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20 年 2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  4 號航站樓大型重建項目，推進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的改造   

  

現代化擴建計畫將統一達美航空公司的運營，增加  16 個新登機口，並擴建登機區

域和抵達區域   

  

翻新現有航站樓以增加新的世界級的零售和食品選擇、一流的技術、升級票務和

登機區、新的自助行李檢查並增強了其他乘客體驗   

  

經調整的離港及抵港道路正面將大大改善車輛進出情況   

  

允許拆除  2 號航站樓，進一步推進葛謨州長建設世界級的  21 世紀約翰  F. 肯尼迪

國際機場的願景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與達美航空公司  (Delta Air Lines) 以及 4 號航站樓運營商  JFK 國際航空終端

公司 (JFK International Air Terminal, JFKIAT) 達成關鍵條款協議，將大規模擴建  4 

號航站樓，並整合達美航空公司在那裡的業務，這是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向  21 

世紀全球門戶轉變的關鍵一步。   

  

如果本週得到董事會批准，紐新航港局將與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敲定並簽署一

項租賃修正案，擴建和改造  4 號航站樓的抵港大廳和離港大廳、擴建主要的候機

廳、增加 16 個新登機口、改造現有的候機廳，並升級道路以改善車輛通行能力。

4 號航站樓的擴建預計將在  2023 年初完成，屆時達美航空公司將整合其業務。道

路改善工程將於  2025 年底完成，與其他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重建項目一起完

成。  

  

「4 號航站樓的擴建將成為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改造取得的另一個里程碑，升

級後的機場將為乘客提供飛往紐約州時期望的世界級體驗，」葛謨州長表示。

「我們耗資  130 億美元的約翰 F. 肯尼迪機場現代化項目竣工後，將建成更加統一

的機場，鞏固紐約州作為我國主要入境口岸的地位。」   

  

4 號航站樓的擴建考慮到了客戶需求   



 

 

耗資 38 億美元的 4 號航站樓項目將對現有航站樓進行現代化改造和擴建，增加  

50 多萬平方英呎的面積和  16 個國內窄體登機口，同時擴建和翻修抵港大廳和離港

大廳，以改善售票區、安檢點、行李提領區和抵港區。新裝修的光線充足的候機室

和大廳將傳達地方感，現代化的售賣區和設施歡迎旅客到紐約州。達美航空公司目

前在 4 號航站樓和  2 號航站樓同時運營，因為此次擴建，達美航空公司將能夠把

所有在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的業務合併到  4 號航站樓，從而在約翰  F. 肯尼迪

國際機場為旅客提供無縫出行體驗。擴建後的  16 個登機口將取代達美航空公司目

前在 2 號航站樓使用的  11 個登機口，2 號航站樓建於  1962 年，有 58 年的歷

史。此次合併還將使達美航空公司合作的許多航空公司實現更無縫的連接。該項目

將包括擴建座位區和售賣區、現代化尋路標誌，以及為旅客設計的全新衛生間。擴

建項目還包括在  4 號航站樓  A 大廳新建達美航空公司飛行俱樂部  (Delta Sky 

Club)。作為該項目的一部分，4 號航站樓附近的道路通道和臨街處也將重新配

置，以改善客戶的車輛通行。   

  

2017 年，4 號航站樓成為首個獲得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力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Operations & Maintenance, LEED O+M) 運營與維護認證的

航空航站樓。重新設計的  4 號航站樓將延續紐新航港局和  JFK 國際航空終端公司

對能效的承諾，利用整個航站樓的節能設備和照明。大廳的擴建將包括雨水收集和

再利用的基礎設施。為了符合紐新航港局設施向電動汽車過渡的標準，該項目包括

在所有新登機口安裝電動地面服務設備充電站，以及除冰回收系統，以收集已用過

的除冰液。   

  

4 號航站樓的擴建和翻新預計將由  JFK 國際航空終端公司提供資金。二月初，達

美個航空公司董事會授權達美管理層進行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   

  

過去 10 年裡，達美航空公司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的業務增長了  65% 以上，

目前每天從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飛往全球  30 多個國家的近  100 個目的地的高

峰航班有 240 多班。2013 年，該航空公司首次在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4 號航

站樓展示了價值  14 億美元的最先進的國際登機口。在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LGA)，達美航空公司運營著超過  275 個高峰日航班，並於  2017 年 8 月開

始建設斥資  40 億美元的  C 航站樓和 D 航站樓。達美航空公司在機場東側的第一

個新大廳和新登機口於  2019 年 10 月開放。現代化的候機室大樓將在  2022 年作為

全新的拉瓜迪亞機場的一部分開放，並分階段開放三個額外的大廳。   

  

JFK 國際航空終端公司是皇家史基浦集團  (Royal Schiphol Group) 的美國子公司，

1997 年以來一直是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4 號航站樓的運營商。擴建後的航站

