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和公園：公園、開放空間和休閒

問題
增加華埠内所有居民得以使
用開放、綠色和休閒空間的
途徑。劃撥資金以整修廢棄
的公園和遊樂場。確保新的
設計採用創新和可持續的設
計做法。

建議
修改紐約市府經濟發展局關於曼哈頓東河河濱的建議，以包含更多開放的綠
色空間和自由的休閒空間。將碼頭35、36和42轉化為可用的公共空間。

機構
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 社區組織,第三社區委員會,
民選官員。

確定另外的可轉化為供公衆使用的、可行的開放/公園空間的市有土地/ 交通部,公園局,第三社區委員會, 社區組織及聯盟,
街道。
民選官員
劃撥資金用於整修自豪斯頓街至南街的所有亚伦與派克街安全岛，並加快 交通部,公園局, 第三社區委員會，社區組織及聯
詹姆士·麥迪遜公園的資產改良。
盟, 民選官員，曼哈坦下城發展公司

更好地利用現有資源（例如：未被充分利用和缺乏規劃的公共房屋校
園）用作可供開放空間使用的地皮。

紐約市房屋局, 房客協會, 交通部, 民選官員, 社區
組織

將公園内未被充分利用的公園及休閒部(DPR)建築物轉化為公用設施。 公園局,第三社區委員會,社區組織及聯盟, 民選官
將公園局未充分利用的建築物改建為公用設施供民眾使用
員
將 SDR公園內建築物和Allen & Pike公園內的廁所改建成社區中心。
遷移 SDR 建築內一些區公所職能辦公部門搬遷到其他地點
創建社區天台花園

紐約市房屋局, 房客協會, 民選官員, 綠拇指, 紐約恢
復計劃, 社區組織

綠化現有的街道和人行道。

交通部, 紐約市警察局, 本地商戶, 紐約恢復計劃

保证草地良好地修整和及时地维护

公園局,第三社區委員會,社區組織及聯盟, 民選官員

靈活地規劃公園内的空間整修

公園局,第三社區委員會,社區組織及聯盟, 民選官員

在公園内創建更多創新的遊樂場。將設計基於玩耍空間如何影響幼年發展 公園局,第三社區委員會,社區組織及聯盟, 設計委
的研究和該領域的最佳做法。CD#1中的想象遊樂場。
員會

保护并且保存绿拇指社区公园

公園局，民選官員，社區委員會, 第三社區委員會,
綠拇指

保留公共公園和開放空間並限制私人使用，但不包括中等和低收入
用。確保任何私人合作夥伴，如供應商和娛樂設施 使用公共土地時,
所有居民仍可使用該公共土地。

公園局，民選官員，社區委員會，紐約市經濟發展
公司

移民和公園：公園、開放空間和休閒（繼續）

問題

建議
經由以下方式改進 Al Smith 休閒中心實體與計劃結構
1)增加經費用以中心的可維護裝修
2)增加經費和以工(貨)代替經費方式支持不同年齡層的計劃項目
3)對現有項目增加語言協助給非以英文為主語者
4)對已有的服務增加宣導並提供其他宣傳方式以增加現有設施使用率

機構
公園局，民選官員，社區委員會

研究用校園休閒設施來增加課後服務的不同模式例如 Verizon track field
教育部, 社區委員會, 民選官員
研究相關計劃與程序如 PlaNYC schoolyards to Playground intiative 和 社
區使用校園計劃 Brooklyn Tech, Downtown Brooklyn Exchange, and
Boys and Girls High (bed-Stuyvesant, Brooklyn)
在地區公園內建造狗跑道

公園局，社區委員會，民選官員

在地區公園裏增添更多藝 術品

公園局，社區委員會，民選官員，社區委員會， 设
计部

為了所有年齡段人士的健
康和福祉，擴展基於公園
的休閒機會。

在華埠公園中保留和發展靈活的多用途空間，例如位于布隆街和地蘭 交通部, 紐約市警察局, 本地商戶, 紐約恢復計劃
西街之間的羅斯福公園中的“The Pit（坑）”，既可用於對抗賽，也可用
于非正式、不需預先批准的活動。
增加給老人的免費活動 例如- 哥倫布和羅斯福公園的免費電影放映。

加強本地公園和開放空間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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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局, 老人中心, 社區組織, 城市公園基金會, 公
園合作

建立固定的和持續的當地公園巡邏隊（而非清潔隊）。與社區聯盟和社 紐約市警察局, 公園執法巡邏隊, 公園局, 社區組
區委員會合作，以定期檢查公園執法巡邏隊(PEP)和紐約市警察局巡邏 織,第三社區委員會
隊的成就。開展基於社區的組織和執法機構之間的公開對話，以解決
具體的問題領域，例如羅斯福公園内的布隆街洗手間。
禁止所有車輛在公園用地停泊和行駛。為公園及休閒部的維修車輛設
立毗鄰公園的專用泊車點。

