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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 of Gulick Park 是一個致力於創造更環保，更有生
機和更安全的Luther Gulick 公園及遊樂場的以社區為基礎
的組織。負責編制數據和撰寫本報告的督導委員會成員包
括 David Bolotsky, Brian Crowley, Elizabeth DeGaetano, 

Kim Gledhill, Janet Jensen, Jim Johnson 和 David 

Russo. 

感謝：Friends of Gulick Park感謝Hester Street 

Collaborative ，特別是Dylan House 和 Anne Frederick，
以及 Partnerships for Parks ，特別是來自Jordan Pender 

和 Kirsti Bambridge 的在接觸鄰里和起草報告方面的技術
和研究支持，以及來自Partnership for Parks的Karen 

Overton在鼓舞這項研究方面的努力。我們感謝來自市議
員Margaret Chin ，曼哈頓區總統Scott Stringer ，州參議
員Daniel Squadron ，議長Sheldon Silver和前市議員Alan 

Gerson的資金支持和承諾，並且感謝他們的工作人員在
組織會議和參加公園活動的努力。特別感謝Parsons設計
學院教授Scott Pobiner和城市實踐班級的協助，精力和熱
情。

Friends of Gulick Park 是公共空間研究院的一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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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社區

[1]
所有數據來自這個New Yorkers For Parks 的出版物：http://www.ny4p.org/media/1.pdf

“一個更加多樣化的社區開
始在這個鄰里產生

。孩子們喜歡來這裡，從
學校來這裡見他們的朋友
。我的女兒在這裡遇見了

她最好的朋友。”

Lisa Asaveto

Luther Gulick公園及遊樂場橫跨社區的兩個部分。公園北邊即是
Samuel Gompers住房，Baruch住房（紐約市房屋局）和Masaryk

公寓（米切爾-喇嘛計劃）。南邊即是私人合作社，希爾曼住宅和
合併民居。該公園位於市議會第1分區，但和第2分區的北邊共享一
個邊界；公園的很多使用者來自第2分區。

鑑於公園周邊由高層住宅主導和威廉斯堡大橋八條通道的現狀，對
於公共空間的需求甚至超過市議會分區的統計資料顯示。

• 該公園是市議會第1分區的一部分。每英畝綠地的居民數是整個
區平均水平的兩倍。
• 包括附近第2分區的公園，例如大面積的東河公園，我們每英畝
綠地的居民數仍然多50％。
• 在51個分區中，我們每英畝綠地的居民數排名第32。
• 從2004-2009年，第1分區被分配的改善資金比全市平均水平少
。[1]

Luther Gulick公園及遊樂場有成為一個多樣化小區的共同開放空間
和促進一個積極參與的社區產生的潛力。一個一流的目的地公園和
遊樂場有能力實現這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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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園

Luther Gulick公園及遊樂場，也被稱為Sheriff或
Downing公園，建於1933年的蕭條時期，並且在隨後的
20年內擴展。它於Luther H. Gulick後更名，一個不知疲
倦的城市綠色空間的倡導者，更重要的是，遊樂空間。
他認為，提供這些給兒童對於他們的健康成長，甚至道
德培養都是必不可少的。長期居住的居民仍然記得公園
的活力-- 溜冰場，球類，在樹蔭下的長椅上休息，棋牌
桌的遊戲，和一個帶衛生間設施，教室和體育器材的會
所。

在公民社會和經濟衰退的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安全
系統的缺乏和低質量的維護導致惡化和不必要的行為發
生 。為了制止不適當的行為，點綴西南方向綠地的遊戲
桌和長椅被拆除，只留下難看的混凝土路面。同時，這
塊區域的鵝卵石路徑變得極其不平整，並且長滿難看的
雜草。房屋和廁所長時間關閉，並且隨後拆除。20世紀
90年代後期的一個亞洲天牛蟲害迫使公園部門摧毀西邊
80％的樹木，只剩下填滿泥土和瓦礫的空樹坑。

