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Pass 基礎計劃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TA) 橋樑和隧道系統/紐約州收費公路/紐約與新澤西州港務局/紐約州大橋管理局基礎計
劃和水牛城 (Buffalo) 和伊利堡公路橋樑管理局 (Fort Erie Public Bridge Authority)（和平橋）：最低使用
不限。E-ZPass 優惠在所有港務局設施均可使用。E-ZPass 優惠在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TA) 橋樑和隧道可使
用。E-ZPass 優惠在紐約州收費公路與紐約州大橋管理局設施可使用。該計劃在顯示 E-ZPass 標誌的地方均
適用。
計劃代碼：(STANDARD) - 需要預付（25.00 美元）。
通勤者計劃
收費公路塔潘澤大橋通勤者計劃：在塔潘澤大橋每次可獲取 2.00 美元的優惠（3.00 美元兌 5.00 美元的現金
匯率）。每月最少行程為 20 次。如果每月行程少於 20 次，您將按照每次行程 3.00 美元支付以補足差額。
計劃代碼：(TZC) - 需要預付（60.00 美元）。
收費公路塔潘澤大橋合夥用車通勤者計劃：在塔潘澤大橋每次可獲取 4.50 美元的優惠（0.50 美元兌 5.00 美
元的現金匯率）。每輛車必須有三 (3) 人或以上。此 0.50 美元的收費標準僅適用於有人值守車道；無人值守
車道每行程收費 3.00 美元。每月最低行程為 20 次。如果每月行程少於 20 次，您將按照每次行程 0.50 美
元支付以補足差額。計劃代碼：(TZPL) - 需要預付（25.00 美元)。
收費公路格蘭德島通勤者計劃：每次行程可獲取 0.72 美元的優惠（0.28 美元兌 1.00 美元現金匯率）。每月
最低行程為 20 次。如果每月行程少於 20 次，您將按照每次行程 0.28 美元支付以補足差額。如果該計劃被
採用，應用的 Box B 中的 25 美元預付款將可免繳。計劃代碼：(GIC) - 需要預付（5.00 美元）。
收費公路新羅謝爾通勤者計劃：在新羅謝爾界每次可獲取 0.65 美元的優惠（1.10 美元兌 1.75 美元的現金匯
率）。每月最低行程為 20 次。如果每月行程少於 20 次，您將按照每次行程 1.10 美元支付以補足差額。計
劃代碼：(NRC) - 需要預付（25.00 美元）。
收費公路揚克斯通勤者計劃：在楊克斯界每次可獲取 0.70 美元的優惠（0.55 美元兌 1.25 美元的現金匯率）。
每月最低行程為 35 次。如果每月行程少於 35 次，您將按照每次行程 0.55 美元支付以補足差額。計劃代碼：
(YKC) - 要預付（25.00
美元）。
收費公路哈里曼通勤者計劃：在哈里曼界每次可獲取 0.70 美元的優惠（0.55 美元兌 1.25 美元的現金匯率）。
每月最低行程為 35 次。如果每月行程少於 35 次，您將按照每次行程 0.55 美元支付以補足差額。計劃代碼：
(HAC) - 需要預付（25.00 美元）。
紐約州大橋管理局優惠計劃：在瑞普凡溫克爾大橋、金士頓-萊茵克利夫大橋、中哈德遜大橋、紐堡-畢肯大橋
和大熊山橋每次可獲得 0.50 美元的優惠（1.00 美元兌 1.50 美元的現金匯率）。每月最低行程為 17 次。如
果每月行程少於 17 次，您將按照每次行程 1.00 美元支付以補足差額。此計劃有指定的 E-ZPass 標記。計
劃代碼：(NYSBA) - 需要預付（25.00 美元）。
港務局史泰登島大橋計劃：所有時間均有效
港務局史泰登橋方案 (Port Authority NY/NJ Staten Island Bridges Plan, PASI) 為現金通行費率提供 58％ 的
折扣。本方案適用於非商用牌照汽車 ，以及紐約或紐澤西 E-ZPass 的私人 E-ZPass 帳戶。 需註冊加入。
