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7 月 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為瓊斯海灘  (JONES BEACH) 投資總計  1 億多美元並宣佈開啟瓊斯海灘

夏季  90 週年慶   

  

瓊斯海灘戶外項目  (WildPlay) 夏季開放，海濱擁有刺激新體驗   

  

整個夏季將舉辦  90 週年慶活動，8 月  4 日舉辦生日慶典活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為慶祝瓊斯海灘夏季  90 週年慶，已為瓊斯海灘總計

投資 1 億多美元。本季瓊斯海灘州立公園  (Jones Beach State Park) 開放的戶外項

目利用刺激的新方式讓人們在這座歷史悠久的海濱公園度過美好時光。這一戶外探

險新場地包括高空滑索、空中探險路線、高達  40 英呎的跳台。瓊斯海灘州立公園

將舉辦一系列活動來慶祝夏季  90 週年慶，包括一年一度的  7 月 4 日焰火表演，8 

月 4 日享受折後停車費。公園還將在明年進行更多的休閒、美學和基礎設施改造

工作，包括開放新建的梅多布魯克林蔭大道  3 號入口 (Meadowbrook Parkway 

Gateway 3)。  

  

「瓊斯海灘不僅是一座公園，還是改變人們生活的公共歷史遺跡，」葛謨州長表

示。「在瓊斯海灘州立公園進行的重大投資彰顯了紐約的承諾，即為全州的居民

和遊客提供最佳休閒和旅遊機會。我鼓勵每個人都在這個夏季遊覽瓊斯海灘，並親

自體驗本州最佳的景點之一。」   

  

「我們的州立公園是紐約體驗的重要部分，為各個地區提供了絕佳的休閒機會，」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在我們為瓊斯海灘標記夏季  90 週年

慶之際，我們期待能夠在公園系統的瑰寶之一中展示為提升樂趣而完成的改造工

作。」  

  

瓊斯海灘州立公園戶外項目   

瓊斯海灘州立公園戶外項目景點有瓊斯海灘海岸上空高臺處的四條並列高空滑索，

遊客可與家人朋友一起乘坐這一風景優美的  700 英呎長索道。探險路線  (Adventure 

Course) 使遊客能夠通過一系列障礙物測試其平衡、力量和協調能力。遊客可在最

高高達 50 英呎的障礙物和索道中選擇經典路線、終極路線、兒童路線。跳者無懼  

(What's to Fear Jump) 要求在繫好安全繩後跳下  40 英呎，然後沿繩索梯子向上爬



到一個木製平台。如需獲取關於價格和預定的更多資訊，請訪問：

https://wildplay.com/jones-beach/  

  

夏季  90 週年慶慶典活動   

為開啟一系列  90 週年慶活動，瓊斯海灘州立公園將於  7 月 4 日舉辦斯特林國家

銀行 (Sterling National Bank) 焰火表演，屆時將播放一系列愛國歌曲。表演將於  

2019 年 8 月 4 日週日晚  9:30 開始，屆時瓊斯海灘將正式開始慶祝  90 週年慶。  

當天是曾經富蘭克林  D. 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州長為公園舉行落成典禮的

日子。停車費將從現在的  10 美元降低到  0.5 美元，這是瓊斯海灘  1929 年開放時

的收費標準。公園將提供一個巨大的生日蛋糕，分發  9,990 個杯子蛋糕，並舉辦一

系列表演和歷史紀念活動。如需了解資訊，請訪問：

https://parks.ny.gov/events/event-results.aspx?pk=10。  

  

新建的梅多布魯克林蔭大道入口   

斥資 390 萬美元的項目現已竣工，其為瓊斯海灘打造了一個更受歡迎的入口。  

梅多布魯克林蔭大道廢棄的收費廣場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紀念入口標

誌，用於歡迎遊覽瓊斯海灘州立公園的遊客。項目清除了公園入口處的荒廢建築，

從而改善了交通狀況。該項目還包括安裝新的交通道路標記、標識、改善暴雨排水

系統、修復場地、重新調整了駛入林蔭大道環路  (Loop Parkway) 的入口。   

  

州立公園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在復興瓊斯

海灘州立公園公共場所工作中表現出的領導力。瓊斯海灘在  90 年中不斷壯大。  

這些新設施和改造工作將提升遊客體驗，並為所有遊客提供享受和探索公園的刺激

新方式。」   

  

州參議員約翰·布魯克斯  (John Brooks) 表示，「瓊斯海灘始終都是紐約家庭在夏

季休閒放鬆的首選。幾十年來來自各地的人們前來享受海水和數英里的海濱大道。

開放擁有高空滑索、空中障礙路線和  40 英呎跳台的戶外項目公園將增添樂趣和刺

激，沒有什麼能比這些更好的慶祝  90 週年慶的了。在葛謨州長和紐約州重大投資

的幫助下，瓊斯海灘不再只是適合家庭遊玩的景點，它現在還是家庭探險的景

點。」  

  

