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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第二大道地鐵線  (SECOND AVENUE SUBWAY) 自開放日起  

客流量快速增加  

 
在開通服務的第  4 週，地鐵線的日均客流量達到  15.5 萬人，每週增加  8,000 個乘客  

 
上東區  (Upper East Side) 列克星敦大道地鐵線車站  (Lexington Avenue Line Station) 

早高峰交通時段的客流量因新地鐵線平均減少了  46%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第二大道地鐵線的首份客流量數據，強調新地鐵線立

即成功吸引客戶並減少了交通擁擠的列克星敦大道地鐵線的客流量。  

 

地鐵線在今年  1 月  1 日開通服務，新設三座車站並在  63 號街  (63rd Street) 新設一

個入口，週客流量日均增加  8,000 人左右，日均客流量在  1 月 27 日，週五達到  

15.5 萬人。  

 
「第二大道地鐵線已成為上東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些客流量數據表明該擴建

項目對街區以及我們的經濟具有的重要意義，」葛謨州長表示。「該項目證明州

政府仍有能力辦成大事，這些初期客流量數據發出明確的訊息，即當我們兌現承諾

時，紐約民眾會給予回應。」  

 

第二大道地鐵線擴建項目是葛謨州長設立的全州計畫的組成部分，用於徹底改造和

重建紐約州老化的基礎設施。這套全面計畫包括新建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整修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機場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JFK) 

Airport)、全面改造賓夕法尼亞州車站  (Penn Station)、長島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 Road，LIRR) 2、3 號地鐵線項目、新紐約大橋  (New New York Bridge)、大規模

擴建雅各布  K. 賈維茨中心  (Jacob K. Javits Center)、全面整修並升級紐約大都會運

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 在大都會區的七座橋樑和兩條隧

道。 

 

客流量包括進出  72 號街  (72nd Street)、86 號街 (86th Street)、96 號街 (96th 

Street)、第  3 大道  (3rd Ave) 與  63 號街交匯處新入口的乘客人數，以及在  63 號街



從  F 地鐵線換乘至  Q 地鐵線的乘客人數。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還發佈了相鄰列克星敦大道地鐵線的數據，該地鐵線是紐約市  

(New York City) 以交通擁擠而聞名的地鐵線，該地鐵線在  68 號街 (68th Street)、77 

號街  (77th Street)、86 號街 (86th Street)、96 號街 (96th Street) 的四座主要車站的工

作日客流量得到減少。根據新客流量數據，與去年同期相比，上東區列克星敦大道

地鐵線四座車站在工作日的日均進出客流量平均減少了  27%，在早  8 - 9 點早高峰

時段平均減少了高達  46%。 

 

「第二大道地鐵線的開通是個獨特事件，紐約民眾迅速接受了這條新地鐵線，客流

量快速攀升，」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臨時執行理事羅尼 ·哈奇姆  (Ronnie Hakim) 表

示。「每天如此多的乘客使用新地鐵線，這也幫助緩解了列克星敦大道地鐵線主

要車站早高峰的交通擁堵狀況，成千上萬個紐約民眾的通勤因此變得更加輕鬆快速

並且更加完善。」  

 

第二大道地鐵線的總客流量：15.5 萬人  

根據捷運卡  (MetroCard) 數據和紐約市捷運局  (New York City Transit) 員工人為開展

的調查，1 月 27 日的客流量為：  

 

 72 號街：51,450 

  86 號街：45,800 

  96 號街：30,100 

  63 號街（換乘至  F 地鐵線、從  F 地鐵線換乘）：28,150 

 
列克星敦大道上東區車站：2016 年的客流量為  327,440 人；2017 年的客流量為  

240,270 人  

根據每日進出人數，1 月第 4 週的平均客流量：  

 

  68 號街：2016 年為  65,890 人；2017 年為  44,700 人  

  77 號街：2016 年為  74,010 人；2017 年為  59,560 人  

  86 號街：2016 年為  132,400 人；2017 年為  94,750 人  

  96 號街：2016 年為  55,140 人；2017 年為  41,260 人  

 

服務簡介 

 

第二大道地鐵線  Q 線列車服務途經  96 號街、86 號街、72 號街、63 號街，然後

經由曼哈頓區  (Manhattan) 進入布魯克林區  (Brooklyn)，最終抵達康尼島  (Coney 

Island)。新地鐵線採用彈性支承塊式軌道以實現更加順暢安靜的乘坐體驗，設計用



於幫助緩解列克星敦大道地鐵線  4、5、6 號列車的交通擁擠狀況，列克星敦大道

地鐵線是紐約州交通最擁擠的地鐵線。  

 

車站簡介 

 

寬敞明亮的第二大道地鐵新建站點提供：殘障人士通道；促進舒適度最大化的氣候

控制系統；挑高天花板和無柱設計構建了開放通風的空間；明亮燈光設計；本州歷

史上規模最大的公共藝術裝置。 

 

新建站點均採用雙層夾層設計，從而改善人員流動，減少月臺和入口處的擁擠現

象，提高地鐵乘客的整體體驗。  

 

第二大道沿線的  96 號街、86 號街、72 號街修建了全新的車站，第三大道與  63 

號街交匯處也新修了一個入口，乘客將能夠進入整修一新的車站以使用新設的  Q 

線列車服務，並換乘至現有的  F 地鐵線。 

 

新設公共藝術  

 

新建第二大道地鐵線還設有紐約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公共藝術裝置。著名藝術家們

在該線路的每個新建站點內進行了大規模的、吸引眼球的藝術創作。  

 

如需查看第二大道地鐵藝術的照片，請瀏覽此處；如需查看有關本藝術作品的視

訊，請瀏覽此處。 

 

數字統計 

 

  工人共挖掘了  583,600 立方碼的石塊和  460,300 立方碼的土方，石塊和土方

的總體積佔到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體積的一半以上  

  施工期間所用混凝土的體積（立方碼）：261,038 

  施工期間所用鋼筋的重量（磅）：4,890 萬 

  施工期間所用鋼架的重量（磅）：4,070 萬 

  新地鐵線配備有  35 座新手扶電梯、12 座新垂直電梯、22 座新樓梯 

  新地鐵線共使用了  200,000 平方呎地板磚、130,000 平方呎天花板磚、

692,000 平方呎墻面磚  

  所用房門數量：1,014 

 所用燈具數量：10,264 

  所用地漏數量：712 

  所用水管和廁所裝置數量：264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largest-permanent-public-art-installation-new-york-history-ahead-second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sets/7215767409368569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dimWnTlC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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