樓將利用新技術進一步為  33 家合作的航空公司服務，以確保快速無縫的旅客處理

能力、創新的食品選擇、充滿當地靈感的零售組合、兒童遊樂區和其他設施，以確

保旅客的舒適和便利。   

  



 

 

葛謨州長對是新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提出的願景   

2017 年 1 月，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宣佈了他的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願景計畫  

(JFK Vision Plan)，把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改造成紐約民眾應得的統一、互聯的

世界級機場。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願景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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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景計畫還要求增加登機口的數量和大小、改善停車場的可用性、改善一系列機場

滑行道以減少登機口擁堵、升級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氣墊列車  (AirTrain JFK) 系

統以增加運力，並改善機場內外的道路，特別是範懷克高速公路  (Van Wyck 

Expressway) 和大中央公路 (Grand Central Parkway)，包括基由花園交叉路口  (Kew 

Gardens Interchange)。  

  

2018 年 10 月，州長宣佈了一項歷史性的承諾，即推進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願

景計畫，在機場南北兩側新建兩座世界級的國際航站樓，這將為該項目帶來  130 

億美元的投資。這項投資將把遊客體驗從路邊轉換到登機口，配備一流的乘客便利

設施、集中的地面交通方案以及大幅度改良的道路，這些措施將共同把這座機場的

年乘客處理容量增加至少  1,500 萬人。  

  

與當地社區同步重建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作為其 2018 年 10 月公告的一部分，葛謨州長設立了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重建

社區諮詢委員會  (JFK Redevelopment Community Advisory Council)，在機場重建過

程中推進以社區為重點的項目，具體涉及推動紐新航港局承諾  30% 的少數族裔及

婦女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 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 MWBE) 的承包目標，

以及各種社區福利，包括就業機會、小企業拓展和當地企業的發展、皇后區  

(Queens) 居民的教育和環境管理。諮詢委員會由國會議員格裡高利·米克斯  

(Gregory Meeks) 和皇后區區長擔任共同主席，該委員會還有來自皇后區東南區、

皇后區西南區、洛克威  (Rockaways) 和拿騷郡  (Nassau County) 西部地區等指定社

區的推舉官員、社區董事會、非營利機構、民間機構和神職領導。   

  

諮詢委員會自創立起已與紐新港航局共同擴大了社區的外展工作範圍，從而確保這

一宏偉的項目能夠持續收集到來自當地利益相關者的反饋，並為當地企業、少數族

裔及婦女企業和求職者提供重要機會。這包括承諾實現州長提出的少數族裔及婦女

企業使用率占比  30% 的全國領先目標，這一目標適用于重建項目的所有方面，包

括達美航空公司和  JFK 國際航空終端公司對  4 號航站樓的擴建和改造。   

  

2019 年 10 月，諮詢委員會公佈了一系列舉措中的第一項舉措，旨在為約翰  F. 肯

尼迪國際機場周邊的當地社區提供就業機會、商業機會、培訓和教育計畫：承諾為

紐約州和皇后區的當地企業預留  50% 的特許經營權；一項使建築和機場運營工作



 

 

與皇后區當地居民相匹配的計畫；一個新的第二次機會計畫，以確保以前被監禁的

皇后區居民獲得機會；還有為皇后區  1-12 年級學生提供航空服務的新項目，將科

學和技術帶入生活。   

  

在未來數月，諮詢委員會會繼續定期舉行公眾會議，由紐新航港局、碼頭發展商、

諮詢委員會委員及其他社會人士討論其他策略及計畫，為本地企業、求職者及對航

空有興趣的學生提供更多機會。   

  

紐新航港局委員會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the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主席凱文·奧圖爾  (Kevin O'Toole) 表示，「達美航空公司和  JFK 

國際航空終端公司始終是紐新航港局對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開展現代化和統一

建設工作的真正合作夥伴。該項目將推動該機構的使命，旨在保持該地區發展，並

承諾為所有前往大都會地區的旅客和遊客提供一流的體驗。」   

  

紐新航港局執行理事瑞克·考頓  (Rick Cotton) 表示，「4 號航站樓的擴建是實現州

長提出的改造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的願景的基石，他的願景是把約翰  F. 肯尼迪

國際機場轉變為  21 世紀的全球門戶，並使機場在未來  30 年繼續為不斷增加的客

運量服務。今天的公告是保持整個項目向前發展的一個關鍵里程碑。」   

  

達美航空公司執行長埃德·巴斯蒂安  (Ed Bastian) 表示，「達美航空公司目前在機

場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超過了公司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隨著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

場和拉瓜迪亞機場的改造項目正在進行，我們正在打造紐約州客戶長期以來一直期

待的機場。我們期待與我們在 JFK 國際航空終端公司的合作夥伴以及紐新航港局

合作，在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4 號航站樓提供真正卓越的體驗，鞏固其作為達

美航空公司客戶世界級全球門戶的地位。」   

  

