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7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56 億美元改造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LIRR)  

 

所有建造新長島鐵路的項目停滯了  70 年，如今得以推進，這些項目包括主幹線

第三軌道鐵路  (Main Line Third Track)、雙軌鐵路  (Double Track)、 

改造牙買加車站  (Jamaica Station)  

 

全系統改造軌道、轉轍器、訊號燈、變電站，這將把乘客容納力提高  80% 以上   

  

這次改造能夠實現，歸功於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州官員、地方官員、長島  (Long Island) 社區的合作； 

第三軌道項目不佔用居民用房，並包含全面的減震措施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撥發創歷史規模的  56 億美元資金改造長島鐵路，  

用於增強該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並開啟新的經濟增長時代。  全部 100 個長島鐵

路基建改造項目停滯  70 年，如今得以推進，這些項目包括主幹線第三軌道鐵

路、雙軌鐵路、改造牙買加車站、整修  39 座長島鐵路車站、取締鐵路平交道

口，從而讓整個地區的交通運輸實現現代化，藉此為長島地區提供現代化系統。  

  

這個 56 億美元的改造項目從屬於紐約州  1,000 億美元的基礎設施項目，是美國

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項目。  該計畫的核心工程是在紐約州和新澤西州  (New 

Jersey) 之間修建一條新的哈德遜隧道  (Hudson Tunnel)，以及整修現有的隧道。  

門戶 (Gateway) 項目將帶來東北區  (Northeast) 廊道的旅客，把駕車人士帶往我們

交通系統的核心地帶。這個重要項目輔建新賓夕法尼亞 -法雷綜合大樓  (Penn-

Farley Complex)，主要是新摩尼翰火車站大廳  (Moynihan Train Hall)，該大廳斥資  

16 億美元、面積為  25.5 萬平方英呎，預計在  2020 年開放。賓夕法尼亞-法雷綜

合大樓還包括新近開放的西區大廳  (West End Concourse)，長島鐵路的乘客可經

由該大廳登車，而不必進入賓州車站  (Penn)。此外，『東區通道  (East Side 

Access)』改造項目將首次提供通往東區的長島鐵路直達列車服務，並提高曼哈頓

區 (Manhattan) 的往返運載力。  

 



「紐約州全面改造長島鐵路，藉此重拾遠大抱負，讓我們的基礎設施成為美國的

驕傲，並著眼未來開展建設。長島鐵路是地區經濟的支柱，長島地區的優勢和適

應力需要大膽的變革性投資，用來強化我們的交通網絡，」州長葛謨說。「從曾

經覺得不可想象的第三軌道和第二軌道項目，到現代化技術和訊號燈升級，我們

敢於構想更好的交通服務，並再次向紐約民眾兌現承諾。」  

  

長島鐵路包括下列具體工程：  

 

主幹線第三軌道鐵路   

 

長島鐵路公司擴建項目  (LIRR Expansion Project) 斥資 20 億美元，將沿著花卉公

園鄉 (Floral Park) 和希克斯維爾鎮  (Hicksville) 之間經常擁堵的長島鐵路  9.8 英里

主幹線鐵路增鋪第三條軌道，同時移除項目廊道內的全部七個街面鐵路平交道

口。長島鐵路乘客有  40% 的人經過幹線鐵路，項目廊道在長島鐵路系統內佔據重

要核心位置，因此，項目走廊內列車運行延誤會波及整個長島鐵路，並影響成千

上萬個乘客。  

 

在停滯 70 年後，按照州長的指示，州、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地方政府的官員和

長島社區目前合作推進這個斥資  20 億美元的項目。這份新的改造方案與以往的

提案大不相同。該計畫不佔用居民用房、取締七處街面鐵路平交道口、拓寬或抬

高鐵路線上方七座現有的橋樑，以預防橋樑撞擊事故。此外，還與米尼奧拉鄉  

(Mineola)、韋斯特伯里鄉  (Westbury)、蠔灣鎮  (Oyster Bay) 合作新建了五座節能泊

車場，可容納  3,500 輛車。這些泊車場將在當地配備現場管理辦公室。  

 

作為第三軌道改造項目的內容，紐約州實施全面噪音治理計畫，包括更換所有軌

道、利用高級抑制技術建造新的第三軌道。該項目包括沿著鐵路主幹線將近六英

哩的居民街區建造消音墻，對建築物實施處理以配合周圍環境。  

 

