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Millbrae-SFO Station）將會是連接三藩市灣區至中谷和南加州的四個北加州高速
鐵路站之一。 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是主要的區域交通樞紐，服務聖馬刁縣，並直接接連灣區捷運（BART）至
三藩市國際機場 (SFO)。 

將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的高速鐵路服務和加州火車（Caltrain）及灣區捷運（BART）整合將大大擴展米爾布
雷、聖馬刁縣、灣區以及加州其他地區居民和工商業的市際和跨區域旅途的機會。此車站將為全州範圍的可持續性
和減低溫室氣體排放目標作出重要的貢獻。 

此文件就三藩市至聖荷西項目路段以及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提供經常問題(FAQ)的解答。 
 

 

甚麽是混合系統？ 
鐵路局於2012年與加州火車（Caltrain）及區域合作

夥伴達成了一項里程碑式的協議，旨在發展一套於三

藩市和聖荷西之間的混合系統 ，讓加州火車列車跟高

速鐵路列車共用現有的走廊和軌道。此協議和該混合

系統通過州參議院法案(SB) 1029號 (2012年) 和 

SB 557號 (2013年) 編入法律。作為協議的一部分，加

州火車正在使用來自鐵路局的撥款進行走廊電氣化的工

程。 電氣化工程自2017年起一直在施工中。此舉將

容許高速鐵路列車使用跟加州火車（Caltrain）相同

的軌道和基礎建設，並營運一個整合兩種服務的列車

時刻表。 

  

該混合服務將主要在現有加州火車（Caltrain）於聖荷

西迪里登站（San Jose Diridon Station）和三藩

市的4th街及金恩街站（King Street Station）之

間的通行權範圍内操作；後者為一臨時終點站，直至

「市中心延長線」 (DTX) 項目完成並且將高速

列車送進Salesforce 客運中心為止。 

通過為三藩市至聖荷西項目路段所作的環境審查程

序，鐵路局識別出為要在現有加州火車（Caltrain）

走廊添加高速鐵路運營所必要的額外基礎建設，並

且正在為該基礎建設研究兩個備選方案。 

/環境影響
公告草案(”再流通文件”) 。 

該再流通文件於2021年7月23日發佈，並自2021年7月23
日起至9月8日止接受公眾評論。此文件的末尾有提示説
明怎樣可以提交評論。 

額外資訊於以下網站提供： 
 

有疑問想聯繋鐵路局的，請發電郵至： 
san.francisco_san.jose@hsr.ca.gov 

 
加州火車（Caltrain）於米爾布雷站的南行列車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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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鐵路線是否仍有兩個備
選方案？ 
是的，兩個備選方案 – 備選方案 A 和 備選方案 B – 