JFK 國際航空終端公司總裁兼執行長羅埃爾·惠尼克  (Roel Huinink) 表示，「4 號

航站樓的擴建標誌著世界上一座最現代化、最高效的航空港的下一次演進。4 號航

站樓占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客流量的三分之一，通過投資這一擴建項目，我們

將能夠繼續推動航站樓內的創新、增加其容量，並將我們一流的客戶體驗提升到新

水準。我們期待與達美航空公司以及紐新航港局繼續合作，啟動這一令人振奮的舉

措，以鞏固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作為世界級機場的地位。」   

  

美國眾議員格雷戈里  W. 米克斯 (Gregory W. Meeks) 表示，「約翰 F. 肯尼迪國際

機場現代化的核心原則是將機場帶入  21 世紀、簡化和加強旅客的航空旅行，並考

慮到當地社區的需求。4 號航站樓的重建項目繼續遵循指導精神，將達美航空公司

所有航班合併到一個航站樓，並維持對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使用率占比  30% 的承

諾。感謝葛謨州長、紐新航港局、達美航空公司及  JFK 國際航空終端公司與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重建社區諮詢委員會通力合作。我期待早日看到成果。」   

  



 

 

在南北兩側建造兩座新世界級航站樓   

正如之前宣佈的，在機場南側，紐新航港局將與漢莎航空公司  (Lufthansa)、法國

航空公司 (Air France)、日本航空公司  (Japan Airlines) 和韓國航空公社  (Korean Air 

Lines) 組成的航空公司聯盟，以及凯雷集团  (Carlyle Group)、JLC 基礎設施公司  

(JLC Infrastructure) 以及聯合勞工人壽保險公司  (Union Labor Life Insurance 

Company, Ullico) 等開發和金融夥伴合作，為新的一號航站樓、即一個斥資  74 億美

元、280 萬平方英呎的新國際航站樓簽訂租賃協議，該協議涉及這座新的可持續設

計和關注未來的現代化航站樓的設計、建造、融資、運營和維護。新的  1 號航站

樓將取代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目前運營的  1 號航站樓、1962 年開放的 2 號航

站樓，以及  2014 年 3 號航站樓拆除時空置的區域。   

  

在機場北側，擬斥資  30 億美元建造的 120 萬平方英呎新國際航站樓將由捷藍航空

公司 (JetBlue) 和約翰  F. 肯尼迪機場千禧夥伴公司  (JFK Millennium Partners) 建設。

該財團計劃建造一座世界級的國際航站樓，連接現有的  5 號航站樓。新航站樓將

由捷藍航空公司及其目前分佈在該機場的各個合作夥伴入駐。   

  

8 號航站樓正在施工   

葛謨州長宣佈，作為  2019 年 12 月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全面改造項目的組成部

分，這是首次破土動工。作為該項目的一部分，美國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 

和英國航空公司  (British Airways) 將為 8 號航站樓增加超過  7 萬平方英呎的客流量

空間和運營空間。客戶體驗方面的改進包括：重新配置登機大廳，增加  25% 的容

量；對候機室進行翻新和現代化改造；擴建四層休息區，建立美國航空公司 /英國

航空公司的高級休息室；以及增強零售和餐飲選擇，以便在飛行前享用。重建的  8 

號航站樓將增加  5 個寬體登機口，以容納更大的飛機、4 個寬體停機坪和增強的

行李系統。工程預計將於  2022 年竣工。  

  

改善機場內外道路   

重建計畫的另一個重要部分是簡化道路系統，使私家車、的士、共乘車輛及其他計

程車輛更快捷地到達所有終點站，並可把停車場改作短期及長期泊車之用。   

  

計畫要求航站樓區域用兩條主『環路』銜接，即北環路和南環路，以方便乘客進出

機場，並使民眾能夠更加方便地前往機場南北兩側的航站樓綜合樓區域。   

  

在機場外圍，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提供 15 億美元專

項資金改造公路，用於緩解交通瓶頸，尤其是邱園立交橋和范維克高速公路交叉

口，以及擁堵問題最嚴重的范維克公路  (Van Wyck)。目標是幫助縮短車輛在曼哈

頓城中區 (midtown Manhattan) 和機場之間的通行時間。   

  

關於公共交通，紐新航港局將給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氣墊列車系統增加  50% 的

客運容量，此外還增加服務頻次來保障滿足持續增加的客運需求。2019 年，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氣墊列車的客運量接近  2,100 萬人次，超過了  2018 年創下的年

度紀錄。此外，在牙買加車站  (Jamaica Station)，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正在建造一座可容納  12 節車廂列車的新站台，該站台將增加對約翰  F. 肯尼迪國

際機場往返客流的運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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