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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
Adirondack 公園管理機
構負責規範在公園內的私
人土地的開發。在您開發
您的土地之前，您可能需
要向 APA 申請許可。欲
瞭解更多信息，請閱讀本
指南，致電給本機構的工
作人員或親自來本機構咨
詢。
和紐約州的其他開發項目一
樣，您的工程可能需要不止
一份許可。有關可能適用與
您的項目的其他法規和許可
證規定的問題，請向州政府
的其他機構和您當地城鎮或
村辦公室咨詢。

這份 Adirondack 公園管理機構土地使用市民指南可以幫助您熟
悉本機構執行的關於給公園內的私有土地使用授予許可證的法
規；當您致電給本機構進行咨詢時，也可以參考這份指南。本指
南可能無法回答您的全部問題，或無法提供足夠的資料，幫助您
確定是否需要申請許可。請打電話給本機構或親自來本機構咨
詢，或者訪問我們的網頁。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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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藍圖

公園地域廣闊，是一個天然的庇護
所。美國和加拿大的 7000 萬居民
都可以在一天內驅車到達。

關於公園
Adirondack 公園由紐約州創建於
1892 年，目的是保護當地水資源
和木材資源。如今，Adirondack
公園已經是美國本土最大的公共
保護區，其面積大於黃石公園、
大沼澤、冰川和大峽谷國家公園
的總和，與整個佛蒙特州的大小
相似。公園全部面積達 600 萬英
畝，其中 48% 屬於紐約州的所
有居民，並受到憲法的保護以保
持其「永遠的野生」森林狀態。
其餘的 52% 為私人土地，包括
住宅地、農場、伐木林地、企
業、家庭住宅和營地。

力於保護公園的自然資源，並保 公園管理機構不負責的事宜
證開發案在 Adirondack 公園管理 •APA 與紐約州環境保護署
機構法 (包括 APLUDP 和其派生
(DEC) 合作負責編制並維護公
條例)、紐約州淡水濕地法以及紐
園內所有的州屬土體使用的總
約州野外、科研及娛樂用河流系
體規劃。APA 不負責管理這些
統法的規定下得到良好的規劃。
土地；照顧、監護和控制州屬

土地是 DEC 的職責。
APA 是紐約州的政府機構，擁
有 65 名工作人員以及一個由 11
•本機構不負責管理 Adirondack
名成員組成的理事會，其中 8 名
Adirondack 公園管理機構介紹
公園內的公共露營地。關於公
公園管理機構 (APA) 由紐約州立 理事由州長任命。其餘三人分別
共營地的資訊，請聯絡 DEC。
是州務卿、環境保護專員以及經
法機關設置於 1971 年，宗旨是
濟發展專員。機構理事會負責公
開發公園邊界 (通常被稱為「藍
•本機構不會代表紐約州收購土
園的政策問題，並負責在每月公
線」) 內公有和私人土地長期使
地。 同樣，請與 DEC 聯絡。
用規劃。本機構編制了州土地總 開舉行的機構會議上審批各項
體規劃書，該規劃書於 1972 年被 申請。
•公園管理機構不能評定您的土
簽署成為法律，並於 1973 年編制
地的價值。請聯絡您的城鎮或
了 Adirondack 公園土地利用和發 APA 的辦事處位於紐約 Ray
村的估價師。
展規劃綱要 (APLUDP)。這兩份規
Brook, 在 Placid 湖和 Saranac 湖的
劃都定期進行修訂，以反映當前
村莊之間。
的趨勢、變化和狀況。本機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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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哪裡

開始
土地使用分類
決定本機構的規定如何適用於私
有土地的開發的過程始於對土地
分類的查核。

分類是什麼意思？
Adirondack 公園土地利用和發展
規劃綱要 (APLUDP) 將所有的
私人土地劃分成六類並在公園
地圖上用顏色表示：小村莊 (褐
色)、中等強度使用 (紅色)、低
強度使用 (橙色)、農村用地 (黃
色)、資源管理 (綠色) 和工業用
地 (紫色)。
特定區域的分類 (在編制計畫時
進行的分類) 取決於以下因素：
•當前土地使用類型和人口增長
模式；
•土壤、山坡和海拔高度的實際
限制；
•獨有的特徵，如峽谷和瀑布；
•生物因素，如野生動物的棲
息地、稀有或瀕臨絕種的動植
物、濕地和脆弱的生態系統；
•以及公共因素，如歷史遺跡、
接近重要的國有土地以及需要
保持公園開闊的空間的特色。
分類體系的預期目的是將開發引
導至最適合的區域，並最大限度
地限制不適合
2