伴隨一個不予興建的選項，均於去年夏天(2020年)發

佈的環境影響報告/環境影響公告(EIR/EIS)草案得到評

估。這些備選方案的主要特徵是基於過去十年間通過

廣泛的地方社區和機構參與、持份者會議以及公眾意

見收集得以發展、界定和微調出來的。 

備選方案 A 被鐵路局董事會於2019年確認為首選備

選方案。它包括一個設於布里斯班（Brisbane）加

州火車（Caltrain）走廊東面的輕度維修設施 

(LMF) ，無需額外讓車線，以及同一平面進路至迪里

登站（Diridon Station）。備選方案 B 包括一個設

於加州火車（Caltrain）走廊西面的輕度維修設施 

(LMF) ，需於聖馬刁和紅木城之間添加六哩額外的讓

車線，並提供選項興建高架橋進路至迪里登站

（Diridon Station）。 

環境影響報告/環境影響公告草案（Draft 

EIR/EIS）中建議的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設計

（Millbrae-SFO Station Design ）於兩個備選方

案是相同的。包括在再流通文件中的縮小站址規劃設

計變動（Reduced Site Plan (RSP)Design 

Variant）為該車站製作了一個新的設計，可以應

用於任一備選方案。 

是否一直有計劃於米爾布雷
建一個高速鐵路站？ 
是的，於米爾布雷建車站的預想始自規劃全州高速

鐵路系統的最早階段。現有車站是聖馬刁縣居民、

訪客、僱員使用區域公共交通服務和三藩市機場的

重要紐帶。該車站提供聯運連接至加州火車、灣區

捷運、聖馬刁縣交通局(SamTrans) 巴士，以及私

人巴士/ 穿梭巴士。 

增加了高速鐵路服務，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

（Millbrae-SFO Station）將會同時是區域和全

州性鐵路網絡關鍵性的連接之一。 
 

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將會是三藩市灣區四個高

速鐵路站之一。 

 

 
 

建議的米爾布雷-三藩市
機場站設計必需為混合
系統作出甚麽改動？ 
雖然加州火車（Caltrain）和高速鐵路將在一個共

用的走廊内運營，只有某些地點高速列車可以超車

加州火車（Caltrain）列車而無需等候 ，其中之一

規劃在米爾布雷。相比高速鐵路服務，加州火車服

務將停靠更多車站和停得更頻密。 

作為混合系統一部分，鐵路局正在計劃擴張米爾布雷

-三藩市機場站，由現有的兩個外側加州火車

（Caltrain）月臺變成四條共用的軌道、兩個加州火

車月臺和一個中央高速鐵路月臺。此設計最少化站内

兩個鐵路系統需用的面積。 

為了建議的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設計，將於現有

灣區捷運(BART)/加州火車(Caltrain)站興建新的高

速鐵路基礎建設，包括一個新的車站入口大堂，哪裏

將提供購票和支持服務。 

 

 

三藩市  

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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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環境影響報告/環境影
響公告草案中米爾布雷-三
藩市機場站設計之一部，車
站區建議作甚麽改動？ 

兩條新的軌道和一個新的高速鐵路月臺 

修改高架人行橫道將高速鐵路和加州火車

（Caltrain）和灣區捷運連接（BART） 

延長加州路（California Drive）至維多利亞

路（ Victoria Avenue）改進車站進出 

替換被擠走的加州火車（Caltrain）和

灣區捷運（BART）停車位 

在查德伯恩街（Chadbourne    Avenue）夾

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增設新的交通

燈號和路面人行橫道 

一條新的專用單車徑，便於自西面進出車站 

甚麽是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
站縮小站址規劃設計變動 ？ 
對米爾布雷- 三藩市機場站縮小站址規劃（RSP）設

計變動在再流通文件中有描述，它提供一個與環境

影響報告/環境影響公告草案（Draft EIR/EIS）中評

估的米爾布雷- 三藩市機場站設計不同的選項。 

儘管縮小站址規劃（RSP）設計變動使用和米爾布

雷- 三藩市機場站設計相同的軌道配置和月臺設

計，縮小站址規劃（RSP）設計變動重構設施、停

車位和進出，減少了對相鄰發展的影響。 

縮小站址規劃（RSP）設計變動和原本米爾

布雷- 三藩市機場站設計的差異在於： 

假定林登路（Linden Avenue）以北加州路

（California Drive）的延長將由其他方面予

以完成  

不會替換加州火車（Caltrain）和 灣區捷運

(BART)於站内/站周圍被擠掉的停車位以及去

除鐵路線西面新的停車設施  

減少對國王大道（El Camino Real）的行車線

的改動   

搬遷車站入口大堂 

縮小站址規劃（RSP）設計變動可以應用於任一鐵

路項目備選方案（備選方案 A 或備選方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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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鐵路局向該車站的終極設計進

發，未來車站設計團隊會跟米爾布雷

市、公共交通合作夥伴以及地方持份

者就該車站改建的終極配置以及當時

圍繞該車站正在考慮/發展中的任何

發展規劃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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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局為何發展米爾布雷-
三藩市機場站縮小站址規
劃設計變動 ？ 
鐵路局所以發展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縮小站址規

