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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提名薩拉·費因伯格為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董事會主席並任命嘉諾·利博擔任執

行長  

  
費因伯格繼領導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度過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之後，成為運輸署董事會首

位女性主席  

  
利博將會擔任執行長並繼續領導 515 億美元的歷史性投資計畫，同時推動紐約州及地區

的經濟復甦  

  
派特·福伊獲任帝國州發展公司臨時總裁兼執行官，以此之前他領導了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度過疫情及成功申請 2019 冠狀病毒病聯邦資金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提名薩拉·E. 費因伯格 (Sarah E. Feinberg) 擔任紐約大都會

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董事會主席，並任命嘉諾·利博 

(Janno Lieber) 擔任執行長。派特·福伊 (Pat Foye) 在過去 4 年擔任運輸署的總裁、主席

兼執行長，他將於 7 月 30 日離職，入職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的

臨時總裁兼執行長。  

  
費因伯格將會成為出任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董事會主席的首位女性，在此之前她領導了紐約

市捷運局 (New York City Transit) 度過這一世紀以來最為嚴重的公共健康危機。利博將從 

7 月 30 日起出任執行長一職，他在擔任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建設與發展公司總裁期間制定

了運輸署 515 億美元的歷史性投資計畫，並在冠狀病毒危機期間讓運輸署的建設工作得

以順利開展。  

  
主席與執行長將會密切配合，攜手合作，管理運輸署的戰略發展方向。  

  
「薩拉、嘉諾和派特不僅僅是盡忠職守的公務人員，還是歷經考驗的領導者；在他們的領

導下，大都會地區的交通網絡在當代最嚴重公眾健康危機期間亦能高效運營，而在他們的

不懈努力下，我們的必需工作人員才能夠往返目的地，幫助挽救生命。」葛謨州長表

示。「除此之外，他們還監管並推動了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的歷史性變革及建設進展，同

時升級系統，為子孫後代提供更好的服務。我要代表所有紐約民眾感謝這三位領導的不懈

服務，我亦有信心他們將會繼續在新的職位上全身心付出。」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董事會主席接任人薩拉·費因伯格表示，「能夠入職新的職位，繼續在

地區的捷運及巴士系統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還能對運輸署、本市及本地區的交通帶來更

大的影響，我感到非常激動。竭盡全力恢復客運量應該成為最優先的工作——客運量恢復

後，市內經濟亦會隨之復甦。」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執行長接任人嘉諾·利博表示，「冠狀病毒危機證明——再一次證明—

—不管形勢好壞，公共交通都是紐約州的脈搏所在。 我們現在需要繼續建設一個能夠將

所有社區的民眾連接至工作崗位、教育地點及發展機遇的系統。我非常期待接任這一新的

重要職位，並領導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支持紐約市地區的經濟復興。」  

  
帝國州發展公司臨時總裁兼執行長接任人派特·福伊表示，「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應對疫情

的方式令我深感自豪，此外還有運輸署英雄員工的表現——所有英雄同舟共濟——他們運

送應急先遣隊和必需工作人員去往前線，完成工作。對於我們所申請到的大額聯邦冠狀病

毒資金我亦感到自豪及感激；在我們所實施的財政效率措施及中央商務區收費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Tolling) 計畫成功獲批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利用這筆資金繼續發展紐約

大都會運輸署。我知道，在薩拉和嘉諾的領導下，我們已經取得的巨大進展還將繼續向前

推進。我非常期待出任帝國州發展公司的臨時總裁兼執行長，也期待能與主席史蒂芬·科

恩 (Steve Cohen) 合作，繼續創新，支持紐約的疫情後經濟復甦。」  

  
帝國州發展公司現任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艾瑞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

「對於帝國州發展公司在州內史上最艱難時期裏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我感到非常自豪。 

能為葛謨州長工作並為紐約民眾服務是我的榮幸，我亦希望能夠作為帝國州發展公司的一

員作出貢獻。」  

  
帝國州發展公司主席史蒂芬 M. 科恩 (Steven M. Cohen) 表示，「在整個疫情期間，艾瑞

克·格特勒領導的帝國州發展公司公務人員團隊的表現令人驚歎，他們駐紮前線，確保紐

約州內的醫院及應急先遣隊能夠獲得服務民眾的必要資源，亦確保本州經濟得以經受本次

史無前例的風暴衝擊。 雖然艾瑞克將繼續留任到今年夏天，但我們亦需記住他在服務期

間的英勇表現，他在極為艱難的時期裏領導公司，指引方向。紐約州已經踏上復甦之路，

而在艾瑞克的指引下，我們亦已開始尋找機遇，發展地區經濟，重新為紐約州的未來制定

最佳的投資方式。 我們期待並歡迎臨時總裁接任人派特·福伊先生加入帝國州發展公司這

個大家庭。派特是一位久經考驗的領導者，領導過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實施改革，度過最為

艱難的疫情時期。」  

  
費因伯格自 2020 年 3 月起擔任紐約市捷運局的臨時局長，擔任局長期間領導該局的 5.3 

萬名員工度過冠狀病毒危機。  

  
在擔任臨時局長期間，費因伯格意識到必須讓乘客重新使用公共交通，因此始終致力於保

障客戶及公共交通員工的服務和安全。在疫情期間，雖然其他交通機構大幅縮減服務，但

紐約市捷運局仍維持高水平的地鐵及巴士服務。  

  