紐約州還將更換系統內的電力基礎設施，代之以七座新的牽引變電站，用於提高

可靠度和增加產電量，以充分供應長島鐵路三趟列車同時運行所需的電力。  

此外，為提高安全性，交通系統將增添列車主動控制系統用於預防操作員失誤。  

 

為保障社區在整個項目期間提供建議，紐約州針對主幹線第三軌道鐵路與各社區

簽訂《諒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諒解備忘錄》將

針對項目設計征尋建議，包括某些項目元素的美學設計，例如隔音墻；交通和泊

車因素、公用設備、排水系統、防蟲防塵、公共交通導向發展、施工計畫和期

限、社區安全性、生活質量。  

 

雙軌鐵路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MineolaSouthParkingGarageRendering.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MineolaSouthParkingGarageRendering.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WestburyParkingGaragesRendering.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HarrisonAveParkingGarageRendering.pdf


雙軌鐵路項目斥資  3.872 億美元，建造長 12.6 英哩的軌道，長島鐵路因之將能夠

向朗康科瑪鐵路分線增加提供非高峰時段雙向交通服務，非高峰時段雙向交通服

務將從每小時發一趟車增加到每  30 分鐘發一趟車。  

 

長島鐵路公司朗康科瑪鐵路分線每個工作日的客流量達到  4.8 萬人以上。法明代

爾鄉 (Farmingdale) 與朗康科瑪村  (Ronkonkoma) 的區間鐵路路段大多只有一條軌

道，因此，長島鐵路只能運行少數幾趟列車，並且在列車出故障時缺乏運作靈活

性。項目將減少與交通服務中斷有關的誤點問題，讓鐵路公司能夠靈活避開障礙

點，這在當前的單軌區間是無法實現的。  

 

雙軌鐵路項目將在明年夏季竣工，比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計劃的進度提前了  16 個

月。  

 

薩福克郡中部地區列車存車場  (Mid-Suffolk Train Storage Yard)  

 

因東區缺少存車場，紐約州正在朗康科瑪村建造斥資  1.28 億美元的薩福克郡中部

地區存車場。該存車場將提供額外空間，用於保養、檢查、維修電車車隊的列車

車廂，長島鐵路因此能夠在上午交通高峰時段把列車運行次數增加將近  50%，  

從而為當前的上午列車時刻表增加八趟西向列車。紐約州還將在薩福克郡中部地

區列車存車場的  13 英畝地塊上增建  11 條軌道，每條軌道可容納包含  12 節車廂

的列車組。為支持存車場運作，紐約州還新建  2.8 萬平方英呎的長島鐵路指揮中

心 (Command Facility)。存車場的效果圖請參見此處。  

 

牙買加車站的訊號燈、軌道、基礎設施   

 

牙買加車站於  1913 年投入使用，此後從未更新過軌道配置。作為斥資  3.75 億美

元的項目的工程內容，紐約州正在改造牙買加車站，這座車站處理長島鐵路幾乎

所有列車，工程內容包括高速轉轍器和新訊號燈、利用新平台簡化列車運行、  

提高發往大西洋碼頭  (Atlantic)、賓州車站、中央車站  (Grand Central) 的列車的運

力。  

 

項目包括建造大西洋碼頭  (Atlantic Terminal) 的專用軌道，這樣一來，列車將不必

使用岔道穿越布魯克林區  (Brooklyn)，現有的配置有此要求。該軌道將為前往布魯

克林區的乘客提供專用的『極速』列車，新站台將提供玻璃密閉的保暖候車區、

WiFi 和 USB 充電站，以便乘客在候車時保持聯網和給手機充電。  該項目還將加

長五個現有的站台，完整容納有  12 節車廂的列車，從而緩解車站擁堵和由此造

成的延誤。  

 

強化長島鐵路系統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MidSuffolkRenderings.pdf#_blank


紐約州還在加固另外  12 座橋樑，更換  13 座變電站並加以升級。  

 

為改善乘客體驗、流動性和便利度，紐約州正在改進系統內的  39 座變電站。  

 

這些車站包括：  

  

