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1 月 20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公佈《區間特快可行性報告》 

 

後續步驟包括在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開展社區宣傳，並實施州長在《2022 
年州情諮文》中述及的環境審查流程 

 

可於此處閱讀《可行性報告》全文 

 

該專案每天可為 8 萬名乘客提供服務，能夠連結多達 17 條地鐵線路和長島鐵路 

 

全程出行時間預計少於 40 分鐘 

 

凱西·霍楚爾州長和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代理主席兼執行長嘉諾·利博 (Janno Lieber) 

今天公佈實施了長達一年的研究結果，評估區間特快 (Interborough Express) 

的可行性。此項變革性的交通專案可讓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和皇后區 (Queens) 

社區連通多達 17 條地鐵線和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LIRR)，大幅減少這兩個區的出行時間。  

  

「基礎設施建設的主旨就是促進互通互聯，區間特快可以拉近區內民眾及其親友的距離

，同時也能提高民眾的生活品質。」霍楚爾州長表示。「區間特快可以連通布魯克林區

和皇后區，不僅能夠縮短通勤時間，還能方便地前往各條地鐵線路。可行性研究完成後

我們即可進入下一階段，離為紐約民眾建成區間特快的目標又邁進了一步。」 

  

可行性研究結果表明，在現有貨運鐵路交通中納入客運交通是切實可行的，鐵路客運交

通需求巨大，而且，巴士捷運系統 (Bus Rapid Transit)、輕軌 (Light Rail) 和傳統重軌 

(Heavy Rail) 都是可供民眾選擇的交通方式。 

  

霍楚爾州長在《2022 

年州情諮文》中提到，紐約大都會交通署的下一項工作是按要求實施州府和聯邦環境審

查流程，其中包括公衆參與，以收集社區、民選官員和其他主要利益攸關者的意見，進

一步推動流程，確定最合適的交通模式。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news%2Fgovernor-hochul-announces-plans-move-forward-major-new-expansion-transit-service-brooklyn-and&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411e5d8d822e4fa3bbdb08d9dc4002ea%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8298976667796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cXXSmCSH0KRGBPfzsphgugFmuSd5fctaNEZT0mL6eIk%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mta.info%2Fibx-feasibility-study&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411e5d8d822e4fa3bbdb08d9dc4002ea%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8298976667796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SPyOEL6EQEkQZ0bEoEQlKXrw05dDW6rUZ5BsIWcaQL8%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mta.info%2Fibx-feasibility-study&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411e5d8d822e4fa3bbdb08d9dc4002ea%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8298976667796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SPyOEL6EQEkQZ0bEoEQlKXrw05dDW6rUZ5BsIWcaQL8%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news%2Fgovernor-hochul-announces-plans-move-forward-major-new-expansion-transit-service-brooklyn-and&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411e5d8d822e4fa3bbdb08d9dc4002ea%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8298976667796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cXXSmCSH0KRGBPfzsphgugFmuSd5fctaNEZT0mL6eIk%3D&reserved=0


區間特快將會使用灣脊支線 (Bay Ridge Branch) 

的現有路權。灣脊支線是貫穿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貨運鐵路線，連接不同族裔和社會

經濟背景的社區，如灣脊、日落公園 (Sunset Park)、博羅公園 (Borough Park)、肯辛頓 

(Kensington)、米德伍德 (Midwood)、弗萊布希 (Flatbush)、弗萊特蘭茲 (Flatlands)、新地段 

(NewLots)、布朗斯維爾 (Brownsville)、東紐約 (East New York)、布希維克 

(Bushwick)、里奇伍德 (Ridgewood)、中村 (Middle Village)、馬斯佩斯 

(Maspeth)、埃姆赫斯特 (Elmhurst) 和傑克遜高地 (JacksonHeights) 

等社區。專案將會在目前互通路線不足的街區增加線路，此外還有幾個缺乏通往曼哈頓

區 (Manhattan) 線路的社區。  

  

可行性調查顯示，在這一專案所服務的人群中，多達七成的民眾來自有色人種社區，其

中約有一半的家庭沒有汽車，且約有三分之一的人群來自聯邦貧困線 150% 

或以下的家庭。  

 

大都會交通署主席兼執行長嘉諾·利博表示，「大都會交通署的乘客理應享有覆蓋範圍寬

廣且能促進公帄的可靠交通系統；從可行性研究來看，區間特快可為皇后區和布魯克林

區約 8 

萬名紐約民眾提供更好的就業、教育和經濟機會。此項專案令人激動，我要感謝霍楚爾

州長對此項計畫的領導工作，亦期待著與當地社區攜手開展工作。」 

 