本方案的通行費率為單程 $6.25（兩車軸以上，每一車軸外加 $9.50 ），地點為巴約訥橋 (Bayonn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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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索爾斯橋 (Goethals Bridge) 或外橋橫渡 (Outerbridge Crossing)，前提是在單個月曆日中必須進行三次開往
史泰登橋方向旅途，且該些旅途不可透過共乘 (Carpool) 或綠色通行證 (Green Pass) 方案折扣。若未滿三次
旅程，顧客需支付一般 E-ZPass（尖峰或非尖峰）費率。所有帳戶上的 E-ZPass 標籤，皆適用於三趟旅程的
下限要求。方案代碼：(PASI)
收費公路年度許可計劃：年度費用包括收費公路售票系統上的首次 30 英里（或少於 30 英里）的收費。除您
通過哈德遜河畔卡斯爾頓大橋時收取 0.62 美元的附加費外。支付以下每個標記的費用取決於您註冊的月份：1
月 88 美元；2 月 81 美元；3 月 74 美元；4 月 67 美元；5 月 60 美元；6 月 53 美元；7 月 46 美元；
8 月 39 美元；9 月 32 美元；10 月 24 美元；11 月 16 美元；12 月 8 美元。該計劃有特定的 E-ZPass
標記。從購買收費公路年度許可計劃之日起，60 天以後該計劃不能辦理退款。計劃代碼：(NY12)
港務局卡車容量優惠：卡車容量優惠計劃為紐新商業帳戶客戶提供額外 10% 的優惠，按 E-ZPass 非高峰期
收費標準計算，這些客戶在非高峰期時間，有 100 或更多次的紐約港務局 - 綁定行程。優惠部分將每月直接
打入授權帳戶，無需註冊該計劃。
韋拉扎諾海峽大橋商業優惠計劃：作為大都會運輸署優惠計劃的結果，商用車輛在一個日曆月內至少通過韋拉
扎諾海峽大橋 11 次，且使用了同一個 E-ZPass 紐約商業和企業帳戶，將收到 E-ZPass 收費 18% 的優惠。
必須是在一個日曆月內至少通過韋拉扎諾海峽大橋 11 次，且按照聯邦法律規定此地收費只針對往返史泰登島
方向收取。無需註冊優惠計劃；所有紐約客戶服務中心商業和企業帳戶將自動註冊。請注意客運車次都沒有資
格，並且您的帳戶必須具有良好的信譽以獲得優惠部分。只要優惠計劃依然實施，合格賬戶會繼續被有效使用。
計劃代碼：(VNC)
居民優惠計劃
大都會運輸署史泰登島居民 (SIR)*：作為大都會運輸署優惠計劃的結果，有效期截至 2015 年 4 月 1 日，在
韋拉扎諾海峽大橋對居民收取 5.50 美元（兌 16.00 美元的現金匯率），且按照聯邦法律規定此地收費只針對
往返史泰登島方向收取。如果居民在一個日曆月內進行了 1 次或 2 次往返行程，SIR 帳戶將收到按每 6.60
美元 SIR 收費以 1.10 美元計算的優惠，以及當在一個日曆月內進行了 2 次以上的往返行程，則收到按每
6.24 美元 SIR 收費以 0.74 美元計算的優惠。在大都會運輸署優惠計劃中，若居民在一個日曆月內進行了 1
次或 2 次往返行程，SIR 帳戶將按每 6.60 美元收費，當一個日曆月內進行了 2 次以上的往返行程，SIR 帳
戶將按每 6.24 美元收費。車輛必須用史泰登島居民有效地址註冊。請注意用於商業用途的車輛不具備居民計
劃的資格。居民身份會定期檢查。計劃代碼：(SIR)
大都會運輸署洛克威/布羅德通道居民*：在海洋公園和跨灣大橋每次獲取 2.64 美元的優惠（1.36 美元兌 4.00
美元的現金匯率）。跨灣大橋上的收費在每次行程結束後退還部分優惠。車輛必須用洛克威/布羅德通道居民有
效地址註冊。使用下列郵政編碼之一：11691、11692、11693、11694、11695 和 11697。請注意用於商業
用途的車輛不具備居民計劃的資格。居民身份會定期檢查。計劃代碼：(RR)
收費公路格蘭德艾蘭島居民**：在格蘭德艾蘭大橋每次獲取 0.91 美元優惠（0.09 美元兌 1.00 美元）。必須
有格蘭德艾蘭島居民證明。無最低使用限制。居民身份會定期檢查。如果該計劃被採用，Box B 中要求的 25 美
元的預付款將免繳。計劃代碼：(GIR) - 需要預付（5.00 美元）。
大都會運輸署史泰登島居民合夥用車：若查閱更多資訊與要求關於 3 個或 3 個座位以上的客運車在韋拉扎諾
海峽大橋每次獲取的優惠，請造訪 http://web.mta.info/bandt/html/sicarpol.html。但請注意這不是 E-ZPass 優