維持增長的區域的開發。下面是
關於 APLUDP 的土地使用分類和
使用目的的總體描述：
小村莊
這裡是本機構鼓勵開發的公園的
發展和服務中心。本機構有意地
放寬了對小村莊區域許可證的規
定。在此類區域內需要向機構申
請許可的活動包括修建超過 40
英尺的建築物，涉及超過 100 個
地段、場所和單位的項目、涉及
濕地的項目、機場、流域管理項
目，以及某些建築物的擴建和使
用。小村莊的邊界通常遠遠超出
已經建立的定居點，以便為將來
的擴展提供空間。中等強度使用
允許大多數的使用目的。最適合
相對集中的住宅開發。
中等強度使用
允許大多數的使用目的。最適
合相對集中的住宅開發。

低等強度使用
允許大多數的使用類型﹔適合
以比小村莊區域和中等使用強
度區域低的強度開發住宅。
農村用地
大多數的使用目的都會得到許
可；住宅用途和能夠保存鄉村
特色的低強度開發最合適。
資源管理
資源管理區域內的大多數開發
活動都需要獲得公園管理機構
的許可；可相容的用途包括住
宅用途、農業和林業。我們對
這類區域的自然開闊空間的保
護特別小心。
工業用地
這是現在或曾經的工業所在
地，並可能適合用於將來的工
業開發。屬於其他土地使用類
別的地方，也可能允許工業及
商業用途。

表1 — 整體強度準則
土地使用區域

地圖上的顏色

小村莊
中等強度使用
低等強度使用
農村用地
資源管理
工業用地

棕色
紅色
橙色
黃色
綠色
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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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主號
建築物
(每平方英里)
無限制
500
200
75
15
無限制

平均值
地塊大小
(英畝)
無
1.3
3.2
8.5
42.7
無

公園土地利用和發展規劃綱要 (APLUDP) 將所有的私人土地劃分成六類，並在公園地圖上用
顏色表示：小村莊 (褐色)、中等強度使用 (紅色)、低強度使用 (橙色)、農村用地 (黃色)、資
源管理 (綠色) 和工業用地 (紫色)。園區規劃圖的這一部分展示的是地圖的顏色編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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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數字並不是地塊的最小面積規
定﹔該法中還有關於不同的開發
類型的場地的最小面積的不同的
規定。強度準則只適用於項目出
資人所擁有的土地。鄰近土地上
現有的或擬建的建築物不包括在
內。
Adirondack 公園管理機構法允許
公園區域內的任何當地政府建立
土地使用管理機構，在獲得本機
構許可的情況下，本機構的部分
許可審批權限會轉交給這些當地
管理機構。

擁有經過本機構許可的
當地土地使用管理機構的城鎮
Essex County: Chesterfield, Newcomb,
Westport, Willsboro
Fulton County: Caroga
Hamilton County: Arietta, Indian Lake
St. Lawrence County: Colton
Saratoga County: Day, Edinburg
Warren County: Bolton, Lake George,

Lake George Village, Hague, Horicon,
Queensbury
在這些城鎮中，如果土地所有
人在對照了以下準則和檢查
表後發現其項目可能需要得到
Adirondack 公園管理法的許可，
該土地所有人除了需要諮詢公園
機構之外，還應該諮詢當地的法
案主管或執法人員。

