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0 月 3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7,940 萬美元的大羅切斯特國際機場  (GREATER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完成現代化建設   

  

機場提供增強無障礙功能的新乘客便利設施、現代化安保監控設備、  

美觀的天蓬以及落客區   

  

本輪投資完善了「五指湖加速發展」  計畫——本地區的全面戰略，  

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請從此處查看項目前後的效果圖   

  

LED 光源天蓬的幕後花絮視訊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斥資  7,940 萬美元的大羅切斯特國際機場現代化建設

項目竣工。  機場實施的內外改進鞏固了紐約州為復興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經濟提供的創紀錄的投資，將刺激旅遊業並持續推進該地區發展。  

  

「現代化交通基礎設施是為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提供新就業機會和經濟增長

的關鍵所在，改進後的大羅切斯特國際機場將實現這個目標，」州長葛謨表示。

「該項目將使這座機場成為全球門戶，並在此過程中推動旅遊業、創造就業並推動

五指湖地區前進，從而改變該地區。」   

  

「我是在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高速公路  (Thruway) 沿線地區長大的，我知道機

場的狀況要麼遺憾地提醒民眾回憶逝去的美好昔日時光，要麼成為光明未來的美好

見證，」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利用改造原本陳舊的羅切斯特

市機場，這座耀眼的建築如今盛裝迎接居民回家，並向遊客表明五指湖地區真正在

向前發展。」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Photo_Reel_Final_10312018.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mkqkTpt7DU&feature=youtu.be


 

 

州長首次公佈該項目后僅兩年，大羅切斯特國際機場已如期完成修繕。改造包括大

範圍重新設計機場航站樓，為旅客提供新購物選擇和餐飲選擇，包括『羅切斯特市

美味  (Taste of Rochester)』餐館以及改進的無障礙措施和安保措施。  

  

該項目包括新翻修的建築物外立面和現代化天蓬，用來幫助保護航站樓外部道路在

冬季抵禦冰雪，並保護在路邊等候的乘客。天蓬配備可持續太陽能電池板供電、  

全功能 4 萬加侖雨水收集系統在夏季月份提供灌溉和景觀綠化、24 小時安保和夜

間  LED 照明。 

  

其他外部改進措施包括  2017 年  8 月建成的智能電話亭，供機動車駕駛員在機場附

近等候乘客抵達航站樓外；在  390 號州際公路通往機場的入口處部署新標牌和綠

化景觀；在機場通道沿線安裝新  LED 照明設備。  

  

作為項目的內容，羅切斯特市如今成為纽约州北部地区首個採用臉部識別與失物技

術的機場，這是長期工作的一個環節，旨在改善員工和乘客的安全和安保。這些攝

像頭將協助聯邦、州和地方執法人員、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TSA) 以及機場安保人員完成工作，保障美國交通系統的安全和安

保。 

  

這座機場還設立新乘客資訊網  (Passenger Information Network) 以減輕乘客焦慮

感。  該網絡稱作  ROCview，供乘客在移動設備或美食中心安裝的平板電腦上免費

使用。ROCview 供乘客在航站樓內的任何地點從移動設備上實時查看全部  21 個登

機門的狀況，而不必實際前往登機門。  

  

建設新數字資訊中心，避免乘客從中央廣場出發，羅切斯特理工學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IT) 國家聾啞人技術學院  (National Technical Institute for the 

Deaf) 開發了尖端技術，該技術將幫助失聰或耳背的乘客使用名為『聽力線圈』  

的多色視覺訊號。  機場實施的其他技術升級包括藍牙連接，供乘客在智能手機和

新  USB 充電站搜尋航班和登機門資訊。  

  

這座機場還與羅切斯特市一個最熱門的旅遊目的地斯特朗国家玩具博物馆  (Strong 

National Museum of Play) 合作，建設兩個遊戲區供航站樓內的兒童使用。  

  

作為葛謨州長設立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經濟建設與復興競賽  (Upstate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competition) 的內容，大羅切斯特國際機場

僅是紐約州北部地區諸多機場之一，這些機場實施安全改進並改善運營以提供更好

的乘客體驗。奧爾巴尼國際機場  (Albany International Airport)、錫拉丘茲漢考克國

際機場  (Syracuse Hancock International Airport)、埃爾邁拉康寧地區機場  (Elmira 

Corning Regional Airport)、 伊薩卡湯普金斯地區機場  (Ithaca Tompkins Regional 

Airport)、普拉茨堡國際機場  (Plattsburgh International Airport) 都利用該計畫獲得資

助。 



 

 

  