“椭圆形的区域在地面上沉
没了10英寸。那曾经是个篮
球场。夏天，人们把它装满
水，然后年轻的孩子们跑来
跑去，拿水溅对方。冬天，
他们……把它装满水，然后
它结冰了，成为开放的溜冰
场……这是非常好的。”

Laura Bolot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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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FOGP

Friends of Gulick Park （FoGP） 是一個致力於創造更環保，更有生
機和更安全的Luther Gulick 公園及遊樂場的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該
組織成立於2009年6月，一直致力於振興和恢復工作。近300名鄰居訂
閱我們的電子郵件更新。我們在很多方面是社區和城市官員及代表之
間的聯結紐帶。首先， FoGP通過當地的社區組織直接接觸到所有鄰
居，告知他們我們的項目，鼓勵參與，並且尋求他們的意見。其次，
我們遊說民選代表和市政基金，告知他們社區認為公園很有價值，希
望改善它，並且請求改造資金。最後，我們舉辦活動，來短期內美化
它，提高認知度，並聯結鄰居和Gulick 公園。

迄今為止，我們獲得的支持來自 Ana Luisa Garcia Community Center, 

P.S. 110, Hester Street Collaborative, Friends of Seward Park, 亞洲人
平等會（AAFE）, 聖瑪麗教堂 (St. Mary’s Church), Good Old Lower 

East Side, Henry Street Settlement/Abrons Art Center, Grand Street 

Settlement/Beacon Center, The Educational Alliance, Lower East 

Side Ecology Center, Partnerships for Parks,以及其他社區組織和十
幾個當地企業和企業家。參與我們活動的研究機構包括新博物館，在
美國的中國人博物館，中國教育研究部和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這個公園是一個 [大
熔爐]。所有事和所

有人。每個人都受到
歡迎。人們真的相處

很好。”

- Bella Langai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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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願景過程

社區願景過程自第一次活動就開始了。2009年6月4日，75個社區成員聚集在一起回
憶公園的鼎盛時期，並且向公園局和政治代表表達他們的意見和對未來的期望。之
後，我們開始與Hester Street Collaborative 和 Partnerships for Parks合作。在他
們的幫助下，我們通過運用“人們創造公園“模型更系統和全面地收集我們鄰居對
於Luther Gulick公園及遊樂場的意見。

2010年4月，我們開始通過一個網上調查來收集意見。一個月之後的2010年5月16

日，我們主辦了“奪回我們的公園日“活動，邀請我們的鄰居分享他們對於目前公
園狀況以及創新的意見。運用“人們創造公園“戰略，我們制定了各種活動來推動
社區參與過程，並記錄他們的回憶，意見和建議：在一個巨大的公園建築地圖上，
人們可以標註他們的想法;在便簽紙上標註當前公園的好壞要素;在願望物上大人和
小孩可以寫或畫他們對於未來改造的夢想，在一個模型製造站裡人們可以創造理想
公園的微型模型;一個訪談紀錄回憶和想法，以及英語，西班牙語和中文的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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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地圖願景活動

方法：提供幾個大尺度的公園建築地圖和彩色馬克筆。參與者被要求紀錄他們對於地圖上具體領域的公園回憶。

結果：六十四個參與者，包括大人和小孩，在地圖上記錄了100個評論。只有5個受訪者紀錄了回憶;其餘的是他們建議在公園看
到的設計元素，活動和事件。結果被轉錄成一份清單。重複出現的主題包括：更多綠化，更多座位和廁所。對於特定區域的想法
包括公共藝術和壁畫，體育比賽，園藝，交換集會和跳蚤市場，以及零售車。

經常出現的總體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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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地圖

為噴泉的地面
漆壁畫-運用當
地學校的想法

具體區域的想法

為野餐和小傢伙腳
趾瘙癢增加綠地範
圍

我們是否需要這個
圍欄？

為籃球場更新
地面和網子，
籃球和邊緣。

週末跳蚤市場或交換
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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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模型願景活動

