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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將  22 處建議資產列入《州與國家歷史遺跡名錄  (STATE AND 

NATIONAL REGISTERS OF HISTORIC PLACES)》  

 

這次收錄幫助房主修復建築物，使之有資格參加多個公共維護計畫和服務  

 

2016 年，紐約州利用復興退稅計畫完成的項目數量領先全國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紐約州歷史保護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Board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現已建議將  22 處房產、資源和地區列入《州與國家歷史遺跡

名錄》。此外，為紀念驕傲月  (Pride Month)，葛謨州長宣佈《國家史跡名錄  

(National Register)》增加收錄斯塔頓島  (Staten Island) 愛麗絲·奧斯丁故居  (Alice 

Austen House)，用於認可這位著名攝影師在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及跨性別者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LGBT) 歷史中具有的重要意義。  

 

「愛麗絲·奧斯丁故居的新歷史遺跡命名認可了這位先驅者的整個生命歷程，並進

一步承認了本州在爭取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及跨性別者權利方面實現的成就，」

葛謨州長表示。「紐約州的豐富歷史幫助塑造了本國的歷史，這  22 個額外地點的

命名將幫助確保未來為紐約民眾和遊客維護這些地點及其歷史。」  

 

資產被列入《州與國家歷史遺跡名錄》有助於其所有人對建築進行修繕維護，使它

們符合申請各類公共保護計畫和服務的資格，例如：申請州政府補助金和州政府 /

聯邦政府提供的歷史遺跡修復退稅額。州長於  2013 年簽署立法用於支持紐約州使

用改造退稅額，州政府計畫和聯邦政府計畫對歷史悠久的商業房產帶動  30 億美元

的投資。2016 年，紐約州利用復興退稅計畫完成的項目數量領先全國。州和聯邦

退稅額創造了  7.48 億美元的投資，用於復興全州各地的歷史建築。完成的項目有

三分之二以上位於紐約州北部地區的社區內。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主任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祝賀房主獲得這個

重要的榮譽。這是一項重要舉措，透過保護歷史遺跡來創造就業機會、促進旅遊業

發展、擴大住宅區域、鼓勵私募投資，並同時保護自然資源。」  



《州與國家歷史遺跡名錄》是記錄紐約州和全國在歷史、建築、考古和文化方面有

著重要意義的建築、結構、區域、景觀、物品和遺址的官方名錄。本州範圍內共有

超過 120,000 處歷史建築、結構和遺址單獨或作為歷史區域的組成部分被列入了

《國家歷史遺跡名錄》中。來自全州範圍內的資產所有人、市政當局和社區組織為

這類提名提供擔保。  

 

一旦提名獲得州歷史保護官員的通過，該資產就將被列入《紐約州歷史遺跡名錄 

(New York State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並獲得提名列入《國家歷史遺跡名

錄》。這類提名將獲得審核，一旦通過即可被列入《國家歷史遺跡名錄》中。如需

查看被提名資產的資訊和照片，請造訪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的

網站。  

 

愛麗絲·奧斯丁故居  

 

《國家史跡名錄》最初於  1970 年收錄了奧斯丁  (Austen) 曾經居住的斯塔頓島  17 

世紀房屋，但這並未充分展示奧斯丁  (Austen) 作為過著公開非傳統生活的藝術家

的重要意義，及其如何在自己的攝影工作中處理性別和社會規範。《國家史跡名

錄》這次補錄詳細說明在  1917 至 1945 年期間，奧斯丁  (Austen) 與其伴侶格特魯

德·塔特 (Gertrude Tate) 共同使用這棟住宅，她與之保持五十三年的親密同性關

係。奧斯丁  (Austen) 成為眾所周知的『新女性』，她打破了與女性行為有關的當

代社會束縛。奧斯丁  (Austen) 及其朋友們是 19 世紀末期受過中上層教育的女性，

她們不覺得需要靠男人過上成功的生活。奧斯丁  (Austen) 與塔特 (Tate) 的非傳統

關係，及其對性別和社會規範的探究都體現在她的攝影作品中。  

 

命名愛麗絲·奧斯丁故居是更大範圍的紐約市  (New York City，NYC) 同性戀者、雙

性戀者及跨性別者歷史遺跡項目的一項工作內容，該項目致力於重點展現紐約市創

建以來直到  20 世紀的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及跨性別者歷史。如需了解更多與紐約

市登記在案的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及跨性別者歷史遺跡有關的資訊，以及瀏覽該組

織的互動地圖，請訪問  https://www.nyclgbtsites.org/.該項目的部分資金由公園、娛

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利用

內政部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弱勢社區補助金  (Underrepresented Communities 

Grant) 撥款提供。目前為止，該項目獲得的資金總額比  49,999 美元的獎金高出兩

倍。撥款計畫由內政部歷史保護基金  (Historic Preservation Fund) 資助，旨在幫助

增加與《國家歷史遺跡名錄》中未被充分代表的社區相關的收錄遺跡的數量。   

 

