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5 月 1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歷史悠久的環球航空公司酒店  (TWA HOTEL) 在約翰  F. 肯尼迪機場  

(JFK AIRPORT) 開業   

  

把長期被視為建築奇跡的地標航站樓改造成擁有  512 間客房的世界級酒店   

  

項目創造  3,700 份工會建築工作和  795 份工會酒店工作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和紐約州酒店投資公司  MCR 今日在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

場 (JFK International Airport，JFK) 參加歷史悠久的環球航空公司酒店的開業儀式。

該項目改造了前環球航空公司  (Trans World Airlines, TWA) 航站樓，該航站樓由世

界知名建築師埃羅·沙裡寧  (Eero Saarinen) 在 1962 年設計，並在 2001 年向公眾關

閉，改造成為現代化的有  512 間客房的酒店的核心，既保留了中世紀設計，又每

年給數以百萬計的遊客提供住宿和一流服務。葛謨州長在  2016 年宣佈建設這一新

酒店，該酒店基於歷史規模的  130 億美元的願景計畫，該計畫將把約翰  F. 肯尼迪

機場改造成  21 世紀的設施，使之繼續充當美國主要的國際門戶。   

  

「環球航空公司大樓超前其所屬的時代，它代表了紐約州的願景、創造力、銳進和

創新思維。紐約州始終引領美國的創舉、改革、轉變並應對動蕩時期。國家需要找

到前進的方向時，你總能看到紐約州，紐約州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葛謨州長表

示。「環球酒店的重生表明我們並沒有失去想像力、勇氣、創造力以及膽量，  

我們仍然領先於其他人一步。如果你想知道未來會走向何方，看看紐約州吧。最好

的尚未到來，環球酒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該項目將原環球機場航站樓改造成現代化的酒店，為遊客提供新的住宿選擇，」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世界一流的酒店創造了成千上萬的就

業機會，並鞏固了我們對改造約翰  F. 肯尼迪機場的重大投資。機場的現代化建設

將提高整體的旅遊體驗、帶動旅遊業，並發展紐約州的經濟。」   

  

環球機場酒店項目利用遠大的公私合作實現，位於約翰  F. 肯尼迪機場中心  6 英畝

的地塊上，這座機場每年接待約  6,300 萬名乘客，每天有  1,300 次航班。酒店將擁

有 512 間客房，可飽覽機場跑道和歷史悠久的環球機場航站樓，5 萬平方英尺的

活動空間，1 萬平方英尺的觀景台和游泳池，以及  1 萬平方英尺的先進健身設

施。該項目還恢復了航站樓最具標誌性的空間，現在將包括讓 -喬治 (Jean-

Georges) 主理的巴黎咖啡館  (Paris Café) 和大使俱樂部  (Ambassador's Club) 等餐飲



 

 

選擇，以及洛克希德公司 (Lockheed Constellation) L1649A 飛機，這是世界上僅存

的四架該型號飛機之一，這架飛機如今現在將用作雞尾酒吧場地。該空間還包括專

門展示紐約州噴氣機時代  (New York Jet Age)、環球航空公司歷史和上世紀中葉現

代設計運動的博物館展覽。   

  

該設施目前是約翰  F. 肯尼迪機場唯一一家可以乘坐飛機直達機場的酒店，它將通

過沙裡寧設計的『来抓我啊  (Catch Me if You Can)』飛行管道與  5 號航站樓相連。

它採用了具有能源和環境設計領導力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 認證的節能設計，並將通過位於酒店北翼屋頂的離網發電廠供電。

該項目由工會建設，創造了  3,700 個建築工作崗位，並將由工會運營，整個設施預

計共有 795 名員工。   

  

MCR 開發公司 (MCR Development) 投資 2.65 億美元建造了這家酒店。酒店建設

前，為了吸引私營部門的興趣，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監督實施了一項耗資  

2,000 萬美元的現代化建設工程，該工程與其歷史地標的設計相符。紐新航港局還

投資 800 萬美元，將酒店與  5 號航站樓的停車場連接起來。此外，少數族裔企業

與婦女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 MWBE) 還獲得了超過  

5,000 萬美元的合同，用於該項目的建設。   

  

環球航空公司項目得到了  3,600 多萬美元的聯邦重建信貸和  500 萬美元的州歷史

建築退稅額。聯邦和州的重建退稅額計畫為重建空置和未充分利用的歷史建築提供

稅收優惠。由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管理的州信貸項目於  2006 年開始實

施，隨後由葛謨州長進行全面改革並重新授權，以擴大和加強該計畫的使用。   

  

環球航空公司酒店的開業開啟了約翰  F. 肯尼迪機場的新紀元，並以葛謨州長  2017 

年宣佈的約翰  F. 肯尼迪機場願景計畫  (JFK Vision Plan) 為基礎。這項斥資  130  

億美元的計畫包括  120 億美元的私人資金，要求全面整改這座機場八座雜亂且標

準各異的航站樓，拆除舊航站樓、利用閒置空間，並對機場現場基礎設施做現代化

建設，與此同時納入最新型的乘客便利設施和技術創新，使之變成採用統一標準的

約翰 F. 肯尼迪機場。首批新登機門預計將於  2023 年投入使用，該項目預計將於  

2025 年完工。  

  

