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3 月 3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推出三項大型紐新航港局計畫，在航空乘客量增加之時重振紐約斯圖爾特

國際機場  

  
紐新航港局宣佈激勵計畫，吸引航空公司入駐紐約斯圖爾特  

  
全新標誌與行銷活動同時發佈，旨在恢復 2019 冠狀病毒疫情之前的航空航線並提高國內

及國際航空服務  

  
在地區做好準備以恢復哈德遜谷中部地區的往返旅遊業之際，激勵計畫應運而出  

  
斯圖爾特國際機場建成新的現代化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檢查站以接待更多國際旅客  

  
美國航空公司的服務將從紐約斯圖爾特延伸至費城，美國忠實航空則增加兩條前往喬治

亞州薩凡納市及佛羅里達州德斯坦市的新航線  

  
  
在航空旅行從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 (COVID-19) 導致的旅客人數新低恢復之際，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推出三項大型的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計畫，以此重振紐約斯圖爾特國際機場 (New York Stewart International Airport) 

及周邊地區經濟。紐新航港局公佈新的航空公司激勵計畫，即新的機場行銷活動以吸引航

空公司入駐斯圖爾特國際機場，而葛謨州長於 2018 年 1 月份首次公佈的新聯邦檢查站 

(Federal Inspection Station) 亦順利竣工。紐約斯圖爾特國際機場位於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Region) 的中心地帶，設有前往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的航線，地處優

越，可為重要的航空旅客群體提供服務，包括國際商務及觀光旅客，尤其是在紐約州及其

他地區逐漸放鬆 2019 冠狀病毒病限制之際。  

  
「紐約州一方面繼續腳踏實地地對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另一方面亦展望疫情過後的

未來前景，迎接更多的旅遊業與經濟發展機會。」葛謨州長表示。「紐約斯圖爾特國際

機場是前往哈德遜谷中部地區的重要通道，此等激勵措施、行銷及施工計畫能夠在旅客人

數開始上升之際吸引更多的國際及國內旅客關注機場。」  

  
激勵計畫發佈之日亦是哈德遜谷中部地區數個主要景點重開之日，旨在幫助重啟旅遊行業

及航空旅行。紐新航港局與國內及國際航空公司召開了幾十場會議，討論潛在航線及激勵

計畫的框架。除此之外，紐新航港局計畫與斯托姆金藝術中心 (Storm King Art Center)、

卡茨基爾地區環球度假村 (Resorts World Catskills)、伍德伯里名品折扣店 (Wood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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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emium Outlets) 及樂高樂園紐約度假村 (LEGOLAND New York Resort) 等本

地景點合作，探索潛在的合作方式以發展地區內的旅遊行業及航空服務。  

  
紐新航港局局長凱文·奧圖爾 (Kevin O'Toole) 表示，「重振紐約斯圖爾特國際機場是紐

新航港局推動整個地區發展這一使命的核心目標。紐約斯圖爾特國際機場的位置及市場定

位都非常獨特，國際航運能力提升之後，機場將會繼續成為紐約州及新澤西州 (New 

Jersey) 大都市圈的主要低價航空之選。」  

  
紐新航港局執行理事瑞克·考頓 (Rick Cotton) 表示，「旅遊業是促進地區經濟復甦的關

鍵環節。我們希望重啟紐約斯圖爾特機場，以此推進地區發展。我們致力於為航空公司提

供優厚的激勵計畫，吸引航空公司入駐紐約斯圖爾特機場，並與本地企業建立緊密的合作

關係，充滿利用我們為機場制定的策略計畫。」  

  
作為重啟紐約斯圖爾特機場計畫的工作內容，州長亦宣佈由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管理的世界級新聯邦檢查站得以順利竣工。聯邦檢查站

符合各種現代標準，由於紐約斯圖爾特機場容納及營運的航線及航班增加，檢查站亦能帶

來更佳的乘客體驗。紐新航港局在 2019 年為紐約斯圖爾特機場制定了五點策略計畫，上

述機場升級都是航港局推行計畫的工作內容。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紐約辦事處現場營運代理主任馬蒂·C. 雷朋 (Marty C. Raybon) 表

