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6 月 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拉瓜迪亞機場外環路網路竣工，此項目為機場斥資 80 億美元的轉型工作

內容  

  
在 2020 年 6 月開放 B 航站樓以後，項目標誌著迄今為止拉瓜迪亞全面重建工作的最新

里程碑  

  
機場新建的外環路提前六個月開放使用，恰逢旅客重新搭乘航班的夏季出行季  

  
26 座新橋樑/高架橋將把緩解交通所需的信號燈數量從 19 個減少到 3 個，從而改善拉瓜

迪亞周邊的車流  

  
州長宣佈機場機會委員會拉瓜迪亞就業中心將延長四年開放至 2025 年，從而繼續幫助

皇后區的居民在新建成的拉瓜迪亞機場找到工作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LGA) 新建成的 C 航站樓

外環路系統開放。這項工作提前六個月完工，在旅客於夏季再次搭乘航班之際改善了機

場的車流。斥資 80 億美元的轉型項目旨在把拉瓜迪亞機場轉變成為 21 世紀的紐約門

戶，開放這一車道就是這項工作的最新里程碑。  

  
「道路網路經過全面重新設計，再加上先進的交通管理系統和較少的由信號燈控制的交

叉路口，這些都將使乘車抵達航站樓或停車場的旅客出行更多便利。這是在新建的拉瓜

迪亞機場打造世界一流出行體驗的工作過程中的重要步驟，」葛謨州長表示。「計劃將

要修建的拉瓜迪亞機場航空列車 (AirTrain) 將為機場打造首條通往曼哈頓 (Manhattan) 

的可靠快速公共運輸鐵路，這條線路將和新建成的車道網路一起把拉瓜迪亞機場建設成

為全國最便捷的機場之一。」  

  
葛謨州長今天還宣佈為機場機會委員會 (Council for Airport Opportunity, CAO) 拉瓜迪亞

就業中心 (LaGuardia Career Center) 追加撥款 150 萬美元，在與艾姆考爾青少年與成

年人活動機構 (Elmcor Youth and Adult Activities) 和皇后區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社區住

房服務機構 (Neighborhood Housing Services of Queens CDC, NHS of Queens CDC) 

的合作下，這筆資金將用於繼續為當地居民提供機會，讓他們在 2025 年前都能從機場

的在開發工作中獲益。機場機會委員會是非營利組織，為皇后區包括少數族裔和弱勢群

體在內的居民提供與機場相關的招聘和就業安置服務。  



 

 

  
葛謨州長於 2015 年宣佈有意向新建統一的拉瓜迪亞機場，這也是美國 25 年以來首個大

型新機場。隨後州長組建的機場顧問小組提出相關建議。建造工作從 2016 年起開展，

此後迅速達成了數個重要里程碑，其中包括 2018 年 2 月開放新建的 B 航站樓停車場，

2018 年 11 月新建成 B 大廳，2019 年 10 月新建成 G 三角大廳，2020 年 6 月新建成 B 

航站樓候機廳，2020 年 8 月完成 A 大廳第一階段工作，2021 年 5 月開放人行天橋地下

的首個滑行跑道。目前，拉瓜迪亞超過半數的乘客都在使用新登機門和設施。  

  
該項目是航空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個公私合作項目，包括拆除和更換除歷史上有海上航空

站標記以外的所有航站樓和大廳，同時還要全面維持飛行運轉工作。旅客數量於 2018 

年和 2019 年創下紀錄。  

  
外環路網路竣工  

  
新建成的拉瓜迪亞機場的核心願景是要在中央大廳和簡潔高效的車道系統連接下，打造

一座有兩座新航站主樓的整合統一機場，從而使車流能夠更快移動。  

  
作為總價 80 億美元的拉瓜迪亞機場現代化建設項目的內容，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已

為新道路/橋樑工程撥款 6.25 億美元。工作內容包括拉瓜迪亞機場登機口合夥公司 

(LaGuardia Gateway Partners) 在機場新建的 B 航站樓西翼開展建造工作；達美將重建

機場的東翼，從而以新建的 C 航站樓取代現有的 C 和 D 航站樓。這項工作將於 2022 年

中竣工。  

  
二十六座橋樑/立交橋取代現有的 15 座橋樑，並大大減輕對機場交通信號的需求。在現

代化建設計畫啟動前，駕駛員在 B、C、D 航站樓間行駛須通過 19 個交通信號燈。現代

化建設項目竣工後，這 19 個交通信號預計只將保留三個。透過增加橋樑的交通量來取

締機場內道路的大多數交叉口，這些橋樑有時高達三層。較之先前 7.7 英哩長的機場車

道，8.4 英哩的機場新車道將擁有更多更寬的行車道，從而進一步改善車流。  

  
葛謨州長在去年春季宣佈車道建設工作在疫情期間加速開展，這是因為 2019 冠狀病毒

病 (COVID-19) 疫情期間機場的車流和出行量有所下降，因而竣工比預計提前六個月完

成。  

  
外環路網路將要開放的路段是在兩座新橋上的近 1 英哩道路。這一由達美航空公司 

(Delta Airlines) 修建的路段位於新建的 C 航站樓前，有上下兩層。 

  
機場機會委員會  

  
州長宣佈為機場機會委員會追加撥款，這是在 2018 年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PANYNJ) 和使用該機場的航空公司撥款 140 萬美元與艾姆

