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6 月 1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給  B 航站樓新入境大廳和離境大廳揭幕，這是拉瓜迪亞機場耗資  80 億

美元改造項目的組成部分   

  

2019 年  10 月達美航空公司第一個客運大廳和登機口開放以來，該項目是迄今為

止拉瓜迪亞機場全面重建項目達成的最大里程碑   

  

新大廳啟用，先進安全協定和新型冠狀病毒安全協定部署到位   

  

新的世界級特許經營區包括紐約州最受歡迎的布魯克林餐廳、朱尼爾芝士蛋糕

店、希爾鄉村燒烤、思想咖啡廳、供應伊萊·佐鮑爾餐廳產品的伊萊精要餐廳，以

及馬克·弗吉奧大廚創建的桑樹街餐廳   

  

世界著名藝術家耶珀·海恩、薩賓·霍思泰、蘿拉·歐文斯和薩拉·斯茨創作的宏大的

新永久藝術品亮相，展現了紐約州的活力和魅力   

  

『全新拉瓜迪亞機場』最終將包括六座總面積為  270 萬平方英呎並擁有  72 個新登

機口的候機廳、兩個擴建的新航站樓抵達大廳和出發大廳、拉瓜迪亞機場新航空

列車，以及  13.7 英哩的新道路網絡   

  

新  B 航站樓的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LGA) 全新的現代

化 B 航站樓到達大廳和出發大廳正式啟用，這是迄今為止該機場耗資  80 億美元

改造為 21 世紀統一設施達成的最大里程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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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航站樓有四層，面積  85 萬平方英呎，空間寬敞，將為紐約州旅客提供  21 世紀

的機場體驗，其中包括當地特許經營區、大型現代衛生間和紐約州風格的購物區。

新到達大廳和出發大廳亦展示由公共藝術基金  (Public Art Fund) 策劃的永久公共藝

術裝置，以提升旅客體驗，並強調紐約州作為藝術及文化的全球燈塔的地位。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albums/72157714651039793


 

 

新的 B 航站樓將於  6 月 13 日星期六對公眾開放，服務對象包括美國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聯合航空公司  (United Airlines)、西南航空公司  (Southwest 

Airlines) 和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由於其規模，在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期間和之後，隨著距離的改善，包括更多的登機、安檢和行李提

取空間，以及非接觸式技術的創新，以及更加重視清潔和消毒，航站樓為更安全高

效地運送乘客提供了更大的機會。   

  

「B 航站樓開放新到達大廳和出發大廳是迄今為止拉瓜迪亞機場轉型為匹配紐約

州的世界級交通樞紐達成的最大里程碑，」葛謨州長表示。「隨著我們面向  21 世

紀繼續對機場進行升級和現代化改造，這個新的現代化大廳將為乘客提供獨特的出

行體驗，提供新的特許經營區、旅客便利設施和四位世界頂級藝術家的藝術設施，

同時為乘客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和之後提供更安全高效的移動空間。」   

  

繼 2018 年 2 月 B 航站樓新停車場啟用、2018 年 12 月 B 航站樓首個新登機口和

大堂啟用、2019 年 10 月 C 航站樓首個新登機口和大堂啟用之後，新到達大廳和

出發大廳正式啟用。   

  

全新的  B 航站樓體驗   

伴隨今天的開幕，到達和離開拉瓜迪亞機場  B 航站樓將成為完全不同的體驗。新  

B 航站樓的出發層大得驚人，設有四個登機島、75 個個人登機亭和  1 個中央特大

號行李登記站。有  16 個指定的秘密頻道，是安檢區域的三倍。運輸安全管理局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TSA) 隊列中的動態標識顯示乘客等待時間，

並允許根據乘客需求調整排隊區域。   

  

拉瓜迪亞新航站樓  B 航站樓的安檢包括三個最先進的技術系統，以加快安檢速

度，同時優先保障乘客的安全。使用基於人工智慧的機器人輔助便利系統可以更有

效地檢查托運行李，該系統可以快速地對高風險行李實施診斷並轉移以進行更深入

的檢查。攜帶隨身行李的乘客在通過運輸安全管理局檢查點時將會注意到新的自動

排序和檢索系統。新的身體掃描和金屬檢測設備對使用者友好，有更大的掃描區

域，無需高舉雙臂，並以最先進的成像技術為特色。   

  

在到達層，九條新的大型行李傳送帶提供了額外的空間，以便在行李領取時保持距

離。  

  

