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8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布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  (RALPH C. WILSON JR. FOUNDATION) 

提供  640 萬美元補助款投入改善杰納西谷綠道  (GENESEE VALLEY 

GREENWAY)、尼亞加拉河岸線步道  (NIAGARA SHORELINE TRAIL)  

  

總投資運用  1,910 萬美元補助款，包括州政府提供  400 萬美元打造四條通往帝國

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 的連接通道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將繼州政府投入  400 萬美

元之後錦上添花，提供  640 萬美元補助款支持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進行中的杰納西谷綠道州立公園  (Genesee Valley Greenway State Park) 和尼

亞加拉河岸線步道改善工程。本專案將幫助帝國州步道建立關鍵的連接通道。非

營利組織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是在水牛城比爾隊  (Buffalo Bills) 原主暨美國

美式足球聯盟  (American Football League) 共同創辦人之一的威爾遜先生於  2014 年

逝世後成立。   

  

「威爾遜基金會的這筆支持基金，搭配新的州政府資金，將幫助拉爾夫·威爾遜先

生深愛的紐約州西部地區的兩處美麗區域中幾條多用途步道進行修繕、提升以及

擴增休閒活動機會，」葛謨州長表示。「他的遺愛將強化本地區的旅遊業，為自

行車騎士和踏青民眾提高安全性，並進一步振興更緊密相繫的各地社區。」   

  

「身為熱衷的自行車騎士，我非常明白這筆資金對我們持續改善連接帝國州步道

的工作有多麼重要，」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很幸運，

拉爾夫·威爾遜先生的精神長存於這項慷慨的慈善公益行動中。在稱頌他的遺愛之

際，我們也感謝基金會致力於我們的區域步道系統。這些投資將擴大休閒活動機

會，推動紐約州西部地區的旅遊產業和經濟。」   

  

葛謨州長於  2017 年一月宣布，杰納西谷和尼亞加拉的工程專案都將大幅強化和帝

國州步道的連通性。帝國州步道預計於  2020 年年底竣工，將成為  750 英哩的連

續道路，在本州從紐約市延伸至加拿大  (Canada)，從水牛城延伸至奧爾巴尼市，

打造出國內最長的多用途步道。   

  

杰納西谷綠道的計畫需要  650 萬美元來改善自  2011 年起作為多用途步道使用的

一條橫跨門羅郡  (Monroe) 、利文斯頓郡  (Livingston)、懷俄明郡  (Wyoming)、阿列



 

 

格尼郡 (Allegany) 和卡特羅格斯郡  (Cattaraugus) 等諸郡，長達  90 英哩的原運河

曳船道和鐵路基床。   

  

杰納西谷綠道獲得資金補助的各項專案包括：   

  

•  從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到利文斯頓郡亞方村  (village of Avon) 一段 

17 英哩步道的路面鋪設、基礎設施改善和標示工程。   

•  利文斯頓郡莫里斯山  (Mt. Morris) 靠近萊奇沃思州立公園  (Letchworth 

State Park) 附近的綠道橋的無障礙通道改善工程。   

•  利文斯頓郡皮法德村  (hamlet of Piffard) 附近約克蘭丁路  (York 

Landing) 和杰納西修道院  (Abbey of the Genesee) 之間的部分路面鋪

設、基礎設施和標示工程。   

•  建立策略計畫來找出綠道沿線其他地方的更多改善措施，這條綠道沿

著過去的杰納西谷運河  (Genesee Valley Canal) 和賓夕尼亞路 

(Pennsylvania Road) 通過五個郡和  16 個城鎮。  

•  威爾遜基金會將為工程提供  250 萬美元，而紐約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將提供 250 萬美元，以及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將提供 154 萬美元。  

  

此綠道在羅切斯特市的杰納西谷公園  (Genesee Valley Park) 連接帝國州步道，  

用於雪上機車駕駛、登山、自行車騎乘、騎馬和越野滑雪等活動威爾遜基金會也

將待州政府安排配合的資金後提供  250 萬美元用於支持策略計畫所定出的後續綠

道改善工程。   

  