我的土地是如何分類的？
為了確定某塊土地的使用分
類，請寫信或致電本機構辦公
室。
是否可以更改土地的類別？
APA 法中有允許土地使用和發
展規劃圖在某些情況下進行修
改的條款。這些更改往往發生
在當地政府制訂和通過區域規
劃和土地利用規劃時發生，或
應市政府的要求進行更改。致
電或寫信給本機構以獲得更多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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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 法中的土地分類體系的目的
是將開發項目引導至最適合的區
域，並控制總體的開發密度。盡
管該法禁止的活動類型很少，但
有些活動在一些特定的土地使用
區域還是被禁止的。
通過對建築物的數量以及相應的
道路、空地和支援服務等的限制
來實現 — 該法希望保持園區的
自然、開闊狀態，同時讓園區內
的社區以對環境敏感的方式繼續
發展。通過土地使用分類來確定
整體強度準則。雖然強度準則規
定了建築地塊的平均面積，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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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CEA
環境敏感區域 (CEA) 是公園
自然環境中的更敏感的地貌特
徵。它們是總體的土地使用分
類下的亞類，依法獲得額外的
保護。這類環境敏感區域包括
濕地、高海拔地區、指定的研
究河流的兩岸、州或聯邦公路
的周邊區域以及接近某些特定
分類的州屬土地的區域。
CEA 包括：
•海拔在 2500 英尺以上的土地
(除小村莊區域)，以保護薄層
的土壤和開闊的空間；
•州屬荒野、原始或獨木舟區
域週圍 1/ 8 英里以內的部份 (
除小村莊區域);
•聯邦或州高速公路的兩側 150
英尺以內 (農村用地區) 或 300
英尺以內 (資源管理區) 的土
地；
•濕地;
•以及野外、風景和遊憩河流
兩岸 1/4 英里範圍內 (除小村
莊區域) 的土地。(已經被歸類
為野外、風景和遊憩用的河流
兩側 1/4 英里以內的土地受小
村莊區域和中等強度使用區域
特別規定的管轄，它們並不屬
於關鍵環境區域。)

濕地—包括泥塘、沼澤、濕草
地、濕草甸。

按照 APA 法和紐約州淡水濕地
法 (NYS Freshwater Wetlands Act)
的規定﹐幾乎所有的涉及到濕地
或在濕地內進行的土地使用﹐比
如排污、疏通、填埋、建設以及
地塊再分割等，都需要向本機構
申請許可證。

其他一些種類的濕地植物的生長
區不是那麼明顯，但是也被認為
是濕地區域所特有的，如濕草甸
或沼澤雲杉。分析地塊上的土壤
和水文特點可以幫助確定濕地是
否存在及其範圍。提出項目的土
地所有者，可以聯絡本機構要求
測定其土地上是否存在濕地。濕
地的確定是針對管轄查詢的審閱
工作的一部分。這一過程包括參
看官方濕地地圖 (如有) 和對航
空攝影圖片的解讀。在本機構工
作人員為審查許可申請而到項目
點進行實地考察時，可以確定您
的地塊上是否有濕地。

什麼是濕地？濕地的定義是：
「任何每年定期或持續被水淹沒
的土地，通常被稱作泥沼、濕
地或沼澤，並且其通常為（a）
一英畝大小，或（b）與水域相
鄰，並可以與水域進行自由的水
流交換 (在第二種情況下沒有面
積大小的限制)。」每年春季被貯
備的地表水或積水淹沒的土地或
者地面擁有大量水份的森林，也 為什麼濕地需要特別保護？
可能屬於濕地。
濕地在任何流域的水流量的調節
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可減少發
在我的土地上有濕地嗎?
生洪水和水土流失的可能性。它
辨別某個地塊是否有屬於濕地的 們可以過濾污染物、淨化水源；
部份可能比較困難。一些植被， 它們為多種動植物提供了重要的
如香蒲、睡蓮或梭魚草，是專門 棲息地。
生長在非常潮濕的地方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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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線

河流和
樹木

建築物到岸邊的距離從水岸線的
最高水位標記開始測量。如果您
正在考慮一項開發案，可請本機
構的工作人員幫助您確定高水位
標誌在哪裡。

Adirondack 水岸線
在公園的最寶貴的資源中包括
數以千計的溪流、河流、池塘
和湖泊。本機構執行的法律通
過設置建築屋後退距離規定、
地塊寬度和植物砍伐限制來保
護水質和 Adirondack 水岸線的
美觀。
水岸線限制適用於所有的湖泊
和池塘、所有正在為加入野
外、風景和遊憩河流系統而進
行研究的河流，以及所有可以
讓船舶 (包括獨木舟) 航行的其
他河流和小溪。

