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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葛謨宣佈在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開設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 MLB)                  

年輕球員訓練營  

 

設立在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的新青年棒球和壘球訓練營預計能使布朗克斯公

園計劃的年輕參與者的人數增加三倍  

 

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LB) 、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運動員協會  (MLBPA)、哈萊

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和紐約州立公園之間的合作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天宣佈紐約州、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LB) 、美國職業棒

球大聯盟運動員協會  (MLBPA)、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之間的合作將

需要在布朗克斯的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開設一家年輕棒球和壘球球員訓練營。

訓練營很快就能在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容納至少  1500 個年輕球員，這將使

目前參加該公園棒球計劃的人數增加三倍。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內翻新後的

棒球和壘球訓練設施將由州政府出資  650 萬美元、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LB) 

和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運動員協會  (MLBPA) 出資  400 萬美元、紐約洋基隊指定

投手艾力士·羅德里奎茲出資  75 萬美元，並且將會重新取名為  MLB 年輕球員訓練

營。 

 

“我們必須在紐約下一代人身上投資，讓他們有機會成長並成功 ”州長葛謨說。  “確

保我們社區有安全的戶外活動區是養育孩子的基本需要，這次偉大的合作將為哈萊

姆的兒童提供出色的新設施以及開發孩子們的一生都將受益的基本技能的機會。 ”  

 

大聯盟專員羅伯特  D. 曼弗雷德說：“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員和俱樂部優先考

慮給年輕人，特別是生活在服務水平不足的社區的年輕人參加棒球和壘球活動的機

會。身為這項公共和私人專案的一員，我們感到很驕傲。我們將在布朗克斯的羅伯

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開設   MLB 年輕球員訓練營。我們相信這將創造紐約下一代

人的棒球傳奇。”  

 

紐約洋基隊 14 次入選全明星賽以及本壘打最高紀錄排名第四的艾力士·羅德里奎茲



說：“我很榮幸能與與  MLB、葛謨州長、MLBPA、州立公園管理局和哈萊姆  RBI 

一起執行計劃，這個計劃將為布朗克斯的的孩子們帶來頂級的棒球場地和訓練課程。

這些孩子們已經和棒球有了一種特殊的聯繫，因為洋基體育館  (Yankee Stadium) 

就在他們的後院。我希望這個公園能給他們機會體驗比賽的樂趣，在球場內和球場

外都能擁有大夢想。” 

 

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內的  MLB 年輕球員訓練營  

 

有了各部門合作關係的支援，州立公園將打造一個延伸至現有球場北面的多功能球

場，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將在此提供棒球和壘球訓練課程。羅伯托·

克萊門特州立公園內的場地將大幅增加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服務的

人員數目。雖然面向紐約市所有年輕人開放，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內的  MLB 

年輕球員訓練營將成為布朗克斯和曼哈頓上城區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的中心活動場所。相關設施將由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管理和運營，

該計劃將支付所有裁判費用、基礎棒球設備並提供交通方式選擇，方便球隊前往或

者離開州立公園。官方棒球訓練課程將於 2017 年春季開始，壘球訓練課程將在

2018 年春季竣工的全新多功能球場開始。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很快

就能在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容納至少  1500 個年輕球員，這將使目前參加該

公園棒球計劃的年輕球員增加三倍。  

 

紐約州立公園、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LB) 、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運動員協會  

(MLBPA)、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之間的合作關係   

 

此前透過州長的”NY Parks 2020”計劃，在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內投入的  

5000 萬美元改造的基礎上，州長辦公室風暴修復計劃  (Storm Recovery) 將提供

高達  500 萬美元的社區發展基金災後修復資助，來完成球場的建設，其中包括在

現有球場的南面安裝一個全新的樂樂棒球場地，在現有球場旁邊建造一個廣場，並

在全新的球場建築群做一些基本的改造。州立公園還將出資  150 萬美元用於訓練

營必備的球場改造和一些基本的公園環境的升級。  

 

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LB) 和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運動員協會  (MLBPA) 則透過  

MLB-MLBPA 青年發展基金會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資助該計劃，

該基金會屬於聯合基金，用於在年輕球員以及專業球員中發展比賽。相關組織部門

將投入 400 多萬美元打造全新的運動設施並贊助新的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以服務公園內的紐約市年輕人。  

 

紐約洋基隊指定投手艾力士·羅德里奎茲少年時期就加入了年輕球員開發計劃，因

此他一直以來都是各個組織的支援者，這些組織把運動作為媒介，開發學生們在課



堂、社區以及將來職場上賴以生存的技能。他與哈萊姆  RBI 的合作是這一系列努

力以及他對該計劃的  75 萬美元貢獻的延續，位於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的新

球場將取名為  『艾力士·羅德里奎茲球場』。”  

 

除了為孩子們提供最早  5 歲開始的訓練課程外，內城區的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

計劃  (RBI) 將擴大招生，為精英球員和球隊提供一個有競爭力的棒球和壘球課程。

除了高水準的指導和有競爭力的比賽外，內城區的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還將尋找合適的方法，來舉行臨時性的棒球和壘球競賽以及又或在童子軍中

併入紐約市內外的年輕人。  

 

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運動員協會  (MLBPA) 執行董事托尼·克拉克說：“美國職業棒

球大聯盟運動員協會  (MLBPA) 很榮幸能與我們任期最長的球員艾力士·羅德里奎

茲、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LB) 、紐約州以及哈萊姆 RBI 聯合起來，共同出資