專案可能會建設通往 17 

條地鐵線（2、3、5、7、A、B、C、D、E、F、J、L、M、N、Q、R、Z）的線路，為布

魯克林區和皇后區提供服務。根據初步研究結果，專案的日乘客量可達 8 

萬人次，而年乘客量則為 250 

萬人次左右。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單程通行時間最多可減少 30 

分鐘（視出行距離而定）。 

 

擬議服務在高峰期的班次間隔最多為 5 分鐘，其他非高峰時段的班次間隔則最多為 10 

分鐘。這段交通廊道長達 14 

英哩，沿途車站數量和位置將在後續的環境、規劃和工程研究工作中確定。此外，交通

規劃人員認為，新的服務需要與跨港鐵路貨運隧道專案 (Cross-Harbor Rail Freight Tunnel) 

配合施工，因此霍楚爾州長要求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完成其《州情諮文》中提及的貨運隧道環境審查。增加鐵路服務和減少卡車交通可為地

區帶來深遠影響。 

 

票價將由交通署董事會實施工作時確定；預計票價將與標準地鐵票價相等。 

 

根據運營模式、班次頻率、車站位置以及與現有貨運軌道關聯狀況等因素，區間特快可

能會採用多模式的運營方式。後續的環境審查和設計流程中將會確定專案的總體成本。 

  



參議員柯爾斯頓·基爾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 

表示，「對於眾多公共交通不便的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居民來說，區間特快將能極大地

改變他們的生活。這個專案每天有望縮短 8 

萬多名紐約民眾的出行時間，同時也能緩解交通擁堵和污染問題。大都會交通署是驅動

紐約市的引擎，而我也會繼續奮鬥，確保交通署能夠獲得必要的聯邦資金，為所有紐約

民眾提供安全可靠的高效交通方式。」 

  

國會議員傑瑞·納德勒 (Jerry Nadler) 

表示，「區間特快是一項重要專案，能夠擴大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等服務不足社區的交

通。這個專案可以，也應該與跨港鐵路貨運隧道專案共同建設，後一專案可以讓卡車遠

離區內街道，轉用利用率不足的鐵路網絡，最終將紐約大都會地區連接至國家貨運鐵路

網。這些專案將能發揮協同作用，改善交通公帄問題和減少碳排放。這些專案將能利用

《兩黨基礎設施法案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所提供的新聯邦資金，我對此感到非常高興；我亦要感謝凱西·霍楚爾州長——

州長已經成為這兩個專案的堅定支持者。我期待著與州長繼續合作，推動專案工作，以

為所有紐約民眾提供更多的交通選擇。」 

  

紐約市市長埃裡克·亞當斯 (Eric Adams) 

表示，「區間特快是一項富有創意的提案，也是實現我們共同目標的關鍵一步，即為交

通不便的紐約民眾建設更多線路，滿足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在現有的基礎設施上實施

高效建設，我們就可以為中村到米德伍德、布朗斯維爾到布什維克的眾多潛在乘客提供

通勤交通選擇。霍楚爾州長的工作值得稱讚，我也很高興能夠參與這一專案，推動布魯

克林區和皇后區的發展。」 

  

布魯克林區區長安東尼奧·雷諾索 (Antonio Reynoso) 

表示，「我要感謝霍楚爾州長重新提出這一專案，有望為區內交通荒漠地區提供急需線

路，亦有助降低對於汽車的依賴。令人尤為興奮的是，這個專案可能為居民帶來全新的

教育和工作機會。我期待著與州長及其團隊合作，確保以公帄方式實施專案，同時將社

區納入規劃範疇。」 

 

皇后區區長多諾萬·理查茲 (Donovan Richards) 

表示，「一個城市社區是否有活力，特別是像皇后區和布魯克林區這樣多元的大型社區

，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區的公共交通系統是否可靠。但是，皇后區和布魯克林區中的

許多家庭，以及其所居住的社區，無法享受快速高效的區間交通，這已經給居民和社區

造成了不必要的經濟損害。霍楚爾州長對布魯克林區至皇后區交通連線的堅定關注值得

稱讚，我亦期待著與她合作，為皇后區和布魯克林區中各個街區中的眾多家庭提供新的

就業機會，同時利用這個專案大幅縮短通勤時間。」 

  

參議員約瑟夫 P. 阿岱寶 (Joseph P. Addabbo) 

表示，「感謝霍楚爾州長對改善皇后區公共交通系統所提出的遠見和願景，數萬位紐約



民眾有望從中受惠。區間特快是一項大膽的工程，我期待著環境審查早日得出結果；我

亦期待著與州長政府合作，發現和解決這一未來線路周邊居民可能遇到的問題。」 

  