建築物到岸邊的距離和地塊的
寬度。無論是否需要向本機構
申請許可，任何項目都需要遵
守水岸線限制條款（見表2)。只
有在收到變通 (variance) 許可的
情況下，才可以減少限制 (見下
列討論表格)。
碼頭和船塢。如果您正在計劃
新建或擴建碼頭或船塢，您應
該詢問一下是否需要向本機構
申請許可證或變通證。建築物
到岸邊的距離的限制適用於所
有大於 100 平方英呎的建築，
碼頭和船塢除外。然而，碼頭
6

和船塢必須符合一些特別的規
定，才能不受關於建築物到岸
邊的距離的限制。
請注意：被歸類在野外、風景
和遊憩河流系統的河流的岸邊
的地塊寬度和建築物到岸邊的
距離的規定值較大。地方法可
能會提供更多的保護，請電話
諮詢當地的建築監理員或市政
辦公室。
如上所述，關於建築物到岸邊的
距離的規定適用於除了船塢或碼
頭之外的大於 100 平方英尺的所
有建築。「結構」包括建築物、
棚子、柵欄以及油庫等。

野外、風景和遊憩河流系統
Adirondack 區域內的很多河流都
受紐約州野外、風景和遊憩河流
系統法中特殊規定和關於申請許
可證的規定的管轄。針對此類區
域，除了執行 APA 法中規定的條
款以外，還須執行這些法規。
本機構的規定適用於指定的河流
和與其毗鄰的土地，一般為距離
岸邊的 1/4 英里的範圍。河流法
規旨在通過以下途徑保護水的品
質和河流的美觀：
•沿著河流建立一個 100 英尺長
的緩衝帶，在其中嚴格限制砍
伐植被和樹木；
•規定地塊的最小寬度和建築物
後退距離 (其規定大於 APA 法
中的規定)；

表2 — 水岸線限制：
地段的最低寬度和建築後退寬度規定
土地使用類型
小村莊
中等強度使用
低等強度使用
農村用地
資源管理
工業

最低地段寬度 (英呎)
50
100
125
150
200
不適用

最低建築後退 (英呎)
50
50
75
75
100
不適用

注意：汙水處理系統距離水域或濕地的後退距離至少應為 100 英
尺 (從堆浸場或其他吸收組成部份開始測量，測量到至水岸線或濕
地的最近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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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區域的地塊再分割項目、
單一家庭住宅和移動房項目，
幾乎都需要向本機構申請河流
項目許可證；
•在野外、風景和遊憩河流中以
及附近限制摩托艇和汽車的活
動；
•規範橋樑和道路的建設；
•禁止能改變河流的自然流動
的建築 (如水壩) 和活動 (如疏
浚)；
•允許延續現有合法但不符合規
定的用途，但在對其進行擴展
或改變用途前必須申請許可證
或變通證；
•限制某些「不相容」的用途；
•並且禁止在野外河流區域進行
新的建設。
哪些河流？
Ausable, Black, Blue Mt. Stream,
Bog, Boreas, Boquet, Cedar,

平均 6 英寸*
高水
位

Cold, Deer, East Canada Creek,
Grasse, Hudson, Independence,
Indian, Jordan, Kunjamuk, Long
Pond Outlet, Marion, Moose,
Oswegatchie, Otter Brook,
Raquette, Rock, Sacandaga, St.
Regis, Salmon, Saranac, Schroon,
West Canada Creek 和 West Stony
Creek.
移除樹木
總體來說對於砍伐非沿岸土地
上的樹木沒有限制，除非您打
算清除大於 25 英畝的高地或 3
英畝的濕地上的樹木，或者您
的土地位於指定的河流區域。
然而，為某個需要許可的項目
做準備而砍伐樹木，應該等到
獲得許可之後再進行；樹木的
移除也是項目審核過程的一部
分。此外，針對穿過濕地的森
林道路或滑道的建設工程，也
有許可證方面的規定。

對於在水岸沿線砍伐樹木，有以
下限制：
•在岸邊 6 英尺以內，每塊土地
上清除的植被的數量不超過
30% (灌木和樹林)。
•在 10 年內，在沿岸 35 英尺的
範圍內，不超過 30% 的直徑超
過6英寸、高度高於地表 4.5 英
尺的樹木可以被清除。
以下圖表展示了關於樹木砍伐的
限制。
變通
關於水岸线的强制性限制，在下
列情况下可能允许變通 (如果土
地所有者提出變通申請)：本機構
認定严格執行水岸线開發限制可
能会导致实际困难或不必要的痛
苦。針對每項變通申請，本機構
都必須舉行聽證會。