在布朗克斯創立  MLB 年輕球員訓練營。只要有比賽打，棒球和紐約就永遠分不開，

在布朗克斯開設年輕球員訓練營只會更加強化這二者的紐帶。把年輕球員訓練營的

模式與哈萊姆  RBI 的優秀成果結合將為紐約市的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在輕鬆和

安全的環境中發展他們的運動技能和生存技能。 ” 

 

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執行董事力奇·柏林說：“有機會能為向我們市內

更多孩子們擴大我們的訓練課程是一種榮幸，特別是一個和明星球員羅伯托·克萊

門特同名的公園，是我們希望在我們孩子心目中根植的形象——努力工作、奉獻精

神、堅持不懈、領導和社區服務的能力。我們非常感謝葛謨州長、曼弗雷德專員和

艾力士·羅德里奎茲願意考慮非傳統的合作關係，它將幫助我市更多年輕人參加訓

練課程和服務，因為我們知道這些將對他們的人身軌跡產生積極的影響。 ” 

 

紐約州公園、休閒設施和歷史建築保護辦公室專員蘿絲·哈維說： “這次的公共和私

營的合作關係將大幅提升以棒球節傳奇人物羅伯托·克萊門特名字命名的公園內的

棒球訓練課程，最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各種各樣的休閒和教育課程，幫助社區的

年輕人建立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 

 

州長辦公室暴風修復計劃的執行董事麗莎·波娃海特說： “這個計劃是我們最初投資

方案的補充，為的是推動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恢復活力，這份事業充分展現

了州政府對復興和加強近年來因颶風而損壞的社區資產做出的承諾。GOSR 對於

成為此次合作專案的一員表示激動，因為該專案調動了公共和私人資源來打造一個

獨一無二的計劃，它將讓一大批紐約人擁有非比尋常的人生。我們可以一起完成這

個終極目標，確保公園可供布朗克斯居民使用，同時讓它可以更好地抵抗未來惡劣

氣候造成的影響。” 

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的改造  



 

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的改造  

 

棒球和壘球訓練營建立在耗資  5000 萬美元改造的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之

上——其中包括一些能支援公園內棒球和壘球訓練計劃的專案，作為葛謨州長對復

興州立公園系統和擴大戶外休閒活動承諾的一部分而推出。耗資  2800 萬美金，

工期長達兩年的工程已經開始施工，目的是重建哈萊姆河沿岸的公園圍墻，具有抗

暴風的設計，同時對相鄰的空地進行綠化和改善，使其成為更加有吸引力的公園設

施，其中包括潮間帶區域。耗資  700 萬美元的建造工程已經開始施工，目的是為

了修復上游的廣場區域，公園的  130 萬名游客大部分將從那裡進入公園。工程將

更換廣場的鋼結構支撐架和平台木板，在地勢較低的廣場區域重建已損毀的樓梯，

美化環境並重新選址，在公園大門更顯眼的位置放置與羅伯托·克萊門特本人一樣

大小的銅像。圍墻 /空地以及上游廣場工程預計在  2017 年竣工，隨後將計劃投入  

700 萬美元修復公園北面海岸線區域以及地勢較低的廣場區域。與最新潮間帶區

域相鄰的地勢較低的廣場將主要重新建造野餐綜合區、表演區、比賽區、坐席區，

從而美化公園景色並提升解說體驗。  

 

面積  25 英畝的海濱區羅伯托·克萊門特州立公園全年無休，提供豐富的休閒和文

化活動。公園設施包括多功能休閒大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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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於  1973 年開放，以一位人道

主義者以及首個進入棒球隊名人堂的拉丁美洲裔球員的名字命名，他在一次救助尼

加拉瓜地震傷員時遭遇飛機失事去世。  

 

2018 年之後，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將探索增加南面球場區域容納量、

擴建多功能球場以及公園維護建築區域的可行性，目的是為  5-12 歲的兒童提供休

閒游戲和指導。如果可行，公園的維護設施將被翻新，從而新增一個全年開放的棒

球 /壘球訓練和培訓教學中心。  

 

NY Parks 2020 

 

公園改造兌現了州長科莫對復興國家公園系統以及擴大戶外休閒娛樂量的承諾。州

長的『NY Parks 2020 』計畫承諾從  2011 至 2020 年，利用多年時間為州立公園

帶動  9 億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資金。州長的  2016-2017 年度行政預算案為該計畫

撥款  9000 萬美元。此外，今年州長還宣佈『兒童重返公園  (Connect Kids to 

Parks) 』計劃規定公園白天免費向四年級學生及其家屬開放，並制定新的交通資

助計劃以幫助服務水平不足的學校的學生游覽國家公園和歷史遺跡。  

 

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ny-parks-2020-plan-modernize-state-park-system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connect-kids-parks-initiative-inspire-new-generation-environmental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connect-kids-parks-initiative-inspire-new-generation-environmental


 

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為內城區的年輕人提供了比賽、學習和成長的

機會。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借用教練組的力量，傳授並啟蒙年輕人

發掘他們的潛力並實現他們的夢想。哈萊姆內城區棒球復興計劃  (RBI) 是一個獨

特、全年無休的年輕球員開發計劃，執行總部設立在紐約東哈萊姆區。  

 

MLB 年輕球員訓練營  

 

這個專案是第  10 屆  MLB 年輕球員訓練營，銜接達拉斯、堪薩斯城和舊金山處於

發展中的其他設施。第  1 屆  MLB 年輕球員訓練營  2006 年開設於加利福尼亞州

的康普頓。訓練營網路已經深入辛辛那提、休斯頓、紐奧良、費城和華盛頓特區內

可運營的設施。MLB 年輕球員訓練營的初衷是為了以低成本向參與者提供棒球和

壘球的教導，同時鼓勵學術成功和師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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