新乘客便利設施將顯著擴建候機區，提供挑高天花板、自然光和現代化建築，搭配

內部綠色空間、展廳和藝術品，用來展示有代表性的紐約州地標建築和當地藝術

家。世界頂級零售店、餐廳和酒吧將包括當地餐廳主、各類手工飲料和『品嘗紐約  

(Taste NY)』店鋪。航站樓提供免費高速  Wi-Fi 和多個充電站，乘客能夠在旅途中

全程保持聯網。現代化技術改造也將是航站樓升級活動的一項內容，其中包括改進

安保措施，例如對無主包裹採用輻射探測和新一代識別技術。   

  



 

 

該願景計畫還要求增加登機口的數量和規模、增加停車位、對機場空側滑行道做各

種改造以容納大型飛機並減少登機口擁堵的問題、升級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氣

墊列車 (AirTrain) 系統以處理增加的客流，並完善機場內外的道路。該計畫包括完

善地區道路至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的通道，尤其是范維克高速公路  (Van Wyck 

Expressway) 和大中央公路  (Grand Central Parkway)，包括邱園立交橋  (Kew 

Gardens Interchange)。  

  

2018 年 10 月，葛謨州長宣佈成立約翰 F. 肯尼迪機場重建社區顧問委員會  (JFK 

Redevelopment Community Advisory Council)，成員包括在任官員、社區委員會、  

非營利機構、民權組織和神職人員。該委員會負責與紐新航港局合作擴大當前已著

手開展的社區工作，確保該項目整合當地利益相關人員、少數族裔與婦女企業以及

求職人員的反饋意見。過去的幾個月，環球航空公司酒店一直在與議會合作，為這

個項目在當地進行招聘。   

  

紐新航港局執行理事瑞克·考頓  (Rick Cotton) 表示，「約翰 F. 肯尼迪機場環球航

空公司酒店的開業創造了一顆建築瑰寶，還為葛謨州長把約翰  F. 肯尼迪機場改造

成世界級的  21 世紀門戶的願景邁出了象徵性的一步。保護和改造這個世界著名的

地標為國際遊客和紐約民眾提供了獨一無二的目的地。我們在慶祝這一里程碑的同

時，期待著更多，因為這僅僅是約翰  F. 肯尼迪機場向整個機場改造成如同這座美

觀的新酒店一樣受歡迎、令人印象深刻、具有標誌性的機場的開端。」   

  

負責建設環球航空公司酒店的  MCR 與莫爾斯發展公司  (MCR and MORSE 

Development) 執行長泰勒·莫爾斯  (Tyler Morse) 表示，「自從宣佈將把環球航空

公司飛行中心  (TWA Flight Center) 作為酒店重新開放以來，我們收到了世界各地的

數千次來信、電子郵件和電話，表達了他們對沙裡寧深受愛戴的航空大教堂的熱

愛。我們有同感。我很榮幸修復美國最具標誌性的一棟建築。我們很自豪能在葛謨

州長振興本地區機場的計畫中發揮作用。」   

  

捷藍航空公司  (JetBlue) 執行長羅賓·哈耶斯  (Robin Hayes) 表示，「對於皇后區 

(Queens) 和約翰 F. 肯尼迪機場來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日子，因為環球航空公司酒

店開業了。我們很自豪能成為這個航空標誌建築的投資方，支持州長對  21 世紀約

翰 F. 肯尼迪機場提出的願景。」   

  

眾議員格雷戈里  W. 米克斯  (Gregory W. Meeks) 表示，「環球航空公司酒店體現

了約翰 F. 肯尼迪機場重建計畫背後的總體使命，重塑其歷史，面向未來改造約翰  

F. 肯尼迪機場。這種公私合作關係加強了我們的旅遊業和當地商界，包括與少數

族裔企業與婦女企業締約建成酒店。由於該項目重點關注當地多元化招聘，以及可

用的集會空間，環球航空公司酒店將不僅僅是機場的組成部分，還將是社區的組成

部分。我期待著與葛謨州長繼續合作，把約翰  F. 肯尼迪機場改造成我們可以更加

自豪的交通樞紐。」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opening-queens-outreach-office-support-13-billion-transformation-jfk


 

 

  

參議員康莫利·科姆里  (Leroy Comrie) 表示，「環球航空公司酒店的開業是我們朝

著改造約翰  F. 肯尼迪機場的目標邁出的令人興奮的一步，也滿足了全球每年數百

萬旅客的期望。我很高興與這個項目相關的  5,000 萬美元合同被授予當地少數族裔

企業與婦女企業 ,我期待著繼續與我在本州以及整個社區內的同事合作，通過改造

約翰 F. 肯尼迪機場來對皇后區東南部  (Southeast Queens) 的人民和小企業進行投

資。」  

  

參議員小約瑟夫  P. 阿岱寶  (Joseph P. Addabbo Jr.) 表示，「作為住在約翰  F.  

