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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 750 英里的帝國州步道竣工  

  
58 個專案由州和地方合作夥伴完成，建設美國最長的多用途州步道  

  
該專案包括新建的 180 多英里的越野步道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 EST) 竣工，這是目前美國

最長的多用途州步道，將於 12 月 31 日全面開放。這條步道全長 750 英里，其中 75% 

是適合騎自行車、徒步旅行人士、跑步人士、越野滑雪人士和雪靴健行人士的越野步道。

這條新的休閒步道從紐約市穿過哈德遜谷地區 (Hudson Valley) 和尚普蘭谷地區 

(Champlain Valley) 到加拿大 (Canada)，沿著伊利運河 (Erie Canal) 從奧爾巴尼市 

(Albany) 延伸到水牛城 (Buffalo) ，將為紐約民眾和遊客提供安全和風景優美的路線，讓

他們體驗紐約州的各種風景。帝國州步道預計每年將吸引 860 萬個居民和遊客。  

  
「大約四年前，我們宣佈了建造帝國州步道的計畫，我很興奮地宣佈它已經按時完工並將

在新年前夜 (New Year's Eve) 開放，」葛謨州長表示。「這條路在全國絕無僅有，是全

長 750 英里的多功能步道，從曼哈頓區 (Manhattan) 延伸到加拿大邊境，從水牛城延伸

到奧爾巴尼市。它不僅為人們提供了體驗紐約州自然美景和歷史的機會，而且也為來自紐

約州各地的紐約民眾提供安全的娛樂出口，我們將繼續與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作鬥

爭。隨著週末假期的臨近，沒有是戴上面罩，親自體驗它的最佳時機。」  

  
「在這前所未有的一年裡，帝國州步道已經成為許多人的生命線，因為在全球疫情期間，

當地居民在自家附近尋找娛樂機會，同時保持安全，」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條 750 英里長的州步道的竣工不僅使全州各地之間有了物理聯繫，

而且它還將作為紐約州娛樂、經濟發展和旅遊業的來源，繼續鞏固我們重新構想自然奇觀

和歷史走廊的工作。」  

  
州長的 2017 年州情諮文演講稿介紹了帝國州步道將全年開放，包括冬季。它連接 20 條

地區步道，創造了一條連續的全州範圍的著名路線。為了步道按時竣工，共有 58 個不同

的專案同步建設，其中包括新建超過 180 英里的越野步道，並將 400 英里以前未連接的

越野步道連接起來以消除缺口，緩解交通繁忙地區的鐵路和水路交叉口等工程難題。  

  
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YSDOT) 改進了 170 英

里的公路自行車路線路段以提高低速鄉村道路和城市街道的安全性，並盡可能使人們在這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20th-proposal-2017-state-state-complete-empire-state-trail-2020


 

 

些道路和街道上騎車。紐約州還在沿途安裝了 45 個入口和步道以迎接遊客，並在步道上

安裝了標牌、解說板、自行車架和長凳。  

  
帝國州步道網站可以快速方便地訪問步道資訊，包括路段描述、入口點、步道距離、停車

場，廁所，以及附近的設施和景點。该网站採用响应式和人性化设计，用户可以从移动设

备访问交互式地图，放大到感兴趣的特定地点，并下载/打印步道路段的地图。騎自行車

的人可以列印「提示表」，上面有非常詳細的指示，用於跟隨選定的步道路段。該網站還

提供關於各種活動和目的地的資訊，比如露營地、公園、歷史遺跡和當地社區中受歡迎的

站點。  

  
最近為結束建設這條步道而完成的專案包括：  

  
哈德遜谷地區  

• 奧爾巴尼-哈德遜電力步道 (Albany-Hudson Electric Trail)：哈德遜谷綠道 

(Hudson River Valley Greenway) 建設了 36 英里的越野步道和公路步道，從倫斯

勒市 (Rensselaer) 延伸到倫斯勒郡 (Rensselaer) 哈德遜市 (Hudson) 和哥倫比亞

郡 (Columbia)。這條耗資 4,500 萬美元的步道是沿著 1900 至 1929 年運營的歷史

電車路線修建的。這條廊道歸國家電網 (National Grid) 所有，它授權紐約州在這

條線路上修建一條步道。  

• 梅布魯步道 (Maybrook Trailway)：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 (Metro-North Railroad) 

