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6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和參議員舒默  (SCHUMER) 宣佈賓州車站  (PENN STATION)  

擴建後的西區大廳  (WEST END CONCOURSE) 開放 

 

新擴建後的西區大廳提高了乘客周轉量、緩解了交通擁堵並改善了尋路標誌  

 

現代化大廳首次鋪設經過標誌性的詹姆斯  A. 法雷郵局大樓  (James A. Farley Post 

Office Building) 通往賓州車站軌道和站台的通道  

  

歷經數十年延誤後，斥資  16 億美元的賓夕法尼亞-法雷綜合大樓   

(Penn-Farley Complex) 最終達成協議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和參議員查爾斯 ·舒默  (Charles Schumer) 今日宣佈賓州車站擴

建後的西區大廳開放，這是美國最繁忙的交通樞紐改造再設計成  21 世紀世界頂級

設施的第一階段工程。新的現代化大廳將直接通往該車站  21 條軌道中的  17 條，

將經過地下  33 號街把未來的摩尼翰火車站大廳  (Moynihan Train Hall) 銜接至賓州

車站，並直接銜接第  8 大街地鐵站（A/C/E 號線）。新廣場和有百年歷史的標誌

性法雷大樓  (Farley Building) 在第 8 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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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和景觀將問候經這

些新入口乘坐火車的乘客。  

  

「擴建後的西區大廳將採用現代化基礎設施、升級技術並改進尋路標誌，這將為忍

受著賓州車站內交通日漸擁擠並且人滿為患的狀況的乘客帶來即時的解脫，並幫助

紐約民眾更快更好地前往目的地，」葛謨州長表示。「感謝參議員舒默  (Schumer) 

領導該項目，並承諾實現參議員摩尼翰  (Moynihan) 提出的大膽願景。該最終協議

讓主要施工項目得以動工，我們正在全速推進工作以建造更加引人注目並且充分現

代化的賓夕法尼亞-法雷綜合大樓，讓賓州車站走出黑暗時代，進入  21 世紀。」  

  

美國參議員查爾斯  E. 舒默  (Charles E. Schumer) 表示，「今天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NYC) 的歷史上是個重要的日子，因為我們朝著實現摩尼翰參議員提出

的把法雷郵局大樓改造成  21 世紀鐵路樞紐的願景又邁進了一步。擴建後的西區大

廳將緩解過度擁擠的賓州車站綜合大樓承擔的巨大壓力，吸引遊客和社區居民感受



整個綜合大樓的餐飲購物和壯觀宏偉。摩尼翰車站  (Moynihan Station) 一旦竣工，

必將成為我們當代最重要的交通與基礎設施遺產。我很自豪幫助提供重要的聯邦資

源，用來為摩尼翰車站鋪平道路，並讓美國鐵路公司  (Amtrak) 為這個重要的交通

樞紐貢獻一份力量。感謝葛謨州長推動該協議最終達成。政府正應當這樣開展工作。

伴隨紐約市持續發展，我們必須繼續投資於諸如此類的重要基礎設施項目，以確保

紐約能夠滿足下個世紀的交通需求。」  

  

西區大廳擴建完成了由葛謨州長於  2016 年 9 月宣佈的賓州車站  - 法雷綜合大樓

改建工程的第一階段，該工程旨在重新開發菲利大樓，打造一個面積為  25.5 萬平

方英呎的新火車站大廳以容納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和美國鐵路公司的

客運設施。葛謨州長上週宣佈賓夕法尼亞  - 法雷綜合大樓耗資  16 億美元的再開發

工程達成最終協議，這項延誤了數十年的項目因此得以正式啟動。新賓夕法尼亞 -

法雷綜合大樓的新效果圖請見此處。  

  

參議員舒默  (Schumer) 繼承參議員摩尼翰  (Moynihan) 的衣缽，長期擁護聯邦政府

對摩尼翰車站提供支持。該項目第  1 階段包括聯邦政府的  8,000 萬美元撥款，這

筆撥款是由參議員摩尼翰  (Moynihan) 和舒默 (Schumer) 爭取到的。2010 年，舒默 

(Schumer) 透過『交通投資促進經濟復蘇計畫  (Transportation Investment Generating 

Economic Recovery，TIGER)』爭取到 8,300 萬美元資金，這是該計畫設立以來提

供的最大規模撥款。『交通投資促進經濟復蘇計畫』撥款提供最後一筆所需的資金

用於啟動建設第  1 階段工程。舒默  (Schumer) 多次說服後來的美國交通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USDOT) 支持該項目，並承諾透過『交通投資

促進經濟復蘇計畫』提供最大範圍的聯邦支持。摩尼翰車站第  1 階段工程爭取到

的其他聯邦資金包括  3,000 萬美元的聯邦鐵路管理局高速鐵路  (Federal Railroad 

Administration (FRA) High Speed Rail) 資金、6,400 萬美元的擁堵緩解空氣質量改善

項目 (Congestion Mitigation Air Quality，CMAQ) 資金，以及美國鐵路公司提供的  

600 萬美元撥款，聯邦政府合計撥款  2.7 億美元。  

  

西區大廳的設計  

  

