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9 年 1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提供  330 萬美元的州資金支持擴建水牛城  (BUFFALO)  

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  (ALBRIGHT-KNOX ART GALLERY)  

  

補充了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當前的經濟與文化復興   

  

請從此處查看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擴建項目的效果圖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追加撥發  330 萬美元的州資金支持斥資  1.55 億美元

的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  (Albright-Knox Gallery, AKG) 擴建項目，稱作  

AK360。這座擴建的博物館將更名為水牛城  AKG 藝術博物館  (Buffalo AKG Art 

Museum)，將包括在公園式園區內建造一座新獨立建築，還將包括一些增強的項

目，以補充紐約州西部地區近年來經歷的經濟和文化復興。  

  

「著名的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擴建，將吸引更多遊客前往繁榮的紐約州西部

地區觀賞一流的現代與當代藝術收藏品，」州長葛謨表示。「紐約州很自豪支持

這個激動人心的計畫，該計畫將給整個地區帶來回報，我們感謝慈善家傑夫瑞 ·古

德拉克  (Jeffrey Gundlach) 按照本州對該擴建項目的最新撥款金額提供等額捐

款。」  

  

「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是水牛城的核心建築，紐約州正在加緊進一步支持這

個重要的擴建計畫，」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今天發佈公告時表

示。「因為本州的投資，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成為了水牛城和紐約州西部地

區當前轉型活動的最新內容。藝術機構和文化機構助推經濟發展和旅遊業發展，

該項目將支持整個地區持續復興。」   

  

AK360 工程由公私資金予以支持，包括水牛城歷史上對一所文化機構提供的最大

規模私人捐款。傑夫瑞·古德拉克  (Jeffrey Gundlach) 是水牛城當地人，他已經承諾

向該博物館捐獻共計  5,250 萬美元的配套資金。本州也支持該項目，承諾提供  

1,830 萬美元資金。AK360 竣工後，預計遊客人數將增加  30% 以上，每年吸引至

少  16 萬個遊客。據估計，因為遊客人數增加，該地區每年可額外獲得  1,000 萬

美元的持續經濟利益。  

  

https://esd.ny.gov/sites/default/files/Albright-Knox-SKETCH.pdf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這個變革性的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擴

建項目將增加水牛城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從而在今後數年使紐約州西部地區

獲得益處。」   

  

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佩吉·皮爾斯·艾弗文  (Peggy Pierce Elfvin) 主任珍妮· 

席仁  (Janne Sirén) 表示，「葛謨州長持續支持  AK360 令我們感到高興。  州長對

我們變革性的園區建設及擴建項目慷慨地追加投資，這激發了水牛城的持續復興

勢頭，水牛城  AKG 藝術博物館在此期間將發揮重要作用。因為葛謨州長和紐約州

的支持，水牛城  AKG 藝術博物館將成為開放、包容並且可利用的資源，供紐約州

西部地區和其他地區的各類觀眾使用。」   

  

傑夫瑞·古德拉克  (Jeffrey Gundlach) 表示，「全世界的遊客都把藝術博物館看作

是城市文化的一面鏡子。水牛城  AKG 藝術博物館將證明水牛城的創造力、活力和

適應力，這是一座正在經歷深刻復興的世界級城市。葛謨州長投資  AK360 是對  

AK360 項目以及該博物館作為水牛城文化及公民生活基石投出的信任票。」   

  

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的前身是  1862 年建成的布法羅美術學會  (Buffalo Fine 

Arts Academy)，目前彙聚有大量著名的現代和當代藝術展品。奧爾布賴特 -諾克斯

美術館曾經歷過兩次擴建，美術館的主建築始建於  1905 年，新的偏廳則建於  

1962 年。AK360 是第三次擴建，將增加逾  2.5 萬平方英呎的空間，用於展示特殊

展覽以及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聞名世界的藝術藏品。新建築由大都會建築事

務所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 OMA)/松重相平 (Shohei Shigematsu) 設

計，將採用大量遊客便利設施，並設想建造環繞式長廊，在視覺上把建築物內部

與外圍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Frederick Law Olmsted) 設計的景觀銜接起

