青少年就業計

畫》，該項目由臨時救濟及殘障補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OTDA) 進行管理。該項目將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帶來勞動市場，使其

能夠培養有用的技能以幫助其提高在校表現，成為有責任心的成人。州政府為該項

目的撥款用於償付符合要求青少年的工資，以及支持教育和培訓活動。此外，資金

還用於咨詢和提供就業相關服務，如往返工作場地的交通費用和就業培訓。今年州

預算增加的  400 萬美元資金推動了該項目的開展，使最低工資上漲，並確保同樣

人數的青少年能夠被僱用。   

  

從事初級工作的參與者在公園、療養院、夏令營、兒童照看機構、老年人中心、  

社區休閒中心和其他地方工作。該項目對  14 至 20 歲的青少年開放，他們的家庭

收入低於聯邦貧困水平  200% 或三口之家的收入低於  41,560 美元。參加項目的青

少年將至少獲得紐約的最低工資，今年紐約市已經漲到每小時  15 美元；拿騷郡 

(Nassau)、薩福克郡  (Suffolk) 和韋斯切斯特郡  (Westchester) 漲到每小時  12 美元；

本州其他地區漲到每小時  11.10 美元。  

  

臨時救濟及殘障補助辦公室透過《暑期青少年就業計畫》為全州郡社會服務部門提

供資金。有意參加項目的青少年應與其所在郡的社會服務部門聯繫。更多資訊請見

此處: http://otda.ny.gov/workingfamilies/dss.asp  

  

去年，約 1.9 萬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透過這一項目找到工作。臨時救濟及殘

障補助辦公室為  57 個郡和紐約市分發了超過  4 千萬美元，用於幫助青少年找到工

作。自 2011 年以來，該項目提供了超過  2.73 億美元的資金，為青少年提供了約  

15.9 萬份工作。  

  

各郡收到的資金數額清單請見此處。   

  

http://otda.ny.gov/workingfamilies/dss.asp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Funding_by_county.pdf


州立公園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看到眾多合作夥伴齊心協

力使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的轉型工作成為現實，這確實令人激動。最後的結

果令人歎為觀止。如果沒有州長的遠見和他的大膽舉措，以及為紐約人民取得好結

果的決心，這不可能實現。」   

  

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主任麥克·黑恩  (Mike Hein) 表示，「建築市場經

驗能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寶貴好處，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經常會在轉入

勞動力市場或高校的過程中經歷困難。《暑期青少年就業計畫》是青少年獲得這一

經驗的重要資源，他們能夠用其對自己的未來產生積極影響。」   

  

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  (Governor's Office of Storm Recovery, GOSR) 總顧問暨公關

長艾蜜莉·湯普森  (Emily Thompson) 表示，「透過對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進

行的這筆大投資，我們已經採取措施保障莫里斯海茲  (Morris Heights) 社區在遭遇

桑迪颶風後，還能繼續使用這一受大家喜歡的公共場所。一項又一項此類計畫使紐

約轉變成為一個更好更強大的州。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很驕傲能夠率先進行這些復

原例升級工程，從而在公園繼續歡迎布朗克斯河其他地區遊客的同時對公園進行更

好的保護。」  

  

「公園是寶貴的社區資源，能夠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特別是運動設

施。如果沒有特別修建這些設施，那麼有些家庭根本無法使用。為復興羅伯托·  

克萊門特州立公園而做出的投資是對兒童未來的投資，這幾年了棒球傳奇任務羅伯

托·克萊門特。再次感謝州長為我們孩子的福祉做出的投資，」國會議員何塞·  

瑟拉諾表示，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羅伯托·克萊門特在球場上取得的成績及對尼加拉瓜  

(Nicaragua) 人民的幫助，」阿德利阿諾·艾斯派拉特  (Adriano Espaillat) 代表表

示。「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使我們社區的偉大資產，對在球場上踢球、立志

要跟隨羅伯托·克萊門特祖籍成為職業運動員的孩子們來說也是重要的資產。葛謨

州長在公園中保障了未來，使未來一代能夠享受一切資源，對此我表示稱讚。」   

  

