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1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新建摩尼漢列車大廳  (GRAND MOYNIHAN TRAIN HALL) 的重點施工

作業即將啟動  

  

將詹姆士  A. 法雷大樓  (James A. Farley Building) 改造成為一座設施一流、佔地  

255,000 平方英呎的火車站大廳  

  

這座集交通、商業和零售於一體的建築將提供佔地面積達  700,000 平方英呎的世

界一流混合用途開發空間  

  

斥資  16 億美元的專案將創造  12,000 份建築施工工作和  2,500 份永久工作機會  

  

此前分類室樓層樓板提前五個月拆除完畢，使得重要施工作業得以啟動  

  

新莫尼漢列車大廳的效果圖請從此處查看 

  

項目的視訊請見此處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啟動摩尼翰火車站大廳的主要施工作業。該大廳將成

為  21 世紀的一座設施一流的交通樞紐。  法雷大樓  (Farley Building) 改造成摩尼翰

火車站大廳將為長島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 Road，LIRR) 和美國鐵路公司  

(Amtrak) 的乘客新建一座佔地  25.5 萬平方英呎的火車站大廳，並把賓州車站 -法

雷大樓 (Pennsylvania Station-Farley Complex) 的大廳總面積增加  50% 以上。法雷

大樓還將在多用途建築內設  70 萬平方英呎的新商務、零售、餐飲區，並為曼哈頓

西區  (Manhattan’s West Side) 建造標誌性的市民空間。  

  

「幾十年來，我們承諾為乘客建造一座配得上紐約州的世界頂級火車站大廳，我們

如今兌現了這個承諾並實現了這個夢想，」葛謨州長表示。「我們正在把法雷郵

局  (Farley Post Office) 改造成現代化交通樞紐，乘客因此可以更快捷舒適地抵達其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MoynihanTrainHallRenderings.pdf
https://youtu.be/z6OYmCNbObA


目的地。我們提供更方便的列車和地鐵進出通道、豐富的零售機會和商業機會，以

及有震撼力的建築設計，從而引領賓州車站進入  21 世紀。」 

  

伴隨工作人員完成拆除原有分類室地板，州長還宣佈賓州車站 -法雷大樓 (Penn-

Farley Complex) 改造工程完成首個重要目標，這項改造工程由州長於  2016 年  9 

月公佈。這項工作早於計畫五個月達成，瑞聯置業集團  (Related Companies)、沃

多那房地產公司  (Vornado Realty LP)、斯堪雅建築美國公司  (Skanska USA) 因此將

開展全面建造火車站大廳，包括面積達一英畝的天窗。  

  

這項工作自  2016 年 9 月起開始大力推進，旨在準備好詹姆士  A. 法雷郵局大樓  

(James A. Farley Post Office building) 以實施這次大規模改造。斯堪雅建築美國公司

已拆除了超過一英畝的混凝土和鋼筋樓面，用於增加摩尼漢列車大廳待建天窗下方

的垂直空間。該過程需要清除  6,000 噸混凝土、拆除  800 噸左右的鋼筋以及  400 

噸有害材料。斯堪雅建築美國公司在拆除法雷大樓全部五層樓室內結構的過程中也

做出重要貢獻。  

  

法雷大樓由麥克金，米德 & 懷特建築事務所  (McKim, Mead and White) 設計，是其

傑作原賓州車站的姊妹作品。失去原建築五十年後，摩尼翰火車站大廳將利用麥克

金，米德  & 懷特建築事務所創造的建築奇跡再度為紐約民眾提供宏大的入口大廳。

法雷大樓火車站大廳將以一位重要支持者的姓名命名，即已故參議員丹尼爾 ·帕特

里克·摩尼漢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法雷大樓摩尼翰火車站大廳將在建築物歷史悠久、建築設計令人歎為觀止的鋼桁架