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代理廳長保爾  A. 卡

拉斯  (Paul A. Karas) 表示，「與紐約州北部地區其他機場一樣，葛謨州長投資於

大羅切斯特國際機場將給遠近乘客提供無障礙的安全交通樞紐。我們目睹多個基礎

設施項目幫助推動五指湖地區發展並將在今後數十年造福於該地區，這座機場的現

代化建設只是其中的一個項目。」   

  

參議會交通委員會  (Senate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主席約瑟夫  E. 魯貝克  

(Joseph E. Robach) 表示，「作為乘客往返本地區的主要交通樞紐，這個重要的現

代化建設項目今日竣工，確保大羅切斯特國際機場將成為先進的交通機構，並將滿

足當代乘客的需求。紐約州提供的這筆投資鞏固了我們的目標，設法提供  21 世紀

的交通基礎設施，並保障門羅郡  (Monroe County) 的持續經濟競爭力。我認為投資

於安全改進項目和對紐約州各地機場的運作開展現代化建設是至關重要的。」   

  

州參議員邁克爾  H. 蘭澤霍夫  (Michael H. Ranzenhofer) 表示，「這筆數百萬美元

的基礎設施投資將幫助支持旅遊業和羅切斯特市地區經濟。如今，來到大羅切斯特

國際機場的門羅郡居民和造訪本地區的遊客的總體體驗將獲得極大改善。」   

  

眾議會交通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主席戴維德  F. 甘特  

(David F. Gantt) 表示，「州長持續投資於大羅切斯特國際機場，這將幫助推動羅

切斯特市發展、改善經濟發展並緩解該地區的交通壓力。」   

  

眾議會多數黨領導人約瑟夫  D. 莫雷勒  (Joseph D. Morelle) 表示，「由於葛謨州長

提供空前規模的投資，我們正在引領羅切斯特市機場走向未來，並實現這個重要交

通樞紐的全部潛力。這些改善將增加提供可靠廉價的空中服務，並進一步提高本地

區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競爭力。」   

  

門羅郡郡長雪麗爾·迪諾爾弗  (Cheryl Dinolfo) 表示，「我們很自豪與數十家當地承

包商以及數百個技術工人合作，為我們社區提供新的現代化機場，從而為居民和遊

客創造更好的交通體驗。從簡化安檢點到增加攤位和餐飲選擇，以及斯特朗国家玩

具博物馆等交互式展覽館，我們的新機場準備在今後多年幫助門羅郡吸引更多遊

客、就業和投資。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為該項目匹配地方投資，感謝全體公私領

域合作夥伴幫助實現該項目。」   

  

羅切斯特市市長洛夫利·沃倫  (Lovely Warren) 表示，「感謝安德魯·葛謨州長對大

羅切斯特國際機場提供這筆重要投資，這是我們地區一個最重要的創造就業的項

目。這些修繕活動將大力推進我們的工作，用於創造更多就業、更加安全 /更有活

力的街區以及更好的教育機會。」   

  



 

 

這個斥資 7,940 萬美元的項目由  3,980 萬美元的州資金予以支持。該項目所需的剩

餘資金由門羅郡和門羅郡機場管理局  (Monroe County Airport Authority) 撥款  3,920 

萬美元，並由聯邦政府撥款  40 萬美元予以支持。  

  

基於葛謨州長設立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計畫  (Upstate Airport Initiative) 項目取得

的成就，2018 年春季，門羅郡選擇對西部圓形大廳  (West Rotunda) 開展其他建

設。包括餐館，以及東部圓形大廳  (East Rotunda)。包括酒吧。兩個圓形大廳把航

站樓銜接至中央廣場。這些項目預計在十一月完成建設。  

  

該郡還選擇在人行道上方建造小型天蓬，模仿已竣工的道路天蓬的外觀。這個小型

天蓬將為乘客提供遮擋，供他們從泊車場步行前往下游有天蓬的道路。天蓬項目預

計也在十一月竣工。  

  

大羅切斯特國際機場如今在門羅郡運營已達  70 年，在五指湖地區支持將近  1 萬份

工作。這座機場有七家大型國內運營商提供運輸服務，包括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忠誠航空公司  (Allegiant Air)、美國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達美航

空公司  (Delta)、捷藍航空公司  (JetBlue)、西南航空公司  (Southwest)、美國聯合航

空公司 (United Airlines)，每天處理大約  115 趟航班，每年運載大約  240 萬個乘

客。 

  

《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的促進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  

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為了給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

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52 億美元，投資於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食品生產、

以及高級製造業在內的關鍵產業。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平；  

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巴達維

亞鎮  (Batavia)、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振

興計畫》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推進《五指湖加速發展》戰略。州政府

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

創造多達 8,200 個新就業機會。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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