公園局,交通部, 紐約市警察局, 民選官員

加強大量使用的場地的照明以延長使用時間，例如羅斯福公園内格蘭
街的手球場。

交通部,公園局, 第三社區委員會,社區組織及聯盟

移民和公園：公園、開放空間和休閒（繼續）

問題
加強本地公園和開放空間
的清潔。

建議

機構

在晚間加強進入 Al Smith 休閒中心的安全及能見度

公園局, 民選官員, 社區組織, 第三社區委員會

加強維護的質量和數量，以及華埠所有公園内垃圾桶的數量，尤其加
強薩拉羅斯福公園的清潔。與公園利益相關方合作，以解決公園內的
具體的維修問題。

公園局,社區組織, 華埠共同發展機構, 國務部

分派服務員到哥倫布和薩拉羅斯福公園的公共廁所，以改善衛生狀況。

公園局

在華埠所有公園安置多語種標誌牌以解決這些公園特有的問題，例如 公園局, 公園聯盟和社區組織
在哥倫布公園安置“不要給鳥類餵食”的標誌牌可以幫助告知麵包店主不
要傾倒會吸引老鼠的遺留糕點。
問卷調查和制定程序以控制老鼠繁殖在所有公園,綠地和鄰近地區(如哥
倫布公園附近餐館)。在日落前取走垃圾
確認更全面及準時地清潔和修理公園。尋求私人基金和社區認養計劃
以改善維護公園

社區 組織，公园伙伴，公園局，青年和社區發展

促進本地居民對公園的社區
所有權和管理權意識，通過
本地機構可以發揮的認同作
用 - 無論是私營部門（例如
銀行、企業、 房地產業主）
還是公眾部門（例如學校）
。

創建和支持由本地社區機構（CBO）和學校管理的公共和私人資助的
項目，以加強下列地點的社區所有權和管理權--哥倫布、蘇域柏、薩拉
羅斯福公園和其他例如：老人和青年園藝項目；本地學校和課后輔導
機構的認領公園項目；由本地藝術團體領導，包括社區投入和本地學
生的參與的公園項目中的公衆藝術。

本地老人中心, 本地青年和社區發展組織, 藝術和
文化組織, 公園合作, 公園局, 青年和社區發展部,
學校, 民營企業/下東區商業促進區/華埠共同發展
機構

聚集社區投入，以确定使

進行需要評估（調查、訪問、二手研究）以確定公園如何才能最好地
作為資源為家長、兒童、學校和課餘項目服務。

公園局,社區組織, 第三社區委員會, 公園使用者,
民選官員

在所有本地公園確立對運動場地的更公平的使用。

公園局, 康樂休閒組織,第三社區委員會 , 公園使用者

用和编程，资金改善，并允
许。優先照顧社區使用本

地公園。在公园使用者和公 改善公園中的社區公告欄：通過經翻譯的標誌牌和傳單宣佈可提供的
服務；提供社區團體得以張貼各種公園活動和計劃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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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學 校, 民營企業/下東區商業促 進 區/ 華 埠共同
發展機構

公園局, 社區組織, 第三社區委員會, 公園聯盟

移民和公園：公園、開放空間和休閒（繼續）

問題
园局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

改進公園的語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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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機構

創建且林士果廣場的規劃方案。

孔子廣場, 社區組織, 華埠共同發展機構, 交通部,
第三社區委員會 , 本地商戶

在哥倫布公園亭子裏的上下樓增加社區取向的項目。發展一套機制讓
社區團體更容易擬計劃,拿許可和使用此空間

公園局，民選官員，社區組織，第三社區委員會

確保社區參與資本改良和公園規劃，通過社區願景/參與設計活動以及
擴展至公園利益相關方。公園及休閒部/交通部應向利益相關方反饋其
投入是如何被納入所有資本改良項目中的。

公園局，交通部, 民選官員, 社區組織,第三社區委
員會

在所有公共公園和空間創建並支持以本地文化假期和節日為中心的活
動。

公園局, 交通部, 民選官員, 社區組織, 第三社區委
員會

通過公園設計、藝術/設計設施和文化規劃，給公園和開放空間創造機
會，以反映和慶祝華埠的文化身份認同和歷史。

公園局, 交通部, 藝術和文化組織, 第三社區委員會

提高公園休閒中心的能力以使其被更廣泛地使用，並提供翻譯服務。

交通部,第三社區委員會 , 社區組織, 民選官員, 青
年和社區發展部

加強有關本地公園和開放空間的溝通和機構間協調。

紐約市警察局, 公園局, 交通部, 第三社區委員會,
民選官員

促進兒童、青年和家庭以及所有群體的溝通、交流和活動，爲了社區
健康、和平與繁榮，促進分享、參與和康復。

公園局, 社區組織

將所有公園的標示牌翻譯成當地常用的語言

交通部, 第三社區委員會，社區組織

確保公園局和休閒中心的在場工作人員能說當地常使用的語言

公園局，社區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