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9 月 1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活力布魯克林  (VITAL BROOKLYN)』  

計畫首座學生設計的操場開放   

  

這座操場距東法拉盛居民區  (East Flatbush) 3 萬多個居民的住宅僅需步行  10 分鐘   

  

操場上的環保基礎設施將緩衝洪水，並提升牙買加灣  (Jamaica Bay) 的衛生程度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開放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溫索普中學  (Winthrop 

School) 校園由學生設計的新社區操場。操場配備新娛樂設備、有跑道的多功能場

地、全功能籃球場、花園和植物區，此外還有納涼樹木和長椅。州長今年年初公佈

的第二階段『活力布魯克林』計畫將把八座學校運動場改造成操場，溫索普中學校

園社區操場是其中的第一處。截至  2020 年，『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將把八座學

校運動場改造成操場、翻修  22 座社區花園，並完善布魯克林中部地區  (Central 

Brooklyn) 的四個休閒娛樂中心。  

  

「開放首座由學生設計的操場標誌著『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實現重要目標，給布

魯克林區的  3 萬多個居民提供綠色空間和新休閒娛樂機會，」州長葛謨說。  

「我們增加提供戶外活動，並在公園內架設新型基礎設施，把布魯克林區居民的健

康和福祉放在首位，每次改造一座公園。」   

  

「我們設立的『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著重創造有轉化力的變革，這將改善布魯克

林中部地區民眾的健康和福利，」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參加今天的

活動時表示。「這項工作的核心是給孩子們提供現代化的安全場所遊玩。這筆投

資用來完善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操場和休閒娛樂場所，將保障這個活躍的社區擁有

更好的生活質量。」   

  

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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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開放了距東法拉

盛居民區 3 萬多個居民僅  10 分鐘步行距離的新操場。哈威  (Harvey) 主任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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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員及主要合作夥伴共同出席開放儀式，包括紐約州眾議員尼克 ·佩里 (Nick 

Perry)；紐約市環保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局長

文森特·薩佩恩扎 (Vincent Sapienza)；公共土地信託基金會  (The Trust for Public 

Land) 首席執行官戴安娜·瑞噶斯 (Diane Regas)；紐約州路跑協會  (New York Road 

Runners)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邁克爾 ·卡匹拉索  (Michael Capiraso)；活動主席與賽跑

主任皮特·契亞西亞 (Peter Ciaccia)；第 598 號初級中學  (Intermediate School, I.S.) 

負責人詹米勒·霍頓-巴爾 (Jameela Horton-Ball)；溫索普中學師生。  

  

布魯克林區另外七座學校運動場計劃在  2020 年前完成改造成操場。  

  

•  第 213 號公立學校 (Public School, PS) 新羅特斯高中：赫格曼大道  

(Hegeman Avenue) 580 號 - 2018 年秋季開放   

•  第 145 號公立學校：諾爾街  (Noll St.) 100 號 - 2019 年夏季開放   

•  第 156 號公立學校 - 第 392 號初級中學：蘇特大道  (Sutter Avenue) 104 號 - 

2019 年夏季開放  

•  第 354 號中學 (Middle School, MS) - KIPP 學院 (KIPP Academy)：公園廣場 

(Park Place) 第 1224 號 - 2019 年秋季開放   

•  第 377 號公立學校/中學：阿勒亞德莉娜  B. 德·戈蒂埃 (Alejandrina B De 

Gautier) - 伍德比尼街  (Woodbine St.) 200 號 - 2020 年夏季開放   

•  第 152/315 號公立學校，米德伍德高中  (Midwood HS)：東 23 街 725 號 - 

2020 年夏季開放  

•  第 115 號公立學校，丹尼爾 ·姆卡特學校  (Daniel Mucatel School)：東 92  

街 1500 號 - 2020 年夏季開放   

  

州立公園  (State Parks) 專員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和全

體夥伴持續關注改善並增加戶外活動。開放這座由學生設計的新操場只是個開端，

最終目標是在距布魯克林區社區全體居民  10 分鐘路程範圍內提供開放空間。」   

  

黑人、波多黎各人、西班牙裔美國人與亞洲人立法核心組織  (Black, Puerto Rican, 

Hispanic and Asian Legislative Caucus) 主席兼眾議員尼克·裴瑞 (Nick Perry)  

