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11 月 16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新的埃爾蒙特 (Elmont) 長島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 Road, LIRR) 

車站啟用  

  
將近 50 年來的第一個新的 LIRR 車站  

  
將在活動日期間為 UBS 競技館提供服務  

  
東行月臺首先開放使用；西行月臺將於 2022 年開放  

  

照片請查看此處  

  
查看今天大都會交通署新聞發佈會的視訊點擊此處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長島鐵路公司埃爾蒙特站將於 11 月 20 日，星期六，開放

提供服務，這是將近 50 年來長島鐵路公司的第一個新站。服務的啟用將配合紐約島人

隊 (New York Islanders) 在 UBS 競技場的第一場主場比賽。埃爾蒙特站最初將提供東行

服務，前往紐約島人隊的新主場 UBS 競技館，以及附近的貝爾蒙特公園，此公園保留了

自己的專用車站。  

  

「沒有什麼能比建設更大、更好的交通基礎設施更恰當地形容紐約的回歸了。」霍楚爾

州長說。「正好趕上紐約島人的賽季開幕戰，50 年來第一個新的 LIRR 車站的啟用，這

是我的執政將繼續追求的計畫類型，因為我們努力使長島變得更加便利，為長島民眾提

供應有的優質公共交通運輸。」  

  
「新的埃爾蒙特站證明了紐約的復原能力，即使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使我們腳步落

後，仍然能夠進行重建和向前推進。」本傑明副州長說。「計畫的完成是長島的一項勝

利，這只是一個開始，未來的大眾運輸投資將會令人振奮無比。」  

  
明年夏天，當西行月臺開放使用時，車站的服務將會增加。屆時，車站將開始為當地社

區提供全年無休的服務，並開始提供往返於 UBS 競技館和貝爾蒙特公園的活動的西行服

務。住在貝爾蒙特以東的亨普斯特德 (Hempstead)、蠔灣 (Oyster Bay)、傑弗遜港 (Port 

Jefferson) 和朗槺科瑪村支線 (Ronkonkoma Branch) 的長島民眾將首次有一個座位搭乘

直接去參加活動。這將減少交通時間，預計會增加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活動參與者的人

數，有助於緩解長島的交通擁塞裝況。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flickr.com%2Fphotos%2Fmtaphotos&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454cf84f021d400e511f08d9a930112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2684618832813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fOvMA4ZZhFEW7pajbPhIQDctkfDLp7DKLUkdym9qV3E%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FdJAH7FoXls&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454cf84f021d400e511f08d9a930112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2684618833809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RixBiazrEDjzcrHuLhSreMnx1qpMv8gaf7UqdLbNoeY%3D&reserved=0


  
這兩個月臺完成後，新站將有兩個 12 節車廂長的有頂棚的高位月臺、符合《美國殘障

人士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的電梯、人行天橋、USB 充電站、問訊處 

(Help Point)、安保攝像頭、列車到達資訊的數字標識、Wi-Fi 和嵌入月臺混凝土中的最

先進的融雪系統，以確保在冬季暴風雨中保持無冰雪。  

  
大都會交通署代理主席兼執行長 嘉諾．利博 (Janno Lieber)說：「隨著紐約持續復甦，

這個美麗、現代化的新車站將為我們的顧客提供最快速、最安全、最環保的方式前往最

先進的 USB 競技館。這個車站提供的設施和便利，使顧客能夠享受紐約島人的比賽、音

樂會和所有將在這裡舉辦的精彩活動，進一步激勵他們再回復利用大眾運輸。」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代理主任和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奧

佩．奈特 (Hope Knight) 說：「現代化、可靠的交通是紐約未來經濟成長的關鍵所在。

從上下班到探索此地區參加貝爾蒙特公園 UBS 競技場的活動，新的埃爾蒙特 LIRR 車站

將充分確保紐約民眾的通勤安全和迅速。」  

  
LIRR 資深營運副總裁羅布．佛利 (Rob Free) 說：「全新的埃爾蒙特站顯示了 LIRR 對

改善和擴大大眾運輸的承諾，讓人們放置他們的汽車於一旁，登上我們的列車，為後代

創造一個更安全、更環保的長島。標誌著近半個世紀以來第一個新的 LIRR 車站，我們

很高興現在為紐約島人和音樂會愛好者提供列車服務，讓他們前往充滿驚奇的新的 UBS 

競技館，以及未來的其他休閒亮點，如表演、購物和用餐。」  

  
大都會交通署董事會成員和長島鐵路通勤委員會主席傑拉德．布林曼 (Gerard 

Bringmann) 說：「我們很高興歡迎 40 多年來長島鐵路公司首次增加新的車站。埃爾蒙

特站不僅將成為前往紐約大都會區最新的體育場館和娛樂場所的最佳路徑，還為埃爾蒙

特的人們提供了一個迫切需要的固定通勤車站。這不僅是此地區居民和體育愛好者的好

消息，也是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對長島經濟的一種推動作為。」  

  
州議員陶德．卡旻斯基說：「埃爾蒙特 LIRR 車站是 45 年來的第一個新車站，對當地居

民和愛好者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勝利，他們將擁有埃爾蒙特迫切需要的新的、環保的大

