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9 月 1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根據重要布魯克林計畫  (VITAL BROOKLYN INITIATIVE) 建設的第  

145 號公立學校  (PUBLIC SCHOOL, PS) 社區遊樂場開放   

  

1,060 萬美元計畫的一部分，用於改善社區娛樂和健康，創建綠色基礎設施以減少

洪水風險並改善水質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伴隨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持續推進，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居民將在第  145 號公立學校擁有另一個新的、重建的、具有環境適應力

的社區遊樂場，該計畫是州長設立的社區發展計畫，為布魯克林中部地區  (Central 

Brooklyn) 服務不足的社區帶來了必要的資源。   

  

「每個社區都應該有一個安全的地方讓孩子們玩耍，布魯克林區的孩子們將不再需

要在破舊的瀝青操場上玩耍，」葛謨州長表示。「操場吸引年輕的家庭來到公

園，並鼓勵孩子們終生享受戶外活動——這是我們扭轉布魯克林中部地區長期存在

的貧富差距使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重要布魯克林計畫致力於提高生活品質，面向未來改造布魯克林區，」副州長

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兒童和家庭應該能夠享受現代化、安全、  

交通便利的遊樂場，因此，遊樂場是我們改善布魯克林區街區的核心工作。這個項

目延續我們的工作，投資於發展經濟和增加紐約民眾娛樂機會的項目。」   

  

耗資 145 萬元興建的新遊樂場將在位於諾爾街  (Noll Street) 100 號第 145 號公立學

校啟用，可供逾  25,400 人 使用。第 145 號公立學校社區操場是由學生、工作人

員、家長和社區成員通過公共土地信託機構  (The Trust for Public Land) 紐約市操場

計畫 (NYC Playgrounds Program) 設計的。  

  

2018 年 9 月以來，根據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已經開放了三座這樣的遊樂場，服務

於 8 萬多人，剩餘的三個項目應該會在明年夏天之前開放。   

  

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正在把八個瀝青校園改造成由當地學生設計的遊樂場，配備了新

設備、多功能場地、草坪、樹木，在某些情況下，還配備了綠色基礎設施，以減輕

暴雨對該市承受壓力的綜合污水系統造成的有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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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ervation) 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葛謨州長了解，公

園、遊樂場和綠地改善能夠全體民眾的生活品質，紐約州立公園希望確保布魯克林

區的每個居民在居住的地方附近都有很棒的社區遊樂場。除了改善生活，其中一些

重建的操場還保護了水質，幫助該市增強了環境適應力。」   

  

眾議員瑪麗莎·達維拉  (Maritza Davila)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在擴大布魯克林

北部地區 (North Brooklyn) 社區成員的衛生和娛樂服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學

生、老師和家長們都期待著第  145 號公立學校新改善的遊樂場，它是由重要布魯

克林計畫資助的。綠色空間不僅對我們的健康有積極的影響，它還鼓勵身體活動、

改善精神和身體健康。感謝葛謨州長為布什維克  (Bushwick) 社區帶來重要布魯克

林計畫等服務。」   

  

參議員朱莉亞·薩拉查  (Julia Salazar)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肯定了綠地和公

共用地對歷史上被剝奪公民權的紐約民眾的重要意義。每個家庭都應該有機會體驗

我們社區的公園和遊樂場。這樣的社區空間改善了公眾健康和總體福祉，我希望看

到更多這樣的舉措成為現實。」   

  

布魯克林區區長埃裡克·亞當斯  (Eric Adams) 表示，「祝賀第 145 號公立學校擁有

他們新的現代化遊樂場！通過這些投資，我們正在為布魯克林中部地區創造更多的

綠地，這對縮小健康差距、使社區更適合所有人居住至關重要。通過結合諸如鋪路

石等可轉移雨水徑流的可持續特性，我們將前瞻性的設計帶到遊樂場上，教導孩子

們保護環境的重要性。感謝重要布魯克林計畫為布魯克林區家庭提供服務。」   

  

市議員安東尼奧·雷諾索  (Antonio Reynoso) 表示，「第 145 號公立學校新開放的

遊樂場對布什維克社區的居民來說是個好消息，因為那裡迫切需要開放的空間和戶

外娛樂場所。在原來是瀝青地面的區域建設這座遊樂場代表著為公眾利益而重新利

用城市空間。由於安德魯·葛謨州長提出的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布什維克社區幾代

青年現在有了玩耍的空間，各個年齡段的居民都將受益於綠色植物帶來的無數健康

福利。」  

  