上新建一塊  92 英呎高的壯觀天窗。9 個站台和  17 條軌道服務於長島鐵路公司和

美國鐵路公司的列車，這些站台和軌道可從火車站大廳進出，並由  11 部自動扶梯

和  7 部升降梯提供服務。火車站大廳將直接銜接第八大道線地鐵站  (Eighth Avenue 

Subway)，並首次鋪設第  9 大道  (9th Avenue) 至火車站的直接通道，從而在蓬勃

發展的哈德遜城市廣場  (Hudson Yards) 和遠西區  (Far West Side) 的方便距離內提

供無可比擬的區域交通選擇。  

  

除了拆除現有的材料並加以清理，賓州車站-法雷大樓的多項新設施也已動工，包

括： 

  

  修復大樓在  31 街 (31st Street) 的建築外立面和室內庭院；  

  建造新通道用於安裝升降梯，從而把乘客運載到站台層；  

  車站共有六個地下列車站台，保護其中三個站台用於實施拆建作業；  

  安裝  100 噸新鋼筋。  

  



這個斥資 16 億美元的項目的資金來自紐約州提供的  5.5 億美元；美國鐵路公司提

供的  4.2 億美元；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

港務局 (Port Authority) 和聯邦政府的撥款；以及合資企業開發商提供的  6.3 億美

元。新火車站大廳計劃在  2020 年年底前竣工。  

  

摩尼翰火車站大廳屬於斥資  25 億美元的賓夕法尼亞車站 -法雷綜合大樓改造項目，

該項目由葛謨州長在  2016 年 1 月公佈，旨在大規模更新美國最繁忙的交通樞紐，

並加以升級和改造，使之成為能夠滿足  21 世紀需求的世界頂級建築。賓夕法尼亞

車站-法雷綜合大樓項目還包括全面改造長島鐵路公司在賓州車站現有的  33 號街

大廳，以及大規模改造相鄰的第七大道  (Seventh Avenue) 和第八大道  (Eighth 

Avenue) 地鐵站。方案包括把  33 號大街走廊拓寬將近三倍，這條走廊位於賓夕法

尼亞車站 (Penn Station) 最繁忙的區段，沿著車站底層從第七大道延伸至第八大道。

其他改造包括升級照明裝置和尋路標牌，並提供數字屏幕用來傳達資訊並創造現代

化的乘客體驗。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

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21 世紀交通樞紐是強勁的  21 世紀經濟的

必要部分。因為今天宣佈的成就，我們朝著建設世界頂級的全面現代化賓州車站又

邁進了一步，我感謝州長優先安排建設重要基礎設施並提供投資，以及推進該項

目。」 

  

美國鐵路公司共同首席執行官維克·穆爾曼  (Wick Moorman) 表示，「我們感謝葛

謨州長帶頭推進建設摩尼翰火車站大廳。  新火車站大廳將為美國鐵路和長島鐵路

的乘客提供現代化新大廳，部分資金來自美國鐵路公司的  1.05 億美元出資。美國

鐵路公司在賓州車站更新基礎設施並改造中央大廳，新火車站大廳是在此過程中取

得的又一項重要成就，旨在為紐約州的乘客創造更好的客戶體驗。」 

  

國會議員吉拉德·納德勒  (Jerrold Nadler) 先生表示，「參議員摩尼漢  (Moynihan) 

大膽構想建造通往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的壯觀鐵路通道，今天的公告朝著實現

這個構想邁進了一大步。我感謝葛謨州長，他孜孜不倦地改造曼哈頓區  

(Manhattan) 法雷聯邦郵局大樓  (Farley Federal Post Office Building)，我很自豪幫忙

為這個項目爭取聯邦資金。我相信摩尼翰火車站正是紐約州和美國需要的基礎設施

改造和經濟建設項目。摩尼翰火車站創造成千上萬份工作，此外還將把我們陳舊的

基礎設施帶入  21 世紀、增加我們的乘客容量，並使紐約州，尤其是曼哈頓西區  

(West Side of Manhattan) 更方便通勤人士和遊客進出。」 

  