劃設計變動（RSP Design Variant），在於回應某

些針對環境影響報告/環境影響公告草案（Draft 

EIR/EIS）就建議的設計對規劃中/已批准的發展的影

響所提出的評論。 再流通文件展示環境影響報告/環

境影響公告草案（Draft EIR/EIS）和縮小站址規劃設

計變動（RSP Design Variant）較小占地面積之間

在車站設計上的權衡輕重與潛在影響的分別。 

鐵路局何時會決定推進哪
一個米爾布雷- 三藩市機場
站的設計選項？ 
環境影響報告/環境影響公告草案（Draft EIR/EIS）

中的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設計於2019年被確認為

首選備選方案的其中部份。通過於環境影響報告/環境

影響公告（EIR/EIS）列入縮小站址規劃設計變動

(RSP Design Variant) 當決定批准（或不批准）該項

目時，鐵路局董事會可以選擇任一選項 。董事會將於終

極版環境影響報告/環境影響公告（Final EIR/EIS）

發表以及於2022年決議紀錄(ROD)須作考慮時作出揀

選車站設計的決定。 

鐵路局有否為該車站考慮其
他備選方案？ 
有的，鐵路局為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的設計探尋過

較早期的備選方案 。 在2010年，鐵路局規劃過一個四

軌道的系統，高速鐵路和加州火車自三藩市至聖荷西整

個走廊均設有專用（分開）的軌道 。一個配置選項要

求雙層車站設計，加州火車佔用地底單一軌道、地面三

軌道（跟地面同一平面），並且車站設施建於現有車

站的西邊。隨著發展出混合系統以及2012年SB 1029

法案的通過，鐵路局的項目設計不再需要四軌道和於每

一平交路口分開平面。 

對齊和月臺要求得以減低，並且不再有考慮地底軌道

的依據。 

當初步工程於2016年重新開展，鐵路局的設計是

基於這些新的準則。考慮到對齊平面、通行權、環

境和可施工性問題，不再作雙層車站的進一步評估

考量。 

該設計會需要關閉加州火車走廊，並需施工期間使用巴

士接駁幾年，然後可以把該車站部分建於地底。 

鐵路局亦評估將灣區捷運（BART）其中一條軌道的空

間用於高速鐵路服務 ，但是發現此舉不可行，因為捷

運於車站需要所有三條軌道用於鐵路和維修設施操

作。捷運把兩條軌道用於正常客運服務，而第三條軌

道則提供額外的容客量、進出以及車隊維修使用的尾

跡循環，以及於車站以南作全日儲存。 

高速鐵路月臺的施工會否擾
亂加州火車或灣區捷運的服
務？ 
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會怎樣施工，其準確程序會於項

目發展稍後的階段才有所決定。在此設計階段，可以

假定會部署各種分期技術來容許施工期間車站發揮完全

功能。 

 

 

 

 

 

 

 

 

 

 

準則顯著地被改動 （例如：被加州火車，於北行車站月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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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局有否為單車和/或行人
進出車站作規劃？ 
有的。為了配合米爾布雷市的具體規劃，鐵路局已將以

下的元素納入其建議的車站方案中： 
■ 車站入口處有公共空間，可自國王大道進入 
■ 行人可於國王大道直接進入車站 
■ 通過沿加州路（California Drive）受到保

護的單車徑可直接接連車站 

高速鐵路系統和三藩市機場
之間怎樣接連? 
乘客將可以自高速鐵路系統通過灣區捷運的機場專線

接連至三藩市機場。 

這將讓高速鐵路網絡接連三藩市國際機場每年5750

萬名乘客和46,000名僱員 （資料來源：SFO 2018-

19 年度報告，2019 經濟影響報告）。高速鐵路服務將

提供一與長途航空旅客有效的連接，以及於加州以内旅行

替代航空旅程。 

 

 