肯尼迪機場一英哩範圍內的終身居民 ,我為這座機場全新的環球航空公司酒店開業

而感到極其高興，因為它向世界其他地區表明我們已經知道的一個事實，即皇后區

對全體民眾展現最大程度的歡迎。這家豪華酒店將為數百萬飛往皇后區的遊客提供

服務，並提供經濟迫切需要的可靠就業崗位。我要感謝葛謨州長和所有參與實現這

一遠大計畫的人。」   

  

參議員托德·卡米斯奇  (Todd Kaminsky) 表示，「隨著這座酒店的建設，約翰  F.  

肯尼迪機場正在向世界級的交通樞紐轉變。這種公私夥伴關係正是將這一設施和我

們地區進入更高層次所需的。」   

  

眾議員薇薇安  E. 庫克  (Vivian E. Cook) 表示，「環球航空公司飛行中心作為一家

新酒店重新開業，是葛謨州長對當代紐約州提出的另一個變革願景。這家新酒店將

採用最先進的技術，改善每天從約翰  F. 肯尼迪機場起飛的  10 萬多名美國人的旅行

體驗。我們對州長的這一倡議表示讚賞，並歡迎隨之而來的新業務。」   

  

眾議員米夏埃爾  C. 索拉戈斯  (Michaelle C. Solages) 表示，「作為進入美國的一個

主要入口，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長期以來始終是紐約民眾的驕傲。我非常高興

地與葛謨州長一起宣佈，具有歷史意義的環球航空公司酒店隆重開業，連同耗資  

130 億美元的約翰 F. 肯尼迪機場重建計畫，為機場的未來展現了創新的願景。  

通過吸收工會工人，並向少數族裔企業與婦女企業授予  5,000 多萬美元的合同，  

我們確保周邊社區不僅能發展，還能從中受益。這些改進將使約翰  F. 肯尼迪機場

的交通變得更方便、更容易到達，新酒店將為紐約民眾和遊客提供最先進的設施。

這是公私部門協作的又一個範例。我感謝葛謨州長、紐新航港局以及所有私營利益

攸關方的出色工作。」   

  

眾議員斯泰西·費法爾-阿瑪托  (Stacey Pheffer-Amato) 表示，「環球航空公司酒店

的開業是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重建項目邁出的重要一步。感謝葛謨州長實現這

個項目。這座酒店的開業只是這個再開發項目的諸多環節之一，居民、企業和社區

能夠從中受益。」   

  



 

 

眾議員艾麗西亞·海德曼  (Alicia Hyndman) 表示，「我是環球航空公司顧問委員會  

(TWA advisory board) 的成員，對環球航空公司酒店的建設感到自豪。我期待著約

翰 F. 肯尼迪機場重新設計帶來的就業機會和基礎設施。未來將在約翰  F. 肯尼迪機

場起飛，不會丟下皇后區東南部社區。」   

  

皇后區區長梅琳達·卡茨  (Melinda Katz) 表示，「環球航空公司酒店出色地體現了

其獨創性和靈感可以幫助推動皇后區持續發展，成為紐約民眾和世界各地遊客的目

的地。環球航空公司酒店給我們行政區錦上添花，振興了一座地標性建築，同時也

為皇后區數百名居民創造就業機會。這個傑出的項目表明，皇后區的經濟發展不設

上限！」  

  

委員會成員艾德里安·亞當斯  (Adrienne Adams) 表示，「環球航空公司酒店的開業

改變了約翰  F. 肯尼迪機場的格局。這個目標遠大的項目，即約翰  F. 肯尼迪機場第

一家酒店，為標誌性的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帶來了新的生機，2001 年以來，環球

航空公司航站樓始終處於黑暗之中。作為約翰  F. 肯尼迪機場重建計畫的組成部

分，環球航空公司酒店將通過創造新就業機會、發展我們的經濟並吸引更多遊客，

使大量紐約民眾受益。」   

  

委員會成員  I. 達尼克·米勒  (I. Daneek Miller) 表示，「世界一流的環球航空公司飛

行中心酒店開業，預示著皇后區東南部成為紐約市  (New York City) 蓬勃發展的旅遊

業門戶，並將為我們當地的經濟帶來實實在在的收益。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再

開發社區資訊中心 (JFK Redevelopment Community Information Center) 最近剛剛啟

動，此次開業活動的舉辦意義尤為重大，因為我們的勞動力應該做好充分準備，  

充分利用該中心將創造的酒店業、零售業和服務業的許多就業機會。感謝葛謨州長

帶頭支持這個項目，以及他在約翰  F. 肯尼迪機場恢復活力的過程中持續致力於促

進皇后區東南部的當地就業。」   

  

委員會成員多諾萬·理查茲  (Donovan Richards) 表示，「環球航空公司酒店的開業

是朝著新改造約翰  F. 肯尼迪機場的方向邁出的第一大步。這個項目為紐約民眾提

供了成千上萬份新工作，並突出展示了舊環球航空公司機場航站樓的歷史建築。  

新設施還將在皇后區東南部提供新的餐飲選擇和急需的活動空間。感謝葛謨州長為

振興約翰 F. 肯尼迪機場所作的承諾，並迅速高效地完成了第一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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