改造牙買加車站-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希克斯維爾鎮車站  (Hicksville Station)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傑弗遜港車站  (Port Jefferson Station)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石溪村車站  (Stony Brook Station)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賽奧瑟村車站  (Syosset Station)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布倫特伍德鎮車站 (Brentwood Station)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迪爾帕克村車站  (Deer Park Station)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瓦雅丹奇車站  (Wyandanch Station)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斯圖爾特莊園鄉車站  (Stewart Manor Station)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梅里克村車站  (Merrick Station)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貝默爾村車站  (Bellmore Station)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拉法盛街區  - 主大街車站  (Flushing - Main Street Station)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米尼奧拉鄉車站  (Mineola Station)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米瑞隆大道車站  (Merillon Ave Station)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韋斯特伯里鄉車站  (Westbury Station) -請從此處查看效果圖   

華盛頓港車站  (Port Washington Station) 

格雷特內克區車站  (Great Neck Station) 

貝塞德街區車站  (Bayside Station)  

大都會 - 威利斯角車站  (Met-Willets Point Station) 

亨特斯角大道車站  (Hunterspoint Avenue Station) 

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車站  (Brookhaven National Lab Station) 

北港鄉車站  (Northport Station) 

朗康科瑪村車站  (Ronkonkoma Station) 

匹尼勞恩車站  (Pinelawn Station) 

法明代爾鄉車站  (Farmingdale Station) 

卡勒普雷斯村車站  (Carle Place Station) 

新海德公園鄉車站  (New Hyde Park Station) 

花卉公園鄉車站  (Floral Park Station) 

洋槐莊園車站  (Locust Manor Station) 

勞瑞頓街區車站  (Laurelton Station) 

谷溪鄉車站  (Valley Stream Station) 

鮑德溫村車站  (Baldwin Station) 

巴比倫鎮車站  (Babylon Station)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LIRR_Additional_Bridges.pdf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LIRR_New_Electric_Power_Substations.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JamaicaStationBridgeExteriorRendering.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HicksvilleRendering.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PortJeffersonRenderings.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StonyBrookRenderings.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SyossetRenderings.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BrentwoodRenderings.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WyandanchRenderings.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WyandanchRenderings.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BrentwoodRenderings.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MerrickRenderings.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BellmoreExteriorRendering.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FlushingMainStreetRendering.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MineolaRendering.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MerillionAvenueStreetRendering.pdf
https://www.ny.gov/sites/ny.gov/files/atoms/files/LIRRWestburyStreetRendering.pdf


其他效果圖請見此處。 

  

州參議員卡爾  L. 馬賽裡諾  (Carl L. Marcellino) 表示，「長島鐵路是美國最繁忙的

通勤列車系統，成千上萬個紐約民眾每天依靠它上下班。為長島人民，也為自

己，我們應當把該系統帶入到  21 世紀。更高效的新長島鐵路將讓該系統變得更

加安全高效，並提供更好的乘客體驗。葛謨州長始終給予長島鐵路最大的支持，

我們感謝他持續支持長島鐵路和長島人民。」  

  

議員費爾·泊伊爾  (Phil Boyle) 表示，「我們需要很多的解決方案，用來緩解困擾

長島鐵路的問題。我們決定推進第三軌道鐵路項目，加之今夏正在實施的改造工

作，參議會、葛謨州長、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的官員展現了我們做出的承諾。該計

畫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又一步，讓我們的乘客獲得更好的服務，與此同時改善

基礎設施，並加快紐約州南部地區的經濟發展。」  

  

參議員托德·卡米斯奇 (Todd Kaminsky) 表示，「長島地區要發展，有賴於葛謨州

長今天提出的那類大膽想法。此外，我很高興看到牙買加車站訊號系統實施升

級，該項目或許沒有各種豪華的最新技術設施，但對可靠的通勤來說是至關重要

的。」  

  

州參議員約翰  E. 布魯克斯  (John E. Brooks) 表示，「投資長島基礎設施是正確的

決定。我感謝葛謨州長做出承諾，實現第三軌道鐵路項目。這是個大膽的項目，

將吸引企業重新回到長島地區、創造工作、提高住房價格，最終吸引更多年輕人

在長島地區贍養家庭。」  

  

眾議員查爾斯  D. 拉維尼  (Charles D. Lavine) 表示，「我們社區樂見長島鐵路改

造，長島鐵路多年未實施亟需的升級，用來提高安全性和運作效率。對紐約州基

礎設施的這些投資為我們的經濟帶來所需的刺激，承諾重啟大型項目，讓紐約州

成為業界領袖。這是本州激動人心的時刻，可藉此機會提醒美國牢記我們的能

力。」  

  

