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6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布於哈德遜河高架橋州立公園  (WALKWAY OVER THE HUDSON 

STATE PARK) 開放阿爾斯特遊客接待中心  (ULSTER WELCOME CENTER)  

  

多用途設施可供各種新節目、活動和休閒場合使用   

  

改良成果鞏固了高架橋作為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 首要景點的地位   

  

遊客接待中心的照片請參見此處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位於哈德遜河高架橋州立歷史公園  (Walkway Over the 

Hudson State Historic Park) 西部閘道，耗資 540 萬美元的阿爾斯特遊客接待中心正

式開放。這座多用途的設施乃是葛謨州長的「紐約公園  2020 (NY Parks 2020)」 

計畫中的一部分。該計畫是一項歷時多年，預計於  2020 年完成，耗資民間與公部

門 9 億美元資金的重大工作。  

 

「哈德遜河高架橋州立歷史公園是本州最偉大的珍寶之一，坐擁宏偉的哈德遜河景

色，甚至包含更遠之處。」州長葛謨表示。「新成立的阿爾斯特遊客接待中心將

成為高架橋西端的閘道迎接數以千計來訪的遊客，也將成為帝國州步道的焦點之

一。我鼓勵大家親自造訪這座公園，並體驗這一片獨特無比的景色。」   

  

這座位於洛伊德鎮  (Town of Lloyd) 的 3,500 平方英呎遊客中心暨廣場具備下列特

色：  

 

•  供特殊活動和節目使用的新廣場和圓形劇場座席，可容納數百名觀眾；   

•  1,400 平方英呎的有頂露台；   

•  改良遊客循環動線，包括新的改良標示、更優美的景觀、提供便利進入的巴

士下車地點，以及經過升級並對環境友善的通道，更可改善進出公園者的便

利通連；以及   

•  小賣攤和公共洗手間。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Ulster_Welcome_Center_Walkway_Over_the_Hudson_Park.pdf


 

 

新設施使用最新的節能措施，包括  LED 照明、隔熱建築外牆，以及現代化的暖

氣、排氣和空調設備，全都是由太陽能面板供電。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主任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新的遊客接待中心

將延續高架橋身為偉大連接者的傳統。提供這麼一個場所來舉辦各種活動和節目，

或是供用餐和休閒，阿爾斯特遊客接待中心將會鼓勵訪客停留更久，探索更多高架

橋和帝國州步道的完整特色。我很感謝葛謨州長和我們所有合作夥伴，和我們一起

持續努力提升和改良這座獨一無二的公園。」   

 

哈德遜河高架橋管理組織  (Walkway Over the Hudson Organization) 的執行主任伊

麗莎白 ‧瓦德史坦哈特  (Elizabeth Waldstein-Hart) 表示，「今天代表著哈德遜河高

架橋雖然不長但充滿光輝的歷史上，另一個重大的里程碑。這座設計優美、施工完

善的遊客接待中心暨門戶入口是從高架橋在  2009 年開放以來便已設想好的概念。

能看到阿爾斯特遊客接待中心從概念成真，著實令人感到興奮和滿意。我們非常感

激許多捐款者和贊助者，協助我們募集到大筆資金來進行本工程和其他重要的公園

改良措施。」   

  

參議員喬治·阿米多爾  (George Amedore) 表示，「哈德遜高架橋吸引了遠近的居

民和遊客來享受哈德遜河谷的自然之美。這座先進、節能的遊客接待中心暨活動場

地將有助於進一步提升參觀高架橋的訪客所感受到的樂趣與體驗，並將延續我們的

努力，協助提升全區的旅遊業與經濟的發展。」   

  

參議員蘇·塞里諾  (Sue Serino) 表示，「哈德遜河高架橋是世界級的名勝，每年都

有數以千計的遊客和本地民眾前來參觀。這座遊客接待中心是很棒的新設施，能夠

帶來更多遊客，並提升高架橋作為哈德遜河谷首要景點的名聲。今天我們正好在迎

接美麗的夏季時為這座遊客接待中心剪綵，希望本地居民和遊客都能喜愛、享受這

座遊客接待中心為大家準備的一切。」   

  

州眾議院議員迪迪·巴雷特  (Didi Barrett) 表示，「哈德遜河高架橋是通往本地區許

多世界知名自然、文化和農業名勝的閘道，而這座新的遊客接待中心將會為這座大

橋已經十分高漲的人氣錦上添花。我長期以來身為本地區旅遊業經濟的代言人，我

要感謝州長和露絲·哈威公園主任持續投資我們美麗、歷史悠久的哈德遜河谷。」   

  

阿爾斯特郡執行長官麥克 ·亨恩  (Mike Hein) 表示，「哈德遜河高架橋和阿爾特郡  

(Ulster County) 的哈德遜河谷鐵路步道  (Hudson Valley Rail Trail) 在 2016 年獲選列

名於鐵路步道殿堂中。從高架橋，本地居民和遊客等可以享受美麗的步道風光，  

並前往海蘭小村  (hamlet of Highland)、富蘭尼里斯州立公園  (Franny Reese State 

Park)、海蘭碼頭  (Highland Landing)，並且很快就能連接羅森戴爾鎮的新帕爾茨  

(New Paltz, Rosendale) 以及更遠的地方。  本地區擁有令人摒息驚豔的四季景點，

而且招攬遊客造訪阿爾斯特郡和參觀哈德遜河谷全域，對於發展我們超過十億美元



 