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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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一下證件副本之一：車輛註冊證、駕駛證或賬單。一個車輛註冊證僅可用於一個 E-Zpass 帳戶。居民
身份會定期檢查。
** 您必須提供每一個 E-ZPass 標記所需的駕駛證、賬單或租賃合同及您的車輛註冊證的副本。一個車輛註冊
證僅可用於一個 E-ZPass 帳戶。居民身份會定期檢查。
車輛優惠計劃
港務局合夥用車計劃：所有時間均有效
港務局合夥用車計劃 (PACP) 可供非商用牌照且擁有紐約及新澤西 E-ZPass 帳戶之第 1 類及第 11 類車輛 使用。
需要註冊。港務局合夥用車計劃的收費為每次 6.50 美元（超過兩條車軸的，每一條額外車軸收費訂為 9.50），
只要車上有三人或更多人，並且車輛未用於商業用途（即營利或意在營利，包括將乘用車輛出租）
。顧客必須使
用有人員值守的「現金/E-ZPass」車道，並將車停穩，以便收費員能夠核實車上人數。計劃代碼：(PACP)
港務局綠色通行優惠計劃***：港務局綠色通行證折價方案 (The Port Authority Green Pass Discount Plan,
PAGRN) 適用於 E-ZPass 紐約的合格 E-ZPass 帳戶車輛。需註冊加入。本方案的通行費率為離峰時段單程
$7.00（兩車軸以上，每一車軸外加 $9.50 ），適用於預先註冊於此方案的紐約環保通行證方案車輛資格名單
(Clean Pass Program Vehicle Eligibility List) 之車輛。方案代碼：(PAGRN)

收費公路摩托车優惠計劃***：摩托车註冊證明需要特定的摩托车標記。摩托车將收取 50% 的現金通行費率。
該計劃不能與通勤者計劃結合使用。計劃代碼：(MTRC)
港務局綠色通行優惠計劃***：混合動力車在所有收費公路設施可獲得 10% 的特別優惠，這些混合動力車達到
每加侖至少行駛 45 英里，並且滿足港務局網站 www.thruway.ny.gov/ezpass/greentag.htm 上描述的特定排
放標準。該計劃不可與通勤者計劃結合使用。計劃代碼：(GREEN)

收費公路移動居住車優惠計劃***：特定的移動居住車優惠需要移動居住車證明。移動居住車將根據
移動居住車的軸數以一定的客運車輛速度行駛。計劃代碼：(MHM)
*** 獲得特定的優惠率需要車輛註冊證明。
每行程支付標準計劃：
每行程支付標準計劃：這是一個「後付費」的計劃，可讓您的 E-ZPass 帳戶連接到您的銀行支票
帳戶，並且每天一次支付您所有的 E-ZPass 收費。在您使用 E-ZPass 收費的當日直接從您的銀
行帳戶扣除。不需要像與其他的 E-ZPass 的計劃那樣預存現金到「預付費餘額」，也沒有必要提
供信用卡號碼。直到您產生收費（您註冊當日的某些情形除外）才會向您的帳戶收取費用。如果您
選擇提供備份信用卡付款表單，您將不需要保持您的帳戶中每個標籤有現金存入。如果銀行帳戶因
某些原因造成提款失敗，信用卡也將作為第二付款方式。更多資訊，請查閱「每行程支付常見問答 」。
計劃代碼：(PPT)
若新客戶在新用戶註冊時選擇「每行程支付及標準計劃」則可使用「每行程支付」。現有 E-Zpass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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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可：
• 造訪 www.e-zpassny.com 及登錄您的賬戶
• 查閱計劃并選擇「PPT」
• 根據指示填寫您的賬戶資訊（若還未連接到您的賬戶）並完成每行程支付註冊
每行程支付不適用於商務或商業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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