來。 

  

在制定設計方案的整個過程中，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 /大都會建築事務所團

隊持續對話紐約州史跡保護辦公室  (New York's State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fice)、

水牛城保護委員會  (Buffalo Preservation Board) 以及水牛城奧姆斯特德公園保護協

會  (Buffalo Olmsted Parks Conservancy) 的工作人員及委員。此外，大都會建築事

務所與專家級保護顧問合作，確保在把初步概念設計轉變成新方案設計時考慮到

保護現有的歷史建築。  

  

該擴建項目計劃：  

  

•  提供一個更大的展廳，展示藝術大師們的傑作。這次擴建規模將是  

1962 年擴建規模的四倍。   

•  為特殊展覽提供最佳設施。   



 

 

•  修建新的並改進現有的教育、餐飲和特殊聚會場所，使得遊客得到更

佳體驗。  

•  將美術館園區與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Frederick Law Olmsted) 

設計的特拉瓦公園  (Delaware Park) 連接起來。   

•  建設地下停車場，把地面停車場改造成充滿活力的綠色景觀和聚會場

地；   

•  開闢一條從埃爾姆伍德大道  (Elmwood Avenue) 到奧姆斯特德  

(Olmsted) 設計的特拉華公園的博物館通道，在博物館 1962 年大樓 

(1962 Building) 東立面處增建一個新出入口。   

•  給  1962 年大樓的露天雕塑花園  (Sculpture Garden) 建造頂棚，從而打

造出新的室內城市廣場  (Indoor Town Square)，供市民全年聚會， 

在博物館時間和活動時間對社區免費開放；  

•  在  1962 年大樓的低層建造新的教育側廳；   

• 建造標誌性的景觀橋，連接新樓和  1905 年大樓 (1905 Building)。 

  

眾議院多數黨領導人克麗絲特爾·皮爾普斯-斯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Stokes)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和傑夫瑞·古德拉克  (Jeffrey Gundlach) 對這個重要的地區文

化資本項目加倍投入資金。奧爾布賴特 -諾克斯美術館擁有聞名世界的藏品，因為

展覽空間有限，遊客未曾參觀過其中大多數藏品。情況將很快改變。  不久的將

來，紐約州議會多數黨會議  (New York State Assembly Majority Conference) 將公佈

配套資金。」   

  

州眾議院議員肖恩·賴安  (Sean Ryan) 表示，「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是水牛

城的重要文化資產。這項投資將有助於延續該博物館的偉大遺產，使其成為未來

幾代人的目的地。」   

  

眾議員凱倫·麥克馬洪  (Karen McMahon) 表示，「在所有熱愛並欣賞一些世界最著

名藝術家的民眾看來，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是一座燈塔。通過實現這一新目

標，該項目確保該美術館仍將是一處景點，供該地區的家庭享受和探索。」   

  

郡長馬克  C. 波隆卡茲  (Mark C. Poloncarz) 表示，「AK360 是水牛城最近幾十年

來設想的一個最具雄心並且最令人驚歎的項目，將使奧爾布賴特 -諾克斯美術館在

全世界更加引人注目。伊利郡  (Erie County) 為承諾撥款  500 萬美元給該項目而感

到自豪，感謝葛謨州長對該項目做出額外的承諾，並感謝古德拉克  (Gundlach) 先

生的慷慨和對這座美術館的熱愛，這座美術館是伊利郡的一座寶藏。」   

  

水牛城市長布萊恩  W. 布朗  (Byron W. Brown)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支持奧爾布

賴特-諾克斯美術館這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擴建，該項目將確保水牛城的這個精彩

寶藏在今後世代仍是世界頂級的機構。去年十二月，我宣佈水牛城承諾撥款  250 

萬美元建設公共基礎設施，以便更好地把擴建後的美術館與由奧姆斯特德  



 

 

(Olmsted) 設計的特拉華公園  (Delaware Park) 整合起來。對  AK360 項目提供公私

支持既是一種特權，也是一種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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