考爾青少年與成年人活動機構和社區住房服務機構展開合作，從而為當地居民提供以下

服務基礎上的又一次撥款：  



 

 

• 協助安置就業，提供機場就業機會  

• 工作發展、技能培訓、就業準備計畫  

• 職業諮詢、面試準備、就業成功引導  

  
就業中心位於柯洛娜 (Corona) 北大街 107-20 號 (107-20 Northern Boulevard)，其從 

2019 年 4 月起從新成立的衛星辦公室辦公，中心已對 3,575 名客戶提供協助，並在拉

瓜迪亞機場為 376 人找到工作，其中 245 人來自皇后區。  

  
機場機會委員會獲得更長期的資助，此舉旨在於再開發和其他時候為當地居民擴大就業

機會，這也是拉瓜迪亞機場航空列車獲得撥款後社區獲得的眾多福利之一。為該辦公室

發放的撥款本該於 2021 年年底到期。  

  
機場機會委員會招募機場應聘人員，並為他們提供就業準備諮詢、職業定向、面試技巧

指導和求職技巧。艾姆考爾青少年與成年人活動機構和社區住房服務機構將加強對社區

的深入了解，以確保新的機場機會委員會辦公室能夠接觸到所有尋求利用拉瓜迪亞機場

提供的經濟機會的當地居民。  

  
航港局執行理事瑞克·戈登 (Rick Cotton) 表示，「拉瓜迪亞機場完成 8.4 英哩長的道路

建造工作，這是葛謨州長建設世界一流新機場路上的最新里程碑。這項工作將把拉瓜迪

亞轉變成為全國最好的新機場。這是美國 25 年來首座全新機場。現在距離其竣工已經

不到一年時間了。今天實現的里程碑是攝像新的完整拉瓜迪亞機場的重要步驟。」  

  
航港局主席凱文 O'圖利 (Kevin O'Toole) 表示，「拉瓜迪亞機場外環路網路的竣工顯示

出我們為改善旅客在拉瓜迪亞機場的體驗而許下的承諾。旅客將在機場周圍精心設計且

信號燈較少的路上更有效率的出行，路上設計的更寬車道也能減少交通延誤。在為旅客

打造世界一流體驗的過程中，在機場周圍更便利地出行是這一使命不可或缺的工作內

容。」  

  
紐約州達美房地產公司 (Delta's New York Corporate Real Estate) 管理主任萊恩·馬祖

洛 (Ryan Marzullo) 表示，「今天開放的這條機場行車道象征著修建皇后區達美新家園

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改善拉瓜迪亞的道路基礎設施是再開發全面項目的重要內容，這是

因為我們希望能確保旅客往返機場時能有無縫連接的體驗。感謝紐約偉大的建築工人幫

助我們比原計畫提前近六個月完成道路建設工作。在和紐新航港局的合作下，我們使今

天行車道的開放成為現實，對此我表示感激。」  

  
皇后區區長小多諾萬·理查德 (Donovan Richards Jr.) 表示，「拉瓜迪亞新建的外環路

網路提前竣工，這項工作使旅客能夠迅速便利地在機場內外和周邊活動，從而讓機場成

為更具吸引力的交通選擇。車道工作竣工和機場機會委員會拉瓜迪亞就業中心延期開

放，這些都是拉瓜迪亞耗資 80 億美元的前瞻性再開發工作的重要里程碑。該項目已為

當地社區創造了崗位，獎學金，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項目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從而使我們地區受益。 這一項目將大力提高我

們區的經濟競爭力，並為把皇后區當作家的近 240 萬人帶來極大的福利。」  



 

 

