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3 月 2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運河沿岸歷史性旋轉木馬里程碑項目開始修建  

  
新的旋轉木馬建築補充了重新開發的濱水區的整體景觀  

  
旋轉木馬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宣佈運河沿岸的水牛城傳統旋轉木馬 (Buffalo Heritage Carousel) 項

目即將竣工。鋼架、管風琴及旋轉木馬會安裝在運河沿岸一棟新的木框架建築裏面。建

成之後，這座歷史性的德安吉利斯旋轉木馬 (De Angelis Carousel) 將建在備受歡迎的探

索兒童博物館 (Explore & More Children's Museum) 中，其將與適合所有年齡段遊客遊

玩的眾多其他活動一起成為水牛城 (Buffalo) 水濱的另一處適合全家全年遊玩的景點。旋

轉木馬計畫今年夏季開放。  

  
「水牛城濱水區景觀壯闊，這裏的改造工程令人期待，而德安吉利斯旋轉木馬是這一工

程的另一亮點。」葛謨州長表示。「在我們重啟經濟建設、美好未來之際，在這個歷史

悠久、精彩紛呈的景點中完成這一里程碑工程亦是對州政府長期承諾的見證，體現了紐

約州持續致力於建設運河沿岸等工程，以及復興這座享有實幹之名的城市的建設之

路。」 

  
水牛城旋轉木馬的藝術家已經精心修復了古老旋轉木馬的首批部件，修復後的部件已於

今天搬至圓頂建築之中。第 153 號沃立舍 (Wurlitzer) 樂隊管風琴也已安裝完畢，這是沃

立舍最受歡迎的型號之一。風琴將會播放音樂組曲，並將透過電腦科技將組曲與旋轉木

馬集成在一起。  

  
「運河沿岸已經成為家庭遊玩的理想場所，而德安吉利斯旋轉木馬亦會很快成為明星景

點。」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已經準備進入疫情過後的未來

世界，德安吉利斯旋轉木馬不僅帶給我們希望之光，亦是水牛城動感濱水區重獲新生的

象徵。」  

  
伊利運河港口發展公司主席羅伯特·喬亞 (Robert Gioia) 表示，「水牛城的濱水區已經完

成大型改造工程，而水牛城傳統旋轉木馬亦會藉著發展之機成為盛大景點，吸引更多的

遊客前往運河沿岸。我們期待迎接更多的家庭前來欣賞旋轉木馬的繽紛勝景。旋轉木馬

將能帶來激動人心的遊客體驗，是去年開放的探索兒童博物館及大遮陽棚項目的錦上添

花之作。」  

https://esd.ny.gov/sites/default/files/carousel-pics.pdf


 

 

  
旋轉木馬坐落在一個定制的鋼制框架上，框架由位於俄亥俄州 (Ohio) 馬里昂郡 (Marion) 

的旋轉木馬與雕刻品公司 (Carousel and Carvings) 生產。鋼鐵部件將會使用焊接及螺栓

固定，以支撐舊式公園風格的獸群旋轉木馬，旋轉木馬由北托納旺達市 (North 

Tonawanda) 斯皮爾曼工程公司 (Spillman Engineering) 於 1924 年為多明尼克·德·安吉

利斯 (Dominick De Angelis) 定制。旋轉木馬運營到 20 世紀 50 年代，此時被德·安吉利

斯家族收藏，直到 2016 年水牛城傳統旋轉木馬公司於在瑪格麗特 L. 文特基金會 

(Margaret L. Wendt Foundation) 的慷慨支持下收購，在水牛城濱水區提供以家庭為中心

的休閒活動和慶祝紐約州西部地區的工業遺產。  

  
水牛城傳統旋轉木馬公司董事會主席勞裡 A. 豪爾-拉杜卡 (Laurie A. Hauer-LaDuca) 表

示,「水牛城傳統旋轉木馬公司的使命是將一個本地製造的歷史性太陽能木質旋轉木馬引

進水牛城社區，成為一個家庭遊玩的景點；得益於對我們公司遠景抱有信心的眾多人士

的鼎力支持，旋轉木馬即將迎來開放之日。我們非常感謝修復志願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及不懈工作，這些志願者在我們的修復工作室中花費大量時間修復旋轉木馬上的動物及

環形板。能夠慶祝旋轉木馬項目所取得的巨大進步，我們非常激動，也非常期待旋轉木

馬盛大開業的日子，屆時這裏將會再次成為家庭的遊玩勝地，亦是運河沿岸的一顆璀璨

明珠。」  

  
這個項目投資 580 萬美元，其中 400 萬美元用於圓頂建築、100 萬美元用於旋轉木馬、

80 萬美元用於施工；伊利運河港口發展公司注資超過 120 萬美元，投資資金來自紐約電

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於 2007 年從聯邦政府重新批准尼亞加拉電力項目 

(Niagara Power Project) 而獲得的地區專項資金。水牛城與伊利郡綠道委員會 (Buffalo 

and Erie County Greenway Committee) 亦額外提供 46.5 萬美元的資金，資金同樣由紐

約電力局籌集。科凱銀行 (KeyBank) 和第一尼亞加拉基金會 (First Niagara Foundation) 

