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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新建賓夕法尼亞車站  (PENNSYLVANIA STATION) 法雷綜合大樓  

 
葛謨州長宣佈新建摩尼翰火車站大廳  (Moynihan Train Hall)，大廳內設置美國鐵路
公司  (Amtrak) 和長島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 Road，LIRR) 的購票區和候車區，
還有  11.2 萬平方英呎面積的零售區以及最先進的安保措施  - 從此處查看渲染圖  

 
葛謨州長還宣佈改造長島鐵路公司中央大廳，大廳顯著加寬、增高、提亮走廊區
域；新的中央大廳把賓夕法尼亞車站與摩尼翰火車站大廳相銜接，覆蓋長島鐵路

公司在第  8 大道上的全部鐵路  - 從此處查看渲染圖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 將全面重新設計
長島鐵路公司關聯的地鐵站  - 34 號大街上的  A、C、E、1、2、3 號線  - 更多資訊

請見此處 

 
摩尼翰火車站大廳的工程進度已停滯  20 年，根據今日新授予的固定價格設計 -建
造合同，將於今年秋季動工建設；長島鐵路公司中央大廳再設計征求建議書  

(Request For Proposal，RFP) 也於今日發佈  

 
美國鐵路公司和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將合作擬訂

未來征求建議書，從而合作重建賓夕法尼亞車站的美國鐵路公司區域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全面方案，用於把陳舊的詹姆斯  A. 法雷郵局 (James 

A. Farley Post Office) 全面改造成世界頂級交通樞紐。州長在改善紐約協會  

(Association for a Better New York) 宣佈挑選三家公司組成開發商-建築商團隊，這

三家公司分別是  Related Companies、Vornado Realty LP、Skanska AB (RVS)，用來

重建法雷大樓  (Farley Building)，建造擁有  25.5 萬平方英呎面積的新火車站大廳，

從而容納長島鐵路公司和美國鐵路公司的乘客設施。  

 

除了建造法雷火車站大廳，州長還宣佈合資企業將在法雷大樓內建造擁有  11.2 萬

平方英呎面積的零售區和將近  58.8 萬平方英呎的辦公區。施工前期工作將從今年

秋季開始，新的火車站大廳預計在  2020 年  12 月竣工。 

 
州長還宣佈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將於同期開始全面重新設計長島鐵路公司現有的賓夕

法尼亞車站  33 號大街中央大廳，並全面改造相鄰的第七大街地鐵站和第八大街地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albums/72157673228738012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albums/72157673232469232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unveils-design-reimagined-mta-subway-cars-and-details-ambitious-plan-enhance


鐵站。長島鐵路公司中央大廳和地鐵站的建設工作將在法雷火車站大廳竣工前結束。

再設計方案將包括把現有的走廊擴寬將近三倍，這將顯著減少交通擁堵並顯著抬升

天花板——提供明亮的採光、新的導向標牌、訂票系統、資訊系統。  

 

「紐約的未來取決於我們今天做些什麼，新建的摩尼翰火車站大廳將成為  21 世紀

頂級的交通樞紐，」葛謨州長表示。「現有賓夕法尼亞車站的乘客人數比约翰 ·菲

茨杰拉德·肯尼迪國際機場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JFK)、拉

加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紐瓦克機場  (Newark Airport) 的乘客總人數高兩倍

以上，十分擁擠破舊、狹小封閉。摩尼翰火車站大廳的空間面積超過中央車站  

(Grand Central) 中央主大廳，容納美國鐵路公司和長島鐵路公司的售票區和候車區，

並配備最先進的安保功能，從而提供現代化的數字乘客體驗，以及多種餐飲和零售

選擇。這不是一紙方案，而是將要發生的事。人們將穿行這座車站，了解到這就是

紐約。」 

 

從此處查看州長宣佈新建賓夕法尼亞車站新法雷綜合大樓的講話。  

 
摩尼翰火車站大廳  

 
一月，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紐約大都會運輸署、長島鐵路公司、美國鐵路公司為全

面改造陳舊的法雷大樓，包括火車站大廳和外圍辦公區域和零售區域發佈征求建議

書征詢提案。在四月接收征求建議書的答復，並由房地產、建築、設計以及金融領

域的公私專家實施了審核。  

 

Related Companies、Vornado Realty LP、Skanska AB 這三家公司已提供擔保以承

諾按期完成該  15.95 億美元的項目，按照協議內容，這三家公司還將向州政府支付

共計約 6 億美元的資金用於認可法雷大樓內的發展機會的價值。項目的餘下部分

將利用紐約州經濟發展廳提供的  5.7 億美元資金，以及美國鐵路公司、長島鐵路公

司、港務局  (Port Authority) 和聯邦政府提供的共計  4.25 億美元資金實施建設。  

 

