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2 月 2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高速公路  (NEW YORK STATE THRUWAY) 所有固定價格收費

站如期完成安裝非現金收費設施   

  

春谷市  (Spring Valley) 地點和新羅謝爾市  (New Rochelle) 地點按照目標日期，  

在  2018 年年底前把高速公路的全部七個固定價格收費站改為非現金收費   

  

固定價格收費站每年的收費占高速公路通行費收入的  40%  

  

紐約州高速公路收費系統如期在  2020 年年底前全部改用非現金收費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高速公路所有固定價格收費站現已完成安裝非

現金收費設施。州長提出在  2020 年底前把整條紐約州高速公路改用非現金收費，

隨著春谷市地點和新羅謝爾市地點啟用非現金收費，全部七座收費站的轉換標誌著

該目標取得重大進展。  

  

「非現金收費正在幫助改造本州的交通基礎設施，並建設可靠的現代化高速公路系

統用來滿足  21 世紀乘客的需求，」州长葛谟表示。「這些新的非現金收費站將為

每年數百萬個機動車駕駛員緩解交通擁堵，並幫助增加地方社區的道路來鞏固地區

經濟。」  

  

「在我從小生活的社區內，停車繳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了解非現金收

費將給駕駛員節省大量的時間，」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隨著固定價格收費站完成啟用非現金收費，我們正如期於  2020 年前在全州實現

非現金收費，以確保出行人士在全州更高效地出行。」   

  

非現金收費最初於  2018 年  6 月公佈，現已在紐約州高速公路全部七個固定價格收

費站全面投入運作。下列收費站不再接受現金繳費：  

•  馬里奧 M. 葛謨州長大橋  (Governor Mario M. Cuomo Bridge)（87 號州際公路

/287 號州際公路）  

•  北格蘭德島大橋  (North Grand Island Bridge) 和南格蘭德島大橋  (South Grand 

Island Bridge)（190 號州際公路）   

•  哈里曼鄉 (Harriman) 收費站（87 號州際公路）   

•  楊克斯市 (Yonkers) 收費站（87 號州際公路）   

•  春谷市收費站（87 號州際公路  - 僅限商用車輛）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all-new-york-state-thruway-toll-barriers-lower-hudson-valley-will


 

 

•  新羅謝爾市收費站（95 號州際公路）   

  

2017 年，有超過  1.09 億輛車從紐約州高速公路的七個固定價格收費站通行，占紐

約州高速公路通行費收入的  40% 以上。轉換成非現金收費，預計每年將可讓每位

通勤民眾節省約  200 分鐘時間。  

  

行經紐約州高速公路七個固定價格收費站的機動車駕駛員如今將駕車駛過搭載最先

進傳感器和攝像頭的門架，這些設備將讀取快易通電子付費卡  (E-ZPass) 標籤， 

並擷取車牌影像，如此一來，車輛就無需停下來付費。  

  

使用快易通電子付費卡標籤的車輛將被自動扣費，沒有快易通電子付費卡標籤的車

輛的車牌將被拍照，賬單隨後郵寄給車輛的登記所有人。以郵寄方式支付通行費的

客戶將按照現金客戶此前的支付費率繳納通行費，有紐約州賬號的快易通電子付費

卡客戶仍將獲得  5% 的優惠。  

  

紐約州高速公路管理局執行局長馬修  J. 德里斯科爾  (Matthew J. Driscoll) 表示。

「每年有超過  2.68 億個機動車駕駛員依靠紐約州高速公路前往目的地，其中將近

一半的人不必再在繳費亭停車支付通行費，從而加快通勤並減輕擁堵問題。隨著整

個系統在 2020 年底前持續過渡至非現金收費，我們建議機動車駕駛員註冊快易通

電子付費卡，這是紐約州高速公路和全州支付通行費最為便捷、最經濟划算的方

式。」  

  

眾議員史蒂芬·奧提斯  (Steven Otis)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紐約州各地區在啟用非

現金收費方面取得的進展，以及對我們的基礎設施的這些投資將帶給遊客和居民的

改善。 我加入眾議會以來，就力主取締新羅謝爾市收費站。新的非現金收費系統

將為新羅謝爾市和拉奇蒙特鄉  (Larchmont) 居民改善交通流，並減輕空氣污染和噪

音。感謝葛謨州長和高速公路局把非現金收費確立為全州優先工作，並按計畫改造

新羅謝爾市收費站。」   

  

