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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具有歷史意義的環球航空公司  (TRANS WORLD AIRLINES，TWA)  

候機樓酒店動工  

 
這個變革項目創造  3,700 份工作，其中包括聯合建築工作和酒店工作  

 
酒店綜合設施為紐約州航空業標誌建築注入新活力，因為適應性再利用將保留歷

史著名的薩利那候機樓  (Saarinen Flight Center) 

 
渲染圖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和紐約州酒店投資公司  MCR 今日在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  

(John Fitzgerald Kennedy，JFK) 國際機場參加著名的環球航空公司候機樓的動工儀

式。這項備受讚譽的改造計畫將把著名的薩利那航站樓改造成有  505 間客房的世

界頂級酒店，並且每年為數百萬旅客提供現代化住宿和一流服務。這棟地標建築自  

2001 年起對公眾關閉，如今將保留艾羅 ·薩利那  (Eero Saarinen) 受到國際推崇的世

紀中期現代主義  (Midcentury Modern) 設計，並為美國頂級國際門戶提供機場內酒

店。 

 

「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國際交通樞紐之一，也是紐約州

經濟的重要推動力，」葛謨州長表示。  「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轉變成新的現代化

酒店將保留這棟標誌建築，並鞏固約翰 ·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作為航空業王冠明

珠的地位。這次動工儀式基於我們為更新紐約州門戶開展的工作，我們將繼續努力

推動增長、支持繁榮的區域經濟，並建設達到紐約州應有水準的  21 世紀基礎設

施。」 

 

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每年有  5,600 多萬乘客，是美國最大的國際機場。但

是，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是美國少數幾座沒有機場內酒店的機場之一。這

個斥資 2.65 億美元的顛覆性建設項目將改變這種局面，該項目完全由私人部門提

供資金，將重建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成為約翰 ·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首個提供

全方位服務的酒店。  

 

該項目將創造  3,700 份工作，其中包括聯合建築工作和酒店工作。根據港務局  

(Port Authority) 委員會批准的協議，MCR 開發公司  (MCR Development) 與美國捷

藍航空公司  (JetBlue) 成立的合夥企業將改造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MCR 開發公司

和美國捷藍航空公司分別持有該設施  95% 和 5% 的所有權。改造項目最初由葛謨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TWA_FlightCenter_JFKRenderings.pdf


州長於今年七月公佈，酒店預計在 2018 年開放。  

 

重建計畫包括整修該航站樓由查爾斯·伊姆斯 (Charles Eames)、  雷蒙德·羅威 

(Raymond Loewy)、  瓦倫·帕拉納  (Warren Platner) 設計的標誌性內部裝潢。該項目

還將包括一座創新型博物館，用於展示紐約州作為噴氣機時代發源地的面貌、環球

航空公司 (Trans World Airlines) 的傳奇歷史以及世紀中期現代主義  (Midcentury 

Modern) 設計運動。  

 

酒店綜合設施採用獲得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獎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LEED) 的設計，將位於航站樓兩側，位置和設計依從既有

的歷史地標建築。酒店賓客和各航站樓的乘客將可以乘坐機場捷運列車  (AirTrain) 

抵達環球航空公司酒店，亦可乘坐標誌性的薩利那客運地鐵直接前往  5 號航站

樓。酒店將包含  4 萬平方英呎的會議與活動場地、1 萬平方英呎的觀景台供遊客

觀看飛機起落，此外還有  8 個餐廳，其中包括修復后的大使俱樂部  (Ambassador’s 

Club)、里斯本酒吧 (Lisbon Lounge)、巴黎咖啡館 (Paris Cafe)。工程將由特納建築

公司  (Turner Construction Company) 負責管理。  

 

「著名建築師艾羅·薩利那 (Eero Saarinen) 在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設計的未來

主義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樹立了  20 世紀中期噴氣機時代的航站樓設計標準，MCR 

