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0 月 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邊陲小鎮露營地  (FRONTIER TOWN CAMPGROUND)  

施工第一階段竣工  

 

重建主題公園原址將推動地方經濟發展，並聯繫阿迪朗達克地區  (Adirondacks)  

的休閒娛樂機會  

 

全季節泊車區現已開放，全年都可步行進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建造邊陲小鎮露營地、騎手與日用區  (Frontier Town 

Campground, Equestrian and Day Use Area) 第一階段竣工。這處新公共露營地設施

位於北哈德遜鎮  (North Hudson) 原邊陲小鎮主題公園的場地內，是州長「阿迪朗達

克門戶  (Gateway to the Adirondacks)」旅遊中心的重要部分，也是本州《探索紐約  

(Adventure NY)》計畫的內容，用於增加州土地的使用率，並供紐約民眾接觸大自

然和戶外天地。迄今為止，該項目已獲得總計約  2,500 萬美元的公 /私資源投資。  

 

「北哈德遜鎮是向遊客介紹阿迪朗達克的黃金地區，並可進一步鼓勵遊客探索紐約

優美的戶外環境，」州長葛謨表示。「隨著阿迪朗達克門戶第一階段工作的竣

工，現遊客可在這一獨特的休閒場地進行體驗，從而有助於當地經濟發展，並促進

本地區持續增長的旅遊業繼續發展。」  

 

「邊陲小鎮露營地的轉型將復原主題公園原址，並將成為供居民和遊客休閒的另一

個好去處，」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一工程將支持北哈德

遜鎮的經濟發展，並繼續推動阿迪朗達克的旅遊業繁榮。」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的新露營地透

過與紐約州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OGS) 合作設計，並與  C.T.  

梅爾聯合公司  (C.T. Male Associates) 簽訂合同，該露營地將包含  91 個露營場地以

提供各種露營體驗。  

 

現已竣工的露營地第一階段包括：  



 

 

 

•  騎手露營區仿效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的奧特河園區  (Otter Creek)，將提

供  33 處騎手露營地場地，這些場地將接入電源並配備有符合《美國

殘疾人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的功能。  

•  全季節步道泊車區位於邊陲小鎮路  (Frontier Town Road) 外圍紐約州  9 

號公路  (NYS Rt. 9) 附近，全年提供  26 個泊車位，包括  18 個可停泊

帶拖車的泊車位，6 個僅供汽車使用的泊車位，以及  2 個供無障礙車

輛使用的泊車位。  

•  位於舒倫湖  (Schroon River) 沿岸，白天可使用的季節性場地有  34  

個泊車位，1 個涼亭，2 個遊樂場，2 個公共廁所以及數個電動車充

電站； 

•  入口處的售票亭利用太陽能對部分售票業務予以支持；  

•  2 間工作人員小屋，1 個回收站，1 棟木柴貯藏樓，1 棟處理水源 /儲

水樓，以及其他保證露營地運營的必要設施。  

 

《哈德遜上游地區休閒娛樂中心總體規劃  (Upper Hudson Recreation Hub Master 

Plan)》提出了數個露營地方案，旨在建造阿迪朗達克門戶用於將阿迪朗達克公園  

(Adirondack Park) 與地方和地區戶外休閒娛樂體驗銜接起來、發展旅遊業並鞏固紐

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的地區經濟。  葛謨州長在其《2017 年州情咨文 

(2017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稿中公佈總體規劃，計劃在北哈德遜鎮北道公路  

(Northway) 29 號出口處建造旅遊中心。在阿迪朗達克中心區域，門戶場地曾坐落

著邊陲小鎮主題公園。紐約州政府和開放空間機構  (Open Space Institute, OSI) 與阿

迪朗達克地區五個毗鄰的鎮合作，僱用查曾公司  (Chazen Companies) 繪製新娛樂

中心的藍圖，用來完善當地便利設施、擴建通道並吸引更多遊客前往公園。  

 

該總體規劃的一個關鍵內容是透過《紐約工程計畫  (NY Works)》提供  1,900 萬美

元的州投資，用於在約  91 英畝的土地上開發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的一座新露營地，

該地塊歸北哈德遜鎮和埃塞克斯郡  (Essex County) 所有。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將負責