新西區大廳會增加客運流量並簡化列車運行，具體措施包括將原有大廳的長度和寬

度加倍，提供連接賓州車站九個列車站臺的新樓梯，並在每個站臺上增設一部乘客

電梯，用來提供舒適度並為美國殘障人士增加便利度。這些新垂直入口將允許乘客

更快速輕鬆地進入和離開站臺，從而縮短乘客上下車期間列車在這些站臺停留的時

間。  

  

擴建後的西區大廳還配備現代化設施和技術，用於改善總體乘客體驗，包括利用數

字媒體屏幕提供列車資訊，利用圖形尋路標誌為紐約市遊客和定期通勤人士改善導

航，升級高科技節能  LED 照明裝置，以及全年溫度控制。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final-deal-closed-16-billion-penn-farley-complex-after-decades-delays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sets/72157673228738012


賓夕法尼亞-法雷綜合大樓的設計  

  

法雷大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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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火車站大廳將使得大廳

的樓層總面積比現有場地增加  50%，服務於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LIRR) 

和美國鐵路公司的乘客，並最終容納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  (Metro-North) 的乘客。

火車站大廳共將連接  9 個站台和  17 條鐵路。法雷大樓還將改造為包括大約  70 萬

平方英呎的辦公區和零售區，這將創造數千份新建築工作和固定工作，並為曼哈頓

西區 (Manhattan’s West Side) 打造出有活力的市民空間。  

  

參議員柯爾斯頓·基爾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 表示，「這朝著在賓州車站  - 法

雷綜合大樓建造新的鐵路與交通樞紐、更新改造我們的鐵路基礎設施以滿足  21 世

紀的需求邁出了第一步。我將繼續攜手葛謨州長、參議員舒默  (Schumer) 以及諸位

國會代表團同仁，爭取聯邦資金用來完成整個賓州車站  - 法雷綜合大樓項目。」  

  

國會議員吉拉德·納德勒  (Jerrold Nadler) 先生表示，「新的摩尼翰火車站大廳將為

紐約市增添一棟美麗的建築，這將為曼哈頓西區帶來直接經濟效益。透過為企業和

通勤人士創造交通樞紐，我們正在把法雷郵局大樓改造成街區內的標誌性市民空間。

葛謨州長自上任第一天起就把賓夕法尼亞 -法雷綜合大樓確定為重點項目，西區大

廳的開放證明我們在同心協力為紐約民眾達成該項目的過程中取得的進展。」  

  

國會議員皮特·金  (Pete King) 表示，「伴隨西區大廳在賓州車站開放，成千上萬個

倍感沮喪的紐約民眾和遊客將在通勤時體驗到亟需的解脫。葛謨州長堅定支持改善

本州各地的交通基礎設施，伴隨該項目竣工，我們將確保紐約市獲得國內最高效率

的交通網絡。」  

  

國會女議員卡洛琳·瑪隆尼  (Carolyn Maloney) 表示，「數十年來，紐約州最繁忙的

交通系統被人們忽視並停滯不前，但透過州長為改善和升級基礎設施而提供的歷史

規模投資，這種情況將不復存在。利用這次牢固高效的合作，賓州車站的改造項目

將最終得以實現，因為我們致力於為紐約市各地區的通勤人士帶來進步和發展。對

乘客和遊客來說，賓州車站是全世界最繁忙的一個交通樞紐，我們保障這座車站在

今後幾十年持續存在是至關重要的。」  

  

國會女議員妮蒂亞·維拉茲科茨  (Nydia Velázquez) 表示，「這個新的現代化大廳是

在把賓州車站改造成活躍的  21 世紀交通樞紐的過程中邁出的一大步。在葛謨州長

的領導下，不計其數的通勤人士將在紐約州繁忙的交通網絡內獲得期盼已久的解脫，

伴隨該項目持續進行，另外成千上萬的人也將獲得同樣的解脫。我期待繼續與州長

以及政府同仁合作，切實有形地改善其每天使用的路線。」  

  

 



參議員布萊德·豪曼  (Brad Hoylman) 表示，「保持交通系統現代化和可用，這對紐

約市持續發展而言至關重要。伴隨賓州車站新大廳開放，我們朝著確保這座繁忙的

樞紐未來能夠可靠地服務於紐約民眾以及造訪我們這座偉大城市的遊客邁出了又一

步。感謝葛謨州長以及我們在聯邦、州以及地方層面的合作夥伴專注於推進這個宏

大的項目，我期待繼續與之合作，在今後若干年把紐約市老化的基礎設施改造成世

界頂級的中心。」  

  

議員考瑞·約翰遜 (Corey Johnson) 表示，「歷經數十年延誤和失望後，賓州車站

綜合大樓正在朝著實現邁進。現代化西區大廳已經緩解了交通擁堵並改善了每天成

千上萬個通勤人士的需求，摩尼翰火車站大廳即將成為紐約民眾應得的漂美觀火車

站。我感謝州長支持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項目，並為我們的居民完成這個項目。」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西區大廳將緩解交通擁堵，並改善成千上萬

個紐約民眾的通勤。這個里程碑代表著在把賓州車站改造成世界頂級交通樞紐的過

程中邁出的第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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