阿勒格尼鎮議會辦公樓  (Allegany Council House)  

 

應塞內卡族  (Seneca Nation) 的請求，州審查委員會  (State Review Board) 考慮了提

案，推薦把塞內卡族阿勒格尼領土  (Seneca Nation Allegany Territory) 列入《國家歷

史遺跡名錄》。委員會投票決定支持這次提名，但塞內卡族有自己的部落保護官  

(Tribal Preservation Officer)，並將直接向名錄保管員  (Keeper of the Register) 提交提

名。  

https://parks.ny.gov/shpo/national-register/nominations.aspx
https://www.nyclgbtsites.org/
https://www.doi.gov/pressreleases/interior-department-announces-grants-underrepresented-communities-through-historic-0


 

這棟 1925 年的木結構房屋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與塞內卡族文化和政治歷史在  

20 世紀的兩件大事相關。阿勒格尼鎮議會辦公樓是塞內卡族理事會  (Seneca 

Council) 定期召開會議的主要集會場所，並且是塞內卡族兩次鬥爭的政治中心：這

兩次鬥爭用於終止金祖阿大壩項目  (Kinzua Dam Project) 和為塞內卡族婦女爭取在

塞內卡族選舉活動中的投票權。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科伊曼斯碼頭歷史街區  (Coeymans Landing Historic District)，科伊曼斯鎮  

(Coeymans) ——  巴倫特·匹特澤·科伊曼斯  (Barent Pieterze Coeymans) 於 

1673 年首次在這裡建立殖民地，是紐約州最古老的始終有人居住的殖民地

之一。該殖民地的歷史與紐約州  17 世紀末期的荷蘭殖民地以及本州  18 世

紀水電產業的發展相關。  

•  克蘭德爾劇院  (Crandell Theatre)，查塔姆鄉  (Chatham) —— 1926 年建造作

為表演歌舞雜耍和放映故事影片的場所，這座劇院體現了查塔姆鄉在當地顯

赫家族克蘭德爾家族  (the Crandells) 支持下的發展時期。  

•  奧克希爾村歷史街區  (Oak Hill Historic District)，達勒姆鎮 (Durham) ——  該

街區內的房屋和建築記錄了奧克希爾村的發展歷程，該村從美國獨立戰爭  

(Revolutionary War) 時期卡茨基爾山  (Catskill Mountain) 崎嶇山麓地帶內的邊

境定居點成為繁榮村莊，到 19 世紀中期擁有了自己的製造企業、貿易公

司、酒店、宗教組織。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摩根·鄧恩故居 (Morgan Dunne House)，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 這棟  

1911 年的房屋由錫拉丘茲市的高產建築師瓦爾德 ·惠靈頓·瓦爾德  (Ward 

Wellington Ward) 設計，他因使用各種與  20 世紀初期工藝美術運動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相關的設計元素而聞名。  

•  薩加莫爾公寓住宅  (Sagamore Apartment House)，錫拉丘茲市 —— 這棟  

1926 年的綜合建築體現了新住宅類型，建造用於滿足錫拉丘茲市  20 世紀初

期持續壯大的城市中產階級的需求。  

•  西部高中 (West High School)，奧本市 (Auburn)——西部高中建造於  1938 

年，與更多傳統學校不同的是，該校專注於培訓打算加入產業勞動力隊伍的

學校，該校的設計體現了這一宗旨，利用車間風格的教室提供實踐、任務導

向性培訓。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紐貝里大廈  (Newberry Building)，巴達維亞市  (Batavia) —— 一個多世紀以

來，該建築用作巴達維亞市商業大街的主要地標建築，在  1881 至 1929 年

期間用作當地企業的辦公地點，1929 至 1996 年期間用作 J.J. 紐貝里 (J.J. 

Newberry) 全國廉價商品連鎖零售商的一個分店。  

•  沃倫-貝納姆故居  (Warren-Benham House)，布里斯托爾斯普林市  (Bristol 

Springs) —— 這棟都鐸復興式  (Tudor Revival) 夏季別墅建於  1924 年，當時

該地區的經濟從基於有限農業和夏季輪船旅行轉向基於在卡南代瓜湖  

(Canandaigua Lake) 上開發私人莊園和度假屋。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查爾斯與安娜·巴特斯故居  (Charles and Anna Bates House)，格林波特鄉 

(Greenport) —— 這棟  1845 年的希臘復興時期  (Greek Revival period) 房屋在 

1870 年前後被改造成了季節性公寓，因為長島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road) 幫助格林波特鄉發展成為度假社區。  