新到達大廳和離港大廳裡新建了  17 個大型洗手間，設有免觸碰的入口、水槽和烘

手器，與舊的中央航站樓相比，創造了更大的距離機會。   

  

特許經營區   

該航站樓現在擁有各種各樣的特許經營區，包括許多位於紐約州的熟悉的企業。為

了讓乘客在等待航班的同時購物和用餐，安檢後特許經營區集中在新到達大廳和出



 

 

發大廳的主要商業區，那裡有  17 個一流的零售、餐飲設施。當地人喜歡的餐廳為

當地人和旅客提供機會品嘗紐約州的美食，這些餐廳包括紐約州美食傳奇伊萊·佐

鮑爾餐廳 (Eli Zabar)、馬克·弗吉奧  (Marc Forgione) 大廚創建的新桑樹街餐廳  

(Mulberry Street restaurant)、朱尼爾芝士蛋糕店  (Junior's Cheesecake)、布魯克林餐

廳 (Brooklyn Diner)、思想咖啡廳  (Think Coffee)、托尼 + 本尼正宗布魯克林披薩店  

(Tony + Benny's Authentic Brooklyn Pizza)、希爾鄉村燒烤  (Hill Country)、創建於紐

約市的德州主題燒烤餐廳、紐約市艾格羅  (NYC Aglow) 以及鮑厄裡灣商店  (Bowery 

Bay Shop)。  

  

公共藝術   

由公共藝術基金和拉瓜迪亞機場登機口合夥公司  (LaGuardia Gateway Partners, 

LGP) 委託製作的四個永久公共藝術裝置，使新到達大廳和出發大廳充滿活力。藝

術家耶珀·海恩  (Jeppe Hein)、薩賓·霍思泰  (Sabine Hornig)、蘿拉·歐文斯  (Laura 

Owens)、薩拉·斯茨  (Sarah Sze) 創作了四件專為新設施設計的作品，表達了紐約州

體現的持久精神、驚奇感和活力。   

  

清潔   

航站樓的所有區域都按照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的最高清潔標準進行清潔。高接觸表面清潔團隊在現場工作，可

從他們穿著的品牌背心辨認出來。整個航站樓設有數位標牌，顯示與新型冠狀病毒

有關的安全措施，包括面罩要求、距離引導和提醒人們經常洗手等。運輸安全管理

局的工作人員在處理乘客行李時將戴上口罩，並遵守有關手套使用和衛生處理的嚴

格程式。使用「送餐上門  (At Your Gate)」應用程式可以實現非接觸式點餐和送

餐。  

  

拉瓜迪亞機場登機口合夥公司和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繼續測試預防和限制新

型冠狀病毒傳播的最新技術，包括在國際航空電訊集團  (SITA) 簽到櫃檯測試非接

觸式技術和在自動扶梯扶手測試紫外線清潔技術。   

  

紐新航港局執行理事瑞克·考頓  (Rick Cotton) 表示，「第一個新到達大廳和出發大

廳的啟用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實現了葛謨州長提出的願景，即打造全新的、世

界級的、21 世紀的拉瓜迪亞機場，這是該地區值得擁有的。我們感謝承包商、分

包商和工會建築工人，他們在疫情爆發時全力以赴，按時按預算交付了這座非凡的

建築。今天的開幕應該是閃亮的象徵，表明該地區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前，憑藉紐

約州的活力，實現經濟強勁復蘇的潛力。」   

  

紐新航港局主席凱文·奧圖爾  (Kevin O'Toole) 表示，「新 B 航站樓的到達大廳和

出發大廳的落成，體現了我們致力在提供最安全的出行體驗的同時，確保旅客享有

世界級的出行體驗。該航站樓擁有寬敞集中的簽到服務，從路邊到登機口都集成了

最先進的安檢技術，以及現代化的特許經營區、購物和藝術設施。在對拉瓜迪亞機



 

 

場進行重大調整的過程中，我們面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帶來的新挑戰。我們始終

致力於把客戶的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大紐約區房屋和建築行業委員會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of 

Greater NY) 會長嘉里·拉巴貝拉  (Gary LaBarbera) 表示，「今天是將拉瓜迪亞機場

改造成 21 世紀世界級機場的重要一步。感謝葛謨州長卓越的領導，我們今天取得

的里程碑式成就證明，紐約州將從過去  100 天面臨的挑戰中變得更加強大。大規

模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將使紐約民眾重返工作崗位，建築行業的成員隨時準備繼續

利用他們的技能和專長建造最先進的基礎設施。投入到拉瓜迪亞機場改造中的每一

美元都將繼續創造中產階級的職業生涯，並使紐約州成為世界舞臺上的領導者。」   

  