眾議會交通委員會  (Assembly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副主席兼眾議員戴夫 ·

麥克多諾  (Dave McDonough) 表示，「我欣賞葛謨州長的遠見，以及長島地區交

通與基礎設施網絡取得的發展。」  

  

眾議員安德魯  P. 拉亞  (Andrew P. Raia) 表示，「我感謝葛謨州長和諸位在任官員

合作爭取到需要的投資，建設如今更加完善的大眾交通系統，並為今後更加光明

強大的社區打好基礎。這些新軌道將推動整個地區的企業發展，為長島地區各街

區的居民提供安全出行，迪爾帕克村新建的車站將促進社區發展。我期待第三軌

道鐵路投入使用，在今後數十年讓勤勞的民眾實現更加高效率的通勤。」  

  

http://www.amodernli.com/renderings/


眾議員邁克爾·蒙特薩諾  (Michael Montesano) 表示，「葛謨州長今天發表的講話

提及在長島鐵路花卉公園鄉至希克斯維爾鎮區間路段鋪設第三軌道鐵路、在朗康

科瑪村鋪設第  2 軌道鐵路、鋪設法雷車站  (Farley Station) 至賓州車站 (Penn 

Station) 的通道，以及正在實施的各類維修和改造，這些工作將讓長島鐵路對全體

長島居民變得更加安全，並為當地勞動力創造就業。我很高興葛謨州長支持這個

項目。安全始終應當放在首位，這些改造和維修早該實施。」  

  

州議員迪恩·穆瑞 (Dean Murray) 表示，「身為紐約州眾議會交通委員會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的現任成員，我堅信各類項目都將發揮重要作用，決定

長島地區的未來，例如第三軌道鐵路、雙軌鐵路、車站整修、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

長島鐵路實施的其他技術改造。感謝州長和參眾兩會內的諸位同事堅定支持這個

項目以及其他多個基礎設施改造項目，幫助長島地區邁入  21 世紀。」  

  

長島協會  (Long Island Association)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凱文 ·勞 (Kevin Law) 表

示，「州長始終善待長島地區，並給予該地區擁護和支持，他今天再次向長島民

眾兌現了承諾。第三軌道鐵路項目是對該地區具有歷史意義的投資，將推動經濟

增長、創造更好的通勤體驗，並消除周邊社區合理的疑慮。感謝葛謨州長實現這

個令民眾期盼良久的項目。」  

 

拿騷郡  (Nassau County) 郡長愛德華  P. 曼嘉諾  (Edward P. Mangano) 表示，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我們為長島民眾實現了曾經的夢想。第三軌道鐵路項目

將給長島地區帶來變革性的影響，改善整個長島鐵路的客運服務。這個項目與眾

不同的地方在於，它在每個步驟整合社區意見，從而確保第三軌道鐵路項目有利

於長島鐵路的乘客和鐵路沿線的社區。紐約州和美國正需要這類基礎設施項目，

用來推動經濟持續發展。」  

 

薩福克縣縣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太久以來，受主幹線鐵路

交通影響，我們的乘客被迫應付不必要的延誤，以及日漸令人沮喪的狀況。多虧

葛謨州長，我們才為長島居民帶來解脫，並保障這些居民享受到應得的服務。   

第三軌道鐵路項目證明了葛謨州長關於重建基礎設施的承諾，該項目恰好符合我

提出的連通長島計畫  (Connect Long Island Plan)，該計畫將緩解交通擁堵、提高移

動性，並刺激經濟增長。我期待繼續與葛謨州長以及各利益相關方合作，向我們

的居民兌現承諾。」  

 

花卉公園鄉鄉長多米尼克 ·倫戈巴迪  (Dominick Longobardi) 表示，「感謝葛謨州

長及其工作人員，以及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長島鐵路給予關注，並設法就《諒解備

忘錄》達成一致意見，《諒解備忘錄》最終將幫助確保在工程推進期間，我們的

居民和企業獲得保護。在長島鐵路擴建項目實施期間，我們期待攜手參與協同工

作。」  

 