我們事先建立了一個地點模型，運用一個空
矩形代替從威利特(Willett)街到哥倫比亞
(Columbia)街的整個公園區域。通過下午的
課程，37個參與者用手工材料和工藝預製的
元素在矩形框裡製造了他們理想公園的模型。
一旦完成，參與者把他們的公園放進地點模
型來查看它是否與周圍的建築，街道和橋樑
相符合。主持人接著拍攝下參與者解釋他們
想要達到的目的和原因的畫面。這些數據通
過視頻轉錄和分析參與者的描述收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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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模型結果

該分析提供了兩個等級的信息。一個是直接的對於參與者選擇在公園放
置的單個元素的數量統計，例如座位，樹木等。另一個更加生動地闡述
了在參與者的描述中較大的共同目標和想法，包括方案元素，總體佈局
和一般意義上的“地方感覺“。

對於特定元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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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模型結果

這是一個人們開始讓他們對於總體機構，地方感覺和特
定公園元素和項目的願景形式化的練習。雖然佈局相差
很大，幾乎每個人都讓我體驗到一系列有邏輯有想法的
空間安排來傳遞他們之間的功能關係和從一個到另一個
的流動循環。人們非常清楚現在的公園佈局沒有這樣的
邏輯。幾乎所有人都願意看到一個更加綠色的公園，提
供靜態和動態的娛樂設施和有助於凝聚社區的元素。在
公園設計裡孩子們應該被考慮，不僅僅是傳統的玩樂設
施，也包括林地探索，登山石塊和類似的內容。

“如果人們想聚集在
一起組成一個社區，
坐在這個長桌前，
他們可以這樣做。”

“把籃球場轉移到一
個公園橋邊的專用

的圍欄空間。”

“這個底端是有一
個路徑穿越的森

林區域。 ”

“遊戲區域可以是中
心的草地堆，周圍

有攀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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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願景活動

方法：網絡和紙板問卷結果在2010年4月和9月之間收集。總共有115人完成它，有70％住在
格蘭(Grand) 街合作社，18％來自公園北邊的住房，以及12％來自曼哈頓下城的其他地方。
儘管是公園最活躍的使用者，只有25％的受訪者在13-30歲之間，67％在31-60歲之間。

結果：公園的所有部分都被使用，或者如果有更好的條件應該被使用。家庭希望在遊樂場設
施旁邊種植更多樹，草和植物。年長的鄰居和那些沒有孩子的人對現狀感到滿意，但是也希
望更多改進。

如果公園翻新，你願意更多地訪問它嗎？

92%

8%
Yes No

ss

"可能的多樣性：球

類，兒童遊樂場，休
閒，坐。" 
問卷評論



和孩子們玩耍

16%

朋友和家人
18%

長椅閒坐
17%

樹蔭
12%

噴水

13%

球類

9%

bbq
7%

遛狗
4%

其他
4%

什麼吸引你去公園？

13

許多各年紀的受訪者喜歡多樣選擇的活動--無論是靜態的娛樂活
動還是各種活躍地區。

迄今為止，最需要改進的地方是增加樹木和植物。這個也
適用於以“水泥和鐵絲網遍佈“聞名的遊戲場區域。第二，
西南邊的座椅區域的更新為靜態的休閒設施也是強烈的需
求。這個與第一個結果相關;正如一個受訪者寫道：“現
在沒有活動可以吸引我去公園，由於它只迎合孩子們和運
動愛好者的需求。如果它能更具包容性，那就會很好。“

最常被提及的兩個具體問題是鏈條式柵欄和內部通道。柵
欄以及公園外部的總體外觀給一個鄰居以“監獄的院子
“的印象。柵欄，過於寬敞的人行道和缺乏的景觀不能給
人愉悅的印象。許多受訪者表示內部聯結的缺乏阻止公園
的完全使用。正如有人說道：“它被一種奇怪的方式分隔，
以至於毫不邀請人漫步其中。“許多各年紀的受訪者喜歡
多樣選擇的活動--無論是靜態的娛樂活動還是各種活躍地
區。

問卷調查結果



你最不喜歡什麼？

缺乏植物

24%

人行道情況

13%

沒有內部通道

13%
娛樂設施狀況

11%

無家可歸/安全

13%

球場條件

10%

噪音

10%

其他

6%

14

關於公園圍欄許多人寫
道：“它讓我想起了紐

約70年代的樣子。”

