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9 月 2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LIRR)  

雙軌鐵路  (DOUBLE TRACK) 比原計畫提前一年以上竣工   

  

這是法明代爾鄉  (Farmingdale) 和朗槺科瑪村  (Ronkonkoma) 之間第二條長  18  

英哩的鐵路，能夠擴大逆高峰交通服務   

  

葛謨州長投資  66 億美元建設  100 個項目用來改造長島鐵路，開放新瓦雅丹奇村  

(Wyandanch) 火車站是其中的一項內容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長島鐵路雙軌鐵路比原計畫提前一年以上竣工。這個

具有歷史意義的項目在法明代爾鄉和朗槺科瑪村之間增設第二條長  13 英哩的鐵

路，長島鐵路該路段每個工作日運載  4.8 萬個乘客、將顯著減少延誤，並擴大逆高

峰交通服務。這個雙軌鐵路項目還包括安裝新訊號系統、改進變電站，以及安裝新

第三軌道電力系統來給新軌道上運行的列車供電。葛謨州長還宣佈正式開放新雙軌

鐵路沿線交通便利的新瓦雅丹奇火車站。  

  

「我們經歷了  70 年的停滯不前，如今投資  66 億美元給 100 個項目，用來全面改

造長島鐵路並完善服務，新雙軌鐵路竣工證明了我們致力於實現成果，」州長葛

謨表示。「長島鐵路是該地區的經濟命脈，雙軌鐵路和第三軌道  (Third Track) 這類

項目將幫助支持未來發展，並顯著改善本國最繁忙的通勤鐵路線的乘客體驗。」   

  

「我們正在提供重大投資改造長島鐵路，新雙軌鐵路竣工將顯著減少延誤並緩解交

通壓力，」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發表今天的公告時表示。「該項

目增設第二條軌道，並擴大法明代爾鄉和朗槺科瑪村之間的服務，紐約民眾的交通

因此將變得更加方便快捷和安全。因為重視乘客，我們正削減繁瑣程序以求提前交

工。」  

  

因為長島鐵路雙軌鐵路，長島鐵路首次得以立即開始於早晚時段在朗槺科瑪村線路  

(Ronkonkoma Line) 提供可靠的逆高峰交通服務。列車調度員將利用新基礎設施提

高靈活性，避免列車出現潛在問題，從而提高列車服務的可靠程度。雙軌鐵路項目



 

 

給原先未使用的  5 英哩鐵路路段增鋪  13 英哩新軌道，總長達到  18 英哩。雙軌鐵

路區比原施工計畫提前一年多開通列車服務，該項目於  2016 年按照葛謨州長的指

示加快建設。  

  

該項目提前竣工將挪出長島鐵路的資源建設其他項目，從而支持長島鐵路的擴建和

現代化建設，例如東區通道  (East Side Access)、幹線第三軌道  (Main Line Third 

Track)、薩福克郡中部地區列車存車場  (Mid-Suffolk Train Storage Yard)。乘客將目

睹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39 個車站的改進，便利設施包括免費公用  Wi-Fi、USB  

充電端口、單車存放架、客戶資訊標誌。  

  

「增鋪軌道，無論是在朗槺科瑪村支線  (Ronkonkoma Branch) 廊道，或是在拿騷郡  

(Nassau County) 幹線，都意味著長島鐵路增加運載力和靈活性，」長島鐵路公司

總裁費爾·英戈  (Phil Eng) 表示，「這意味著減少因擁堵或事故造成的列車延誤。

這是個一體化的系統，因為朗槺科瑪村支線減少延誤，其他支線得以減少因線路停

運或站點擁堵造成的延誤。」   

  

「工程在該地區迅速推進，最大程度減輕了對乘客和當地社區造成的影響，」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首席開發官嘉諾·

利博  (Janno Lieber) 表示。「在這方面，該項目率先實踐了我們在第三軌道沿線將

採取的方法，用來最大程度減輕破壞，並維持地方社區持續參與的態勢。」   

  

眾議員奇姆伯里·珍-匹瑞  (Kimberly Jean-Pierre) 表示，「長島鐵路是該島基礎設

施的重要內容，每年服務於數百萬長島民眾。多年來，這條鐵路的服務總是不准時

且令人懊惱，今天的公告為長島民眾開啟了新的一天。雙軌鐵路比原計畫提前整整

一年竣工，將切實改造長島鐵路和成千上萬個乘客的日常出行。感謝葛謨州長支持

這個重要項目，並幫忙改善長島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地方經濟。」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我很自豪

與葛謨州長合作解決長島地區面臨的一些最棘手的問題，尤其是升級薩福克郡的交

通系統。他對改造長島鐵路給予的關注無與倫比地體現了他對長島地區的承諾，  

這條鐵路是我們社區和經濟競爭力的命脈。今天，州長提供歷史規模的投資用來改

善並擴展全島服務，感謝他履行承諾完成該項目。」   

  

拿騷郡郡長勞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州長持續協助修理和完善我們的基

礎設施，並提供我們發展本地經濟需要的資源。雙軌鐵路把長島地區的交通領進新

時代。感謝州長再次兌現諾言。」   

  