由紐約州立公園和非營利組織杰納西谷綠道之友公司  (Friends of the Genesee 

Valley Greenway) 所管理的綠道步道從羅切斯特市一路延伸到卡特羅格斯郡  

(Cattaraugus County) 的辛斯戴爾鎮  (Hinsdale)。綠道沿途通過阿勒格尼郡的古巴村  

(village of Cuba)，此處是紐約州的乳製品產業中心，一度曾自詡為世界的乳酪首

都 (Cheese Capital of the World)。  

  

在水牛城 (Buffalo) 附近，則為尼亞加拉河岸線步道規劃了總共耗資  410 萬美元的

四項專案，包括：   

  

•  劉易斯頓村  (village of Lewiston) 南端的一英哩長新步道。   

•  研究如何縮短劉易斯頓村至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這一段河岸線步

道，以及評估如何修繕尼亞加拉峽谷步道  (Niagara Gorge Trail) 一段

被稱為塔魯斯坡  (Talus Slope) 的無法通行的區段。   

•  建立公共宣導工作，介紹劉易斯頓村添加新區段步道的施工。   

•  尼亞加拉河岸線步道將會在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連接帝國

州步道。  



 

 

  

威爾遜基金會將提供  140 萬美元支持本工作，另外有  270 萬美元將由紐約州公

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紐約州交通廳、紐約州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尼亞加拉河綠道和岸劉易斯頓鎮  (town of Lewistown) 提供。  

  

紐約州立公園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今天宣布的這項工作

將為紐約州西部地區帶來更多人潮使用這些步道，強化當地的休閒活動經濟，以

及為葛謨州長前瞻性的帝國州步道添加更多生命力。拉爾夫·威爾遜非常關心此地

區，而他透過這些步道留給我們州的影響，將在未來多年持續裨益所有民眾。」   

  

紐約州交通廳廳長瑪麗·特蕾絲·多明格茲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 

「打造能夠改善生活品質並推廣旅遊業和經濟發展的  21 世紀大眾運輸系統，一向

是紐約州交通廳的核心任務，因此我們非常自豪能夠參與葛謨州長歷史性的帝國

州步道倡議。杰納西谷綠道州立公園和尼亞加拉河岸線步道都是大自然的寶藏，

而這些專案將讓紐約民眾和前來本州的遊客更輕易的體驗到這些寶藏有何過人之

處。」  

  

紐約電力局總裁暨執行長吉爾·奎尼斯  (Gil Quiniones) 表示，「作為  2007 年尼亞

加拉發電專案  (Niagara Power Project) 的重新發照內容的一部分，紐約州電力局在  

50 年間已對尼亞加拉河綠道  (Niagara River Greenway) 投入超過 4.5 億美元。這筆

資金將幫助發展和強化從安大略湖的尼亞加拉河北端河口沿著尼亞加拉河直到水

牛城的伊利湖 (Lake Erie) 的一整套州立和地方公園與保育區系統。  和威爾遜基金

會以及州長辦公室等合作夥伴共同努力，我們就能更快的補起這些步道的間隙，

並為全州各地的登山者和自行車騎士拓寬連接起來步道所帶來的視野。」   

  

帝國州步道執行理事安迪·比爾斯  (Andy Beers) 表示，「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

會餽贈的這項大禮將幫助杰納西谷綠道和尼亞加拉河岸線步道成為帝國州步道上

更有魅力的景點。他們的慷慨補助將為紐約州西部地區帶來一整道吸引遊客並推

動經濟發展的步道系統。」   

  

州參議員派崔克·加利文  (Patrick Gallivan) 表示，「紐約州得天獨厚，擁有幾處國

內最美麗的公園和步道。感謝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的慷慨支持與配合紐約州

政府，居民們將可在未來享用杰納西谷綠道和尼亞加拉河岸線步道。  藉由連接起

帝國州步道沿線的諸社區和市民，我們將可增加休閒活動機會並支持全州各地的

經濟發展。」   

  

州參議員邁克·蘭澤霍夫  (Mike Ranzenhofer) 表示，「很高興看到帝國州步道獲得

資金挹注。改善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的基礎設施和提升我們社區的生活品

質，一直都是最優先的工作。」  



 

