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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利用 650 萬美元贈款在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WNY) 擴大帝國州步道計畫 (EMPIRE STATE TRAIL INITIATIVE)

這筆贈款將把尼亞加拉瀑布市 (City of Niagara Falls) 銜接至紐約市 (New York
City)、增加步道路線，並完善尼亞加拉大峽谷 (Niagara Gorge) 通道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獲得小拉爾夫 C. 威爾遜
基金會 (Ralph C. Wilson Jr. Foundation) 650 萬美元的贈款，在紐約州西部地區擴大
帝國州步道計畫。這筆贈款將用於給步道增加關口、標牌、涼亭、單車停放架及其
他便利設施，使之成為世界級景點。這筆贈款還將用於幫助完成建設濱線步道
(Shoreline Trail)，並增添水牛城 (Buffalo) 至尼亞加拉瀑布市的步道便利設施。
「帝國州步道 (Empire State Trail) 幫助居民和遊客進一步探訪紐約州世界一流的自
然美景，從而推動本州各地社區的旅遊業和經濟活動，」 州長葛謨說。「小拉爾
夫 C. 威爾遜基金會提供的這筆重要投資將進一步完善本州風景如畫的步道，從而
把紐約州西部地區和整個紐約州確立為領先的戶外休閒娛樂活動景點。」
「這筆重要的資金將擴建帝國州步道，從而完善分支路線，並增加尼亞加拉大峽谷
的通道，」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帝國州步道從水牛城延伸
至奧爾巴尼市 (Albany) 和紐約市，我們利用這份支持，在尼亞加拉瀑布市和紐約
市之間建造一條重要道路，供紐約民眾體驗本州提供的所有精彩的休閒機會。感謝
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投資於全州旅遊業，並帶動紐約州西部地區的經濟發
展。」
今天，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主任露絲 ·哈威 (Rose Harvey)
和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大衛·艾格尼 (David Egner) 視察了
魔鬼洞州立公園 (Devil's Hole State Park)，宣佈贈款給紐約州西部地區綠道計畫
(WNY Greenways Initiative)，該計畫包括投資給帝國州步道、尼亞加拉河綠道
(Niagara River Greenway) 以及濱線步道。650 萬美元的贈款將由紐約州公益公司自

然遺址信託基金 (Natural Heritage Trust, NHT) 管理，將修繕 20 多英哩的地區步
道、帝國州步道五個『關口』起點，以及帝國州步道廊道沿線 90 英哩步道的便利
設施。
基金會的贈款鞏固了紐約州 2,300 萬美元的投資，用於完善帝國州步道從水牛城至
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的路段，並增加尼亞加拉大峽谷的戶外休閒娛樂機會。
獲得贈款的項目包括：
•

帝國州步道：獲得 370 萬美元贈款用來修繕 13.5 英哩的帝國州步道；修建
四個關口，這些關口將成為水牛城、洛克波特市 (Lockport)、托納旺達市
(Tonawanda)、羅切斯特市境內的正式道路起點；並將在水牛城至羅切斯特
市沿線的 90 英哩道路安裝步道用戶便利設施。這筆贈款將吸引到 658 萬美
元的州資金。

•

尼亞加拉河綠道濱線步道 (Niagara River Greenway Shoreline Trail)：獲得
160 萬美元贈款，用於完成修建維特菲爾德鎮 (Wheatfield)/拉薩爾 (LaSalle)
路段 7.4 英哩的濱線步道，把尼亞加拉瀑布市銜接至托納旺達市
(Tonawandas)。 這筆贈款還將在托納旺達市提供一處新步道路 線和關口。
建造新步道路段使得尼亞加拉河綠道的一處重要路段得以竣工，並將把濱線
步道銜接至通往紐約市的帝國州步道。這筆贈款將吸引到 719 萬美元的州資
金。

•

魔鬼洞州立公園：獲得 110 萬美元配套資金，建造一處新關口，並重建尼亞
加拉河峽谷 (Niagara River Gorge) 路段沿線的歷史階梯和步道。這筆贈款將
吸引到 140 萬美元的州資金。

項目地圖請見此處。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負責人露絲 ·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
「這筆贈款資助的每個項目都將完善紐約州西部地區和羅切斯特市地區的步道和戶
外休閒娛樂機會，然而，我尤為高興的是，這筆贈款將幫助推進葛謨州長設立的帝
國州步道計畫目標。利用這條步道把紐約州西部地區貫通至紐約市，將有助於給紐
約州全體民眾創造機會，並銜接這條步道沿線的社區。」
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大衛 ·艾格尼 (David Egner) 表示，
「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很高興配合紐約州立公園、自然遺址信託基金、尼亞
加拉河綠道以及帝國州步道，銜接伊利郡 (Erie)、尼亞加拉郡 (Niagara)、門羅郡
(Monroe)、奧爾良郡 (Orleans) 的多個社區。我們明白，當我們可以利用額外的資