示，「在紐約斯圖爾特機場設立新的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聯邦檢查站之後，我們目前

的工作效率得以提高，每小時最多能夠處理 400 位乘客入境。這不僅大幅提升旅客的入

境體驗，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工作能力也有所增強，既能保護國家邊境，也能保護市

民的安全。」  

  
哈德遜谷地區旅遊業主席阿曼達·達納 (Amanda Dana) 表示，「作為哈德遜谷地區旅遊

業代表，我們非常高興能夠與紐約斯圖爾特機場合作，推行吸引航空服務前往本地的計

畫。在地區重新開放、旅遊信心回升之際，我們需要做好準備，為潛在的旅遊需求提供服

務。 哈德遜谷地區始終都是熱門的旅遊勝地，我們有信心眾多旅客會發現利用紐約斯圖

爾特機場出行確實是探索無窮體驗的簡便方式。我們將會繼續與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 郡長斯蒂文·內豪斯 (Steve Neuhaus) 及紐新航港局密切合作，建立策略關係，

促進紐約斯圖爾特機場航空旅行的發展。」  

  
航空公司新激勵計畫  

為了促進及擴大紐約斯圖爾特機場的航空服務，紐新航港局將會實施更新版本的斯圖爾特

機場航空公司激勵計畫 (Air Carrier Incentive Program)。在紐約斯圖爾特機場目前尚未提

供服務的目的地，如果航空公司新開前往此等地點的直達航線，則能根據計畫享有 24 個

月的費用減免優惠及行銷支援。紐約斯圖爾特機場的激勵計畫能夠降低航空公司的風險，

延緩啟動成本。計畫旨在吸引潛在的國內及國際航空公司，滿足地區從 2019 冠狀病毒病

疫情復甦之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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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斯圖爾特機場已經迎來新開航班的重要開端。美國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 最

近擴大服務，方便旅客往返哈德遜谷地區與其位於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PA) 費

城 (Philadelphia) 的航運中心。將於今年夏季啟用的前往喬治亞州 (Georgia, GA) 薩凡納

市 (Savannah) 及佛羅里達州 (Florida, FL) 德斯坦市 (Destin) 的新航線將會擴大美國忠實

航空 (Allegiant Air) 的航線網路，能夠從紐約斯圖爾特機場直飛至六個目的地，包括南卡

羅來納州 (South Carolina, SC) 的摩陀比奇市 (Myrtle Beach) 及佛羅里達州 (Florida, FL) 

的蓬塔戈爾達市 (Punta Gorda)、奧蘭多市 (Orlando) 及清水市 (St. Pete-Clearwater)。

「航空公司激勵計畫」旨在以航空旅行復甦作為契機，同時重點關注國際市場。  

  
紐約斯圖爾特機場新行銷活動  

紐新航港局亦會在今年夏天推出配套的企業對企業行銷活動，以航線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

及航線經理作為目標人群。這一涵蓋各種渠道的活動既有航空公司激勵計畫所推出的各種

優惠，亦能帶來紐約斯圖爾特機場所獨有的商業機會。行銷活動將會在商業出版物、客戶

關係管理工具、數位媒體、搜尋、社交媒體及直接推廣等各個渠道發佈，對準決策制定

者，能夠展示紐約斯圖爾特機場針對旅行市場各個群體的主要亮點。  

  
活動的視覺內容包括全新標誌，標誌呈現了機場位於紐約蘋果產地中心及臨近紐約市的地

理位置。這一地理位置使得紐約斯圖爾特機場成為重要的低價出行之選，擁有巨大的個人

服務潛力，尤其是在疫情期間搬至郊區和農村地區的人群。相關活動除了突出本地景點，

也會以能夠提升國際航班業務的新聯邦檢查站作為亮點。  

  
新聯邦檢查站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 2018 年在其「州情諮文」演講中呼籲擴建紐約斯圖爾特機場及進行