新海德公園鄉  (New Hyde Park) 鄉長勞倫斯·蒙特勒伊  (Lawrence Montreuil) 表

示，「我要感謝葛謨州長及其團隊花費無數時間解決我們居民發自內心的顧慮，

可以說，這個項目對這些居民造成的負面影響是最大的。  州長保證將繼續解決當

地居民的顧慮，並將減輕這些影響。  施工過程表明，地區利益和地方利益可以保

持一致。 我們期待繼續與州長辦公室以及長島鐵路合作，建設這個項目從而服務

於整個地區。」  

 

加登城鄉  (Garden City) 鄉長布萊恩·道尼  (Brian Daughney) 表示，「葛謨州長及

其團隊對長島鐵路第三軌道施工過程展現了領導力和遠見。州長堅持讓他的團隊

與當地社區合作，確保當地社區的顧慮得到解決，並將在整個施工過程中持續獲

得解決。我們感激葛謨州長及其團隊，以及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和長島鐵路的管理

層保持公開透明，並願意與我們合作。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規劃實施起來並不容

易，州長和本州參眾議兩會理應獲得高度讚揚，因為他們爭取到支持和必要的資

金用來推動第三軌道項目，使該項目保護我們的社區，並實現更好的大眾交通系

統。加登城鄉的創始人是亞歷山大 ·斯圖爾特  (Alexander Stewart)，他認為成功的

社區需要可靠有效的鐵路。我猜想，斯圖爾特  (Stewart) 先生會感激葛謨州長提出

的構想，即透過第三軌道鐵路項目改造長島鐵路，從而把長島地區建設得更加美

好。」  

 

米尼奧拉鄉鄉長斯科特 ·斯特勞斯  (Scott Strauss) 表示，「葛謨州長表示願與地方

政府合作，在解決重大基礎設施難題方面取得創紀錄的成就，並提供全體紐約民

眾應得的交通選擇。  改造長島鐵路並加以維護，這對長島地區的未來而言不可或

缺，對中心區的健康和長島地區的經濟而言至關重要。」  

 

韋斯特伯里鄉鄉長彼得·卡瓦拉若  (Peter Cavallaro) 表示，「過度擁擠的大眾交通

系統終於得到了所需的關注，用於今後為居民和遊客提供  21 世紀的出行。  在葛

謨州長的帶領下，長島人民終將享受到其應得的高效安全的交通工具。我很高興

慶祝這個 20 億美元的項目啟動，以及該項目帶來我們社區和地區所需的基礎設

施改進和安全改進。感謝葛謨州長發揮遠見，並對長島地區和我們的居民做出承

諾。」  

 

蠔灣鎮  (Oyster Bay Town) 鎮長約瑟夫·薩拉蒂諾  (Joseph Saladino) 表示， 

「葛謨州長再度證明，政府能夠利用正確的領導以及社區合作做成大事。第三軌

道、牙買加樞紐站  (Jamaica Terminal) 改造項目屬於美國最大規模的交通現代化工

作，紐約州藉此為全國各州樹立了榜樣。我感謝州長發揮堅韌精神，完成這個具

有歷史意義的項目，我期待看到該項目取得進展並最終實現，該項目將為全體通

勤人士改善交通便利度和可靠性。」  

  



帕喬格鄉  (Patchogue) 鄉長保羅·珀提瑞  (Paul Pontieri) 表示，「長島鐵路是全世

界最活躍的商業中心的重要樞紐。葛謨州長不懈開展工作，確保長島地區建設活

躍的商業、工業、旅遊業基地，藉此持續控制稅收。」  

  

法明代爾鄉鄉長拉爾夫 ·埃克斯特蘭  (Ralph Ekstrand) 表示，「長島地區的乘客理

應獲得高效可靠的鐵路系統，這恰好與其目前使用的鐵路系統相反。多虧葛謨州

長，每天使用長島鐵路的居民最終將能夠看到一絲光明，有了對本地區交通基礎

設施的這筆空前規模投資，我們能夠把長島地區帶入  21 世紀，並保障其在今後

的活力。」  

  

老布魯克韋爾鄉  (Old Brookville) 鄉長伯納德  D. 瑞巴 (Bernard D. Ryba) 表示，

「長島鐵路是長島地區的支柱，該地區需要持續投資並鞏固其基礎設施。葛謨州

長提出富於遠見的計畫用來改造長島鐵路，這將有助於支持長島地區實現經濟增

長，並提高社區適應力。我感謝這些投資，並期待看到這些投資全面落實，從而

造福於當代及後世紐約民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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