運營該露營地，根據保護地役權的相關條款，該地被設計用於補充這一場地的地形

和自然特征。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20 多年來，這一大

塊地皮被閒置，使北部地區社區和旅遊經濟無法發展。葛謨州長深知阿迪朗達克群

山能夠吸引全世界喜愛戶外生活的人前來感受其無可匹敵的自然美景。在邊陲小鎮

原建築基礎上完成阿迪朗達克門戶工程第一階段是實現州長願景的重要的第一步，

其可對阿迪朗達克公園進行修復，並將其變為一處國際化勝地。」  

 

紐約州總務辦公室主任羅安·迪斯提圖  (RoAnn Destito) 表示，「在葛謨州長設立

的要在全州把擴大旅遊業作為經濟推動力的長期目標指導下，與紐約州總務辦公室

簽約的數個紐約本地的公司順利完成了工作，從而建造了阿迪朗達克新門戶，對此



 

 

我們非常驕傲。其工作使我們能夠達到這一重要項目的里程碑，並為遊客和居民在

這一場地遊玩提供了便利。」  

 

露營地工程的第二階段包括：  

 

•  娛樂車 (Recreational Vehicle, RV) 和拖車露營區，提供  13 輛娛樂車用

空間和拖車露營場地。這些露營地將配備電力線路和野外火爐，還在

便利位置安裝了水龍頭。  娛樂車區域還包括一個遊樂場。  

•  帳篷露營區將共設有  45 個帳篷營區，包括  3 個集體露營區、3 個無

需預約的露營區、2 個淋浴房、1 個遊樂場、2 個涼亭。帳篷營區之

間將至少保留  30 英呎現有的植被緩衝帶，所有帳篷營區將從舒倫河

堤岸頂上后縮至少  30 英呎的距離，這樣一來，這條河的休閒娛樂用

戶將看不到帳篷營區。  

•  電動車充電站位於帳篷營區。  

 

邊陲小鎮露營地、騎手與日用區預計在明年夏季前投入全面運作。  如需獲取詳細

資訊、圖片和效果圖，請見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網站。 

 

為了實施該項目，紐約州總務辦公室把地盤開拓合同提供給了約翰斯頓鎮  

(Johnstown) 韋森集團 (Wesson Group)。與建造新露營地、騎手中心以及日用區相

關的合同提供給了：普拉茨堡市  (Plattsburgh) 好運兄弟有限公司  (Luck Bros. Inc.) 

負責建造工程；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婦女企業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 WBE) 韋德曼電氣有限公司  (Weydman Electric, Inc.) 負責電力工程；  

普拉茨堡市  L.H. 拉普朗特有限公司  (L.H. LaPlante Company, Inc.) 負責管道和機械

工程。 

 

該露營地的設計最大限度的減少了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設計階段還考慮了對植被、

濕地和地形的保護。公路、小路和共同管線順從自然坡度而建，旨在減少對土地的

修整和砍伐樹木。騎手露營區的泊車和露營路面鋪設的是透水路面，而不是會在表

面流水的瀝青混凝土。  這種路面可以在水流滲透回底層土壤前收集並儲存水

流。  這樣可避免修建大型儲水管理區域，也可避免砍伐樹木。  使用佔地面積小的

廢水吸收渠就地進行廢水處理，為避免砍伐樹木沒有使用吸收渠。  砍伐樹木過程

中產生的木片在廢水輸送站的臭氣控制過濾器中被再次利用。  

 

邊陲小鎮露營地、騎手與日用區步道將銜接紐約州  9 號公路沿線現有的步道網，

以及斯洛頓湖-北哈德遜雪地機車路網  (Schroon Lake-North Hudson Snowmobile trail 

network) 步道網的部分路段，該路網被稱作「Ti to Co 線步道  (Ti to Co Line 

Trail)」。  這些步道東接哈蒙德池塘野生森林  (Hammond Pond Wild Forest)、西接萬

德瓦克山野生森林  (Vanderwhacker Mountain Wild Forest)，西側的帕姆池塘橋  

(Palmer Pond Bridge) 通道通往公有土地，包括北風池塘帶  (Boreas Ponds Tract)

http://www.dec.ny.gov/outdoor/112046.html#_blank


 