參議員安德魯·戈納德斯 (Andrew Gounardes) 

表示，「區間特快是一項變革性專案，可以改變布魯克林區南部和布魯克林區及皇后區

長期缺乏可靠交通的社區。這一專案能夠帶來經濟和文化機會，從灣脊區一直延伸到傑

克遜高地，對數十萬紐約市居民的生活帶來深遠影響。確保紐約民眾能夠支援本地企業

，發展事業，並投資於所在社區，這些都是本市復甦的關鍵因素，我期望著與霍楚爾州

長和大都會交通署繼續合作，推動實施專案。」 

  

州參議員凱文·派克 (Kevin Parker) 

表示，「我們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工人階級社區一直以來都缺乏交通服務，在不同時

代為不同城市繪製的陳舊地鐵地圖也一直忽略了這些社區。州長提出的區間特快提議將

會擴建現有地鐵系統，深具前瞻性，亦是一項具有魄力的投資，有助民眾實現『美國夢

，同時推動紐約市的公帄進程。」 

  

州參議員羅克珊·佩索德 (Roxanne Persaud) 

表示，「我對霍楚爾州長實施這一大膽計畫表示稱讚。對於那些處於交通荒漠中的社區

而言，區間特快專案尤為重要。這一專案可以減少出行時間，令出行更加方便。我期待

著專案早日竣工，為民眾提供更多的交通選擇。」 

  

參議員朱麗亞·薩拉紮 (Julia Salazar) 

表示，「區間特快將為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社區通勤帶來正面影響，助其接軌市內的

其他地區。對於每天依賴公共交通的紐約民眾而言，州長的規劃是對其迫切需求和關注

的響應。我期待著這一規劃能夠繼續實施，在我們的街區中建成啟用。」 

  

眾議員卡特里娜·科魯茲 (Catalina Cruz) 

表示，「區間特快帶來獨特機遇，既可以擴大公共交通，又能解決交通擁堵的長期環境

影響。正如可行性研究報告所言，能夠從中受益的大部分社區都是工薪階層和紐約的有

色貧困人群。我正努力與霍楚爾州長及其政府，以及大都會交通署合作，確保在整個流

程中聽取這些人群的意見。我感謝州長對這項專案的關注，並期待著她委託實施的環境

研究早出結果。」 

  

眾議員傑西卡·岡薩雷斯-羅哈斯 (Jessica González-Rojas) 

表示，「我要稱讚州長在區間特快專案上的領導工作，我認為這種方式有助我們改善交

通等多個系統，以種族帄等為基礎開啟重建之路。事實上，紐約市仍然存在多個交通荒

漠地區，使得有色族裔社區之間相互脫節。傑克遜高地的居民有望從中受益，這令我感

到尤為激動。我希望聯邦審查流程有助我們邁向本市交通的未來，讓我們共同努力，促

進街區和社區的互通互連。」 

  



道路與交通委員會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主席、眾議員海琳·溫斯坦 (Helene 

Weinstein) 

表示，「作為選區中眾多公共交通不便選民的代表，我對擬議的區間特快線路感到非常

興奮。「這條關鍵路線可為通勤人員帶來更多的全新機會，同時提高皇后區和布魯克林

區之間的交通狀況。感謝霍楚爾州長能夠堅定不懈，致力於為全市居民提供更為便捷的

交通方式。」 

  

紐約市議會 (New York City Council) 議長艾德麗安〃亞當斯 (Adrienne Adams) 

表示，「紐約市已經做好準備，可以實施大膽的變革性基礎設施專案，以連結布魯克林

區和皇后區的所有街區。區間特快可能會影響到近 90 萬居民和 26 

萬工人的生活，這些人群可以從更多的公共交通選擇中受益。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我

們現在更加需要對那些能夠創造就業機會、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和支援本地小企業的專案

注入投資。我要感謝霍楚爾州長的領導工作和高瞻遠見，亦期待著區間特快能夠早日實

施並投入使用。」 

  

紐約市議員羅伯特·霍登 (Robert Holden) 

表示，「霍楚爾州長重啟這一計畫的審查流程令我深感鼓舞，感謝她能夠考慮皇后區的

福祉。我們的街區非常獨特，居住著最為多元的民眾，有著最為多元的需求。需求之一

即是擁有更好的公共交通。我所在的地區即有一個公共交通盲點，所以這個專案有利眾

多民眾出行，減少通勤時間。我們需要深入調查，瞭解這個專案將對社區的各個方面帶

來什麼影響，我亦期待著與霍楚爾州長和所有相關人員合作。」 

  

