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2017 年 4 月 1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長島鐵路公司  (LIRR) 擴建項目完成環境報告  
 

調查證實該項目將增加幹線鐵路的路線運載力，從而為長島鐵路公司客戶改善服務、
可靠性及安全性  

 
該項目將取消項目廊道內所有街面列車交叉道口；減少交通擁堵、改善安全性並降低

噪聲和空氣污染  
 

最終環境報告和項目的新效果圖請見此處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擬議的長島鐵路公司擴建項目完成環境影響調查，這

是自通勤鐵路於  19 世紀中期始建以來，紐約州為提高其運載力而開展的一項最重

要的工作。《最終環境影響報告  (Final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FEIS)》證

實該擴建項目將為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居民和通勤人士改善長島鐵路公司的服

務、可靠性和安全性。  

 

「擴建幹線鐵路對長島地區的企業和居民未來取得成功而言至關重要，利用這次環

境調查，我們朝著實現紐約州為全體民眾提供安全可靠的出行這一目標又邁進了一

步，」葛謨州長表示。「透過增加鐵路運載力和取消街面列車交叉道口，該項目將

減少交通擁堵、並幫助建造能夠滿足  21 世紀乘客需求的交通系統，標誌著我們朝

著為長島地區建設更光明的未來又邁進了一大步。」  

 

該項目的全面《最終環境影響報告》源於一年多的數據收集、分析以及持續的公眾

宣教工作。共舉辦了  12 場公開聽證會，此外還在米尼奧拉鄉車站  (Mineola 

Station) 建造了免預約項目辦公室，並與當選官員、社區團體、交通工程宣導人士

和專家，以及其他重要的利益相關方，諸如個體房主、企業主和通勤人士召開了數

百次會議。調查報告請見長島鐵路公司項目網站  www.aModernLI.com。 

 

根據紐約州環境法規的要求，這次調查旨在識別各種潛在的重大負面影響，並確保

該項目採納公眾建議，以安全負責任的方式開展。調查結論證實長島鐵路公司擴建

項目將為整個交通系統的客戶改善服務並減少交通延誤，為拿騷縣  (Nassau 

County) 幹線鐵路狹窄的雙軌路段增設第三軌道。取締項目區域內的街面列車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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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口，或稱『鐵路平交道口』，這也將減少交通延誤並改善安全性。調查顯示，透

過建造聲障和擋聲墻，該項目將阻斷列車噪聲來顯著減少當地社區內的噪聲。取締

項目廊道內的街面鐵路平交道口，這將消除這些道口處規定的震耳的列車鳴笛和道

口響鈴，避免汽車在鐵路平交道口長時間怠速運轉以減少空氣污染。取締街面鐵路

平交道口將減少交通擁堵並提高安全性。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 臨時執行理事維

羅尼克『羅尼』哈基姆  (Veronique “Ronnie” Hakim) 表示，「這次全面調查源於

採用國內最嚴格的幾項環境標準開展詳盡的研究、數據收集、分析以及公共咨商。

這次調查證實該項目將為整個長島鐵路公司系統內的通勤人士和項目廊道內的居民

帶來巨大的益處，顯著降低噪聲，並憑藉取締鐵路平交道口、建造擋聲墻和停車場

以及改造車站帶來安全便利。」  

 

長島鐵路公司總裁帕特里克 ·諾瓦科夫斯基  (Patrick Nowakowski) 表示，「這項全

新工作治理長島鐵路公司幹線鐵路在花卉公園  (Floral Park) 和希克斯維爾鎮  

(Hicksville) 之間的狹窄雙軌路段，不同於此前的任何項目，社區全面參與、無需遷

移居民、為當地居民顯著減少噪聲和提高安全性。」  

 

本擬定項目與此前針對長島鐵路公司主線路擴容的提案完全不同。今日發佈的《最

終環境影響報告》證實該項目將：  

•  不遷移居民；  

•  取消 9.8 英里長的項目廊道內的所有街面鐵路平交道口；  

•  建造擋聲墻用來減少噪聲；  

•  月臺升級；  

•  增加停車位；  

•  更多地依賴私營施工行業專業技術，從而將施工時長、影響和成本降至最

低；  

•  啟動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公眾外展活動，讓本地官員、房主和其他利益攸關方

都積極參與進來，在項目規劃建設過程中採納這些人的意見。  

《環境影響報告》草案於  2016 年 11 月發佈，隨後延長公眾評議期以響應公眾請

求。一月份在三個地點舉辦了六場公開聽證會，在附近鐵路站點提供專線車，約有  

1,000 人參加了這些聽證會。共收到  700 多條正式建議並予以答復，這些建議納入

到《最終環境影響報告》的『建議答復區』內。建議全文如文字表述，《環境影響

報告》草案全部六次聽證會的完整文稿請見《最終環境影響報告》附錄。《最終環

境影響報告》的全部內容請見項目網站。  

 