國會女議員卡洛琳  B. 瑪隆尼 (Carolyn B. Maloney) 表示，「葛謨州長公佈了大膽

的構想，把法雷郵局大樓改造成交通樞紐，這個交通樞紐要能夠充分展現非凡的布

雜藝術 (Beaux Arts) 建築，並滿足紐約民眾的迫切交通需求。摩尼翰火車站大廳竣

工後將成為重要的景點，配備商店和餐館，吸引全體紐約民眾並使通勤和出行變得



更加愉快。我很高興這座標誌性的交通樞紐再次為紐約州提供服務，這座交通樞紐

的壯觀和優美體現了我們這座城市最美好的一切。」 

  

眾議員阿德利阿諾·艾斯巴拉特  (Adriano Espaillat)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支持這

個傑出的項目，該項目屬於他做出的承諾，即投資  1,000 億美元建設紐約州各地基

礎設施項目，並感謝他今天發佈公告，宣佈對摩尼翰火車站大廳實施現代化改造。

新摩尼翰火車站大廳造型美觀並採用新設計，將成為賓州車站全面改造項目的關鍵

內容，旨在改善紐約州的交通基礎設施，並幫助乘客前往曼哈頓區以外的地點和世

界各地的城市。」 

  

參議員布萊德·豪曼  (Brad Hoylman) 表示，「法雷郵局大樓經歷數十年失敗的開

端，如今將改造成摩尼翰火車站大廳，這見證了麥克金，米德  & 懷特建築事務所

的建築傑作、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摩尼漢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不朽的精

神遺產，以及安德魯·葛謨州長的領導力。我感激葛謨州長在我的參議會選區內迅

速啟動這個非凡的項目，該項目將給通勤人士帶來巨大的益處，並極大推動本市經

濟發展。」  

  

參議員瑪麗索·阿爾坎塔拉  (Marisol Alcantara) 表示，「數十年的停滯和延期後，

紐約民眾終於目睹法雷郵局大樓重獲新生，改造成配得上這座優秀城市的火車站大

廳。這次現代化改造將把新摩尼翰火車站大廳變成曼哈頓區世界一流的出入口，為

當地居民和遊客呈現紐約市令人矚目的景致，無論人們是首次遊覽該市，或只是通

勤上班。感謝葛謨州長和州議會內的諸位夥伴推動這個令民眾期盼良久的項目迅速

竣工，紐約市值得擁有最好的設施，我們將利用這個項目實現這個目標。」  

  

眾議員理查德  N. 戈特弗里德  (Richard N. Gottfried) 表示，「我們已經等待太長時

間，各方在此期間都設法恢復建設法雷 /賓州車站項目。葛謨州長出色地完成工作，

匯聚各方力量，推進這個項目。把法雷大樓改造成  21 世紀交通中心，這將幫助民

眾在我們地區更加便捷地生活、工作、遊玩。感謝州市夥伴促成這個項目，從而為

紐約州民眾提供就業，並向全世界證明政府能夠把事情做好。」 

  

曼哈頓區  (Manhattan Borough) 區長蓋爾  A. 布魯爾 (Gale A. Brewer) 表示，「我

很高興看到葛謨州長這屆政府持續推進建設這個拖延至今的項目。曼哈頓區早該得

到一個配得上這座世界頂級城市的城際鐵路樞紐。伴隨這個項目持續推進，我期待

與葛謨州長以及賓州車站的在任官員合作，確保附近街區和交通網絡充分利用這座

升級的車站綜合大樓帶來的益處。」 

  

紐約市議會  (New York City Council) 議員考瑞·約翰遜  (Corey Johnson) 表示 ,，

「紐約州歷經數十年的絕望後，終於將在其交通網的中心位置擁有一座現代化的  

21 世紀交通樞紐。摩尼翰火車站大廳採用宏偉的建築設計，適合發展商業和零售

業，表明政府能夠為其服務的民眾提供重要政績。多年以來，很多人討論過這一宏



大的構想，旨在改造標誌性的法雷郵局大樓，但都沒有結果。多虧了葛謨州長提出

願景和發揮堅定領導力，我們才得以在改造賓州車站的過程中達成又一個重要目

標，並為紐約民眾提供其應得的世界頂級交通樞紐。」 

  

