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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宣佈地鐵車站比計畫提前一年完成移動聯網  

 
地鐵車站還比計畫提前兩年安裝了  Wi-Fi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地鐵車站將比計畫提前一整年實現移動電話覆蓋，全

部四家運營商  AT&T 公司 (AT&T)、斯普林特公司  (Sprint)、德國電信公司  (T-

Mobile)、威瑞森無線公司  (Verizon Wireless) 將從 1 月 9 日，週一起在各地鐵車站

開通服務。此外，地鐵車站還比計畫提前整整兩年安裝了  Wi-Fi。紐約大都會運輸

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 提前交付該項目用以響應州長在  

2016 年年初下達的加快項目進度的指示。  

 

今天發佈的公告代表著州長為持續促進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實現現代化提出的又一項

重要舉措，此前不久，他主持了新第二大道地鐵線  (Second Avenue Subway) 的如

期開通儀式，該地鐵線包括三座新建的現代化車站和現有的列克星敦車站  

(Lexington Station) 和 63 街車站 (63rd Street Station) 的新入口。  

 

「我們比原計畫提前為地鐵提供  Wi-Fi 和手機服務來改造地鐵車站，從而滿足下一

代民眾的需求，」葛謨州長表示。「這將為忙碌的紐約民眾提供更好的網路連接

並鞏固我們的願景，即改造美國最繁忙的交通網路以滿足未來的需求。感謝所有合

作夥伴。」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湯瑪斯  F. 布林德嘉斯  (Thomas F. 

Prendergast) 表示，「伴隨第二大道地鐵線如期開通，我們有很多事情需要慶

祝。目前透過與州長辦公室以及全部四家主要運營商夥伴密切合作，我們已能夠達

成葛謨州長關於顯著提高地鐵車站連通性的指示，從而提前一年交付主要運營商的

手機服務，並比截止期限提前兩年為客戶提供  Wi-Fi。連通性對我們的客戶來說是

一件大事，我們很高興比原計畫大大提前交付這些重要服務。」  

 

交通無線公司  (Transit Wireless) 與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訂有長期協議，用於在地鐵車

站設計、建造、運營並維護移動電話聯網服務和  Wi-Fi 聯網服務。該公司已經為這

個基礎設施項目投入了逾 3 億美元資金，並與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共享該網路服務



產生的收益。該項目的建設費用不分攤給納稅人和地鐵乘客。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與交通無線公司的合作  

交通無線公司與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訂有  27 年的合作協議，要在地鐵車站設計、建

造、運營並維護移動電話聯網服務和  Wi-Fi 聯網服務。該公司為這個基礎設施項目

投入了逾 3 億美元資金，並與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共享這些服務產生的收益。該項

目的建設費用不分攤給納稅人和地鐵乘客。  

 

在該項目實施過程中，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和交通無線公司將共同部署特定的通訊技

術以增強公共安全，包括專用的  4.9 GHz 公共安全寬頻網路和高可見幫助中心對

講設備。只需觸摸一下按鈕，這些即時通訊資訊服務站就能快速提供  E911 協助和

資訊。截至目前，交通無線公司已在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的  175 個地鐵車站建造了  

3,000 多個幫助中心對講設備基礎設施。該網路現在為成千上萬的紐約大都會運輸

署僱員、承包商以及應急先遣隊隊員提供比以往更強的連線能力。  

 

地鐵連線 

幾乎每個地鐵車站都已竣工，最後一座車站，即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2、3 號線

的克拉克街站  (Clark Street) 將於  1 月  9 日，週一開放。四座正在翻修的車站（南

渡輪碼頭站  (South Ferry)）或即將開始翻修的車站（展望大道站  (Prospect Ave.)、

53 街站 (53rd Street)、灣脊站 (Bay Ridge)）在翻修結束後將立即聯網。無線網路、

Wi-Fi 以及公共安全網路從  2011 年開始建設，連線曼哈頓區  (Manhattan) 切爾西社

區  (Chelsea) 的 6 座地鐵車站，定於  2018 年竣工。但按照葛謨州長的指示，該項

目加快了進度，所有地鐵車站定於  2016 年年底完成  Wi-Fi 連線，差不多比原初計

畫提早了兩年。  

 

紐約市交通局  (New York City Transit，NYCT) 局長維羅尼克·哈基姆  (Veronique 

Hakim) 表示，「我們的客戶從週一開始將能夠在地鐵車站內發短訊或打電話，從

而與家人保持聯繫、處理工作並保持連網。這對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和我們的客戶來