問卷調查結果



15

選擇你的公園地址願景活動

大約有20個個人和家庭參加了此項活動。家庭參與者主要由一個年幼的孩子與一位
陪同的家長組成。每個參與者最初被給予總共9個便簽貼：三個綠色便簽貼到他們
喜歡的元素上，三個黃色便簽貼到他們希望改進的元素上，以及三個粉色便簽貼到
他們不喜歡的元素上。他們隨時歡迎回來貼更多任何顏色的便簽如果需要的話。參
與者選擇僅僅貼在公園的西南範圍內，也就是活動舉辦的地方。

選擇你的公園地址活動的目的是為
了讓當地社區居民有機會現場確認
他們對於現有公園的好惡和亟需的
改變。參與者運用有顏色編碼的便
簽，每一種顏色代表他們對於公園
現有狀況的立場。他們被要求把便
簽貼在公園裡他們想要保留，想要
改進或者想要刪除的項目。



公園裡物體的狀況和新鮮度很大程度地影響了人們的意見。唯一的新項目，乒乓球桌得到了大部分積極的貼紙，並且
在活動中持續被使用。參加者對於這個公園的新增物十分興奮和熱情。相反，許多公園裡看上去缺乏維護的項目得到
了負面的貼紙，並且貼紙建議維修。包括金屬的燈柱，鋼製垃圾桶和手球場的連接式柵欄在內的這些項目幾乎得到了
相等數目的黃色（維修）和粉色（不喜歡）貼紙。

得到最消極的貼紙的項目是那些條件很差並且似乎不再承擔任何功能的項目。這些項目包括在公園東南角的廢棄的混
凝土柱基，公園南邊邊界的低鐵欄杆和曾經作為桌子底座或者六角磚邊界的混凝土墊子。在其中一個貼紙中，有一個
評論提到不平的路面需要維修。

一個對於“條件“說法明顯的例外是對於鵝卵石鋪路的積極反應。雖然他們既不平整也不規則，鵝卵石鋪路得到很多
喜歡的貼紙。也有很多對於鵝卵石路面磚接壤的新近種植的花壇的積極貼紙。這些貼紙大概是表達對於最近美化公園
努力的支持。

從這項研究中，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研究的參與者希望看到公園裡出現新的活動，有一個妥善維護的公園，以及一
個保留原始公園中最好的特徵（比如鵝卵石鋪面），但是去除殘留廢棄元素的公園。

選擇你的公園地址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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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你的公園地址結果



公園故事願景活動

“我記憶最深刻的是這個

公園夏天晚上時的美麗
。當那些老式的路燈被
點亮時，大樹在那裡，
總是十分涼爽。即使是
白天也很涼爽，因為你
有那些大樹，因而很蔭

涼。” -Laura Bolotsky

在兩個公園活動中（2010年5月的“奪回你的公園日“活動和2010年10月的“這是我的公園日“活動），相關採訪收集和記錄了故事和
對於公園的態度。除此之外，帕森斯新學校(The New School of Parsons) 設計學院的城市實踐課程設計了四組訪談。

• Friends of Gulick Park督導委員會
• 當地 UJC午餐俱樂部的年長公民
• 使用籃球場和手球場的年輕人
• 使用公園的老年人和家長

在兩次公園活動中，學生和Scott Pobiner教授運用許多錄音採訪構建了一個“聽牆“，並連接到一個折疊式的桌子來紀錄更多的口
述歷史。總共進行了大約30份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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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故事結果

對於那些19世紀30、40和50年代成長在這個社區的人來說，公園和遊樂
場被認為是一個安全、社交和特別的地點。有幾個人提到在那里為孩子們
組織的會所和結構性活動。州議會長Sheldon Silver談到在公園裡打幾個
小時的籃球，並且看著後代追隨他的步伐。一個重複出現的主題是公園有
多項用途：手球、溜冰、噴泉旁嬉戲、使用體育和遊樂設施、以及參與各
式各樣傳統的和虛構的遊戲。公元服務不同年齡的居民和社會團體。有幾
個人也提到公園經歷了幾段衰敗，但現在似乎在改善。