表示，「葛謨州長設立的『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給我們行政區帶來了空前未有

的改變，帶來了居民前所未見的綠色空間和戶外休閒娛樂。開放這座由學生設計的

公園標誌著這項計畫持續取得成功，並為全市的布魯克林區居民帶來需求得到滿足

的希望。感謝州長對我們行政區做出的承諾，並持續支持，確保布魯克林區居民健

康幸福。」   

  

紐約市議員艾麗卡·阿姆普瑞-薩繆爾  (Alicka Ampry-Samuel) 表示，「葛謨州長設

立的『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關注我們社區的健康和福祉，我們從未得到過這樣的

關注。該計畫增加提供健康食品、增加醫療服務，並為整個行政區的街區建造公



 

 

園，支持長期遭受忽視的居民來持續展現巨大潛力。感謝州長對我們街區做出長期

承諾，並給居民提供應得的關愛和關注。」   

  

公共土地信託基金會  (Trust for Public Land) 紐約州理事卡特·斯瑞克蘭德  (Carter 

Strickland) 表示，「我們很榮幸有機會與州長以及溫索普中學的師生合作，建造

這座美觀的新環保操場，法拉盛街區  (Flatbush) 成千上萬個居民只需步行  10 分鐘

就能抵達這座新公園。『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是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社區實施的

重要措施，幫助公共土地信託基金會與紐約市環保局合作，持續朝著更好的方向改

造我們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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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局是公共土地信託基金會操場計畫驕傲的合作夥伴，該計畫把全市的瀝青操場

改造為整個社區的綠地。這個操場安裝新環保基礎設施，用來幫助減少雨水徑流、

改善周圍水道的健康狀況，並美化周邊街區。」   

  

紐約州路跑協會政府關係與社區投資副主席邁克爾 ·斯納爾  (Michael Schnall) 表

示，「我們很高興再次來到溫索普中學校園，慶祝這處令人讚歎的新場地開放，

崛起紐約路跑者計畫  (Rising New York Road Runners) 和整個東法拉盛街區將使用

校園的這處場地。就在數月前，我們與地方在任官員以及市機構共同舉行動工儀式

來慶祝葛謨州長設立的『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我們利用今天的開放儀式慶祝增

加渠道，供學生和家庭將在美觀安全的戶外場地盡情奔跑玩耍。」   

  

葛謨州長撥款  14 億美元的『活力布魯克林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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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全面計畫旨在增加開放

場地和休閒娛樂活動，這包括開放  407 英畝的新州立公園，這座公園以雪莉·奇斯

霍姆 (Shirley Chisholm) 的名字命名來對其加以紀念，她是在布魯克林區出生的先

驅，是首位非裔美國國會女議員，此外還是首位競選總統的婦女和非裔美國人。  

還撥款 1,060 萬美元把八座運動場改造成社區操場和開放場地，撥款  310 萬美元

改造將近二十座社區花園，撥款  180 萬美元完善整個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四座休

閒娛樂中心。  

  

今天開放的這座操場也是公共土地信託基金會操場計畫的內容，該計畫旨在為紐約

市的學生創造充滿活力、富於教育意義和趣味性的操場。公共土地信託基金會的所

有操場都包括學生參與設計過程，從而為其提供科學、數學和建築領域的實踐知

識，同時使學生有機會對學校操場的需求表達想法。溫索普中学校区  (Winthrop 

Campus) 的學生、家長和鄰居都有機會參與操場設計過程。有關公共土地信託基

金會的更多資訊，請從此處訪問其網站。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090418ParkRenderings.pdf#_blank
https://www.tpl.org/#sm.000greqm41dxodg7z0k1eaxmkd64e


 

 

部分環保基礎設施設計元素是與紐約市環境保護局合作構建的，是公共土地信託基

金會操場工程的一個標誌。這些功能可以減少暴雨徑流，暴雨徑流能夠淹沒街道壓

垮下水道系統，使未經處理的水最終流入河流和海灣。這些基礎設施要素包括設計

用於吸收雨水的操場、樹木、透水路面和其他環保要素，這些設施可以在暴風雨事

件期間採集多達  1 英吋的雨水，這些雨水每年可累計超過  100 萬加侖。 樹木還可

以遮蔭並改善空氣質量，使城市在炎熱夏季更具適應力，並促進居民的健康。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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