巴比倫鎮  (Babylon) 鎮長瑞奇·斯卡菲  (Rich Schaffer) 表示，「長島鐵路是我們社

區的支柱，推動全島的商業機會和經濟機會。在州長領導下，新雙軌鐵路將改善長

島鐵路的服務，方便長島地區的民眾通勤、出行和經商。因為增設瓦雅丹奇車站，



 

 

地方社區將能夠前所未有地吸引企業和新就業機會。感謝州長對這些項目作出的承

諾，並利用重要的基礎設施投資鞏固長島地區經濟。」   

  

為瓦雅丹奇村至格林波特鄉  (Greenport) 增加逆高峰交通服務   

  

一趟早晨 6:07 從賓州車站  (Penn Station) 始發的列車，原本的終點站設在法明代爾

鄉，如今延伸至瓦雅丹奇村、迪克派爾村  (Deer Park)、布倫特伍德鎮  

(Brentwood)、中伊利普斯村  (Central Islip)、朗槺科瑪村，在該地點銜接一趟列車，

這趟列車經停北福克半島  (North Fork) 所有站點，並於上午  8:54 抵達格林波特

鄉。  

  

擴編列車與銜接列車相結合，為瓦雅丹奇村至格林波特鄉的全部  11 個車站提供逆

高峰交通服務。在瓦雅丹奇村和朗槺科瑪村之間，在主要逆高峰交通時段彌合將近

兩小時的逆高峰交通服務缺口。  

  

此外，早晨  7:37 從賓州車站發往朗槺科瑪村的列車在貝斯佩奇村  (Bethpage) 和瓦

雅丹奇村增設站點，在這些站點提供額外的上午逆高峰交通服務。  

  

下午 6:25 和 7:00 從法明代爾鄉始發的逆高峰列車目前擴編，分別於下午  5:57 和 

6:36 從朗槺科瑪村始發，從朗槺科瑪村、中伊利普斯村、布倫特伍德鎮、迪克派

爾村、瓦雅丹奇村首次啟動真正的逆高峰交通服務。第二趟列車按計畫接收從亞普

漢克村 (Yaphank) 和德福德村 (Medford) 始發的銜接列車帶來的乘客。  

  

增設這兩趟列車彌合了主要逆高峰交通時段將近三小時的交通服務缺口。  

  

此外，下午  4:46 從朗槺科瑪村發往賓州車站的列車在布倫特伍德鎮和瓦雅丹奇村

增設站點，在這些站點提供額外的下午逆高峰交通服務。  

  

朗槺科瑪村支線是長島鐵路幹線   

  

第二條軌道於  2014 年 2 月開始建設，預計在  2019 年 12 月初步竣工。第  1 階段

工程涵蓋從朗槺科瑪村到中伊利普斯村的路段，已於  2016 年 8 月竣工，葛謨州長

當時要求加快完成整個項目，把項目的建設期限縮短一年以上。  

  

鐵路沿線的企業需要增加逆高峰交通服務來進入地區就業市場，雙軌鐵路與東區通

道項目以及幹線第三軌道項目相結合，將釋放該地區的真實潛力。  

  

長島鐵路將利用雙軌鐵路改善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和長島麥克阿瑟機場  (Long Island MacArthur Airport) 的通道，第二條軌



 

 

道將給該支線提供薩福克郡發展所需的運載力，以便以交通為導向的發展實現最佳

運作，並支持火車站附近地區的理性增長，瓦雅丹奇村已經實現了這種增長。  

  

瓦雅丹奇車站  (Wyandanch Station)  

  

作為雙軌鐵路項目的內容，長島鐵路在瓦雅丹奇村車站建造了適合  12 廂列車使用

的新站台，該站台設有融雪系統，有電梯的步行天橋、新步行樓梯、新天蓬、新站

台雨棚。新車站大樓取代建於  1986 年的舊車站大樓，並配備新便利設施，例如數

字標牌、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問訊處  (Help Point)、Wi-Fi、USB 充電站、單車停放

架。  

  

近年來，長島鐵路與巴比倫鎮  (Babylon) 和薩福克郡合作選擇項目位置並設計新瓦

雅丹奇村車站大樓  (Wyandanch Station Building)，因為長島鐵路車站是稱作『瓦雅

丹奇村崛起  (Wyandanch Rising)』的瓦雅丹奇村復興項目的核心。對於瓦雅丹奇車

站每天的 4,200 個乘客，修繕過的站台將帶來更舒適的乘客體驗。  

  

利用  100 個項目對長島鐵路開展現代化建設   

  

葛謨州長開展更大範圍的工作對長島鐵路做現代化建設，朗槺科瑪村支線雙軌鐵路

項目是其中的一項內容。  

  

2017 年 7 月，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56 億美元改造鐵路，包括利用  100 個項目擴大

該系統的運載力、拆除危險的平交道口、重建並升級軌道、轉轍器、存車場、訊號

設備與變電站，所有這些工作將幫助把鐵路運載力提高  80% 以上。這 100 個項目

面向此前長達  70 年無人問津的地區和問題，該計畫確立把這些地區和問題確立為

重點。  

  

在整個鐵路系統，這些項目當中的一些近期已經竣工，其他多個項目也已經動工，

將改善可靠度、車次和行程舒適度，並完善乘客通訊來造福於鐵路乘客。  

 

這些項目的詳細資訊請見  aModern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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