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走廊

羅湖
落馬洲

東鐵綫
往來新界北的乘客除了
可以乘東鐵綫往九龍及
紅磡，更可於大圍站轉
乘「東西走廊」，為乘
客提供多一個轉綫選擇。

通車後，乘客毋須轉
綫便可直接往來烏溪
沙及屯門。

屯門

西鐵綫

沙中綫「東西走廊」預計於二零一九年
年中通車，為了讓市民了解這條橫跨新
界東西及東九龍的新鐵路的最新進度，
沙中綫工程通訊將由今期開始涵蓋「東
西走廊」各個施工段的資訊，讓大家一
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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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

大圍至紅磡段
將鐵路服務拓展至現時
依靠路面交通工具的地
區，包括土瓜灣、馬頭
圍、啟德等，節省乘車
時間。

沙中綫「東西走廊」= 西鐵綫 + 大圍至紅磡段 + 馬鞍山綫
「東西走廊」路軌鋪設工程完成
全長十一公里的沙中綫「大圍至紅磡段」路軌已於今年八月鋪設完成，代表由烏溪沙站
至屯門站的「東西走廊」軌道已順利接通。
工程團隊現正密鑼緊鼓鋪設架空電纜，並於軌道旁裝設信號系統和機電設施，部分路段
已開始進行列車動態測試。由於沙中綫「東西走廊」涵蓋營運中的馬鞍山綫和西鐵綫，
以及新建的「大圍至紅磡段」，涉及新舊信號系統、新舊路軌，不同列車型號等的磨合
交接工作，在營運前必須於各路段及整條鐵路走廊反覆測試和微調，以盡量減低通車後
可能出現磨合的情況。
路軌鋪設工程完成後，工程團隊仍須進行多項工作，為二零一九年年中通車前的列車試
行作準備。

工程車運送物料
安裝機電設施
工程車在新鋪設的路軌上
行駛，運送物料、安裝架
空電纜及軌道旁的信號和
機電設施。

架空電纜通電

列車動態測試

列車試行

架空電纜和相關信號及機
電設施安裝完成後，電纜
便可通電。
（顯徑至啟德段已於今年十
月通電，餘下啟德至紅磡段
預計明年第一季通電）

電纜通電後，以電力推動
的列車便可在軌道上開始
進行一系列的動態測試，
包括試行路軌、試用供電
系統、信號系統、無線電
通訊系統等。

完成動態測試後，相關政府
部門將會進行法定檢測。待
各項測試通過後，營運車隊
便會在「東西走廊」進行列
車試行。

今期摘要
封面故事

工程進度

車站逐個睇

工程進度

車站一覽
顯徑站位於沙田車公

正所謂眾志成城，「東西走廊」動工五年
多，工程已完成逾九成。隨著「東西走
廊」全面「接軌」，各個車站結構工程陸
續完成，並朝著二零一九年年中完工的目
標邁進。
沙中綫「大圍至紅磡段」是香港首條以新
建鐵路段，連起兩條運作成熟及繁忙的現
有鐵路綫而組成的新鐵路走廊。情況有
如爸媽牽著一名初學步小孩，三個人的年
紀、體格、步速都不同，須時間去練習、
磨合適應才可令三人同步。這個新舊接
駁將完善香港整體的鐵路服務，當中涉及
新舊鐵路系統接軌及測試工作，殊不簡
單，甚至可謂「牽一髮動全身」！為了不
影響現有的鐵路服務，部分工序只能安排
於凌晨鐵路非行車時間進行，因此這項
工程較其他經已通車的新鐵路，如西港島
綫及觀塘綫延綫更為複雜，列車測試工
作的挑戰性亦更高。港鐵公司經驗豐富及
專業的工程團隊將竭盡所能，克服各項
困難。
展望二零一八年，我和團隊會繼續並
肩，完成餘下工程，務求不負眾望，
亦衷心感謝沿綫各個社區的包容和
支持。
預祝各位新年進步!