子午線北美公司  (Meridiam North America) 總裁兼拉瓜迪亞機場登機口合夥公司董

事會主席珍·蓋維  (Jane Garvey) 表示，「子午線北美公司很榮幸能成為拉瓜迪亞

機場登機口合夥公司的一員，並與葛謨州長合作共同為下一步建設最先進的  B 航

站樓，他的領導對這個項目至關重要。到達大廳和出發大廳的建成，讓我們離全新

的 B 航站樓更近了一步，它將為乘客提供順暢高效的優質出行體驗，彰顯紐約州

的最佳品質。」   

  

華帝機場集團  (Vantage Airport Group) 總裁兼執行長喬治·凱西  (George Casey) 表

示，「今天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標誌著我們集體努力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我

們的努力將徹底改變紐約州最重要的一個門戶，也是美國航空基礎設施的關鍵部

分。作為拉瓜迪亞機場登機口合夥公司的股權投資者、首席開發商和管理方，我很

榮幸能夠與紐新航港局共同監督  B 航站樓的再開發和管理工作。」   

  

拉瓜迪亞機場登機口合夥公司執行長斯圖爾特·斯蒂福斯  (Stewart Steeves) 表示，

「嶄新的 B 航站樓的客運大樓即將開放到達大廳和出發大廳，這令我們興奮不

已。沒有人預料到，在這個充滿挑戰和不確定的時期，到達大廳和出發大廳會落成

啟用。但紐約民眾正在奮起迎接這一挑戰，我們將為此變得更加強大。我們的出行

方式正在改變，我們致力於打造全新的  B 航站樓，在為乘客保持最高安全水準的

同時，將創新的設計和卓越的客戶體驗結合起來。我們感謝葛謨州長在這個項目上

的遠見和領導能力，感謝在紐新航港局、華帝機場集團、子午線北美公司和斯堪斯

卡公司 (Skanska) 的合作夥伴，感謝他們的合作，使  B 航站樓成為紐約州全體民

眾引為自豪的門戶。」   

  

斯堪斯卡美國公司  (Skanska USA) 總裁兼執行長理查德·肯尼迪  (Richard 

Kennedy) 表示，「今天是拉瓜迪亞機場轉型為紐約民眾引以為傲的世界級機場的

重大轉捩點。新的  B 航站樓代表著對  21 世紀機場建設方式的全面重新設想。斯

堪斯卡公司感謝葛謨州長對我們關鍵地區基礎設施的承諾，以及提供這個極佳項目

的機會——斯堪斯卡公司迄今為止最大的項目。」   

  



 

 

公共藝術基金會總監兼總策展人尼古拉斯·波美比  (Nicholas Baume) 表示，「拉瓜

迪亞機場 B 航站樓的永久藝術項目是世界上最宏大的一個項目，它將紐約州的創

新精神置於這一非凡新空間的中心。從你進入航站樓的那一刻起，很明顯，藝術是

這座建築內在的結構。反映我們這座富有層次的全球城市的裝置歡迎您的到來，將

紐約州最重要的一個基礎設施項目在一代人的時間裡轉變成鼓舞人心的新城市地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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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項目的願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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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新建成的  B 航站樓開放停車場，提供  3,000 多個停車位和一層專供

優步公司 (Uber)、來福車公司  (Lyft) 及其他租車服務使用的樓層。2018 年 12 月，

B 航站樓首批  18 個新登機口和首個新大廳啟用。B 航站樓的第二個新大堂設有  

17 個新登機口，將於今年晚些時候開始分階段啟用。2019 年 10 月，州長在達美

航空公司 (Delta Air Lines) 位於機場東部的新  C 航站樓啟用了首個新大廳和  7 個新

登機口。現代化的到達大廳和出發大廳將於  2022 年在 C 航站樓啟用，另外三個

大廳將分階段啟用。   

  

同樣在去年十月，紐新航港局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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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Tr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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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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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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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億美元的合同授予了皇后區  (Que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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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ona) 開設新

的機場機會委員會  (Council for Airport Opportunity,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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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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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教育計畫，現在已經是第二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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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發生在去年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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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