  
機場機會委員會執行主任安德魯·坎貝爾 (Andrew Campbell) 表示，「在航港局的投資

下，機場機會委員會將繼續為與拉瓜迪亞機場毗鄰的社區提供就業安置服務。這筆投資

在很多人失業和掙扎的時候至關重要。機場機會委員會拉瓜迪亞就業中心將繼續確保居

民有機會保留住工作，並在本地區的經濟恢復期間分享訊息。」  

  
皇后區社區住房服務機構執行主任約瑟琳·吉娜奧·艾斯特蕾莉亞 (Yoselin Genao 

Estrella) 表示，「我們的合作夥伴拉瓜迪亞就業中心在過去的 3 年中改善了鄰里的生

活，對此皇后區街區住房服務公司感到激動不已。我們共同為數千名皇后區居民推薦了

新建拉瓜迪亞機場的多個崗位，並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為我們的鄰里帶來了一

束 希望。 在我們恢復經濟期間，拉瓜迪亞就業中心將成為我們的鄰里搭建機遇橋樑。我

們和社區的合作關係旨在透過就業機會、包容的經濟發展和培訓項目來打造具有可持續

性的社區，對此我感謝航港局的持續信賴和支持。」  

  
艾姆考爾青少年與成年人活動機構執行主任撒阿達·鄧思頓 (Saeeda Dunston) 表示，

「隨著我們經歷過去年的遭遇後繼續實現恢復的過程當中，我們對社區成員充滿希望，

因為我們將和機場機會委員會和一起解決就業機會問題。被認為是 2019 冠狀病毒中心

的社區獲得了繼續資助就業中心的承諾。」  

  
拉瓜迪亞機場重建計畫  

  
2015 年，葛謨州長首次揭示了拉瓜迪亞機場全面重建項目的願景。根據他的計畫，全新

的拉瓜迪亞機場將提供世界級的 21 世紀旅客體驗，包括現代化的客戶設施、最先進的

建築、更寬敞的登機口區域和統一的終端系統。這個耗資 80 億美元的項目於四年前在 

2016 年的這一週開工，其中三分之二的資金來自私人融資和現有的客運費用。  

  
同樣在 2019 年 10 月，航港局委員會 (Board of Commissioners) 正式批准了所需的資

金，在聯邦飛行管理局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 獨立環境審查完成前建設

拉瓜迪亞機場新航空列車。在葛謨州長的關鍵支持下，人們期待已久的拉瓜迪亞機場航

空列車即將在新的世界級的拉瓜迪亞機場投入使用，該機場將不再是東海岸 (East 

Coast) 唯一沒有鐵路連接的主要機場。拉瓜迪亞機場航空列車將把機場與威利斯角車站 

(Willets Point) 的一個新車站連接起來供旅客下車，並穩步減少交通擁堵、溫室氣體排放

和污染。  

  
總體來說，拉瓜迪亞機場項目預計將創造 100 億美元的經濟活動，並在項目建設期間創

造 25 億美元的薪酬。自從新的 B 航站樓到達大廳和出發大廳啟用以來，拉瓜迪亞機場

與少數族裔和婦女所有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 

MWBE) 簽訂的合同已經超過 18 億美元。到目前為止，該項目已經達到了葛謨州長設立

的 30% 少數族裔和婦女所有企業參與的目標。  

  
遵循葛謨州長對全新拉瓜迪亞機場提出的願景，航港局正與當地在任官員、利益相關方

和皇后區居民合作，以確保當地企業、少數族裔和婦女所有企業和求職者能在拉瓜迪亞



 

 

機場的重建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利用好新機會。自項目開始以來，超過 7 億美元的合同授

予了皇后區的當地企業。  

  
2019 年 4 月，葛謨州長宣佈與兩個社區組織合作，在柯洛娜街區開設新的機場機會委員

會辦公室。機場機會委員會為皇后區少數族裔和弱勢居民提供與機場相關的就業和工作

安置服務。2019 年 12 月，常設的拉瓜迪亞重建辦公室向公眾開放，為皇后區的少數族

裔和弱勢居民提供機場招聘和就業安置服務。  

  
航港局也與皇后區的沃恩航空與技術學院 (Vaughn College of Aeronautics and 

Technology) 合作，為來自當地社區的學生提供 11 項全額獎學金，讓他們就讀沃恩學

院。拉瓜迪亞機場重建項目也與皇后區公共圖書館 (Queens Public Library) 合作，為當

地中學生提供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計畫，預計今年夏天將開展第三年工作。  

  
為紐約民眾提供 21 世紀客戶體驗的新統一機場正在建設中，同時維持現有機場的運

營。隨著新設施的完成，舊設施被拆除，確保機場不會失去容量。即使在高峰建造期

間，拉瓜迪亞機場也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之前繼續創造客運量的新紀錄。該機場有

記錄以來最繁忙的 12 天中，有 8 天發生在 2019 年夏天，當時航站樓和道路施工處於頂

峰。2019 年，拉瓜迪亞機場的客運量超過了 3,100 萬人次，比 2018 年創下的客運量紀

錄增長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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