在其不活動的「燈塔線 (Beacon Line)」廊道上修建了一條 23 英里長的鐵路，從

達奇斯郡 (Dutchess) 霍普威爾樞紐 (Hopewell Junction) 延伸到帕特南郡 (Putnam 

County) 布魯斯特鄉 (Brewster)，途經鮑靈鎮 (Pawling)、東南鎮 (Southeast)、帕

特森鎮 (Paterson)、比克曼敦鎮 (Beekman) 和東菲什基爾鎮 (East Fishkill)。沿著

這條路線，步道蜿蜒穿過以季節性瀑布為特色的鄉村風景和樹木繁茂的地區，穿過

阿帕拉契步道 (Appalachian Trail)。這條價值 4,200 萬美元的燈塔線是第一條橫跨

紐約市北部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的全鐵路貨運線路。它最初在 1892 年作為

鐵路線開通，是紐約州和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南部地區的重要交通樞紐，通

過波基普西市 (Poughkeepsie) 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上方的大橋承載德比樞紐 

(Derby Junction) 和梅布魯步道 (Maybrook) 之間往來的列車，這座大橋就是現在

的哈德遜河高架橋 (Walkway Over the Hudson)。  

• 哈德遜河磚廠步道 (Hudson River Brickyard Trail)：金斯頓市 (Kingston) 沿著哈

德遜河海岸線修建了 1.5 英里長的帝國州步道。這個價值 140 萬美元的專案是由

金斯頓市和阿爾斯特鎮 (Ulster) 的資金，以及州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 和哈

德遜河谷綠道提供的州撥款共同完成的。  

• 炮臺公園城市通道 (Battery Park City Gateway)：這條斥資 45 萬美元的通道是

這條步道在曼哈頓下城區 (Lower Manhattan) 的南段終點。  

伊利運河路步道 (Erie Canalway Trail)  

http://empiretrail.ny.gov/


 

 

• 小拉爾夫 C. 威爾遜通道 (The Ralph C. Wilson Jr. Gateways)：紐約州西部地區

的這四條通道在下列關鍵入口點為遊客提供受歡迎的銜接：水牛城水牛城港州立公

園 (Buffalo Harbor State Park)；托納旺達市 (Tonawanda) 伊利運河 (Erie Canal) 

西側入口；洛克波特市 (Lockport) 五閘公園 (Five Locks Park)；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傑納西谷公園 (Genesee Valley Park)。通道包括提供當地和全州步道

資訊的資訊亭、自行車架和遮陰花崗岩塊座位。每扇門上都有「小拉爾夫·威爾遜 

(Ralph C. Wilson, Jr.)」紀念牌匾，紀念水牛城比爾隊 (Buffalo Bills) 已故的老闆。

小拉爾夫·威爾遜基金會 (Ralph C. Wilson, Jr. Foundation) 給這些通道提供了 260 

萬美元資金。  

• 馬其頓橋 (Macedon Bridge)：紐約州交通廳修復了伊利運河上一座封閉的車橋。

420 萬美元的投資建造了一條自行車道和步行道，並建造了一座當地公園。  

• 伊利大道 (Erie Blvd-Syracuse) - 錫拉丘茲市 (Syracuse)：紐約州交通廳在伊利

大道中間路段修建了一條從錫拉丘茲市東部地區 (East Syracuse) 延伸到德威特 

(DeWitt) 的 3 英里步道。項目總造價為 2,300 萬美元。  

• 環湖步道 (Loop the Lake Trail) - 錫拉丘茲市：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在奧農達加湖 (Onondaga Lake) 南岸新建了一條 1.5 英里長的步道，包括一座橫

跨 CSX 公司 (CSX) 鐵路的自行車/人行橋。該項目由郡和聯邦撥款資助。  

• 尤迪卡市 (Utica)：紐約州運河集團 (New York State Canal Corporation) 斥資 930 

萬美元，在尤迪卡市以東修建了一條 3.5 英里長的新步道  

• 赫基默郡 (Herkimer County)：紐約州運河集團從 E18 號閘 (Lock E18) 到 167 號

公路建成了新的 2.2 英里的步道路段，從法蘭克福 (Frankfort) 到伊利昂嚮 (Ilion) 

建成了新的 1.3 英里的步道路段，並從伊利昂嚮到麥可地區 (Mohawk) 建成了一條

新的 2 英里的步道。這些專案總計斥資 1,640 萬美元。  

尚普蘭運河沿河步道 (Champlain Canalway)  