除了斥資 1,060 萬美元改善遊樂場外，重要布魯克林計畫還翻修了  22 座指定的社

區花園中的  21 座，並改善了布魯克林市中部地區  4 個指定的娛樂中心中的  3 

個。  

  

已開放的三座遊樂場位於赫格曼大道  (Hegeman Ave) 560 號，第 213 號公立學校/

新羅特斯學校  (The New Lots School)；公園廣場 (Park Place) 1224 號，NS 

354/KIPP 學院中學和小學；溫斯洛普街  (Winthrop St.) 905 號，溫斯洛普學校校區  

(Winthrop School Campus)。  

  



 

 

遊樂場項目還得到了非盈利的公共土地信託機構的支持，該基金會幫助協調來自環

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 和私人慈善機構的額外資

金。  

  

公共土地信託機構紐約州理事卡特·斯瑞克蘭德  (Carter Strickland) 表示，「高品

質的遊樂場是任何社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從提供健康鍛煉的場所到吸收雨水，

對當地社區都有一系列好處。公共土地信託會很高興能與葛謨州長以及紐約市公園

管理局 (New York City Parks Department) 合作，為紐約民眾提供遊樂場。僅這個公

園就有超過  25,000 人步行 10 分鐘即可到達。」   

  

新落成的第  145 號公立學校遊樂場每年應可分流近  90 萬加侖的雨水，有助保護水

質。一些對環境敏感的設施，比如可以將雨水排到地面的鋪路機，以及植物和樹

木，將阻止雨水流入城市的雨水渠。紐約市環境保護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為該項目提供了約  39.5 萬美元。  

  

紐約市環境保護局局長文森特·薩丕恩扎  (Vincent Sapienza) 表示，「祝賀馬婁伊 

(Malloy) 校長和第 145 號公立學校全體師生建成他們美麗而環保的學校遊樂場。  

感謝學生設計師和我們在公共土地信託會的合作夥伴創造了驚人的空間，每年將吸

收近 100 萬加侖的雨水，並改善紐敦溪  (Newtown Creek) 的健康狀況。」   

  

葛謨州長於  2017 年面向紐約州一些最貧困的街區啟動了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包括

布希維克、貝德福德·施特維桑  (Bedford Stuyvesant)、布朗斯維爾  (Brownsville)、  

卡納西 (Canarsie)、紐約州東部地區  (East New York)、東弗拉特布希  (East 

Flatbush)、展望高地 (Prospect Heights)、皇冠高地  (Crown Heights)、柏樹山/海洋山  

(Cypress Hills/Ocean Hill) 和展望萊弗茨花園  (Prospect Lefferts Gardens)。  

  

這項計畫著眼於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這些社區，旨在滿足城市對綠地的迫切需求，

在這裡 73% 的低收入街區都無法滿足城市的標準，即每  1,000 名居民就要有 2.5 

英畝的公共綠地。   

  

重要布魯克林計畫還支持葛謨州長的「將健康議題貫徹到所有政策中  (Health 

Across All Policies)/適合紐約所有年齡段  (Age-Friendly NY)」行政令，該行政令指示

州政府部門把適合所有年齡和對健康有益的社區理念融入到相關的項目和政策當

中。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支持享受健康食物和安全清潔的戶外公共場地，並擴大了戶

外休閒娛樂的機會。   

  

預算總額為  14 億美元的重要布魯克林計畫設法確定八個綜合區域並加以投資來改

造布魯克林中部地區，這將有助於建立國家範例，用來解決長期差距，例如高需求

社區內的係統暴力和根深蒂固的貧困問題。   

  



 

 

這個全面計畫旨在增加提供開放空間和娛樂設施，其中包括  2019 年 7 月新開放的

佔地 407 英畝的雪莉·西斯霍姆州立公園  (Shirley Chisholm State Park)，她是一名在

布魯克林區出生的先驅，美國首位非裔美籍的國會女議員，也是第一位競選總統的

非裔美籍女性。   

  

公共土地信託機構簡介   

  

公共土地信託機構為人們建設公園並保護土地，確保子孫後代擁有健康宜居的社

區。數百萬人居住在公共土地公園、花園或自然保護區附近，每年還有數百萬人參

觀這些地方。要支持公共土地信託機構，並分享自然對你的重要意義，請訪問  

www.tp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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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