•  喬治·薩姆納·凱羅格故居  (George Sumner Kellogg House)，鮑德溫村 

(Baldwin)——在 1899 至 1900 年完成設計建造，供美國內戰  (Civil War) 退

伍軍人喬治·薩姆納·凱羅格 (George Sumner Kellogg) 居住，這棟住宅是該村

僅存的保存完好的安妮女王  (Queen Anne) 式住宅。  

•  馬薩皮夸村  (Massapequa) 海洋大道 (Ocean Avenue) 390 號住宅 —— 這棟 

1913 年的住宅是馬薩皮夸村早期住宅開發階段，利用美國防火公司  

(National Fire Proofing Company) 供應的瓷磚以及盧德維琪公司  (Ludowici) 供

應的屋頂瓦片建造的最後一棟住宅。  

•  賽肯德與奧斯特蘭德歷史街區  (Second and Ostrander Historic District)，利弗

黑德鎮 (Riverhead) —— 該街區是利弗黑德鎮中心區的主要住宅區，從 1840 

年起沿著該村的商業走廊發展壯大，當時首批住宅在新鋪設的街道上拔地而

起，這種發展勢頭持續到  1958 年。 

•  天鵝河校舍  (Swan River Schoolhouse)，東帕喬格普查規定居民點  (East 

Patchogue) —— 這座單間校舍建造於  1858 年，採用希臘復興式和意大利風

格的細節設計，服務於持續壯大的社區，直到其於  1936 年關閉並把學生遷

往新建的學校。  

 

赫德遜山谷中區  (Mid-Hudson Valley)  

•  古瑪公墓 (Gumaer Cemetery)，戈德弗洛伊村  (Godeffroy) —— 這座公墓或許

是歐洲移民在如今的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 境內使用過的最古老的墓

地，也是僅存的資源，記錄了匹帕克公地  (Peenpack Patent) 最早的定居

點，該公地於 1697 年由英國王室授予。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奧哈布澤戴克猶太會堂  (Congregation Ohab Zedek)，曼哈頓區 (Manhattan) 

—— 於 1926–27 年為奧哈布澤戴克猶太會堂建造，這是一座起源於匈牙利

的猶太會堂，當時紐約市已經成為全世界的主要猶太人口中心之一。  

 

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劉易斯郡書記官辦公室  (The First Lewis County Clerk’s Office)，馬丁斯堡鎮  

(Martinsburg) —— 當地地主瓦特爾·馬丁 (Walter Martin) 在 1847 年幫助建造

了書記官辦公室，用於幫助馬丁斯堡鎮維持其郡政府駐地的地位，該建築自

那時起就成為了地方博物館和當地人的驕傲。  

•  女神之樹小屋  (Lady Tree Lodge)，薩拉克旅館 (Saranac Inn) —— 這棟 1896 

年的建築在歷史上與薩拉克旅館有關聯，該旅館是 20 世紀初期的一座頂級

酒店，並用作兩個名人的避暑別墅：  德克薩斯州  (Texas) 新聞記者阿爾弗雷

德 H. 北洛 (Alfred H. Belo) 上校（1839-1901 年），紐約州州長查理斯·埃文

斯·修斯 (Charles Evans Hughes)，他在 1908 至 1909 年期間把這棟住宅用作

州長夏季官邸。  

•  靜水山火情觀測站  (Stillwater Mountain Fire Observation Station)，韋布鎮 

(Webb) —— 這座鋼塔建造於  1919 年，是紐約州運營的火情觀測網絡的組

成部分，該網絡是在幾場災難性的森林大火過後建立的。維普藍克 ·科爾文 

(Verplanck Colvin) 於 1882 年夏季在該觀測站所在的山峰上建造了一座木

塔，用作勘測阿迪朗達克山脈  (Adirondacks) 的三角測量站。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圣馬修蘇格蘭聖公會  (St. Matthew’s Episcopal Church)，霍斯黑茲鎮  

(Horseheads) —— 這座樸實完好的哥特復興式  (Gothic Revival) 教堂在 1866 

年由四年前成立的小教會使用當地生產的磚石建造。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特拉華大道浸信會教堂  (Delaware Avenue Baptist Church)，水牛城 (Buffalo) 

—— 這座羅馬復興  (Romanesque Revival) 風格的教堂於  1894 至 1895 年沿

著該市最時尚並且最重要的  19 世紀末期街道建造而成，因主聖殿保存完好

的內部裝潢而聞名。  

•  斯普林維爾鄉第一浸信會教堂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Springville)，（疆域擴

展）—— 這次提名擴展了《2008 年國家歷史遺跡名錄》，收錄了一棟建造

於 1887 年的安妮女王式牧師住所。  



•  林德空氣產品工廠  (Linde Air Products Factory)，水牛城 —— 這座工廠由德

國林德空氣產品公司  (Linde Air Products Company) 於 1907 年設立，是美國

首座氧氣提取廠，生產氧乙炔炬用加壓氧氣並提供新的液氧運輸辦法。此

外，參與曼哈頓項目  (Manhattan Project) 的科學家於 1942 至 1946 年曾使用

該工廠內的實驗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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