公司計劃透過適應性再利用把這座航站樓改造成機場內酒店，此舉將提供旅客期待

的現代化 21 世紀門戶機場便利設施，」港務局執行理事巴·福伊  (Pat Foye) 表

示。「港務局感激安德魯·葛謨州長堅定的願景和支持，為國內外旅客把紐約州機

場改造成現代化門戶。」  

 

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改造計畫由紐約州酒店投資公司  MCR 開發公司負責，該公司

首席執行官泰勒·摩爾斯  (Tyler Morse) 表示，「我們計畫保留建築師薩利那  

(Saarinen) 的傑作，並作為有  500 間客房的酒店重新對公眾長期開放，人們對這棟

不可思議的建築傾注的熱情以及源源不斷提供給我們的支持令人感到震驚。我們很

自豪參與葛謨州長設立的區域機場復興計畫，並很高興投入這項工作，因為我們為

美國最重要的一棟建築注入了新生機。」  

 

美國捷藍航空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羅賓·海耶斯  (Robin Hayes) 表示，「我們很

高興看到歷史著名的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場地以如此特別的方式恢復活力，讓所有

人感受到激動人心的噴氣機時代。美國捷藍航空公司很自豪與  MCR 開發公司合

作，該公司提供理想的場所供我們的客戶享受夜晚時光，之後再乘坐美國捷藍航空

公司早班飛機前往我們的  100 個目的地之一。感謝葛謨州長提供領導和支持，對

皇后區 (Queens) 社區和肯尼迪機場每年人數持續增加的旅客而言，環球航空公司

酒店的問世是個好消息。」  

 

皇后區區長梅琳達·卡茨  (Melinda Katz) 表示，「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標

誌性的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酒店是對皇后區的重要投資，並將為國際遊客和紐約民

眾提供獨特的體驗。噴氣機時代的魅力即將在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棟中世紀歷史標誌



建築中重現，體現於客房和  4 萬平方英呎的活動與會議空間中。皇后區感謝葛謨

州長發揮遠見和領導力振興我們的機場，我們期待迎接酒店  3,700 份長期工作和建

築工作。」  

 

紐約旅館業者委員會  (New York Hotel & Motel Trades Council) 會長兼美國勞動總

會與產業勞工組織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AFL-CIO) 部長彼得·瓦爾德  (Peter Ward) 表示，「我們代表  3.2 

萬個會員期待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竣工，該航站樓改造成頂級酒店將有益紐約市的

酒店業及從業人員。工會組織  (Organized Labor) 始終堅定支持葛謨州長的工作，

而州長給予這個重要項目的支持是無價的。紐約民眾已準備好在這棟紐約市歷史標

誌建築中工作。」  

 

大紐約區建設與建築工會委員會  (Buildings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 主席蓋瑞·拉巴貝拉  (Gary LaBarbera) 表示，「環球航空公司航

站樓將為紐約遊客提供全新的頂級酒店和博物館，並為建築業者提供機會獲取高薪

工作、醫療保險以及退休保障。我們感謝葛謨州長提供領導和支持，並期待航空史

上的這個標誌性建築獲得改造再利用。」  

 

紐約建築協會  (New York Building Congress) 主席理查德  T. 安德森  (Richard T. 

Anderson) 表示，「紐約建築協會積極支持適應性再利用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把

該場所改造成機場內酒店將彌補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的一個主要缺點、創

造數千份工作、並向新一代的紐約民眾和全球遊客重新介紹全世界最具標誌性的一

棟建築。該項目是葛謨州長最新設立的富於遠見的重要基礎設施項目，該項目必將

改造整個地區。」  

 

紐約房產局  (Real Estate Board of New York) 局長約翰·班克斯  (John Banks) 表

示，「新環球航空公司酒店等項目將保障紐約市繼續繁榮發展。這座現代化酒店

仍將是建築瑰寶、為我們的航空史帶來榮譽、並讓紐約市處於保護型建設活動的最

前沿以實現增長和經濟成功。我感謝葛謨州長關注這個項目。」  

 