說都是重要的一步，我們感謝州長和主要運營商如此快速地推進該項目。」  

 

交通無線公司首席執行官小威廉  A. 貝恩  (William A. Bayne, Jr.) 表示，「政府機

構、公共公司以及私營公司開展了幾乎史無前例的合作用來促成這個複雜的項目。

更具體地說，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紐約市交通局、州長辦公室、AT&T 公司、斯普

林特公司、德國電信公司、威瑞森無線公司以及紐約市的多個機構在將近兩年前合

作推進這些重要的通訊服務。在有  100 多年歷史的地鐵系統內建造現代化技術基

礎設施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挑戰，交通無線公司很自豪參與這項獨特的工作。」  

 

紐約州  AT&T 公司總裁瑪麗薩·邵瑞恩斯德恩  (Marissa Shorenstein) 表示，「紐約

大都會運輸署和葛謨州長在  2011 年視察  AT&T 公司，希望為地鐵乘客提供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的免費無線服務，我們很高興立即簽約並成為兩家最先受僱提供

該服務的無線運營商之一。自那時起，我們就注意到乘客對這種服務的需求在持續

增長，因此，我們非常高興看到紐約市每座地鐵車站如今全面提供這項服務。



AT&T 公司期待繼續與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合作，使用最新技術工具來改善紐約民眾

的生活。」  

 

斯普林特公司區域網路副總裁馬克 ·沃克  (Mark Walker) 表示，「為每天經過紐約

市地鐵車站的無線消費者提供端對端網路覆蓋，這是斯普林特公司對我們在紐約市

的客戶提供的部分承諾。如此快速地在  281 座地鐵車站開通這種不間斷無線服務

是一項巨大的成就，並且是一項對公眾有重大益處的投資。」  

 

德國電信公司高級工程副總裁湯姆 ·艾勒夫森  (Tom Ellefson) 表示，「紐約民眾在

地鐵內度過大量時間，我們很高興德國電信公司的客戶如今能夠在地鐵車站內連接

美國最快速的長期演進  (Long Term Evolution，LTE) 網路。我們很高興提前完成這

個重要項目以造福於我們的客戶。」  

 

威瑞森無線公司州政府事務副總裁利希卡 ·伊芙  (Leecia Eve) 表示，「我們始終努

力為客戶提供紐約市和三州地區  (Tri-State Area) 最好的網路，而在地鐵車站內提

供無線服務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我們持續利用諸如長期演進技術升級版等網路增

強方法引領行業發展，該方法為我們在紐約市以及全國  460 多個市場內的客戶提

供快  50% 的峰值速度，這覆蓋全國  90% 的人口。」  

 

項目概況 

 

在項目建設過程中，交通無線公司及其合作夥伴取得了幾項引人矚目的成就：  

  鋪設了 120 英里的光纜（在車站和基站酒店數據中心之間傳輸訊號）   

  建造了五座大型基站酒店（聚合所有通訊訊號，然後連接無線運營商和紐約

市交通局網路）   

  安裝了 4,000 個天線連接點   

  安裝了 5,000 個  Wi-Fi 接入點  

  3,000 多個幫助中心終端   

  投資逾 3 億美元，而不對納稅人構成風險   

  比批准的預定計畫提前將近兩年竣工  

 
 

交通無線公司和  Transit Wireless WiFi™ 簡介 

 

交通無線公司成立用以滿足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在紐約市  279 個地鐵車站建設共享

無線基礎設施的要求，從而為  AT&T 公司、斯普林特公司、德國電信公司、威瑞

森無線公司的客戶提供商業服務。該公司在所有主要授權手機頻段、公共非授權頻

段以及 4.9GHz 公共安全頻段運作，藉此設計、構建、資助並將運營維護高適應性

無線網路，從而支持消費者連線、商務連線、中轉以及公共安全通訊需求。交通無

線公司在地鐵車站內推出 Transit Wireless WiFi™網路，該計畫被無線寬頻聯盟  

http://www.transitwirelesswifi.com/


(Wireless Broadband Alliance) 認可為『連線城市環境中未連線區域的最佳  Wi-Fi 部

署方案』。  交通無線公司採用由美國環球標準有限責任公司  (American Global 

Standards, LLC) 認證的  ISO 9001:2008 質量管理系統。交通無線公司隸屬於 BAI 

通訊公司 (BAI Communications)，BAI 通訊公司是一家跨國企業，為澳洲、亞洲、

北美洲的客戶設計、構建並運營高可用性通訊網路。如需了解更多關於交通無線公

司的資訊，請訪問：http://transitwirel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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