在離岸邊 35 英尺以內的區域內，在 10 年
內，僅可砍伐直徑超過 6 英寸、高度超過
齊胸的樹木中的 30% 或以下。
35 英尺

*在離岸邊 6 英尺以內的地
方，在任何一宗地塊上，清
除植被的地面的寬度不得超
過地塊寬度的 30%。

建築後退線
(最少 50 英尺)

圖表 — 對於沿水岸線砍伐樹木和植被的限制
市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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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

程式
並不是每個項目都需要申請許
可。對於需要申請許可的項
目，這部分提供了關於申請許
可過程的概述。
管轄查詢
閱讀本指南之後，確定您的
土地的分類並使用本指南的
第 10 頁和第 11 頁提供的檢查
表。也許您已經知道您需要
申請許可，但是，如果您還是
不確定的話怎麼辦？聯絡本機
構，索要管轄查詢表！

需要向本機構申請許可，下一步
就是完成申請表格的填寫。申請
表可以從本機構辦公室領取。

聽證會什麼時候舉行？
本機構每月舉行一次公開會議，
對許可的申請給予考慮。在提交
給本機構審核的項目中，只有少
數需要通過舉辦聽證會來進行處
理。以下是需要經過聽證會程序
的原因：
•給公眾一個發表觀點和意見的
機會，特別是針對大型項目；

對於大型項目，建議在您填寫申請
表之前與 APA 工作人員安排一次
申請前會議。這種會議通常會對申
請表的填寫非常有幫助，並且可以
根據您在管轄查詢表上提供的資 確保您對本機構的審批過程和標準
有所瞭解。先和本機構溝通，可能
料 (包括對您的項目的描述、稅
•項目有爭議；
務圖號以及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歷 會為您節省時間和金錢。
•毗鄰項目的土地所有人可能會
史)，本機構工作人員會告知您是
受到項目的影響；
一旦 APA 接到您的申請，就會
否需要申請許可。
指定一名審查員檢查申請資料是 •項目所涉及的當地政府要求舉
許可審批過程
否完整。您的申請是否完整，將
行聽証會；或者
一定要先確定您提議的項目是否 在 15 個日曆日內通知您。如果申 •項目有可能不被批准 (本機構
請材料不完整，則會具體告訴您
不能在舉行聽証會之前就拒絕
需要提供什麼額外的資訊。對於
一份申請)。
所有的重大項目，我們會發佈公
告，邀請人們提出意見。APA 法 批准一個項目
規定，本機構的通知和聽證會
工作人員批准。大部分的許可申
(如果需要) 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
請都是由 APA 的工作人員處理
完成。如果本機構和申請人一致
的 (具體負責人是監管科主任)，
同意，規定的期限可以延長。
而不需要提交給本機構理事會討
一旦本機構收到了完整的項目申 論。使用此處理程序使工作人員
無需等待本機構每月的例會就能
請資料 (指本機構獲得了審核該
項目所必須的所有資訊)，就會展 直接對申請進行處理，從而為申
開實質性的審查。
請人節省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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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科主任只負責批准項目。
所有的擬對申請給予拒絕的提
議，都必須提交給本機構理事
會進行考慮。

理事會許可。下列項目必須得到
本機構理事會的許可：
•涉及 50 個及以上的地塊的地
塊再分割；

本機構做出的决定
可以被重新考慮

•本機構為其舉辦了聽證會的項
目；或

如果您的申請被本機構拒絕，
您還可以通過相應的程序要求
重新考慮您的申請。 您必須證
明：

•涉及變通 (variance) 申請的項
目。

•有新的事實或證據；或者
•本機構的政策有變化；或

條件

您有權對監管科主任給您的項
目許可證附加條件，向本機構
理事會下屬的監管計劃委員會
(Regulatory Programs Committee)
提出申訴。

•先前的決定是基於對事實的
錯誤認定而做出的。

大約 98% 的項目申請都會獲得許
可。本機構發佈的大部分許可都 執行
包含關於環境保護和鄰近土地的
APA 有一套執行計劃，可以確
使用的條款。
保法律的恰當執行和遵守。如
果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討論具
其他許可
體的事項，請打電話給我們。
請注意，除了需要獲得 APA 的
許可之外，您的項目可能還需要
獲得其他許可證 (聯邦、州或當
地)。

