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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和布倫嘉斯特  (PRENDERGAST) 主席在新年前夜舉行首次發車活動，  

慶祝第  2 大道地鐵線準時開放運營  

 
東區 (East Side) 社區群眾、本線路建築工人、顯要人物、當選官員和紐約主要文

化機構共同參與了首次發車活動  

 
節日慶典還提供紐約本地生產的食品和飲品；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TA) 的一隻『紐約地下音樂樂隊  (Music Under  

New York Band)』也獻上了表演  

 
連接上東區  (Upper East Side) 和康尼島  (Coney Island) 的新款單座式列車將於  

 1 月  1 日午時啟動運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晚慶祝了第  2 大道地鐵線按時完工——這標誌著本交通系

統  50 多年來首次進行大規模擴張——並舉行了該線路的首次發車活動。新線路的

首次發車和慶祝聚會還由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TA)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CEO) 托馬

斯  F. 布倫嘉斯特  (Thomas F. Prendergast) 聯合主辦；第  2 大道地鐵線和  MTA 工

人、本地社區群眾、顯要人物、本地當選官員和奧巴馬總統  (President Obama) 的

內閣成員均出席了本次活動。活動參與人將乘車駛往各新建站點，並將在第  72 街

地鐵站內舉行新年倒計時慶祝和祝酒活動。  

 

「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第  2 大道地鐵線終於不再只是寥寥數人堅信可以實現的夢

想了。鑒於成百上千萬偉大紐約民眾做出了卓越貢獻和不懈努力，新站點現已開放

運營，列車也全線通車，這實在是太棒了，」葛謨州長表示。  「這一成就使得我

們再次壯志滿懷，追求那些曾使紐約州無比偉大的遠大抱負，證實政府仍舊能夠為

其所服務的人民呈上非凡的成績。新年夜是辭舊迎新的時刻，我很自豪能在第  2 

大道地鐵線中敲響新年的鐘聲，迎接紐約的新時代，在這裡，沒有不可逾越的挑

戰、沒有過於宏偉的計畫，一切都皆有可能。」   

 

一輛特別裝飾有第  2 大道地鐵標誌的列車負責承擔首次發車任務，並在新建的第  

86 街和第 96 街地鐵站內進行了慶祝性停車。這兩個站點曾在上週舉行了面向公

眾的開放式參觀活動。首次發車的活動參與人在新站點中將看到橫樑上永久性銘刻

著的『精益求精  (Excelsior)』和『合眾為一  (E Pluribus Unum)』的標語，展示了紐

約向地鐵乘客發出的訊息。來賓們還有機會參觀每個站點中展示的公共藝術品。這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debuts-new-subway-station-96th-street-and-invites-new-yorkers-open-house-ahead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debuts-new-subway-station-96th-street-and-invites-new-yorkers-open-house-ahead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30996745643/in/album-7215767675606001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31767342186/in/album-72157676756060010/


些藝術品是紐約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公共藝術裝置專案的一部分。  

 

許多修建這條新地鐵線內大型地下隧道和地鐵站的工人們和本系統運營人員也參加

了這次慶典活動。社區居民、本地商人和當選官員也參加了慶典活動，奧巴馬總統

內閣成員——美國國土安全部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部長傑·約翰

遜  (Jeh Johnson) 和美國交通運輸部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部長安東

尼·福克斯  (Anthony Foxx) 也出席了本次活動。  

 

「這一盛大慶典旨在慶祝  MTA 引以為傲的歷史性時刻，」布倫嘉斯特主席表示。

「我們夜以繼日地辛勤工作，旨在達到葛謨州長提出的完工時間。從明天起，公眾

將能夠從這一承諾中獲益。我們衷心感謝為這一宏偉工程付出心血和勞動的人們。

我們希望所有紐約民眾都能享用這條新地鐵線，享受改善後的通勤便利。」   

 

今晚，活動參與人還觀看了以地鐵為主題的百老匯音樂劇『運輸線  (In Transit)』演

員們獻上的精彩表演、以及  MTA『紐約地下音樂  (Music Under New York)』計畫中

的『陽光社交俱樂部  (Sunnyside Social Club) 』爵士樂隊呈上的音樂盛筵。活動中

提供的食品和飲料均來自紐約州境內幾家本地生產商。  

 

本次活動的聯合主辦單位還包括：建設一個更美好的紐約協會  (Association for a 

Better New York)、爆破工、鉆工和礦工本地工會第  29 號 (Blasters, Drillrunners and 

Miners Local 29)、大紐約區房屋及建筑行業委員會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中央公園保育處  (Central Park Conservancy)、

曼哈頓商會  (Manhattan Chamber of Commerce)、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紐約市藝術協會  (Municipal Art Society of New York)、現代藝術博

物館  (Museum of Modern Art)、紐約歷史協會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紐約大

都會棒球隊  (New York Mets)、紐約州藝術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the 

Arts)、紐約交通博物館  (New York Transit Museum)、紐約市合作夥伴  (Partnership 

for New York City)、紐約房地產局  (Real Estate Board of New York)、區域規劃協會  

(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紐約市隧道挖掘工本地協會第  147 號  (NYC Sandhogs 

Local 147)、運輸工人工會本地第  100 號  (Transport Workers Union Local 100) 和惠

特尼美洲藝術博物館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新設  Q 線列車  (Q Train) 服務 

第  2 大道地鐵線將於  1 月1 日午時正式啟動運營，其地鐵站將於早上  11:45 時開

放。Q 線列車服務將途徑第  96 街、第 86 街、第 72 街、第 63 街，貫穿曼哈頓  

(Manhattan) 直至布魯克林  (Brooklyn)，最終抵達康尼島。  

 

