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9 月 1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歷史保護委員會推薦提名 18 處地點列入《州與國家史蹟名錄》  

  
這些遺址展現了不同的歷史，包括哈德遜谷地區的紫羅蘭之王、紐約州南部地區一段 19 

世紀的運河、一棟鮮豔的粉色房屋，以及一家由 19 世紀紐約州北部地區一家由宗教團
體創辦的國際知名餐具製造公司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紐約州歷史保護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Board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建議在《州與國家史蹟名錄 (State and National Registers of 

Historic Places)》中增加 18 處不同的房產，其中包括哈德遜谷地區 (Hudson Valley) 一

座曾經因其紫羅蘭產業而聞名的村莊、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非裔美國人社區的早期住

宅、促進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經濟發展的 19 世紀運河的遺跡，以及 19 世紀

一家由宗教團體在紐約州北部地區創建的國際知名的餐具公司的辦公室。  

  
「這些史跡突出了紐約州的獨特之處以及它對我國歷史做出的不可思議的貢獻，」葛謨

州長表示。「通過把這些地標列入《州與國家史跡名錄》，我們正在幫助確保這些地方

及其管理者獲得必要的資金，以保護、改善和推廣這個偉大的州的精華。」  

  
資產被列入《州與國家史跡名錄》有助於其所有人對房產進行修繕維護，使它們符合申

請各類公共保護計畫和服務的資格，例如：申請州政府補助金和州政府/聯邦政府提供的

史跡修復退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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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提名突顯了我們這

個州、這個州的人民和他們的故事的廣泛多樣性。這一認可有助於支持許多人多年來為

保護和欣賞紐約州迷人的歷史做出的持續努力。」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史跡保護局 (Historic Preservation) 副局長丹尼爾·麥凱 

(Daniel Mackay) 表示,「歷史保護部門致力於指定並支持代表本州多樣化人口歷史的歷

史古跡。」  

  
最近，非裔美國人墓地、與自由黑人社區有關的考古遺址、工業家安德魯鲁·卡內基 

(Andrew Carnegie) 遺留的紐約市圖書館、哈德遜谷地區的反猶太主義高爾夫俱樂部，

以及與職業棒球早期歷史有關的卡茨基爾 (Catskill) 遺址。  

  



 

 

自從州長於 2013 年簽署立法支持紐約州使用史蹟修復退稅額，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計

畫已經刺激了數十億美元的投資用於對歷史悠久的商業地產進行徹底修復，並向業主自

住的歷史住宅投資了數千萬美元。  

  
《州與國家史蹟名錄》是記錄紐約州和全國在歷史、建築、考古和文化方面有著重要意

義的建築、結構、區域、景觀、物品和遺址的官方名錄。本州範圍內共有超過 120,000 

處歷史房產單獨或作為史蹟區域的組成部分被列入了《國家史蹟名錄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中。來自全州範圍內的資產所有人、市政當局和社區組織為這類提

名提供擔保。  

一旦推薦獲得擔任州歷史保護官 (State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ficer) 的局長批准，資產

就將列入《紐約州史蹟名錄 (New York State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並獲得提

名列入《國家史蹟名錄》。這些提名將經過審核，一旦通過即可被列入《國家史蹟名

錄》中。  

如需查看被提名資產的資訊和照片，請造訪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網

站。  

  
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位於華盛頓郡 (Washington County) 中心瀑布 (Center Falls) 的格林威治學區 

(Greenwich School District) 第 11 學校——19 世紀 50 年代在這個鄉村社區開設，這間

只有一間教室的校舍服務於 19 世紀沿著巴登基爾河 (Battenkill River) 發展起來的一座磨

坊村。學校於 1944 年關閉，目前空置。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奧斯威戈郡 (Oswego County) 東安博市 (East Amboy) 奧伊校區 (Amboy District) 2 號校