眾交通選擇。事實上，如果沒有這個車站，建造這個場館是沒有意義的。這表示我們在

長島可以有偉大的想法，可以把事情做好。」  

  
州議員安納．M．卡普蘭 (Anna M. Kaplan) 說：「新的埃爾蒙特站是對我們社區的一項

重要投資，將讓紐約島人球迷乘坐列車去看比賽，並最終讓附近的居民在 LIRR 主幹線

上有一個全天候的車站。全部完工之後，這個新車站將是一個閃亮的範例，說明當我們

投資長島的基礎設施時，可以完成偉大的任務，也將是對所有在整個疫情期間出勤工作

的工人的證明，他們按時並按預算完成了這個計畫。」  

  
州參議員康莫利．科姆里 (Leroy Comrie) 說：「紐約一直以大膽和創新的想法引領潮

流，隨著近 50 年來的第一個全天候車站即將完工，埃爾蒙特 LIRR 車站繼續薪傳這一傳

統。在我擔任公司、政府機構和委員會主席期間，我不斷挑戰大都會交通署及其附屬機



構，以重新構思本州的交通運輸。我很自豪地看到 MTA/LIRR 接受這一願景，同時在整

個過程當中繼續致力於對社區的直接投入。保護我們的環境、本地社區的完整性和生活

品質、緩解擁塞、提供完全的 ADA 利用性以及鼓勵人們使用大眾交通，這些都是新埃爾

蒙特站將使我們能夠確中需求核心的標竿。我讚揚凱西．霍楚爾、大都會交通署代理主

席兼首執行長嘉諾．利博 (Janno Lieber) 和 LIRR 總裁菲兒．英格 (Phil Eng) 的共同努

力，他們與我的同事和我一起工作，但最重要的是社區居民，看到新車站的成果。」  

  
眾議員克萊德．范尼 (Clyde Vanel) 表示，「這是政府和私人夥伴關係發揮作用的一個

很好的範例。我們對拿騷郡和皇后區的所有經濟機會感到興奮。很高興有這樣的合作夥

伴繼續前進，我們等不及要到星期六！ 我持有季票，所以我很興奮！」  

  
議員米歇爾．索拉吉斯 (Michaelle Solages) 說：「正式啟用新的埃爾蒙特 LIRR 站令

人興奮，這是近 50 年來第一個新的全天候 LIRR 車站。從貝爾蒙特重建計畫開始，周邊

社區的居民就清楚，列車站是這個計畫絕對必需的組成部分。我們感謝凱西．霍楚爾州

長和大都會交通署促進了對 21 世紀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遊客、通勤者和社區都將從