• 愛德華堡 (Fort Edward) 到安堡 (Fort Ann)：紐約州運河集團建造了兩個相鄰的

步道路段。1,430 萬美元的投資建造了一條從愛德華堡延伸到安堡的 12 英里步

道。  

• 安堡到科莫斯多克 (Comstock)：紐約州交通廳在華盛頓郡 (Washington County) 

新建了一條 0.75 英里的越野步道，並在當地公路上指定了一條 7 英里的路線，花

費了 200 萬美元。  

紐約州立公園 (New York State Parks) 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

「帝國州步道證明了葛謨州長把紐約州打造為無與倫比的戶外休閒勝地的願景。從最有經

驗的長途騎車人士到帶孩子的家庭團體，每個人都會喜歡這條步道。人們可以在離家不遠

的地方快速騎車或步行，也可以計劃一次多日的冒險，從本州的一端前往另一端。」  

  
紐約州運河集團董事布萊恩 U. 斯特拉頓 (Brian U. Stratton) 表示，「葛謨州長對新建成

的帝國州步道提出設想，把經濟發展與運河系統沿線的美麗景色相結合，為運河邊社區的

居民和來自紐約州各地的遊客創造了非凡的戶外娛樂機會。帝國州步道的伊利運河步道路



 

 

段和尚普蘭運河步道路段重新向紐約民眾介紹本州歷史悠久的水路拖道，並將新一代民眾

與紐約運河系統的豐富遺產聯繫起來。」  

  
紐約州交通廳廳長瑪麗·特蕾絲·多明格茲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750 英里

的帝國州步道的竣工是紐約州真正的歷史成就，它證明了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和我們社區的

活力之間的複雜聯繫。这条令人惊叹的路线将让无数的纽约民眾和游客探索帝国州 

(Empire State) 世界著名的自然奇观和美景，并为所有年龄和能力的用户提供无与伦比的

娱乐机会——同时还将促进环境责任、旅游和经济发展。紐約州交通廳為在實現葛謨州長

的願景中發揮重要作用而感到自豪。精益求精 (Excelsior)！」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廳

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紐約州的景觀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去探索戶外，

體驗本州世界級的自然資源，同時仍然能夠在當地休閒娛樂。帝國州步道這一令人激動的

里程碑增強了紐約州首屈一指的娛樂機會，並表明葛謨州長致力於展示我們州的多元化社

區，促進當地經濟，並使更多的紐約民眾與我們的環境聯繫起來。」  

  
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總裁暨執行長吉爾 C. 基尼奧內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帝國州運河步道的竣工進一步證明了葛謨州長對運河河畔社區投資

的承諾，並補充了重新規劃運河倡議 (Reimagine the Canals)。總之，這些投資保障了運

河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作用。帝國州步道還將改善紐約民眾的生活品質，同時展示運河周

圍地區已經存在的歷史美景。」  

  
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大都會運輸管理局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凱瑟

琳·瑞納迪 (Catherine Rinaldi) 表示，「我要感謝葛謨州長的遠見卓識，以及我們富有才

華和奉獻精神的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專案團隊，他們為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燈塔線沿線的

這一地區注入了新生命。這個專案確保了紐約民眾和戶外運動愛好者在未來的幾十年裡都

能享受這條步道。」  

  
哈德遜河谷綠道行政主任斯科特·凱勒 (Scott Keller) 表示，「葛謨州長的帝國州步道公

告完成了紐約州在紐約市和伊利運河之間創建綠道步道的願景，它也為哈德遜谷地區上下

遊社區開發一條標誌性的多功能步道的工作畫上了句號。」  

  
此外，虛擬護照計畫與紐約州釀酒商協會 (New York State Brewers Association, 

NYSBA) 合作展示帝國州步道附近的 200 家精釀啤酒廠。帝國州步道啤酒廠護照計畫 

(Empire State Trail Brewery Passport) 通過紐約州釀酒商協會現有的紐約州精釀啤酒應

用程式 (New York Craft Beer) 購買，它將鼓勵紐約民眾遊覽帝國州步道 10 英哩範圍內

的啤酒廠。在步道沿線的每家啤酒廠，參觀者都可以在該應用程式上進行數位簽到，並在

該應用程式的護照計畫獲得戳記——思考紐約、暢飲紐約護照計畫 (Think NY, Drink NY 

Passport) 和現在的帝國州步道啤酒廠護照計畫。更多關於該應用程式的資訊請見此處。  

  
###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launch-virtual-passport-program-promote-craft-breweries-along-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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