從  1 月 2 日至  8 日，第  2 大道地鐵服務將從早上  6 點開始直至晚上  10 點結束。

然後，從 1 月 9 日起，客運服務將全天候運作。高峰時期，列車將每  6 分鐘運行

一趟。 

 

新線路還採用了低震軌道，使得列車運行時更加順暢，噪音更小。  



 

新建地鐵站  

寬敞明亮的第  2 大道地鐵新建站點提供：殘障人士通道；促進舒適度最大化的氣

候控制系統；挑高天花板和無柱設計構建了開放通風的空間；明亮燈光設計；本州

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公共藝術裝置。 

 

新建站點均採用雙層夾層設計，從而改善人員流動，減少月臺和入口處的擁擠現

象，提高地鐵乘客的整體體驗。  

 

第  2 大道沿線的第  96 街、第 86 街和第 72 街均修建了全新的地鐵站，第  3 大道

和第  63 街的交界處也新修建了一個入口處，使得乘客能夠進入整修一新的站點，

使用新設的  Q 線列車服務，並換乘至現有的  F 線地鐵線。  

 

新設公共藝術  

新建第 2 大道地鐵線還設有紐約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公共藝術裝置。著名藝術家

們在該線路的每個新建站點內進行了大規模的、吸引眼球的藝術創作。  

 

在第  63 街地鐵站內，讓·辛 (Jean Shin) 創作了名為『高架鐵路  (Elevated)』作

品。該作品採用第  2 大道和第  3 大道高架鐵路的老照片，利用陶瓷、玻璃馬賽克

和夾層玻璃的組合來裝飾站內的三層區域。  

 

在第  72 街地鐵站內，維克·穆尼澤  (Vik Muniz) 的作品『完美陌生人  (Perfect 

Strangers)』則描繪了三十多位人物，以馬賽克畫的形式創作並安裝在所有夾層樓

面和入口區域，用色彩斑斕的各種紐約民眾形象填充地鐵站。  

 

在第  86 街地鐵站內，查克·克羅斯  (Chuck Close) 創作了 12 幅大型藝術品，名為

『地鐵畫像  (Subway Portaits)』——藝術家使用高  9 英呎的馬賽克拼花瓷磚精心詮

釋並繪製了一批攝影人像作品。  

 

在第  96 街地鐵站內，莎拉·斯茨  (Sarah Sze) 創作的『景觀藍圖  (Blueprint for a 

Landscape)』則囊括了一些常見元素——例如：紙片、腳手架材料、鳥類、樹木和

樹葉——在貫穿全站的藝術作品中展現了這些元素在旋風中飛旋舞動、慢慢延展的

狀態。 

 

如需查看第  2 大道地鐵藝術的照片，請瀏覽此處；如需查看有關本藝術作品的視

訊，請瀏覽此處。 

 
數字統計 

  工人共挖掘了  583,600 立方碼石塊和  460,300 立方碼土方（總體積佔到了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體積的一半以上）  

 

  施工期間所用的混凝土體積（立方碼）：  261,038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largest-permanent-public-art-installation-new-york-history-ahead-second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sets/7215767409368569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dimWnTlCLY


 

  施工期間所用的鋼筋重量（磅）：  4,890 萬 

 

  施工期間所用的鋼架重量（磅）：  4,070 萬 

 

  新地鐵線配備有  35 座新手扶電梯、12 座新垂直電梯、22 座新樓梯 

 

  新地鐵線共使用了  200,000 平方呎地板磚、130,000 平方呎天花板磚、

692,000 平方呎墻面磚  

 

 所用房門數量：  1,014 

 

  所用燈具數量：  10,264 

 

  所用地漏數量：  712 

 

  所用水管和廁所裝置數量：  264  

第  1 期  

第  2 大道地鐵線的第  1 期工程包括：在第  96 街、第  86 街和第  72 街新建三座符

合《美國殘疾人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要求的新車站；在第  

63 街和第 3 大道處的列克星敦大道  (Lexington Av)/第 63 街地鐵站處修建新的入

口。這一工程將為第  96 街至第  63 街提供服務，每天接待  200,000 多人，從而緩

解列克星敦大道地鐵線  (Lexington Avenue Line) 的交通擁堵現象，並重建交通線路

通往  1940 年拆除第 2 大道高架鐵路  (Second Avenue Elevated) 的街區。現有的  Q 

線將繼續為第  63 街提供服務，直至康尼島。新地鐵站還將提供與其他地鐵線路和

通勤列車線路的換乘服務。該工程的其他階段將把地鐵線延伸至金融區  (Financial 

District) 的漢諾威廣場  (Hanover Square)。  

 

州長提出將構建更智慧、更快捷、更高效的 21 世紀交通網絡。作為該計畫的一部

分，本州還啟用了『新版 MTA』網頁。該網頁將為您提供一站式提案介紹。這些

提案均屬於紐約州推出的前所未有的、耗資  1,000 億美元的新紐約基礎設施建設計

畫。 

 

第  2 大道地鐵擴建項目是州長設立的全州計畫的組成部分，用於徹底改造和重建

紐約州老化的基礎設施。這套全面計畫包括：新的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徹底改頭換面的賓州車站  (Penn Station)、長島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 

Road，LIRR) 2、3 號軌道項目、新紐約大橋  (New New York Bridge)、大規模擴建

雅各布  K. 賈維茨中心  (Jacob K. Javits Center)、全面整修並升級  MTA 在大都市區

的七座橋樑和兩條隧道。  

 
 

https://www.ny.gov/programs/new-m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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