作為包含今日發佈的《最終環境影響報告》在內的新資訊的組成內容，若干擬議的

項目要素及其描述有待進一步公佈。《環境影響報告》的新內容和修訂內容包含下

列施工作業的描述和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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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議車站改造工程的結構設計；  

•  服從《美國殘疾人法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的站台通道或站

台緊急通道的位置和類型，其中包括花卉公園站。  

•  各類擋聲墻的位置、長度、高度；  

•  米尼奧拉鄉  (Mineola)、韋斯特伯里鄉  (Westbury)、希克斯維爾鎮  (Hicksville) 

擬建停車場的規模和設計。  

《最終環境影響報告》還包含對調查範圍內的環境條件及其他條件的補充分析或修

正分析。《最終環境影響報告》：  

•  證實該項目採用聲障墻和擋聲墻，因此能夠為長島鐵路公司公共事業用地附

近社區顯著降低噪聲，並取締造成全天列車鳴笛和道口響鈴的街面列車道

口；  

•  證實該項目採用特殊的減振緊固件、軌墊和枕木，因此能夠為長島鐵路公司

公共事業用地附近社區減少振動影響；  

•  更新了土地利用、社區角色以及視覺效果分析結論，用於為調整擬建擋聲墻

和聲障墻的位置、長度及高度提供依據，並提供項目廊道所在地點的附加渲

染圖；  

•  包含更新後的考古學評估，用以證實未對擬建停車場地點造成影響；  

•  包含在長島鐵路公司公共事業用地內所做土質分析的結果，以及長島鐵路公

司公共事業用地內車站建築、變電站、橋樑、訊號室及其他受影響建築結構

的石棉取樣結論和鉛取樣結論；  

•  修正了交通分析結論，涵蓋額外的交叉道口，並考慮改良擬建停車場的通

道；  

•  更新空氣質量分析；  

•  擴大施工噪聲分析範圍，涵蓋與項目廊道內不同地點可能使用的特定設備有

關的更多詳細資訊，以及需要採用的噪聲控制措施的效果。  

長島鐵路公司擴建項目將在花卉公園和希克斯維爾鎮之間經常出現擁堵的  9.8 英里

長的幹線鐵路旁增鋪第三條鐵道，同時移除項目廊道內的全部七個街面鐵路平交道

口。  

 

每天，在長島鐵路公司的  30.8 萬個乘客中，有  40% 都會途徑主線路，該線路擁有

長島鐵路公司運輸線路的許多換乘點，擬議的項目將能在每週為超過  50 萬個乘客

改進服務品質。  

 

目前，列車在途經鐵路平交道口時需鳴笛，並需使用響鈴警示附近的駕駛員，這些

駕駛員排起長隊等待列車通過，並在圍欄打開時按下汽車喇叭。紐約州交通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負責監管項目區域內的全部七個街面鐵路平交道口

的取締和改造工作。  

 



紐約州交通部部長馬修·德里斯科爾  (Matthew Driscoll) 表示，「與當地社區緊密

溝通後，我們決定為該項目取締街面鐵路平交道口，這將消除這些社區多年來面對

的噪音、交通和安全問題。此舉還將給許多人的生活品質帶來重大改善。」  

 

東區通道項目  (East Side Access Project) 大規模增加服務後，擬建的擋聲墻和聲障

墻將發揮更大的效用。  

 

本項目還包括對主要鐵道基礎設施進行升級換代，例如：安裝新的轉轍器、信號燈

和供電設備；並對月臺進行升級，例如：修建新的、更長的月臺，使得新月臺能夠

容納整列車進站停靠，從而避免了因月臺較短而乘客需要在車廂之間進行走動而導

致的延誤和安全問題。本項目還擬定提供更多的停車位，從而滿足未來乘客增長所

帶來的需求。本項目的上述和其他擬定方案均是透過與當地當選官員和社區成員經

過了長達幾個月的直接溝通而最終確定的，並參考了經驗豐富的交通運輸工程師的

分析意見。  

 

本項目的其他環保效應，包括：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源於在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可靠

列車服務後可減少人們使用機動車出行的次數。  

 

所有項目效益，以及鐵路和鐵路平交道口的詳細調整資訊、擬議的服務調整、當前

土地使用模式和擬議的施工階段，均概述於項目的《環境影響報告》中。  

 

無需收購居民住宅  

 

與此前嘗試在雙軌主線路旁增加第三條鐵軌的方案不同，本項目的設計將不佔據任

何居民住宅區域，葛謨州長在去年宣佈這套提案時就向民眾做出了保證。《環境影

響報告》中列出的詳細數據證明，第三條鐵道的建造將完全納入到長島鐵路公司現

有的佔地面積內。  

 