全球門戶聯盟  (Global Gateway Alliance) 主席兼創始人喬·斯特  (Joe Sitt) 表示，

「頂級酒店是  21 世紀機場的標識，長期以來，約翰 ·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是國

內沒有這種便利設施的極少數大型機場之一。感謝葛謨州長為這個項目提供承諾，

這個問題總算得到了解決。位於前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的新酒店將糾正這個問題，

並讓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達到與競爭對手同等的水平；該酒店還將讓這棟

標誌建築對紐約民眾和該機場每年數百萬乘客重新開放。」  

 

皇后區商會  (Queens Chamber of Commerce) 執行理事托馬斯  J. 格雷克  (Thomas 

J. Grech) 表示，「我們歡迎重建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以及該項目承諾僱用皇后

區當地居民。葛謨州長提供重要撥款並關注推動我們地區的商業發展，皇后區因此

得以實現變革性的經濟復甦，而該項目將促進這一顯著增長。這個有遠見的項目將

為數千人提供優質工作，並確保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在未來若干年保持經



濟競爭力。」  

 

改善紐約協會  (Association for a Better New York) 主席比爾·魯迪  (Bill Rudin) 表

示，「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的改造表明，紐約州可以在尊重歷史的同時引領世界

開展一流建設。這個改造項目還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確保我們的交通樞紐配置能夠

滿足  21 世紀旅客的需求。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的工作人員、紐約市居民

以及該交通樞紐每年數百萬旅客將能從這個新型酒店以及活動場地中獲益。我感謝

葛謨州長和  MCR 開發公司領導這個項目，該項目將有助於在未來若干年把紐約州

建設得更加美好。」  

 

參議員約瑟夫·阿代保  (Joseph Addabbo) 表示，「所有偉大的事業都始於憧憬和

計畫。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是我們行政區和選區的重要樞紐，不僅對交通

是這樣，對在機場運營的零售店、餐館、旅遊業及所有其他行業也是這樣。在機場

內開展的各項工作將極有益於我們的經濟、旅遊業以及當地就業增長。感謝州長、

泰勒·摩爾斯  (Tyler Morse) 及其他人引導我們建設這座全新的酒店，並積極憧憬紐

約州的未來。」  

 

參議員勒羅伊·科姆里  (Leroy Comrie) 表示，「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是皇

后區重要的交通樞紐和標誌門戶，改造標誌性的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鞏固了我們社

區在紐約市旅遊市場中的地位。該項目將樹立新的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 Business Enterprises，M/WBE) 標準、增加當地就業、吸引私人投資並

幫助鞏固我們的經濟。我感謝州長和參與此項目的合作夥伴讓這個公告成為現實，

並期待看到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心取得進展。」  

 

參議員詹姆斯·桑德斯  (James Sanders)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環球航空

公司航站樓將再次成為令紐約民眾引以為傲的地方。透過保留建築師薩利那  

(Saarinen) 設計的原始中央大廳，並建造有  500 多間客房的酒店、4 萬平方英呎的

活動場地、1 萬平方英呎的觀景台，這個地標場所將最終滿足  21 世紀旅客的需

求，並推動皇后區的經濟發展。」  

 

議會成員多諾萬·理查茲  (Donovan Richards) 表示，「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

場是我們社區最重要的一項資源，我們必須確保這座機場能夠滿足  21 世紀的需

求。把標誌性的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改造成世界頂級綜合設施，該計畫朝著實現州

長設立的在全州建設  21 世紀基礎設施的願景又邁進了一步。此舉將大大推進皇后

區的經濟，並象征著我們地區的蓬勃發展。」  

 

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簡介  

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於  1962 年開放並獲得廣泛讚譽，在  2001 年前用作環球航空

公司在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的航站樓，之後無法繼續為現代化飛機提供支

持。1994 年，紐約市把這座航站樓認定為歷史標誌建築，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在  2005 年把環球航空公司航站樓列入國家史跡名錄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 內。 



 

欲了解更多關於環球航空公司酒店的資訊，請訪問：www.twa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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