眾議員艾米·波林  (Amy Paulin)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紐約州高速公路局正按照目

標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投資，從而增加非現金收費。非現金收費改善了交通擁堵、

限制了排放量、減少了空氣污染，更不用說減輕了駕駛員在交通高峰時段的壓力和

沮喪感。」   

  

威斯特徹斯特郡  郡長喬治 ‧拉蒂默  (George Latimer)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新羅謝

爾市  95 號州際公路啟用非現金收費。這當然是份受歡迎的節日禮物，因為這是我

在擔任紐約州眾議員和州參議員期間長期推動的措施。此舉將給新羅謝爾市、拉奇

蒙特鄉和馬馬羅內克鎮  (Mamaroneck) 附近地區的居民減輕收費亭處的交通擁堵問

題，該問題給  95 號州際公路沿線的居民造成了空氣污染。非現金收費將最終消除

過多的車流，無論駕駛員何時駛出  95 號州際公路尋找其他道路，這些車流總是堵



 

 

住附近的街道。我祝賀州長和紐約州高速公路局實現這一成果。我期待利用下次駕

車經過 95 號州際公路時使用這些非現金收費系統。」   

  

新羅謝爾市市長諾姆·布拉森  (Noam Bramson) 表示，「非現金收費將改善我們地

區的交通流和空氣質量，對機動車駕駛員和居民均有好處。祝賀葛謨州長這屆州政

府對交通基礎設施完成這一重要改進。」   

  

馬馬羅內克鎮  (Mamaroneck Town) 監管員南希·塞利格森  (Nancy Seligson)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紐約州高速公路沿線啟用非現金收費。  非現金收費能夠提

高流動性，並能夠減輕車輛對空氣質量產生的環境影響，因為車流不必在收費亭處

排隊或怠速等候。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高速公路局對我們的交通基礎設施實施這

一改進。」   

  

正如州長在其《2018 年州情咨文  (2018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稿中闡述的那樣，

紐約州高速公路將於  2020 年底前在全系統過渡至非現金收費。紐約州高速公路局

建議全體駕駛員註冊快易通電子付費卡。所有駕駛人，無論居住地，皆可於  

www.E-ZPassNY.com、快易通電子付費卡客戶服務中心  (E-ZPass Customer Service 

Centers) 註冊紐約州快易通電子付費卡，或致電快易通電子付費卡免費客服中心  

(E-ZPass Toll Free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1-800-333-TOLL (8655) 來註冊快易通

電子付費卡賬號。  快易通電子付費卡預裝標籤的購買地點包括全系統內的  26 個

高速公路服務區  (Thruway Service Areas) 以及全州 800 多個地點，包括選定的雜

貨店、便利店、政府辦公室，州屬汽車監理廳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DMV)，以及整條  570 英哩高速公路系統沿線特選的現金收費車道。  

  

沒有快易通電子付費卡的民眾將使用郵寄繳費 (Tolls By Mail) 方式收費。行車人員

需要向機動車輛管理局提供最新地址資訊。收到賬單的駕駛員只需在郵寄繳費網站 

(www.tollsbymailny.com) 使用幾個簡單步驟在線繳費，或以郵寄或打電話的方式繳

費。繳費方式包括支票、信用卡或直接從銀行賬戶取款。從大部分行動裝置撥打  

**826 的顧客將收到簡訊，其中將包含通往郵寄通行費網站的連接以及建立「立付

通行費  (Pay Toll Now) 」帳號的資訊。  

  

建議快易通電子付費卡客戶註冊移動提醒  (Mobile Alerts)，用於接收與其快易通電

子付費卡賬戶重要資訊相關的電子郵件和 /或短訊。  餘額不足、繳費失敗、充值成

功、充值金額增加、支付方法失效均能收到通知。客戶可以從  www.e-zpassny.com 

登錄其賬戶，進入賬戶概況  (Account Profile) 頁面，選擇移動通知。客戶必須在賬

戶內提供電子郵件地址和 /或手機號碼。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http://www.e-zpassny.com/
https://www.e-zpassny.com/en/about/csc.shtml
https://www.e-zpassny.com/en/about/csc.shtml
tel:1-800-333-TOLL
http://www.thruway.ny.gov/travelers/travelplazas/index.cgi#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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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llsbymailny.com/en/home/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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