提高透明度和開展社區外展工作  

按照葛謨州長的指示，自本項目於去年首次公佈以來，長島鐵路公司擴建項目團隊

已啟動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社區外展活動，迄今為止已經與當選官員、社區領導、

項目廊道沿線的房主、長島鐵路公司客戶以及該地區的所有利益攸關方召開了上百

次會議。免預約項目辦公室於  2016 年 5 月即已開放，配備工作人員和項目文檔及

其他資料。《環境影響報告》草案摘要，又稱《範圍文檔草案  (Draft Scoping 

Document)》也已於 2016 年 5 月發佈，並在當月召開了六場公開聽證會用於收集

公眾意見。《範圍文檔終稿  (Final Scoping Document)》也在採納公眾意見後於  

2016 年 8 月發佈，與當地社區及利益相關方舉行的各種討論會延續至今年秋季。

所有這些建議幫助塑造了《環境影響報告》草案的內容，該草案於  2016 年 11 月

發佈，是今年年初又一輪漫長的公眾評議期和六場公開聽證會的主題。該評議期內

收到的公眾建議已納入到該項目及其《最終環境影響報告》內。  



 

以社區為核心的施工緩和措施  

 

為響應當地社區提出的廣泛建議，項目將規定承包商採用有利於附近街區的創新施

工方法以盡可能降低施工帶來的影響。這套以社區為核心的施工方案的內容包括：  

•  施工前的房屋檢測；  

•  使用衛星停車方式，避免施工人員的私人車輛停靠在居民區的街道上；  

•  使用現有鐵道向施工地點運送材料；  

•  一旦需要進行幹擾性施工或關閉公路，需要向居民、市政當局、學區和應急

先遣隊提前發出通知；  

•  盡可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在學校和通勤者行車高峰期間運送施工材料；  

•  確立並推行一套社區噪音和振動監控計畫；  

•  推行一套空氣品質控制計畫，包含：粉塵控制措施、超低硫柴油，並使用最

先進的排氣技術，例如使用柴油碳微粒濾清器和新款設備；  

•  環境監控需要符合《施工健康和安全計畫  (Construction Health and Safety 

Plan)》； 

•  保護現有企業的出入通道；  

•  按需清理街道；  

•  向居民提供門到門  (door-to-door) 外展宣傳；  

•  向公眾定期提供在線資訊；  

•  為項目資訊辦公室  (Project Information Office) 配備工作人員，並對社區人員

的擔憂進行現場監督，並提供快速回復；並且  

•  確立一名社區外展代表人員提供全天候  (24/7) 熱線服務  

此外，葛謨州長還要求本項目的施工將採用設計-建造承包技術，僱用專業私營施

工公司來負責工程監督。這意味著本項目的施工監督將完全不同於此前的長島鐵路

公司項目，從而縮短施工時長、提高效率，確保本項目給周邊社區和鐵路乘客所帶

來的影響最小化。  

 

這種設計-建造方案還用在了其他項目之中，例如：新塔潘齐大桥  (Tappan Zee 

Bridge) 的建造，將工程設計和建造責任都歸在一家公司名下，充分利用私營施工

專業技術和創新舉措，激勵該公司成功縮減施工時長、減少成本和降低影響。  

 

2016 年 11 月，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理事會投票表決，確定使用一套雙步驟公開流

程來確定最符合長島鐵路公司擴建項目施工要求的私營施工企業，然後再根據能夠

滿足本項目的各項目標的最佳提案選取一家公司。初始採購流程和環境調查研究正

在平行進行，使得相關機構在對公眾十分重要的領域做出決策時——例如：施工時

間、成本和影響——能夠從採購流程早期出現的問題中獲得資訊。  

 

 



700 多家當地小企業出席了上月在皇后鄉  (Queens Village) 召開的論壇，這體現了

當地商界對該項目的廣泛興趣，這些企業進一步了解該項目、了解如何受聘處理該

項目，並會見了多家有資格競標該項目的設計建造工程的建築公司。論壇吸引了來

自長島地區和紐約州大都會區的企業出席，重點聯繫傷殘退伍軍人、女性及少數族

裔人士創辦的企業，以確保盡可能多類型的當地小企業有機會參與該項目。  

 

長島鐵路公司擴建項目是葛謨州長推出的範圍更廣、持續時間更長的  紐約大都會

運輸署改革和改善紐約州交通運輸系統工作中的一部分。在長島，法明代爾站  

(Farmingdale) 和朗康科瑪站  (Ronkonkoma) 雙軌鐵路項目 (Double Track Project)、

牙買加站擴容項目 (Jamaica Capacity Improvements Project) 和將長島鐵路公司與紐

約中央火車站  (Grand Central Terminal) 相連的東區通行項目 (East Side Access 

Project) 等等，都將為長島鐵路公司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服務，幫助緩解當地街道和

高速公路上的擁堵現象，包括：長島高速公路  (Long Island Expressway)、北方州公

園大道和南方州公園大道  (Northern and Southern State Parkways)、中央火車站公

園大道 (Grand Central Parkway) 和外環公園大道  (Belt Parkw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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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