眾議員戴維德  G. 麥可唐那  (David G. McDonough) 表示，「和安德魯·葛謨州長一

起宣佈開啟瓊斯海灘夏季  90 週年慶是我的榮幸，這個地區是隸屬第  14 議會區 

(Assembly District)。瓊斯海灘州立公園的戶外項目景點為紐約州州立公園部  (NYS 

Parks Department) 的寶貴資源錦上添花。此外，新的梅多布魯克林蔭大道大門竣

工使復興瓊斯海灘工作的重要部分，其提升了享受瓊斯海灘的總體體驗。」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自羅伯特·

摩西 (Robert Moses) 的時代以來，我們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海灘上就沒有見過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d01e1905-8c38213b-d01ce030-000babda0031-b58ff3e3c9cc57c5&q=1&u=https%3A%2F%2Fwildplay.com%2Fjones-beach%2F
https://parks.ny.gov/events/event-results.aspx?pk=10


這種水平的意向、投資和關注。葛謨州長不僅承諾州政府將重建橋樑和機場，他還

確保我們的州立公園能為紐約民眾提供世界頂級的景點供他們在夏季遊玩。我想對

他及其團隊表示感謝，感謝他們建造戶外項目，並以這種矚目的方式在海灘上慶祝  

90 週年慶。」  

  

拿騷郡  (Nassau County) 公園與公共事業  (Parks & Public Works) 副局長布萊恩·  

施耐德  (Brian Schneider) 表示，「在我們在瓊斯海灘上慶祝夏季  90 週年慶之際，

居民和遊客有很多值得期待的活動，如高空滑索、空中探險、新籃球場、新建的公

用走道、一年一度焰火表演等。為瓊斯海灘的升級改造持續投資，這些都歸功於葛

謨州長，他確保了每年數百萬人能繼續在我們最珍貴的公共資產之一中遊玩。」   

  

戶外項目公園  (WildPlay Element Parks) 首席執行官湯姆·本森  (Tom Benson)  

表示，「我們很激動能在瓊斯海灘開放高空滑索和探險公園。這些探險活動彰顯

了先進的設計，其能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同時還能使該地得到復興和自然化。紐約

州州立公園始終都是積極的合作夥伴；我們很激動能與他們共事以復興瓊斯海灘，  

我們迫不及待想要歡迎所有年齡段的遊客前來體驗這一美麗環境中獨特迷人的探險

活動。」  

  

探索長島公司  (Discover Long Island)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克里斯汀·傑納金  (Kristen 

Jarnagin) 表示，「瓊斯海灘是長島每年  59 億美元旅遊收入的重要來源。葛謨州

長對眾多州立公園的持續投資和承諾保障了遊客和居民在未來擁有享受美麗地標的

機會。」  

  

這些項目延續了葛謨州長在歷史悠久的瓊斯海灘州立公園開展的復興工作。今年夏

末，新的籃球場將在公園東遊戲區  (East Games Area) 開放。該項目斥資  130 萬美

元，修建了一個完整的籃球場和五個半球場，並安裝了新的照明、圍欄、長椅和飲

水池。 今年初，瓊斯海灘公用走道開放，其提供了一條長達  4.5 英里的休閒新走

道，為散步者、輪滑者、跑步者和騎單車的人提供了秀美的景色，供他們欣賞紐約

最受歡迎最美麗州立公園之一中的景色。   

  

今年還將開展一系列其他改造工程，預計於  2020 年竣工，包括：  

•  斥資 420 萬美元翻新西遊戲區  (West Games Area)，其中有一個新的

小型高爾夫球場，對場地運動進行翻新，如匹克球和推移板遊戲，安

裝新長椅、桌子、圍欄、照明設備和其他場地改造設施。   

•  斥資 240 萬美元對西浴場  (West Bathhouse)、中央商場  (Central Mall) 

和東遊戲區的景觀和園藝進行改造，以翻新草坪和種植池、種植新灌

木、裝飾草地和季節性植被，並安裝新的灌溉和電力系統。   

•  斥資 120 萬美元對中央商場進行翻新，包括修建新路緣、鋪設青石和

混凝土道路、翻新匝道、對公用事業設施進行安裝和維修。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early-completion-shared-use-leisure-path-jones-beach


•  斥資 2,500 萬美元的能源和自然中心 (Energy and Nature Center) 將於 

2020 年在瓊斯海灘開放，其中有鼓勵遊客成為環境管理者和智能能源

消費者的互動設施。   

  

2011 年以來，州立公園已完成或開展斥資  1 億多美元的項目，用於恢復瓊斯海灘

州立公園歷史悠久的宏偉面貌、吸引新遊客並建設新娛樂設施，以此作為多年復興

計畫的內容。完成的項目包括修復西浴場建築群和菲爾德  6 號浴場  (Field 6)、修復

歷史悠久的中央商場鑲嵌圖案、在西遊戲區和扎克斯灣  (Zach's Bay) 修建新遊樂

場、安裝新門戶標牌，並完成新木板路咖啡館  (Boardwalk Café) 的修建工作。公園

改造體現了葛謨州長對《紐約公園  2020 (NY Parks 2020)》計畫的承諾，以復興本

州的公園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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