這項長島鐵路公司計畫中受益。」  

  
島人隊副隊長喬恩·萊德斯基 (Jon Ledecky) 表示，「這個新車站將為參加 UBS 競技館

活動的曲棍球迷和音樂迷提供不可或缺的交通選擇。我們鼓勵客人盡可能搭乘列車—這

是到達我們新的、最先進的場地的最快和最可持續的方式。」  

  
這個車站預計在高峰時段每半小時一個班次，在離峰時段每小時提供一個班次的服務。

貝爾蒙特賽道以北的停車場有 2,860 個車位，將由通勤者和競技場顧客共用。  

  
交通選項  

根據來自何處，有三個可能的車站為 UBS 競技場 提供服務。在埃爾蒙特站西行月臺於 

2022 年開放使用之前，往返活動的路線可能會有所不同。選項如下：  

  
來自曼哈頓、布魯克林和皇后區（賓夕法尼亞車站、牙買加、基尤植物園、森林山、伍

德賽德）的顧客  

  
前往 UBS 競技場  

選項 1  

1. 搭乘開往亨普斯特德的列車，然後在埃爾蒙特站下車。  

2. 轉乘免費接駁巴士前往 UBS 競技場或步行（10 分鐘）。  

選項 2  

1. 搭乘在牙買加停靠的任何東行列車，然後在牙買加站下車。  

2. 在牙買加搭乘開往貝爾蒙特公園的列車，然後在鄰接 UBS 競技館的貝爾蒙特公園

站下車。  

  
來自 UBS 競技場  

選項 1  



1. 步行至鄰接的貝爾蒙特公園站。  

2. 搭乘西行列車制牙買加（兩列列車計劃在活動結束後離開）並轉乘前往賓夕法尼

亞車站和大西洋終點站的路線。  

選項 2  

1. 乘免費接駁巴士前往搭皇后村站，然後轉乘西行列車前往賓夕法尼亞車站和大西

洋終點站。  

  
來自傑斐遜港支線和朗槺科瑪村支線的顧客  

  
前往 UBS 競技場  

1. 搭乘西行列車，在皇后村站下車。  

2. 轉乘免費接駁巴士前往 UBS 競技場。  

  
來自 UBS 競技場  

選項 1  

1. 搭乘免費接駁巴士至皇后村站。  

2. 轉乘東行亨廷頓/杰斐遜港或朗槺科瑪方向的列車  

選項 2  

1. 步行至鄰接的貝爾蒙特公園站。  

2. 搭乘西行列車至牙買加。  

3. 轉乘東行亨廷頓/杰斐遜港或朗槺科瑪方向的列車。  

  
來自亨普斯特德支線車站的顧客  

  
前往 UBS 競技場  

1. 搭乘西行列車，在皇后村站下車。  

2. 轉乘免費接駁巴士前往 UBS 競技場。  

  
來自 UBS 競技場  

1. 轉乘免費接駁巴士前往埃爾蒙特站或步行（10 分鐘）。  

2. 轉乘東行亨普斯特德方向的列車。  

  
蠔灣支線的顧客  

  
前往 UBS 競技場  

1. 搭乘西行列車，在米尼奧拉站下車。  

2. 搭乘西行電車，在皇后村站下車。  

3. 轉乘免費接駁巴士前往 UBS 競技場。  

  
來自 UBS 競技場  

選項 1  

1. 搭乘免費接駁巴士至皇后村站。  



2. 轉乘東行杰斐遜港或朗槺科瑪方向的列車，在米尼奧拉站下車。  

3. 轉乘東行蠔灣方向的列車。  

選項 2  

1. 步行至鄰接的貝爾蒙特公園站。  

2. 搭乘西行列車至牙買加。  

3. 換乘東行列車至蠔灣支線  

  
來自巴比倫鎮、法洛克威街區、蒙托克、長灘與 西亨普斯特德支線的顧客  

  
前往 UBS 競技場  

選項 1  

1. 搭乘西行列車，在牙買加站下車。  

2. 轉乘開往亨普斯特德的列車，然後在埃爾蒙特站下車。  

3. 轉乘免費接駁巴士前往 UBS 競技場或步行（10 分鐘）。  

選項 2  

1. 搭乘西行列車，在牙買加站下車。  

2. 轉乘開往貝爾蒙特公園的列車，然後在鄰接 UBS 競技館的貝爾蒙特公園站下車。  

  
來自 UBS 競技場  

1. 步行至鄰接的貝爾蒙特公園站。  

2. 搭乘西行列車至牙買加。  

3. 轉乘東行列車到您的目的地。  

  
便利出入口  

貝爾蒙特公園站可經由閘道出入。  

貝爾蒙特站可經由閘道出入。  

皇后村站可經由每個月臺東端的電梯出入。  

  
票價  

TLIRR 鼓勵顧客提前從配署工作人員的售票窗口、售票機和免費的 MTA eTix 應用程式

購買前往埃爾蒙特站的來回車票。如果您從亨廷頓/杰斐遜港、朗槺科瑪、蠔灣或亨普斯

特德支線出發，請選擇直接交通選項。即使您需要經由牙買加或使用免費接駁巴士服務

來完成您的旅程，這個車票也將適用於您的始發站和所有 3 個車站（貝爾蒙特公園、埃

爾蒙特、皇后村）之間的所有通行路線。  

  
持有包含票價區 4 的月票的人可以經由三個車站中的任何一個前往競技場。  

  
UBS 競技場即將登場的活動  

如需 UBS 競技場即將登場的活動清單，請點擊此處。  

  
要獲知更多資訊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new.mta.info%2Fmta-etix&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454cf84f021d400e511f08d9a930112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26846188348047%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vqTqMax5w7vegL6KESOq50L4mRzYd3dKI5Hjh0wZgXg%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new.mta.info%2Fdocument%2F19751&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454cf84f021d400e511f08d9a930112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26846188348047%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aGeaFXZGToznPp2St8qfkDkloH608Vr%2B0QU6P5EZIEM%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new.mta.info%2Fdocument%2F19751&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454cf84f021d400e511f08d9a930112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26846188348047%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aGeaFXZGToznPp2St8qfkDkloH608Vr%2B0QU6P5EZIEM%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ubsarena.com%2Fevents%2F&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454cf84f021d400e511f08d9a930112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26846188358009%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NYOOiAlAClp5VHa%2Fv0Xe2ez8siWZr%2FI5uYkgdZo2C9s%3D&reserved=0


關於與服務相關的問題，請利用 LIRR TrainTime 應用程式與顧客服務代理進行即時對

話。要與工作人員交談，請致電 511 或 718-217-LIRR (718-217-5477)，並在提示開始

時說出代表 (Representative)」。可使用全天候電話獲取自動時間表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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