“我哥哥的藝術作品展

示在會所所有牆上的
壁畫中。他們曾經有
一個建築在這裡，有
遊戲和辦公，幾年前
，這裡曾經有桌子和

長椅。“

Michael Mars

“我認為有一個社區組織是

很棒的。在那裡人們互相
了解，互相遊戲，彼此很
友好。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 

Julius Shapiro

“我認為這大概是最好

的手球場之一。最近的
一個在我的初中學校，
但是那裡有毒品，所以
我不再經常去那裡。有

更好的人來這裡。 ”

手球運動員

“我四岁时搬到了格蘭(Grand)

街500号，这个公园就在转角
处……我记得我在秋千上，因
为一些孩子踢我，我下巴这里

仍然縫了五针。”
州議會長

Sheldon Silver

許多這些訪談可以在城市實踐課程博課中閱覽

http://a.parsons.edu/~pobiners/courses/urbanpractices2010
這裡也解釋了方法。經過編輯的這些訪談的音頻版本也在網站上可以閱覽。

http://a.parsons.edu/~pobiners/courses/urbanpractice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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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願願景活動

方法：我們提供白色的魚狀卡片，20個
類別的活動和元素標籤，裝飾貼紙，彩色
馬克筆和蠟筆。參與者被要求考慮他們希
望在Luther Gulick公園看到的元素和活動，
並且任意組合這些材料來傳遞他們的願望。
這些願望魚然後被釋放到河裡（釘在藍色
的橫幅上，並掛在柵欄上）。願望魚被收
集起來，活動和元素標籤被記錄下來。書
面文字和圖畫被持續地解釋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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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願結果

結果：從10個月到65歲的參與者創
造了87個願望魚，總共156個分類
圖畫、標籤和文字。大部分認為
Luther Gulick 是他們的社區公園。
其他代表公園有Bryant 公園、
Tompkins 廣場、Fort Greene、東
河（East Rive）和督導島
（Governor's Island）。前四位願
望類別是綠化（26%）、遊戲
（16%）、野餐（10%）和園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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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這些活動反映了幾個共同的願望：
• 更多綠化：樹木，灌木，花朵，草地
• 聯結地段：各個板塊間更容易的路徑
• 鋪路：平整人行道，整修或者重複利用鵝卵石
• 更好的柵欄：使得整體感覺更具歡迎性
• 混合各種可能性：為年輕人和老年人設計的元素，為活動或者休閒設計的元素
• 新的項目：例如乒乓球桌，藝術裝置，跳蚤市場等.

• 更好的維護：現代化的噴灌，取代法院設備等. 

許多這些問題是相關的。柵欄和綠化將相互補充，來創造一個公園從外到內的新面貌。更安全和更平整的路徑將促進各項目和
混合利用。公元的各個板塊針對不同類型的使用;更好地聯結這些將只會增加利用性。. 

通過回憶它之前的用途和想像新的用途，社區把Gulick公園看作一個空間的可能性：長椅，遊戲桌，溜冰，藝術裝置，蜿蜒銷
售，巨石，山丘，以及其他自然遊樂物體，野餐桌，草地等。人們希望在Gulick公園看到新鮮事物，或者新近回歸的事物。

社區也已經把公園看作各種使用者的連接地：那些玩球類遊戲的，那些想閒坐和休息的，那些想和他們孩子一起玩樂的等。他
們希望加強這方面，更多支持靜態休閒或者創造動態遊戲和休閒同時發生的地方。同樣，有許多通過活動，大桌子或者大草坪
聯結社區的想法。

下步計劃
• 開發設計建議：從這些一般結論出發，在更具體的元素上促進社區投入。

• 繼續倡導資金資助：與社區團體，鄰里和選舉代表合作，來確保社區希望看到的公園需要的資金



我喜歡在這裡玩......有時在
夏天，灑水噴頭會啟動，
這時會非常漂亮和可愛。
我喜歡它們裝飾它的樣子
。我喜歡這裡因為他們會
策劃新的事物，例如乒乓

球。

Nawal Ibrahim,九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