提供了 120 萬美元的撥款資金。  

  
此外，眾議員肖恩·里安 (Sean Ryan) 爭取到 60 萬美元的撥款用於修復旋轉木馬，參議

員克裡斯·雅各斯 (Chris Jacobs) 為該建築物爭取到 50 萬美元的撥款，水牛城與伊利郡

綠道委員會提供了 464,824 美元的資本、旋轉木馬及水電支出。瑪格麗特 L. 文特基金會 

(Margaret L. Wendt Foundation) 是第一個捐款人，捐獻 25 萬美元用於收購旋轉木馬，

最近亦另外捐獻 25 萬美元響應籌款活動，參加活動的還有拉爾夫 C 威爾遜基金會 

(Ralph C Wilson Foundation) 及拉塞爾 J. 塞爾瓦托基金會 (Russell J. Salvatore 

Foundation)。維格曼斯 (Wegmans) 是領養動物或捐助項目的首批企業及個人之一。  

  
紐約電力局局長約翰 R. 考邁爾 (John R. Koelmel) 表示，「紐約電力局對於項目的支

持，包括給予水牛城與伊利郡綠道委員會的撥款，都是紐約電力局致力於發展運河沿岸

的體現。修復後的旋轉木馬將成為當地居民和遊客的絕佳景點。」  

州政府已投入 9,000 多萬美元，把水牛城內港 (Inner Harbor) 改造成如今的運河沿岸地

區，運河沿岸地區是多用途的城市娛樂目的地，獲得了全國和國際的關注，被認為是推

動紐約州西部地區顯著復興的一個關鍵因素。運河沿岸地區自 2008 年 5 月起向公眾開



 

 

放，從幾個方面展現原始伊利運河全面修復的面貌，包括商業滑道、木板路 (Boardwalk) 

和歷史複製運河 (Historic Replica Canals)。  

  
運河沿岸地區通常是全年開放的景點，每年接待將近 150 萬個遊客，這裡在大流行病期

間運行，以提供有限的多樣活動、音樂會、節日、家庭活動、景點、歷史節目和文化節

目、藝術和美食，充分利用和展示了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各種資源。

此外，這些歷史複製運河在冬天會結冰，成為紐約州最大的戶外溜冰場。  

  
國會議員布萊恩·希金斯 (Brian Higgins) 表示，「我們在運河沿岸重建未來，以水牛城

的獨特歷史作為亮點，務求建成別具水牛城特色的旅遊勝地。伊利運河的歷史、大遮陽

棚、美國戰艦，加上現在的旋轉木馬，這些景致都已煥發新顏，等候現在及未來的遊客

前來瀏覽。能夠在水牛城濱水區引進這個親子景點，我們感到非常激動。」  

  
參議員肖恩·賴安 (Sean Ryan) 表示，「在我們日漸擺脫 2019 新冠病毒病 (COVID-19) 

疫情困擾之際，運河沿岸引進水牛城傳統旋轉木馬，此處的繁榮景象將會成為本地經濟

復甦的重要助力。旋轉木馬將會成為一個高性價比的旅遊景點，與運河沿岸的現有設施

相得益彰，吸引各地的家庭前來遊玩，幫助促進經濟復興。水牛城傳統旋轉木馬是本地

發展的象徵，我期待運河沿岸這個新的全年景點的開放之日。」  

  
州眾議院議員喬恩·里維拉 (Jon Rivera) 表示，「水牛城傳統旋轉木馬與運河沿岸相輔相

成。旋轉木馬是地區的歷史遺址之一，現已成為水牛城濱水區的精彩復興項目之一。志

願者將這座接近百年歷史的旋轉木馬精巧修復，賦予木馬新生，在未來數十年仍可供民

眾欣賞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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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祝賀參與水牛城傳統旋轉木馬項目施工的所有人員，尤其是幫助手工塗漆的志願

者。旋轉木馬是運河沿岸另一迷人景致，是安全有趣的親子娛樂方式。這裏亦是孩子與

成人學習歷史的理想場所，可以瞭解旋轉木馬及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安

裝的太陽能電池板。」 

  
水牛城市長拜倫 W. 布朗 (Byron W. Brown) 表示，「木馬部件抵達表示我們離旋德安

吉利斯旋轉木馬的開放之日又邁進了一步，確實令人興奮。這座歷史性的德安吉利斯旋

轉木馬將建在備受歡迎的探索兒童博物館中，其將與適合所有年齡段遊客遊玩的眾多其

他活動一起成為水牛城水濱的另一處適合全家全年遊玩的景點。葛謨州長與紐約州開發

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協助水牛城將濱水區打造成為世界級的

旅遊景點，旋轉木馬是其中的另一重要投資項目。」  

  
水牛城傳統旋轉木馬公司簡介 

水牛城傳統旋轉木馬公司是 501c3 非盈利組織，其目的是收購、舊式公園風格獸群旋轉

木馬，該旋轉木馬由北托納旺達市斯皮爾曼工程公司於 1924 年製造，並將旋轉木馬安

置在運河沿岸復興的城市濱水區的一棟建築物內。旋轉木馬將由太陽能驅動。水牛城傳

統旋轉木馬公司的使命是提供娛樂、教育和紀念紐約州西部地區旋轉木馬製造業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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