 

  

州眾議員約瑟夫  M. 吉里奧  (Joseph M. Giglio) 表示，「很高興看到帝國州步道的

連接終將完成，以及尼亞加拉河岸線步道和杰納西谷綠道步道也都將獲得基礎設

施和出入管道的改善。這些步道的提升，將對紐約州西部地區的民眾和各地社區

有所裨益。我要在此表揚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樂於投資全區域各地社區福祉

的義舉。」   

  

州眾議員哈利·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示 ,「我要感謝安德魯·葛謨州長、紐約州

立公園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以及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幫助實現這項改善工

程。我相信當專案完工時，它將建造出一條安全、延續性的多用途步道，以供男

女老少各種體能狀態的民眾都能使用。改善後完全連通的這條步道將提供並鼓勵

更多居民進行健康的身心活動，而它和帝國州步道的連接，也能吸引更多遊客前

來本地諸社區並光顧本地的商家。」   

  

利文斯頓郡理事會  (Livingston County Board of Supervisors) 會長大衛·萊弗勃  

(David LeFeber) 表示，「利文斯頓郡的居民都非常感謝對杰納西谷綠道步道的投

資。 綠道擁有豐富的歷史，也常受到居民和遊客使用，因為人們喜愛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戶外並喜歡進行各種活動。  這些改善工程也為本郡艾爾·羅倫茲

公園 (Al Lorenz Park) 的重大基礎設施工程錦上添花，這座公園會在莫里斯山連接

綠道步道，而且包含數英哩長的步道可供戶外活動愛好者享用。」   

  

莫里斯山村  (Mount Morris Village) 村長法蘭克·普羅沃  (Frank Provo) 表示， 

「莫里斯山村和莫里斯山鎮  (Town of Mount Morris)，再加上傑納西奧鎮 (Towns of 

Geneseo) 以及派瑞鎮  (Towns of Perry)，共同打造出萊奇沃思門戶村莊聚落  

(Letchworth Gateway Villages) 來推廣本地區成為戶外活動遊客的景點。  知道綠道

有更多改善工程實在是非常好的消息，如此又能幫助我們推廣杰納西谷成為戶外

冒險的好地方。」   

  

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總裁兼執行長大衛  O. 艾格尼  (David O. Egner) 表示，

「杰納西谷綠道是一條不可思議的天然綠道，連接起從門羅郡道卡特羅格斯郡的

諸多社區，甚至有潛力串連起紐約州西部地區兩座美麗的州立公園。我們很自豪

能夠支持這些通國帝國州步道的重要連接工程，如此將可進一步改善這座州立公

園 90 英哩沿線許多社區的休閒、大眾運輸和經濟發展機會。」   

  

利文斯頓郡地區商會  (Livingston County Area Chamber of Commerce) 旅遊業和

行銷理事愛麗莎·羅素  (Elissa Russell) 表示，「持續投資我們各地公園的發展，

可提升區域生活品質、裨益區域的經濟健康，以及區域吸引和留下商家的能力。  

利文斯頓郡持續被視為紐約州最健康的郡之一，推廣公園休閒活動的使用和鼓勵

健康生活方式的活動，都是本郡的努力目標。這項專案的完工將對利文斯頓郡的

遊客和居民都帶來正面而且長期的重大影響。」   



 

 

  

杰納西谷綠道之友公司總裁喬安·休馬克  (Joan Schumaker) 表示，「真是令人興

奮的消息！感謝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和葛謨州長進行這項重大的努力來改善

本州最長的多用途步道之一：歷史性的杰納西谷綠道。步道路面升級和基礎設施

改善都是綠道要達到帝國州步道的標準所需的工作，以利吸引更多步道遊客，對

綠道的各村鎮帶來經濟貢獻，並鼓舞本地區所有居民不分年齡不分體能都能成為

固定的綠道愛用者。我們期待和這件貨真價實轉型專案的所有參與者配合。」   

  

杰納西河野生環境組織  (Genesee River Wilds) 共同創辦人亞倫·科克斯拉格  (Allen 

Kerkeslager) 表示，「我們組織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推廣欣賞杰納西河沿岸風

光，而紐約州的官員已經開始擔起更重要的角色來實現此目標。」   

  

共同點健康組織  (Common Ground Health) 執行長韋德  S. 諾伍德  (Wade S. 