市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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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

檢查表
使用這個方便的檢查表幫助您確定是否
需要許可。我們很高興能為您提供幫
助。請撥打我們的電話 518-891-4050。

本機構執行的三項法律 (即「APA 法」、「野外、風景和遊憩河流系
統法」和「淡水濕地法」) 都會對您的項目是否需要本機構的許可有
關。以下的清單將幫助您確定您的項目是否需要許可。

此清單提供的是一般性資訊，而且它並不詳盡，僅供參考。
要獲得關於您的項目是否需要許可的最終決定，您必須打電話給本機構並提交「管轄查詢表」(Jurisdictional Inquiry Form)。如果您在以下各項中勾選了多項，那麼您就需要申請許可。
土地使用分類

首先您需要明確您的地塊位於哪種類別的土地上。您可以要求本機構協助您。
環境敏感區域包括濕地、高海拔地區以及接近某些河流、公路和州屬土地的區
域。下列區域內的所有土地開發和分割活动都需要獲得 APA 的許可：

位於環境敏感區域內
的項目

指定的野外、風景
和遊憩河流

濕地 (參閱本指南的濕地部分)。
海拔高於 2,500 英尺的地方。
位於「研究河流」兩岸 1/4 英里之內的地方，包括 Oswegatchie 的一部
分、Osgood、Grasse, N. Branch Saranac、N. Branch Boquet、The
Branch、East Stony Creek 和 Pleasant Lake Stream。(「研究河流」是指
正在被考慮納入野外、風景和遊憩河流系統的河流。Adirondack 區域內的許
多河流和小溪已經被歸入這個系統，並受到特殊法規的管理。)
州森林保護區週圍的 1/8 英里以內的土地，都被歸類為荒野、原始或獨木舟
區域。
州或聯邦公路通行權兩側 150 英尺以內的區域 (只限於農村用地區域)。
州或聯邦公路通行權兩側 300 英尺以內的區域 (只限資源管理區域)。
一般來說，位於州屬的野外、風景和遊憩河流系統 (State’s Wild, Scenic
and Recreational Rivers System) 週圍 1/4 英里以內的項目都需要申請 APA
的許可：Ausable, Black, Blue Mt. Stream, Bog, Boreas, Boquet, Cedar,
Cold, Deer, East Canada Creek, Grasse, Hudson, Independence, Indian,
Jordan, Kunjamuk, Long Pond Outlet, Marion, Moose, Oswegatchie, Otter
Brook, Raquette, Rock, Sacandaga, St. Regis, Salmon, Saranac, Schroon,
West Canada Creek 和 West Stony Creek.
地塊再分割可能需要 APA 許可。地塊再分割的廣義為任何用於出售、出租或
任何其他形式的單獨所有或佔用的、被分為兩塊或以上的地段、地塊或建築用
地 (包括業主保留的部分)。在一宗土地上建造第二個主要建築或住宅或兩單元住
宅，就屬於地塊再分割。

地塊再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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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一個項目是否需要許可，取決於多種因素，包括：
• 從 1973 年 5 月 22 日的原始地帶上再分割出的所有地塊或建築場地的總數目；
• 在提議再分割出的土地中的最小地塊的面積；和
• 再分割後的地塊中距離水岸的最小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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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APA 許可：
如果在一塊 1973 年 5 月 22 日劃定的原始地塊上建造的場地、場點或住宅
單位的總和等於或大於：
小村莊裏 100
低強度利用區域 10
中等強度利用區域 15
農村用地 5
資源管理區域內的任何地塊再分割、工業用地區域或位於指定的野外、風
景、遊憩河流區域之內。
整個再次分割地塊，如果提議的再次分割區域內的任何非沿岸地塊小於：
40,000 平方英呎(0.92 英畝)
中等強度利用區域
120,000 平方英呎(2.75 英畝)
低強度利用區域
320,000 平方英呎(7.35 英畝)
農村用地
如果項目涉及任何水岸線*地塊，且如果最小地塊的面積或沿岸地塊的寬度小於：
小村莊
中等強度利用區域
低強度利用區域
農村用地
資源管理區域