參議員何塞·瑟拉諾表示，「這一重大的轉型工程和對復原能力急需的改造工作將

確保布朗克斯居民能夠繼續在未來享受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我們的州立公

園提供了巨大的休閒和教育機會。這些翻新工程將提高遊客體驗且使公園更受歡

迎，同時還能保護其不受潛在自然災害的破壞。我對葛謨州長的領導力和對州立公

園的承諾表示稱讚，他改善了布朗克斯人們的生活質量。」   

  

眾議員卡曼·德·拉·羅薩  (Carmen De La Rosa) 表示，「我想對葛謨州長的承諾表示

稱讚，他為州立公園的恢復工作而投資，其他合作夥伴也對這一項目進行了資助。

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不僅為布朗克斯服務，還為北曼哈頓  (Northern 

Manhattan) 等周邊社區服務，這些社區距離休閒和其他服務僅幾站之遙。公園是



保障青少年安全和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暑期放假期間，他們需要提高就

業機會機會和接觸真實世界的重要項目，這將拓展他們的工作實踐技能。透過為低

收入家庭提供額外的臨時收入來支持青少年是個好方法。我們繼續把家庭放在工作

的第一位。在暑期之前對這座公園進行翻新，使其擁有更安全的水濱地區、升級改

造新球場、全面翻新先進的公園大門將滿足莫里斯海茲居民和周邊遊客的需求，  

他們期待能夠度過一個安全、休閒和充滿樂趣的暑期。」   

  

「我所在社區中的家庭正在從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的重大投資中獲益，」  

眾議員拉托亞·約尼  (Latoya Joyner) 表示，「這一斥資  1 億美元的承諾包括完成對

泳池和水上區域的翻新，延伸觀賞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的視野範圍、擴大通向

水道的通道，以及為應急環境挑戰而加強了布朗克斯的復原能力。我對葛謨州長對

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的承諾表示稱讚，感謝他對我的社區做出的重大投

資。」  

  

「州長提供資金不僅保護了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還使全體紐約民眾能夠享

受到更多的休閒活動，對此我表示稱讚，」眾議員維克多  M. 皮查多  (Victor M. 

Pichardo) 表示。「我也想感謝州長為紐約州《暑期青少年計畫》增加撥款，這將

為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就業機會。」   

  

布朗克斯區區長小魯本·迪亞茲表示，「改造後的新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是我

們社區的禮物。我很驕傲能夠從我的資本預算中撥出  250 萬美元用在這一翻新工

作上。在葛謨州長的辛勤工作下，我們才能擁有這一兒童及其家人可以前來運動和

度過美好時光的新去處，這是布朗克斯的美麗景點。我也期待著暑假和《暑期青少

年計畫》的開展，州長增加了對這一計畫的撥款，為孩子提供暑期工作。」   

  

紐約市議員瓦尼薩·吉本森表示，「葛謨州長一直都是布朗克斯的摯友。翻新後的

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不僅風景優美，也是社區的一部分。作為對羅伯托·克萊

門特致敬的標誌，新建的棒球場將為布朗克斯每個孩子提供機會，學習棒球教給他

們的團隊合作和堅韌精神。為《暑期青少年計畫》新增的資金還將確保每個孩子都

有機會得到一份暑期工作。感謝州長對布朗克斯兒童和家庭的承諾和投資，這對後

代都有深遠影響。」   

  

1,900 萬美元投資用於增加布朗克斯青少年的機會，作為這筆資金的一部分，葛謨

州長還宣佈在未來的改造工作中斥資  800 萬美元擁有支持青少年活動的開展的設

施建造。工作內容包括翻新現有的老化體育館，使其成為帶有翻新籃球場的場館供

新近設立的當地籃球聯盟使用、新健身中心配備舉重、力量和健身設備，改進和擴

展的多功能教室，用於教學、下國際象棋和健身，增加額外的棒球 /壘球球場改造

設施，以及新建一個操場。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184-million-investment-improve-opportunities-youth-bronx


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作為在布朗克斯哈雷姆和沿岸，是一座佔地  25 英畝的水

濱公園，每年能吸引來  100 多萬名遊客。公園全年為青少年、成人、老年人和運

動不便人士提供各類休閒和文化活動。公園設施包括奧林匹克規格的泳池綜合設

施、球場、籃球場、野餐區、游樂場以及一個濱海步行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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