沃那多房產信託公司紐約州分公司  (New York Division of Vornado Realty Trust) 

總裁戴維·格倫巴姆  (David Greenbaum) 表示，「我們祝賀葛謨州長及其團隊，以

及鐵路公司促成今天的動工儀式。與此前的紐約大中央車站  (Grand Central) 一樣，

把歷史悠久的法雷大樓改造成宏偉的摩尼翰火車站大廳將彰顯宏偉公共空間的力量。

該項目還將包括寬敞的樓面辦公空間，實際上是一處平坦的園區，能夠吸引當代創

意階層的租戶。這個改造項目還將包括特色鮮明的零售站點，這個零售站點將吸引

每天經過這棟建築的成千上萬個居民、工人、遊客、通勤人士。古老建築經過修復，

將成為所有造訪紐約州的人士的必去景點。」 

  

斯堪雅建築美國公司執行副總裁邁克爾 ·維加諾  (Michael Viggiano) 表示，「斯堪

雅建築美國公司很高興再次與州長合作，並讚賞他發揮領導能力，為曼哈頓西區實

現這個重要項目。伴隨第二大道地鐵線  (Second Avenue Subway) 和新柯西邱思科

大橋  (Kosciuszko Bridge) 近期竣工，斯堪雅建築美國公司很自豪幫助推動州長提出

的願景，為新一代紐約民眾改造這座城市。無論您搭乘長島鐵路、美國鐵路或是地

鐵的列車出行，重新改造的法雷大樓都將為每天數不清的乘客的生活帶來改變。」 

  

瑞聯置業集團首席執行官傑夫·布勞  (Jeff Blau) 表示，「這個項目必將為紐約市帶

來歷史意義，我們很高興利用該項目保持發展勢頭。曼哈頓西區正在實施改造，我

們很自豪與葛謨州長、紐約州、長島鐵路以及美國鐵路合作，為社區建造這座新的

鐵路基礎設施，以及亟需的辦公空間和零售空間。我們不僅是在為長島鐵路公司和

美國鐵路公司每天經過這些建築物的乘客建設重要的便利設施，也是在為這座城市

建設一處新景點。」  

  

2016 年  1 月，帝國州發展公司、紐約大都會運輸署、長島鐵路公司、美國鐵路公

司為全面改造有百年歷史的地標式法雷大樓，包括火車站大廳、外圍辦公區域以及

零售區域發佈「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RFP)」用於征詢提案。在  2016 年  

4 月接收「招標書」的答復，並由房地產、建築、設計以及金融領域的公私專家組

實施了審核。  

  

2016 年  9 月，州長宣佈選擇開發商-建築商團隊，該團隊包括瑞聯置業集團、沃

多那房地產公司、斯堪雅建築公司，由其負責改造法雷大樓。帝國州發展公司與合

資企業於 2017 年  6 月就該交易達成最終融資。  

  

葛謨州長現正為紐約境內的基礎設施投入  1,000 億美元，用於促進經濟發展、創造

就業和擴大機遇。這些投資將使得紐約更新和改造全州道路、橋樑、寬帶網絡、公

共建築及其他重要基礎設施，並為數千人創造就業機會。葛謨州長始終大力推進長



期停滯或民眾盼望已久的工程，例如塔潘澤大橋  (Tappan Zee Bridge)、拉瓜迪亞機

場  (LaGuardia Airport) 和约翰 F. 甘迺迪國際機場  (JFK Airport) 改造工程、雅各布  

K. 贾维茨会展中心  (Jacob K. Javits Center) 擴建工程、並重建賓州車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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