舍——這座只有一間教室的校舍建於 1895 年並服務於該地區，直到 1952 年因入學率下

降而被迫關閉。20 世紀 70 年代，作為道路工程的一部分，學校搬到了現在的位置。  

  
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特爾-哈伯德之家 (Foster-

Hubbard House)——這座義大利風格的房子建於 1872 年，由當地著名建築師、建築師

和實業家西蒙·德格拉夫 (Simon DeGraff) 設計建造。  

  
奧斯威戈郡 (Oswego County) 富爾頓市 (Fulton) 西百老匯歷史商業區 (West Broadway 

Commercial Historic District)——該地區有八棟磚砌的商業建築，是該市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僅存的商業建築。  

  
麥迪森郡 (Madison County) 奧奈達市 (Oneida) 奧奈達社區有限行政樓 (Oneida 

Community Limited Administration Building)——始建於 1926 年，這座學院式哥特式商

業建築於 1948 年和 1965 年擴建。該公司是一家國際知名的銀器、餐具和餐具製造商，

是奧奈達社區 (Oneida Community) 的產物。奧奈達社區是 1848 年在奧奈達市建立的一

個烏托邦式宗教社區。1880 年，這個宗教團體解散，成立了銀器公司奧奈達有限公司 

(Oneida Limited)，該公司目前仍在營業，但製造業務目前在海外開展。行政職能和公司

職能仍由奧奈達市負責。  

https://parks.ny.gov/shpo/national-register/nominations.aspx
https://parks.ny.gov/shpo/national-register/nominations.aspx


 

 

  
五指湖地區  

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 東布盧姆菲爾德 (Ontario County) 喬治和艾迪生惠勒住宅 

(George and Addison Wheeler House)——2005 年首次列入《國家與州史跡名錄 

(National and State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這棟 19 世紀早期的住宅和農場地產

正在擴大登記範圍，包括最近購得的一座歷史悠久的穀倉。  

  
塞尼卡郡 (Seneca County) 奧維德嚮 (Ovid) 漢娜和喬治 W. 鐘斯大廈 (Hannah and 

George W. Jones House)——這棟義大利風格的住宅建於 1873 年，保留了它的建築特

色。這棟建築是為當地一對富有的夫婦建造的，後來被用作殯儀館。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莫里切斯中心 (Center Moriches) 瑪麗 E. 貝爾之屋 (Mary E. 

Bell House)——目前是一座博物館，這棟兩層的木屋由一個非裔美國家庭於 1872 年建

造，反映了長島地區非裔美國人社區的歷史，以及 19 世紀 40 年代在其附近地點建立的

非裔衛理聖公會教堂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上世紀 90 年代，住宅不再

屬於該家族所有，2009 年，在布魯克海文鎮 (Brookhaven) 取得所有權之前，它曾面臨

被拆除的威脅。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達奇斯郡 (Dutchess County) 萊茵貝克嚮 (Rhinebeck) 萊茵貝克嚮歷史街區擴建區 

(Rhinebeck Village Historic District Expansion)——覆蓋 250 多棟建築、遺址和建築，

這個歷史街區的擴建區包括與該鄉曾經繁榮的紫羅蘭種植業相關的居住區，以及為非裔

美國人和愛爾蘭裔居民建立的社區，這些地區在 1979 年最初被列入名單時被排除了。

它包括普拉特大道 (Platt Avenue) 地區，在 20 世紀早期，該地區使該嚮成為國家紫羅蘭

種植產業的重要中心。雖然該地區的許多紫羅蘭色溫室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但該地區仍

有一些主要製片人的宏偉故居，比如「紫羅蘭之王」伊桑 A. 庫恩 (Ethan A. Coon) 和朱

利斯·馮德林登 (Julius Vonderlinden)。  

  
威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多布斯費裡鄉 (Dobbs Ferry) 錫安聖公會教堂 (Zion 

Episcopal Church)——始建於 19 世紀 30 年代，採用哥特式復興風格，在 19 世紀 50 

年代和 70 年代擴建，至今仍在使用，是多布斯費裡鄉最古老的宗教建築。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赫基默郡 (Herkimer County) 赫基默鎮 (Herkimer) 希爾德雷思宅地 (Hildreth 