摩尼翰火車站大廳將把店鋪和餐廳設置在一扇新天窗的下方，這扇天窗位於大樓歷

史悠久、建築特征令人歎為觀止的鋼桁架上。大樓的佔地面積將比賓夕法尼亞車站

增加  50%，為長島鐵路公司以及美國鐵路公司的乘客提供服務，最終為大都會北

方鐵路公司  (Metro-North) 的乘客提供方便。火車站大廳共將連接  9 個站台和  17 

條鐵路。 

 

除了火車站大廳，Related Companies、Vornado Realty LP、Skanska AB 這三家公

司還將改建整棟法雷郵局大樓，包括大約  70 萬平方英呎的辦公區和零售區，從而

創造數千個新的建造工作崗位和永久工作崗位。  

 

項目將啟用工會勞動力，並已承諾充分滿足州長設定的全國領先的目標，即由歸少

數民族所有的企業和歸女性所有的企業完成  30% 的工作。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9WoNUiG0FSMUk8zQVpXSXFwdm8/view?usp=sharing


賓夕法尼亞車站  

 
大刀闊斧地重新設計賓夕法尼亞車站的長島鐵路公司區域，這將顯著改善乘客體驗

並加快乘客周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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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改造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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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的大部分改造工作預計將在火車站大廳開放時竣工，其他構件將更早完工。

新建這條長島鐵路公司走廊預計將花費  1.7 億美元。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今日將向通過初審的顧問公司發佈征求建議書，用於征求賓夕法

尼亞車站改建工作的初步設計。合同預計在  2016 年年底授予。  

 

改造再設計工作還包括升級賓夕法尼亞車站的兩個地鐵站。第七大道地鐵站和第八

大道地鐵站的多項改造工作預計將在  2018 年年初竣工，並將花費大約  5000 萬美

元。 

 

建造工作的第一階段是在第八大道西側建造一座中央大廳，該階段的工作已接近竣

工。中央大廳將直接連通長島鐵路公司鐵路和美國鐵路公司鐵路，並通過第  33 號

大街將把未來的摩尼翰火車站大廳與地下賓夕法尼亞車站銜接起來。新廣場和法雷

大樓的街面入口分別位於巨型樓梯的兩側，可進出這座新的底層中央大廳，並加快

乘客上車和離開。  

 

一月，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美國鐵路公司、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就賓夕法尼亞車站改

建項目發佈意向征求書  (Request for Expressions of Interest，RFEI)。鑒於美國鐵路

公司將搬遷至摩尼翰火車站大廳，意向征求書的答復就當前美國鐵路公司中央大廳

擬議的改建工作提供思路，這些思路將整合至鐵路運營商此前提議的概念。紐約州

經濟發展廳將與美國鐵路公司合作，為中央大廳起草意向征求書。  

 

最後，所有這些協調工作將造就更引人注目的、完全現代化的賓夕法尼亞 -法雷綜

合大樓 (Penn-Farley Complex)，提供更大的乘客容量、有吸引力的入口、以及第八

大道對面的法雷大樓內最先進的火車站大廳。所有工作將適應未來方案，為賓夕法

尼亞車站增加站台和鐵路容量，並完成『通道計劃』 (Gateway Program)。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正在以令人欣喜並且對財政政策負責的方式重建、

更換、擴展重要基礎設施，」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新建的賓夕法尼亞-法雷綜合大樓將設置辦公

區域、零售店鋪和餐廳，並將創造數千個直接工作崗位和間接工作崗位。」  

 

「新的法雷火車站大廳將大規模改造第七大道車站和第八大道車站，從而提高長島

鐵路公司 23 萬日常旅客和數百萬地鐵旅客進出該地區的效率，」紐約大都會運輸

署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湯姆·普倫德加斯特  (Tom Prendergast) 表示。「葛謨州長把

幾十年來關於基礎設施投資的豪言壯語變成了現實，這改善了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出



行體驗並促進了區域經濟增長，這種影響將持續到久遠的未來。」  

 

美國鐵路公司董事會主席安東尼  R. 考西亞  (Anthony R. Coscia) 表示，「我們讚

賞葛謨州長發揮領導作用，把法雷郵局大樓改造成最先進的火車站。新建的摩尼翰

火車站大廳將用作美國鐵路公司未來在曼哈頓區的站點，除此之外，該項目還將改

進賓夕法尼亞車站，從而為其諸多用戶顯著改善客戶體驗。與推行基礎設施改造項

目的『通道計劃』相結合，美國鐵路公司致力於與紐約州及其他重要的利益相關者

合作推進適合美國最繁忙的火車站的投資。」  

 