現代化升級。  

  
自那時起，紐約州及紐新航港局即對機場投資 3,700 萬美元，包括建設一個符合 21 世紀

現代聯邦標準的永久性聯邦檢查站。新的設施為現有航站樓增加 20,000 平方呎的空間。

這一擴建空間能夠幫助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提高工作效率，每小時能夠檢查多達 400 

位國際乘客。與紐新航港局的所有新工程一樣，聯邦檢查站建設時亦遵守航港局的《永續

建築指南 (Sustainable Building Guidelines)》。聯邦檢查站現已建成，紐新航港局亦已

完成了新航空服務所需的主要建設工作。  

  
機場之前使用的是臨時的聯邦檢查站，因此員工需要定期安裝可移動牆壁及設立隔離區域

以處理國際旅客事務。臨時的聯邦檢查站對機場處理國內航班事務造成負面影響，亦給國

際及國內旅客帶來負面的出行體驗。開放永久設施能夠為機場提供支持，有能力增加國際

航班及乘客人數，並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之後促進哈德遜山谷中部地區的旅遊業及經

濟發展。  

  
紐約斯圖爾特機場的未來  

今天公佈的計畫展示了推行 2019 年制定的紐約斯圖爾特機場五點策略計畫的幾個重要階

段。計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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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航空公司激勵計畫進行現代化升級，以吸引新的航空公司及留住現有公司，同時

擴展新市場的服務；  

• 充分利用與地區及州內機構的合作關係，並與旅遊業及商業組織合作，發揮機場作

為經濟活動動力的作用；  

• 聘用資深行銷公司提高機場在國際市場及哈德遜谷中部地區的知名度，強化機場品

牌建設；  

• 與哈德遜谷中部地區的主要企業及景點建立聯合行銷策略，推廣紐約斯圖爾特機

場；及  

• 以與未來斯圖爾特合作夥伴 (Future Stewart Partners) 簽訂的新合約作為框架，擴

大現代特許經營計畫的建設範圍，並與紐新航港局合作，吸引新的航空服務入駐機

場。未來斯圖爾特合作夥伴是由全球知名的巴黎機場集團 (Groupe Aeroports de 

Paris) 與 AvPORTS 管理公司 (AvPORTS) 共同成立的合資公司，巴黎機場集團是

戴高樂機場 (Charles de Gaulle) 等巴黎機場的營運商。  

  

參議員詹姆斯·斯庫費斯 (James Skoufis) 表示，「在紐約斯圖爾特機場重新迎回航班及

乘客事關重大；過去數月間有更多的民眾接種疫苗並期待能夠重新出外旅行，因此這一舉

措顯得尤為重要。斯圖爾特機場位於哈得遜中部地區，使得本地居民出行更加方便，而機

場服務亦會迎來更多投資，這亦是一大利好消息。」  

  
州眾議院議員喬納森 G. 雅各森 (Jonathan G. Jacobson) 表示，「斯圖爾特機場始終蘊

藏巨大潛力，是連接本地區與世界各地的往返通道。旅客在經過充滿挑戰的一年之後重新

迴歸航空出行，而紐新航港局亦致力於為斯圖爾特提供支持，助其成為哈德遜谷地區的主

要航運中心，對此我感到非常開心。」  

  
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 郡長斯蒂文 M. 內豪斯 (Steven M. Neuhaus) 表示，「奧蘭

治郡及哈德遜谷地區都是全年無休的旅遊勝地，而樂高樂園亦計畫在數週後開放，屆時將

會吸引更多遊客前來本地遊玩。同樣，哈德遜谷地區及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的居民前

往佛羅里達、希爾頓黑德島 (Hilton Head)/薩凡納市及費城時如需選擇價廉方便的航班，

亦可選擇在斯圖爾特泊車並搭乘飛機，非常方便。無論是出發還是抵達，斯圖爾特都是省

心之選，我亦期待機場能夠再次騰飛。」  

  
紐堡鎮 (Town of Newburgh) 鎮長吉爾·皮亞卡迪奧 (Gil Piaquadio) 表示，「感謝葛謨

州長能夠實施理念、推行策略，以改善斯圖亞特國際機場的環境。繁榮的機場將能使整個

地區受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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