紐約市議員謝卡爾·克里希南 (Shekar Krishnan) 

表示，「我的選區包括位於皇后區的埃姆赫斯特和傑克遜高地，這兩個社區在本次疫情

中一直是城市的心臟地帶，利用單車、公共汽車和地鐵將送貨員、醫療工作者和教師送

到市內各地。因此，我對區間特快入駐本地社區感到非常興奮，因為快綫可以為皇后區

和布魯克林區的民眾提供更加快速和可靠的交通方式。」 

  

紐約州建築行業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會長兼大紐約州建築行業委員會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 會長嘉里·拉巴貝拉 (Gary LaBarbera) 

表示，「對於一項周詳高效的基礎設施計畫而言，這個初始流程至關重要。這項計畫不

僅能夠加強社區之間的連結，而且在建設過程中還能創造數以千計的中產階級就會機會

，造福社區。區間特快在未來幾年將會成為紐約交通基礎設施的關鍵設施，我們贊許霍

楚爾州長在推進這一變革性專案上所表現出來的遠見、領導力和承諾。」 

  

地區規劃協會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RPA) 執行副總裁凱特·斯萊文 (Kate Slevin) 

表示，「地區規劃協會很高興看到霍楚爾州長和大都會交通署已經完成了區間特快計畫

的初步研究工作。此項計畫的前身是地區規劃協會在 1996 年首次提出的『三區計畫 

(Triboro)』。區間特快可將市內多個依賴汽車的公共交通盲點接通至 17 

條地鐵線和長島鐵路，因此是推動紐約交通公帄、經濟發展和氣候目標的一個關鍵專案



，。區間特快是一個里程碑性的專案，能夠完成幾代人的心願，為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

建設直通線路，讓以曼哈頓為中心的交通系統轉型至更為全面的交通模式，造福所有居

民。我們在過去五年中與民選官員、社區和商業組織舉行了公開和非公開會議，由此看

到了專案所得到的大力支援。」 

  

紐約建築協會 (New York Building Congress)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卡洛·A.·斯賽蘇拉 (Carlo A. 

Scissura) 表示，「現代化的紐約市應該擁有能夠體現 21 

世紀出行方式的公共交通模式。大都會交通署此項可行性研究將是進一步連結布魯克林

區和皇后區的首要步驟，這兩個地區的居民佔紐約市總人數的一半以上，代表著『大蘋

果城』經濟的未來。紐約建設協會對霍楚爾州長和大都會交通署表示稱讚和感謝，交通

署在嘉諾·利博的領導下，將區間特快這樣具有變革性的大膽基礎設施專案列為優先考慮

事項。」 

  

乘客聯盟首席組織者邁拉·阿爾達斯-德克特 (Mayra Aldás-Deckert) 

表示，「區間特快是一項具有魄力的大型專案，可為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數百萬乘客

實現交通公帄。霍楚爾州長的提案富有遠見，是紐約交通系統自二戰以來最為重要的擴

建工程。區間特快可以利用舊有基礎設施，為市內數十個人口密集的社區提供新的交通

方式，能夠為居民創造更多的工作、教育、醫療保健和其他重要機會。」 

  

交通替代方案 (Transportation Alternatives) 執行理事丹尼·哈裡斯 (Danny Harris) 

表示，「紐約必須對永續交通方案進行投資，以此應對氣候危機，為社區提供更多的經

濟機會。區間特快即是大膽投資的典範專案，可以將紐約市建設成為一個更加公帄、更

有韌性的城市。我們期待著與霍楚爾州長和市內領導合作，繼續為紐約人提供更多交通

選擇，將出行方式從汽車轉向更為健康、高效和環保的模式。」 

  

三州交通運輸宣傳組織 (Tri-State Transportation Campaign) 執行主任瑞尼·雷諾茲 (Renae 

Reynolds) 

表示，「我們對霍楚爾州長發佈的公告表示歡迎，在紐約市的交通擁堵和氣候變化問題

日益嚴重之際，為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帶來新的交通方式。市府和州府都在努力改善交

通荒漠地區的交通狀況，此項工作非常重要，能夠確保我們建成一個更加公帄的交通網

路。我們期待著見證區間特快與通勤鐵路和貨運網路實現連結，特別是連結至大都會交

通署的濱州車站通道 (Penn Station Access) 專案和紐新航港局的跨港貨運專案 (Cross Harbor 

Freight 

Project)。所有這些專案將能成為變革地區交通的關鍵因素，以此控制汽車和卡車的氣體

排放，同時緩解擁擠路面的交通堵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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