 
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將提供灣區捷運、加州火

車、巴士、接駁車和高速鐵路的方便轉乘  

乘客怎樣在高速鐵路與灣
區捷運或加州火車之間轉
乘？乘客要多長時間然後
可以轉乘？ 
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將提供一灣區捷運、加州火

車和高速鐵路系統之間的轉乘點 。經由軌道上方的

車站大堂，乘客將能夠於每一公共交通系統之間作

轉乘。 

儘管鐵路局尚未完成特定的行程距離研究，保守估

計預測，要走一個月臺的半程路然後跨越至一個不

同的月臺（一般大約1,000英尺）需時約五分鐘（視

乎個別人的步行速度和車站有多繁忙）。這個再加

上約四分鐘的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經現有灣區捷

運機場專線至機場的旅途時間，將讓乘客接連三藩

市國際機場的航空旅程。 

此外，州鐵路計劃 (dot.ca.gov/ programs/rail-and-

mass-transportation/ california-state-rail-plan) 與加

州綜合旅途計劃 (dot.ca.gov/cal- itp) 正在致力優化

抵達時間和起程跨越全州各種火車和巴士系統。這

將減少轉乘時間和促進使用其他公共交通運營機

構。 

 
公共交通導向型發展在施工中，米爾布雷-三藩市

機場站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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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局的米爾布雷-三藩市機
場站計劃會怎樣跟本市於該
站兩邊的發展計劃起相互作
用？ 
鐵路局的初步計劃顯示，為了於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

站採用混合服務，包括擴大軌道、月臺、車站以及聯

運進出設施，改建該站是有必要的。 

在該車站的東邊，這些改建和在哪裏施工中的發展不存

在衝突。 

然而，在該車站的西邊，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

站設計和縮小站址規劃（RSP）設計變動的高

速鐵路設施兩者均與經批准的Serra 車站發展的

設計存在衝突。 

 

鐵路局的車站計劃是否排除
環繞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
進行公共交通型導向發展 
(TOD)？ 
否，鐵路局的設計，同為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設計

和米爾布雷縮小站址規劃設計變動，兩者均預期而

且不排除未來發展該車站西邊的區域。 

環境影響報告/環境影響公告草案（Draft 

EIR/EIS）展示的米爾布雷-三藩市機場站設計、

車站設施、進出以及通勤停車均配置為四個可步

行的城市街區，而且具有足夠的大小和形狀來容

納未來的發展，這和經通過的米爾布雷站區具體

計劃吻合一致，如果這樣的計劃往後會被提出並

獲該市批准。 

米爾布雷縮小站址規劃設計變動將減小該項目的佔用

地面面積。 它會最少化但無法消除和目前批准發展的

衝突。這會容許發展站址其餘的地方，前進而不會與

鐵路局的通行權需要發生任何進一步的衝突。

 

 
 

潛在的公共交通導向型發展 

 

 

 

 

 

 

 

 

 
 

 

怎樣作出評論  

提交評論的截止日期： 
     2021年9月8日  

鐵路局要求評論者將他們評論的範圍限於修訂版/ 
補充版環境影響報告/ 環境影響公告草案中的新資
訊。 

■ 電郵： san.francisco_san.jose@hsr.ca.gov; 
subject line “Revised/Supplemental Draft 
EIR/EIS Comment” 

■ 寄郵件至以下地址：Attn: San 
Francisco to San Jose Project Section: 
Revised/ Supplemental Draft EIR/EIS 
Comment, Northern California Regional 
Office, California High-Speed Rail 
Authority, 100 Paseo de San Antonio, Suite 
300, San Jose CA 95113 

■ 網上表格：https://hsr.ca.gov/ 

■ 口頭評論：留一錄音口訊：(800) 435-8670 

終極版環境影響報告/ 環境影響公告將包含對新資訊
的評論所作的回應。 

 

 

 

 

 

 

 

 
 

http://facebook.com/CaliforniaHighSpeedRail
http://twitter.com/CaHSRA
http://youtube.com/cahighspeedrail
san.francisco_san.jose@hsr.ca.gov
https://hsr.ca.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