眾議員何塞  E. 賽拉諾  (José E. Serrano) 表示，「這項重要工作將讓更多紐約民眾

能夠使用最先進的並且安全可靠的交通系統。改造摩尼翰火車站大廳、長島鐵路公

司中央大廳、美國鐵路公司賓夕法尼亞車站區域，這將讓紐約公共交通系統的重要

部分走向現代化。摩尼翰火車站大廳項目已停滯多年，我很高興看到葛謨州長採取

必要的措施推動該項目前進。」 

 

眾議院女議員卡洛琳  B. 馬羅尼  (Carolyn B. Maloney) 表示，「很高興葛謨州長提

出大膽的新方案用來翻修改造賓夕法尼亞車站，並推動在法雷大樓內建設摩尼翰火

車站大廳。任何去過現有的賓夕法尼亞車站大樓的人都看得出這棟大樓非常難以滿

足成千上萬個每天在這座車站乘車的通勤人士的需求，增建法雷綜合大樓將為美國

鐵路公司和長島鐵路公司的乘客帶來更愉快的體驗，並讓這些乘客更愉快地換乘當

地地鐵。歷經  20 年的等待后，我們現在將擁有一座可以為之自豪的火車站。」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約翰  J. 弗拉納根  (John J. Flanagan) 表示，「賓夕法尼亞車站

是國內最繁忙的交通樞紐，有了這座新建的綜合大樓，紐約市將能夠利用最先進的

設施和更現代化的基礎設施滿足乘客需求。該項目竣工時，賓夕法尼亞車站 -法雷

綜合大樓的翻修將為成千上萬個紐約民眾顯著緩解交通，並創造數百個新工作崗

位。」 

 
州參議院聯盟領袖傑夫·克萊恩  (Jeff Klein) 表示，「賓夕法尼亞車站需要改造，葛

謨州長提出的方案將升級我們的基礎設施，最終讓我們的鐵路變得現代化，從而利

用店鋪、餐廳和升級的技術改善乘客體驗。今天標誌著二十年來邁出的第一步，摩

尼翰火車站大廳將於今年秋季動工建設，其他令人欣喜的升級改造活動也將陸續開

始。」 

 

州參議員兼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安德里亞 ·斯圖爾特-卡曾斯  (Andrea Stewart-

Cousins) 表示，「更好地利用大眾交通方式將有助於為通勤人士節省時間和金錢，

並減少車輛擁堵和污染。此外，翻修和新建工程將創造更多工作崗位並促進旅遊業

發展。我讚賞葛謨州長做出這項明智的基礎設施投資，幫忙把詹姆斯 ·法雷郵局改

造成大眾交通樞紐，並開展工作幫助改造摩尼翰火車站大廳。」  

 

眾議員阿德里亞諾·愛斯派亞特  (Adriano Espaillat) 表示，「賓夕法尼亞車站是通

往紐約多條交通大動脈的門戶，對成千上萬個紐約民眾的日常生活而言不可或缺，



該項目將顯著改善這些乘客的出行體驗。紐約市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城市，我們應

當擁有一座新的賓夕法尼亞車站，用來展示紐約市所能提供的一切。我要為葛謨州

長發佈這個有遠見的通告而鼓掌喝彩，並期待看到全新改造的賓夕法尼亞 -法雷綜

合大樓。」  

 

眾議員布拉德·凱倫  (Brad Hoylman) 表示，「賓夕法尼亞車站是一處紐約地標，

但多年以來，這座車站沒能滿足我們作為紐約人所預期的標準。在我們州的各個地

點，從紐約州北部地區的機場到新的賓夕法尼亞 -法雷綜合大樓，葛謨州長關於  21 

世紀基礎設施富於遠見的方案正在逐漸成形，並強化我們的交通網絡。我們為明天

而建，賓夕法尼亞-法雷綜合大樓是該龐大方案的基石。現在，紐約民眾可以期待

穿行車站走廊、享受現代化的便利設施，並更加輕鬆地往返目的地。」  

 

州眾議院議員理查德·戈特佛里德  (Richard Gottfried) 表示，「葛謨州長發揮領導

能力和遠見卓識來改造紐約基礎設施，我們期待居民和遊客獲得新的出行體驗。這

個最先進的轉運中心將讓每個人的出行變得更方便高效，並減少擁堵。我讚賞葛謨

州長推進該項目，並期待項目在建設過程中創造建築工作崗位，並於竣工后在新交

通樞紐創造永久工作崗位。」  

 

紐約市議員科里·約翰遜  (Corey Johnson) 表示，「伴隨賓夕法尼亞-法雷綜合大樓

重新設計，葛謨州長為實現其建設更美好的紐約這一願景邁出了一大步。新的賓夕

法尼亞-法雷綜合大樓新增購物機會、增加乘客容量和最先進的設施，不僅將改善

日常乘客的體驗，還將吸引遊客遊覽更大、更美好、持續向前發展的紐約。」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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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