Homestead)——這處農場地產包括一座義大利風格的住宅和穀倉，可追溯到 19 世紀 60 

年代，反映了該地區農業部門的增長。  

  
紐約市  

裡士滿郡 (Richmond County) 斯塔頓島 (Staten Island) 老弗雷德里克·勞·歐姆斯特德農

舍 (Frederick Law Olmstead Sr. Farmhouse)——這位建築師、作家和社會評論家在 

1848 至 1855 年年輕時就住在這棟位於斯塔頓島南岸的房子裡。歐姆斯特德 (Olmstead) 



 

 

因設計紐約市的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 和展望公園 (Prospect Park)，以及尼亞加拉保

護區 (Niagara Reservation)，也就是現在的尼亞加拉瀑布州立公園 (Niagara Falls State 

Park) 而聞名。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佛蘭克林郡 (Franklin County) 塔珀湖 (Tupper Lake) 橢圓木盤廠 (Oval Wood Dish 

Factory) ——這棟以前的工廠綜合體建於 1916 至 1918 年之間，是 20 世紀早期阿迪朗

達克地區 (Adirondacks) 木工工業的一個例子。1967 年倉庫失火後，這家公司關閉了。  

  
紐約州南部地區  

希南戈郡 (Chenango) 和布魯姆郡 (Broome) 希南戈福克斯 (Chenango Forks) 希南戈運

河 (Chenango Canal)、纖道 (Towpath) 和第 106 號船閘 (Lock 106) 沃克船閘 (Walker's 

Lock)——這是希南戈運河剩餘的 1.3 英哩的河段，建於 1834 至 1836 年，曾經連接了

尤蒂卡市 (Utica) 伊利運河 (Erie Canal) 河段至賓漢姆頓市 (Binghamton) 薩斯奎哈納河 

(Susquehanna River)。第 106 號水閘是在 97 英哩長的河道上修建的 116 個水閘之一，

其中還包括 19 個渡槽、52 個涵洞、162 座橋樑和 1 個水庫系統。這條運河推動了這兩

個郡的經濟發展，直到 1878 年由於鐵路的財政競爭而關閉。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伊利郡 (Erie County) 水牛城 (Buffalo) 艾耶特公寓 (Lafayette Flats)——建於 1897 年，

這棟 36 個單元的古典復興風格公寓建築為城市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提供了住房，直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I) 期間，汽車的日益普及使得更多的居民搬到了郊區。  

  
伊利郡水牛城尼亞加拉石印公司 (Niagara Lithograph Company)——這座有兩層樓的磚

印刷廠始建於 1903 年，反映了該市在石印工業發展中的作用。合併後，工廠繼續運

營，直到 1992 年關閉。在 2018-19 年，之前空置的大樓被修復，用作公寓、辦公室和

醫療保健相關服務。  

  
伊利郡布拉斯戴爾嚮 (Village of Blasdell) 良師教母羅馬天主教會建築群 (Our Mother of 

Good Counsel Roman Catholic Church Complex)——可追溯到 20 世紀 50 年代早期，

這座哥特式復興風格的教堂、教區學校和修道院是 20 世紀中期水牛城南部城鎮最完整

的教堂建築群的代表之一。  

  
這座義大利風格的別墅建於 1866 年，還保留了完整的歷史時期特色，包括大理石雕

像、冰屋、三層的馬車穀倉、涼亭和稱為化石屋的建築，化石屋的原主人愛德溫 P. 霍爾 

(Edwin P. Hall) 把他的大量化石收藏在這裡，現在收藏在紐約州奧爾巴尼博物館 (New 

York State Museum) 和匹茲堡卡內基博物館 (Carnegie Museum)。這棟房子仍歸家族所

有，它保留了最初的粉紅色外觀，也是它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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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管逾 250 座獨立的公園、古跡、休閒步道、船隻下水點，

2019 年創下了 7,700 萬人遊覽的記錄。一份近期大學調查顯示，州立公園及其遊客的開



 

 

支能夠支撐價值 50 億美元的產出與銷售額，5.4 萬份私營部門工作機會，為本州的國內

生產總值 (GDP) 增添 28 億美元以上。欲知該等休閒旅遊區之詳情，請致電 518-474-

0456 或造訪 parks.ny.gov，或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上關注我們。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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