金來源發掘自然資源時，就能建設這類富於創造力和遠見的項目，供後世民眾享
用。」
帝國州步道執行理事安迪 ·比爾斯 (Andy Beers) 表示，「紐約州 2 億美元投資的部
分資金專用於建造步道，在水牛城至奧爾巴尼市沿線建造一條連續的伊利運河步道
(Erie Canalway Trail) 路線。因為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的贈款，我們將能夠建
造道路起點、指示標牌、景觀和其他便利設施，從而給每年數百萬造訪紐約州西部
地區步道的居民和遊客提供世界一流的體驗。」
尼亞加拉河綠道執行理事格雷戈里 ·史蒂文斯 (Gregory Stevens) 表示，「完善這
些步道將有助於銜接尼亞加拉河綠道，並在水牛城至羅切斯特市，以及本國頂尖重
要的自然資源尼亞加拉河 (Niagara River) 沿線的城市、郊區及鄉村建設宜居社 區。
銜接各個社區和支持健康的活動對紐約州西部地區和紐約州的生活質量至關重要，
我們無比感激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支持這項工作。我們憑著該基金會的支持
推進這些討論已久的項目。」
國會議員布萊恩·希金斯 (Brian Higgins) 表示，「小拉爾夫威爾遜基金會提供的這
筆慷慨贈款連同聯邦資源和州資源將填補空白，提供相互銜接的步道系統，供民眾
探索紐約州西部地區的自然景點，並遊覽水牛城至托納旺達市、尼亞加拉瀑布市以
及附近地區的濱水區。」
州參議員羅博·奧特 (Rob Ortt) 表示，「本州擁有整個美國一些風景最美的地點；
但是，這些地點的通道與景觀本身一樣重要。如果我們無法加強這些自然奇觀的道
路通暢程度，就無法與居民和遊客分享本州最出色的資源。紐約州和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提供的這項新投資完善了這些地點的通道，我們將確保每個想欣賞紐
約州自然美景的人員都能滿足心願。」
參議員克瑞斯·雅各布 (Chris Jacobs) 表示，「我想感謝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
會給紐約州立公園提供這筆非常慷慨的贈款。帝國州步道 13.5 英哩的路段將給我
負責的選區帶來極大的益處，數不清的紐約州居民、遊客和社區將因步道竣工帶來
的精彩體驗和經濟效益而獲得益處。」
州眾議院議員肖恩·賴安 (Sean Ryan) 說，「我們承諾把帝國州步道建設成本國的
頂級多用途步道，這些項目是這個承諾的重要內容。我們將利用這筆贈款和州資金
給這條步道的每個用戶提供更多便利設施。我很高興看到這個出色的步道系統將獲
得重要的完善，該系統銜接著本州多個社區。」
州眾議員安吉洛·莫里納羅 (Angelo Morinello) 表示，「我很高興來到這裡，共同
宣佈這份具有歷史意義的公告。帝國州步道計畫是紐約州各地持續建設的項目，

我們身在尼亞加拉瀑布市和紐約州西部地區，很高興並且自豪參與其中。該項目竣
工後，將供後世所有社區享用。」
伊利郡 (Erie County) 郡長馬克·鉑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表示，「帝國州步道計
畫銜接各個社區並帶動旅遊業，因此是我們地區的一項重要資源。這筆投資將持續
完善本州的自然美景，並吸引全國和世界各地的更多遊客前來參觀紐約州西部地區
的所有景觀。感謝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支持這些項目，並致力於達成葛謨州
長關於在紐約州建設世界頂級步道和公園的目標。」
水牛城市長拜倫·布朗 (Byron Brown) 表示，「我們對自然戶外設施提供這些持續
的投資，藉此鼓勵紐約民眾帶頭採納健康積極的生活方式，並發展本 地區的旅遊
業。帝國州步道本已有很多激動人心的便利設施，但對於確保這條多用途步道的世
界頂級步道地位而言，這些完善是必不可少的。由於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和小拉爾
夫 C. 威爾遜基金會贈款，我們才能夠做出這些改進，並給數百萬造訪這條步道的
居民和遊客提供最好的體驗。」
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市長保爾·戴斯特 (Paul Dyster) 表示，「小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今天宣佈的這筆慷慨贈款必將促進葛謨州長對相互銜接的步道與
公園提出的戰略目標，為每年數百萬個遊客大體彌合尼亞加拉瀑布市 與紐約市的差
距。這個目標遠大的項目目前把尼亞加拉河綠道銜接至帝國州步道，從經驗最為豐
富的再創作者到休閒再創作者，每個人都能享用我們身邊和附近地區的自然美
景。」
帝國州步道簡介
2017 年 1 月，葛謨州長公佈帝國州步道計畫，紐約州因為這項新計畫而引領全國
開展工作，促進戶外休閒娛樂活動、社區活力和旅遊業發展。
這條步道約有 400 英哩的路段位於分散且互不關聯的區域內。帝國州步道於 2020
年年底竣工後，將成為 750 英哩的連續道路，在本州從紐約市延伸至加拿大
(Canada)，從水牛城延伸至奧爾巴尼市，打造出本國最長的多用途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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