費因伯格及紐約市捷運局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也實施了大型的清潔消毒工作，在

國內率先出臺公共交通佩戴口罩強制規定，同時在系統內增加額外安全措施，包括大力度

的安防攝像頭計畫。  

  
費因伯格及捷運局的領導團隊也成功實施了家庭聯絡計畫，重點照顧因冠狀病毒而離世的

運輸署員工的家庭，以及發放冠狀病毒家庭福利。在費因伯格的領導下，紐約市捷運局也

舉辦了首個紀念活動以向逝去的同事表示敬意，活動贏得國內的一致稱讚。費因伯格同時

關注紐約大都會區 (New York Metropolitan) 的交通文化，與社交媒體名人紐約尼科 (NY 

Nico) 共同製作節目，在捷運廣播中引入其標誌性聲音。  

  
在入職紐約市捷運局之前，費因伯格是歷史上第二位管理聯邦鐵路管理局 (Federal 

Railroad Administration, FRA) 的女性；管理局是美國鐵路系統的唯一監管機構。費因伯

格之前也擔任過美國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的辦公廳主任，此外還

曾擔任總統特別助理及白宮辦公廳主任拉姆·伊曼紐爾 (Rahm Emanuel) 的高級顧問。費

因伯格也曾任職於私營領域，曾擔任費因伯格策略公司 (Feinberg Strategies, LLC) 總裁

及就職於 Facebook 及彭博有限合夥企業 (Bloomberg, LP)。  

費因伯格持有華盛頓與李大學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的學士學位。  

  
利博目前擔任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建設與發展公司的總裁，這個擁有 1,800 位員工的公司

由利博親手創建。利博負責管理投資 515 億美元的 2020 至 2024 年資本項目的審批工

作。在利博的管理下，以下項目得以按時按預算順利竣工：L 線列車隧道工程 (L Train 

Tunnel Project)；長島地區鐵路的雙軌鐵路工程 ( Long Island Rail Road Double 

Track)；在 2020 年建成 11 個符合《美國殘障人士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標準的歷史性車站；並以創紀錄的時間完成 F 型羅格斯隧道 (F-line Rutgers 

Tube) 改造工程（被桑迪超級風暴 (Superstorm Sandy) 破壞的最後一條地鐵隧道）。  

  
利博的管理經驗還包括以下在建的大型項目：東側通道 (East Side Access)；投資 25 億

美元的長島鐵路公司 (LIRR) 第三軌道項目 (Third Track Project)；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賓

夕法尼亞通道項目 (Metro-North Penn Access Project)（將在東布朗克斯區 (East Bronx) 

新建 4 個車站）；賓州車站 (Penn Station) 改造與擴建工程；以及第二大道地鐵 

(Second Avenue Subway) 2 期工程（將地鐵線從東側延長至哈林區中部 (Central 

Harlem)）。  

  
利博也幫助運輸署向聯邦政府成功申請 140 億美元的資金，用於應對因疫情而導致的財

政危機。  

  
在任職紐約大都會運輸署之前，利博曾有 14 年的時間在世界貿易中心房地產公司 (World 

Trade Center Propertie) 擔任總裁，負責管理趙華斯坦房地產公司 (Silverstein 

Properties) 在世界貿易中心的數十億美元建設項目。在此之前，利博也曾負責管理勞倫

斯魯本公司 (Lawrence Ruben Company) 的私人投資開發業務，並作為顧問與多個客戶

合作，如芝加哥交通管理局 (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新澤西捷運公司 (New Jersey 



Transit)、濱州車站改造公司 (Penn Station Redevelopment Corp.)，該公司當時負責開

發莫伊尼漢火車大廳 (Moynihan Train Hall) 工程。  

在克林頓 (Clinton) 執政期間，利博在美國交通廳擔任副助理廳長及副助理政務廳長。在

其職業生涯初期，利博在紐約州帕特松、貝爾納普、韋布與泰勒法律事務所 (New York 

firm of Patterson, Belknap Webb & Tyler) 擔任律師，並在紐約市長艾德·考奇 (Ed Koch) 

辦公室擔任交通政策顧問。  

利博畢業於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和紐約大學法學院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  

  
福伊擔任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的總裁、主席兼執行長已經超過 4 年，負責管理北美地區 

(North America) 規模最大的交通機構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應對工作。在他的領導

下，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比其他交通機構先行一步，實施了一系列創新的 2019 冠狀病毒病

響應措施，包括推出首款出行規劃工具及領先業內的員工保護計畫（為交通行業的工作人

員提供首個檢測及疫苗接種項目），同時試行新的清潔技術和解決方案。  

  
福伊也領導運輸署向國會申請 140 億美元的緊急資金，保障運輸署的財政穩定，並成立

全國交通機構聯盟，為國內的交通機構籌集到超過 320 億美元的聯邦緊急資金。在疫情

期間，福伊也負責推行創新的財政措施，如讓運輸署使用聯邦市政貸款項目，額外節約 8 

億美元成本，幫助運輸署達到預算平衡。 福伊還領導推動州內的立法工作，以通過紐約

州的國內首個中央商業區收費計畫（運輸署投資 515 億美元歷史性資本項目的財政基

礎），同時還監督了項目的首個階段的實施。  

  
在加入紐約大都會運輸署之前，福伊還在 2011 年 11 月至 2017 年 8 月期間擔任紐新航

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局長，管理國內最為重要的 3 宗公私

合作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3) 交易，包括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重建

項目、高堡橋 (Goethals Bridge) 新建項目，以及制定並實施航港局為期 10 年、投資 

322 億美元的資本計畫。  

  
福伊也擔任過葛謨州長的經濟發展部副部長、帝國州發展公司的紐約州南部地區主席，以

及長島電力局 (Long Island Power Authority) 的副主席及董事會成員；在此之前，福伊曾

任職於法律及房地產行業，是世達律師事務所 (Skadden, Arps) 的併購合夥人，並在領先

的多戶型房地產投資信託公司 AIMCO 擔任行政副總裁。  

  
福伊曾就讀於福特漢姆學院 (Fordham College) 及福特漢姆大學法學院 (Fordham 

University Law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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