 

規模的旅遊經濟也至關重要。這座新的遊客接待中心無疑將成為寶貴的設施，而我

們都非常感激葛謨州長的投入。」   

  

洛伊德鎮鎮長保羅 ‧韓瑟特  (Paul Hansut) 表示，「我們很驕傲能夠擁有連接高架橋

和阿爾斯特郡鐵路步道系統  (Ulster County rail trail system) 的其他區段，以及帝國

州步道西部區段的哈德遜河谷鐵路步道  (Hudson Valley Rail Trail)。新的阿爾斯特遊

客接待中心將為遊客的體驗帶來重要的提升。我們很高興能持續和高架橋以及紐約

州立公園 (NYS Parks) 系統合作改善鐵路步道和熱門公共活動，例如  7 月 4 日國

慶日的煙火表演。」   

  

哈德遜河高架橋董事會  (Walkway Over the Hudson Board of Directors) 主席， 

兼哈德遜河谷經濟發展公司  (Hudson Valle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HVEDC) 總裁暨首席執行官麥克 ‧歐茲  (Mike Oates) 表示，「正如 1889 年原始的

波啟浦夕通海蘭鐵路大橋  (Poughkeepsie-Highland Railroad Bridge) 是連結我國西部

與東部的橋樑，將重要的西部原物料送來東部製造，現今的哈德遜河高架橋則是現

代同樣關鍵的經濟與觀光業橋樑，將阿爾斯特郡的各社區與紐約州的帝國州步道沿

線的社區連結起來。高架橋每年有將近  60 萬名遊客，一直是紐約州、哈德遜河谷

和橋樑兩側的本地企業的重要經濟與觀光業引擎。阿爾斯特遊客接待中心必定能為

參觀高架橋的遊客提供週到的服務。」   

  

哈德遜河高架橋設施委員會  (Walkway's Amenities Committee) 主席和瓦特史托瑞

克設計集團  (Walters-Storyk Design Group) 的創辦合夥人約翰 ‧史托瑞克  (John 

Storyk) 表示，「很榮幸能和本地區的地方與紐約州官員配合，並與梅爾營造工程

企業 (Meyer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以及撒拉托加事務所  (Saratoga Associates) 

共同努力將阿爾斯特遊客接待中心從設計到完工。有許多人貢獻了無數時間、創意

和辛勞，才能夠創造出這棟向高架橋遊客伸出邀請與歡迎之手的建築和景觀。我們

很高興能向大眾開放本設施，讓大家在此盡情享受美景與休息。另外，我們也期待

達奇斯遊客接待中心  (Dutchess Welcome Center) 的完工。」  

  

哈德遜河高架橋州立歷史公園聳立在河面上空  212 英呎以上之處，而且其長度超

過 6,700 英呎 (1.28 英哩)，使其成為全世界最長的高架步行橋。該公園每年迎接  

50 萬名遊客，讓行人、登山者、慢跑者、自行車騎士和行動不便人士得以欣賞哈

德遜河令人驚艷的景觀。該高架橋每天從早上  7 點開放至日落為止。  

  

明年春天，位於高架橋東部入口的第二座遊客接待中心達奇斯遊客接待中心也將預

計及時在 2019 年該公園的  10 週年慶祝活動時正式開放。這兩項遊客接待中心專

案都是葛謨州長為了提升和增加戶外休閒設施所做的努力。州長的「紐約公園  

2020」計畫承諾截至  2020 年利用多年時間帶動  9 億美元的公私投資資金。  

  

https://parks.ny.gov/publications/documents/NYParks2020UpdateReport.pdf
https://parks.ny.gov/publications/documents/NYParks2020UpdateReport.pdf


 

 

該計畫補充完善了葛謨州長的帝國州步道計畫。按計畫，這條步道是一條長達  750 

英哩的自行車與人行通道，並將連接紐約市至加拿大的新增與現有的地區步道，  

從奧爾巴尼郡  (Albany) 至水牛城 (Buffalo)。該高架橋是帝國州步道的重要連接通

道，將哈德遜河谷鐵路步道  (Hudson Valley Rail Trail) 與達奇斯鐵路步道  (Dutchess 

Rail Trail) 連接起來。洛伊德鎮和阿爾斯特郡則讓哈德遜河谷鐵路步道向西多延伸

了兩英哩。  本專案目前仍在施工中，並將於今年秋天完工，使步道結束於  299 號

公路 (Route 299) 上。州政府打算在今年秋天破土開工，沿著  299 號公路朝新帕爾

茲延伸 2 英哩的步道，並在追加兩英哩步道之外同時實施路上改良工程，以連接

新帕爾茲市中心通往沃爾基爾河谷鐵路步道  (Wallkill Valley Rail Trail) 的通道。  

此外，高架橋上也已裝設了新的帝國州步道導向標誌。  

  

為在 2020 年完成帝國州步道，將會建設約  350 英哩長的新建 /改良步道。最終，

750 英哩步道中將有 70% 是公路外的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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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ervation) 監管逾 250 座獨立的公園、歷史遺跡、休閒步道、高爾夫球場、  

船隻下水點等等，這些景點每年有  7,100 萬人遊覽。近期開展的研究發現，紐約州

立公園創造了  50 億美元的公園支出和遊客支出，這支持了將近 5.4 萬份工作。  

如需更多有關這些休閒娛樂區的資訊，請致電：518-474-0456 或訪

問： http://www.parks.ny.gov/，請在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關注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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