不適用
25,000 平方英呎 (0.57 英畝)
50,000 平方英呎 (1.14 英畝)
80,000 平方英呎 (1.83 英畝)
42.7 英畝

50 英呎
100 英呎
125 英呎
150 英呎
200 英呎

* 水岸地塊包括涉及的土地使用區域中的任何完全或部分地位於水流的最
低後退線之內的所有土地。如果您的土地位於野外、風景和遊憩河流區
域，則會使用不同的水岸線寬度規定。

單一家庭住宅

在以下區域建造單一家庭住宅或移動房，需要獲得 APA 的許可：
資源管理區域工業用
地區域
環境敏感區域
指定河流區域
濕地 (內部或靠近)
在其他的土地類別中，在已經有其他住宅建築或其他主要建築的地塊上建造單一
家庭住宅時，可能需要作為地塊再分割而接受本機構的審查。

其他項目

需要 APA 的許可：
高於 40 英呎的「結構」。 注：高度的測量範圍是從一個結構的最高點到該
結構或自然地勢的最低點。
除了小村莊地區以外的所有新的商業或工業用地。
對包括在「APA 法」內的區域項目名單中的現有的用地或結構的超過 25%
的擴建 (無論擴建是一次完成還是需要進行一段時間)。對於位於除了小村莊
地區以外的所有區域內的擴建工程，按照尺寸、面積或容積進行測量。
任何多家庭建築，即包含兩個或以上的獨立居住單元的單幢建築。以上適
用於除了小村莊區域之外的所有區域內的土地使用。
在由經過本機構許可的地方土地使用管理機構統領的地區，某些通常需要獲得本
機構許可的項目，只需向當地的土地使用管理機構申請許可證。
水岸線限制規定適用於所有的湖泊、池塘、河流和小溪，無論其是否需要本機構
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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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
本機構

在您打電話時請將本手冊放在手邊備用。準備好紙和筆。
關於下列問題…

•土
 地使用分類或關於某一宗地塊是否有屬於濕
地的部份的鑒定:

• 關於正在強制執行的事宜：
請聯絡指定的執法調查員。

 要求轉接管轄查詢辦公室 (Jurisdictional Inquiry
請
Office)。

• 舉報可能的違規行為：

請要求轉接管轄查詢辦公室 (Jurisdictional
準備好關於土地的基本資料，包括：
Inquiry
Office)。 請記住，如果沒有提供土地的
城鎮或村名
具體位置，我們將無法對違規舉報進行調查。
所有者姓名
在舉報可能的違規行為時，您不需要表明自己
地塊宗號— 這是您的稅單上的一串由三個數字
的身份。
組成的號碼 (和您的社會安全號碼一樣用橫線
分隔)。您也可以從當地的估價師處或縣房地產
稅務服務處獲知此號碼。
•公
 園的自然和人文資源：

•您提交的許可證申請的審批狀態:
請
 向監管科 (Regulatory Programs) 詢問。

此類問題將被轉交給規劃科 (Planning
Department) 或資源分析科 (Resource Analysis
Unit)。 可以在本機構的網頁上瞭解更多資
訊，網址 www.apa.ny.gov

如果您知道項目編號和指定的審核人姓名，請
直接與他/她聯絡。請注意這些審核人經常外出 • 地圖修正：
到實地工作。將具體的問題和您的項目編號給
他們電話留言，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此類問題將被轉交給規劃科。
• 現場濕地確認申請:
您
 的電話會被轉接給資源分析科 (Resource
Analysis Unit) 的濕地專員。如果您要在電話中
留言，則需要說明土地的具體位置。工作人員
會聯絡您，安排會面時間。

(518) 89 1-4 050
NEW YORK STATE ADIRONDACK PARK AGENCY
P.O. Box 99, Ray Brook, New York 12977

www.apa.ny.gov

封面照片: 哈特湖 (Heart Lake)， © 2001 Carl E. Heilman II

NEW YORK STATE
紐約州

ADIRONDACK
公園
管理機構

ADIRONDACK PARK AGENCY
P.O. Box 99
Ray Brook, New York 12977
(518) 891-4050

www.apa.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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