 

（《萬德瓦克山設備管理計畫修正案  (Vanderwhacker Mountain Unit Management 

Plan Amendment)》做此設想）和埃塞克斯湖鏈群  (Essex Chain Lakes Complex)。

此外，邊陲小鎮露營地以及騎手與日用區內的步道將銜接與預期建設的私人項目相

關的其他步道和公共道路，該私人項目位於  29 號出口  (Exit 29) 處本項目區域的北

側。 

 

參議員貝蒂·利特爾  (Betty Little) 表示，「對我來說加強當地經濟發展是重中之

重，這一工作的核心是吸引更多人來到我們地區享受阿迪朗達克提供的多元娛樂資

產。這一在北哈德遜鎮進行的最大規模的州資源投資將成為邊陲小鎮原建築最大的

推動力，在振興這一地區的發展的同時也會讓經過北道公路，原本可能不會半路停

車的人們前來遊玩。在遊覽此地期間，他們將看到這一社區和周邊社區的特色，  

我堅信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會再次前來遊玩。」  

 

州眾議員丹·斯特科  (Dan Stec) 表示，「我很高興能見證到邊陲小鎮原建築振興工

程的第一階段能順利竣工。騎手露營區和日用區將擴大娛樂機會、支持當地商業、

改善阿迪朗達克公園的整體經濟狀況。」  

 

北哈德遜鎮鎮長羅恩·摩爾  (Ron Moore) 表示，「邊陲小鎮露營地、騎手與日用區

工程第一階段的竣工開啟了被哈德遜鎮史上的新篇章，其可帶來新崗位、創造商業

機會、促進我們地區的發展。邊陲小鎮露營地、騎手與日用區將成為這一地區容納

娛樂新機會的集結區。不斷發展的娛樂旅遊業將成為我們的城鎮急需的經濟推動

力。露營地新建的小路將與  9 號公路沿線已有的小路系統、波瑞阿斯龐茲小道  

(Boreas Ponds Tract)、計畫連接密涅瓦  (Minerva)、紐科姆  (Newcomb)、北哈德遜

鎮、印第安湖  (Indian Lake) 和朗湖  (Long Lake) 等五個鎮的社區小道旁並通往埃塞

克斯湖鏈群的小道相連。感謝葛謨州長和賽格斯  (Seggos) 廳長提出構想，並承諾

實現這個新的休閒娛樂機會。」  

 

埃塞克斯郡郡議會  (Essex County Board of Supervisors) 主席和威明頓鎮  (Town 

of Wilmington) 鎮長蘭迪·普林斯頓  (Randy Preston) 表示，「這是阿迪朗達克南部

地區多年來發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其將成為被哈德遜鎮的生命線，這一切都歸功於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和州長提出的願景。」  

 

開放空間機構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金 ·艾麗曼  (Kim Elliman) 表示，「我對出席邊陲

小鎮露營地開幕式的葛謨州長和賽格斯廳長表示祝賀。開放空間機構非常驕傲能參

與露營地的設計工作，並使其與我們制定的目標相一致，即透過這一通往阿迪朗達

克中心地帶的門戶改善公共通道、擴大娛樂機會、支持當地經濟發展。開放空間機

構被授權保護阿迪朗達克迪特的文化、娛樂和自然遺產，該機構在過去的  25 年間

對  3 萬英畝的土地進行了保護。期待該機構能繼續加強土地保護工作，並為這一

壯觀的景區推廣戰略娛樂機會。」  

 



 

 

葛謨州長自  2011 年就職以來，對紐約州各地旅遊業進行了空前投資，遊客人數和

直接消費均達到了歷史空前的水平。去年，紐約州的遊客人數達到了創紀錄的  

2.438 億人，刺激了近  676 億美元的消費，連續四年為總體經濟帶來了超過  1,000 

億美元的效益。旅遊業現在是本州第三大產業，每年支持  938,800 個就業崗位。  

 

去年有  1,240 多萬人造訪了阿迪朗達克地區，比  2016 年多  46 萬人，人數自  2011 

年起增長了將近  20%。地區旅遊業創造了超過  14 億美元的直接遊客支出，包括  

1.78 億美元的州稅和地方稅，並支持六個郡超過  2.13 萬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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