Norwood) 表示，「正如關於綠道的文獻所載的健康影響評量，這條美麗的步道早

已是社區健康的強心針。現在再加上這些重要的升級，所有不同體能的民眾都可

使用綠道來健走、騎車和進行其他經證明對減輕長期病痛有效和改善心理健康的

活動。我們感謝葛謨州長、威爾遜基金會、杰納西交通委員會  (Genesee 

Transportation Council, GTC)、門羅郡政府、各州立公園和杰納西谷綠道之友公司

幫助實現這些提升工程。」   

  

杰納西交通委員會主席詹姆士·史泰克  (James Stack) 表示，「杰納西交通委員會

很高興能在去年  10 月參與慶祝拉爾夫·威爾遜的  100 歲誕辰，那時小拉爾夫·威爾

遜基金會宣布一項對紐約州西部地區的健康非常重大的投資，要支持更活躍生活

方式的機會，特別是針對年輕一輩而言。我們很興奮能看到羅切斯特地區也因基

金會的慷慨解囊而獲益。今天宣布的事項將擴大實施一向最近才獲得核可的專

案，重新鋪設杰納西谷綠道的一部份路段，配合我們的區域性步道倡議來推廣更

便利靈活的交通運輸。  此外，杰納西谷綠道也接受了最近的研究，配合共同點健

康組織來評量交通規劃所能帶來的健康影響。我很高興能看到這項專案已經得到

了許多推薦。」   

  

威爾遜基金會補助金將置於國家遺產信託基金  (National Heritage Trust)，並將支持

由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進行的步道工作。  

  

在 2018 年 9 月，威爾遜基金會發起了  2 億美元的倡議計畫來支持紐約州西部地

區和密西根州  (Michigan) 東南部地區的公園和步道，資金平均分配於各地區。紐

約州的份額專款用於重建水牛城的拉薩爾公園  (LaSalle Park)，並已規劃將重新命

名為小拉爾夫  C. 威爾遜百年誕辰紀念公園  (Ralph C. Wilson, Jr. Centennial Park)，

其餘款項將用於區域性的專案。   

  



 

 

同月，基金會提供了  650 萬美元補助金投入帝國州步道倡議計畫中紐約州西部地

區水牛城、尼亞加拉瀑布市和羅切斯特市之間區段的門戶、標示、資訊站、自行

車架和其他設施工程。該工程也包括  7.4 英哩長的尼亞加拉河岸線步道，用於連

接尼亞加拉瀑布市和托納旺達市  (Tonawanda)，以及魔鬼洞州立公園  (Devil's Hole 

State Park) 的門戶和步道改善工程。目標是讓河岸線步道最終可以連接到伊利河

河岸和安大略湖河岸。   

  

基金會的持續資助延續了紐約州  2,300 萬美元的投資，完成帝國州步道從水牛城

至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的路段，並提升了尼亞加拉大峽谷的戶外休閒娛樂機

會。  

  

關於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是一個主要致力於永

續投資密西根州東南部地區和紐約州西部地區人民生活品質的補助金組織。這兩

處地區象徵著拉爾夫  C. 威爾遜對其家鄉底特律  (Detroit) 和其水牛城比爾隊事業的

基地大水牛城的熱愛。在威爾遜先生於  2014 年逝世之前，他的資產有很大一部分

用於持續其畢生慷慨的精神，資助以他的姓名成立的基金會。該基金會在  20 年期

間有 120 億美元的補助能力，將於  2035 年一月截止。此結構反映出威爾遜先生

希望基金會的影響務必達到即時、有效、可供檢驗並由最了解他志向的人士監

管。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http://www.ralphcwilsonjrfoundation.org/。  

  

州立公園辦公室監管著超過  250 個公園、歷史遺跡、休閒步道、高爾夫球場、  

船隻停靠點和其他設施，去年遊客量達到了創紀錄的  7,400 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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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parks.ny.gov，請在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關注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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