港鐵公司總經理－沙中綫及機電工程總管

廟路，毗鄰顯徑邨。這
個地面車站的裝修工程
已大致完成，車站設施
如售票機、入閘機、廣
播系統亦已安裝好；站
內的各項設備正進行測
試，目標於今年年底前
進行法定檢測。有關顯
徑站更多資料，詳見第
六頁「車站逐個睇」。

大圍

馬頭圍站 位於土瓜

啟德站於啟德發展區

灣街市對開的馬頭圍道
地底。車站兩旁樓宇密
集，地底亦滿佈公共設
施管線，建造過程絕不
簡單。現時車站結構已
經完成，站內正進行裝
修和安裝機電設施。現
時大部分受沙中綫工程
影響的馬頭圍道路段已
恢復「兩南兩北」交通
安排。

設有三個車站出入口，
分別通往工業貿易大樓
方向、啟晴邨和德朗邨
方向及規劃中的車站廣
場。車站地面出入口的
外牆及頂部裝有玻璃，
有別於一般車站出入口
的設計。站內設施已陸
續安裝完成，將逐步開
始各項測試。

顯徑

鑽石山

啟德

土瓜灣

馬頭圍

何文田

東鐵綫
觀塘綫
西鐵綫
鑽石山站 正進行擴

建，日後將成為觀塘綫
及「東西走廊」的轉綫
站。車站的擴建部分設
於前大磡村，新舊站以
新建的行人通道接駁。
擴建部分的月台正進行
裝修，並會陸續安裝
車站設施如客戶服務
中心、升降機及扶手電
梯。

土瓜灣站 鄰近九龍

城宋皇臺公園。建造車
站期間，工地範圍發現
了長埋地下的宋元遺蹟
及文物，引致車站工程
滯後。經過工程團隊的
努力，土瓜灣站的結構
工程即將完成，並逐步
展開裝修和安裝機電設
施的工作。

紅 磡 站 將成為未來
「東西走廊」及「南北
走廊」的轉綫站，現
正分階段進行改建，包
括加設兩個全新月台及
將車站平台下已停用的
紅磡貨運站改建為列車
停放處。新月台已經建
成，並正安裝升降機和
自動扶手電梯。

紅磡

工程進度

西鐵綫及馬鞍山綫

轉為

卡列車運作

為 配 合 「 東 西 走 廊 」 將以八卡列車運
作，現時西鐵綫及馬鞍山綫正進行列車
提升，逐步改以八卡列車行駛。「東西
走廊」已購入全新的八卡列車，部分現
有列車亦正進行改裝，並加入新車卡組
成八卡列車。

列車特色

西鐵綫列車正陸續由七卡列車改裝成八卡列車，目前已經有22列八卡列車
在西鐵綫上行駛，運作暢順。西鐵綫預計在二零一八年會全數以八卡列車行
駛，整體載客能力可提升約14%。

車卡通道新增
顯示屏顯示下
一站的名稱，
令乘客更易掌
握列車資訊。

八卡列車備有
動態路綫圖，
更清楚顯示列
車位置、行駛
方向等資訊。

馬鞍山綫四卡列車正陸續由八卡列車取代，現時已有12列八卡列車在馬鞍山
綫上行駛。所有列車預計於今年年底完成轉換，整體載客能力可提升約一倍。

工程團隊於
十月廿一日
與慈雲山社
區及政府部
門代表慶祝
所有設施落
成啟用。

慈雲山區行人設施改善工程竣工
沙中綫工程項目除了建設新鐵路，更為沿綫地區提升社區設施，其中一項就是改善
慈雲山區的行人系統，興建新設施以連接區內現有的行人天橋，讓居民可以享用舒
適的無障礙通道，來往港鐵鑽石山站，以及慈雲山鄰近地方。整項工程共有十五組
行人系統，涵蓋四十九項設施，已於今年十月全部落成啟用。

雲華街的行人天橋
及自動行人道。

車站逐個睇

顯徑站
沙 中 綫 「 大 圍 至 紅 磡 段」共有八個車
站，每個車站各具特色，今期通訊率先
介紹顯徑站。
顯徑站位於沙田顯徑邨對面，在群山環
抱下，別具自然氣息，因此車站的設計
亦融入綠色元素。建築物料以木色及啡
色為主，配合四周環境。車站採用自然
通風系統，更首次加裝由環保物料製造
的遮光裝置，能有效阻隔陽光直接照射
大堂及月台。

顯田遊樂場重置工程
為建造顯徑站，須臨時佔用毗鄰車站的
顯田遊樂場作工地。隨著車站工程進入
尾聲，工程人員現於車站外重置該遊樂
場，讓社區可以享用設備完善的休憩設
施，乘客亦可使用更優美的綠化空間。

顯徑站

重置後的顯田遊樂場將設有多元化的康
樂設施，包括休憩區、兒童遊樂設施、
健身緩跑徑、長者健身設施、太極園、
卵石步行徑等。預計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完成重置，其後將移交予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港鐵工程熱綫 2993 3333

辦公時間以外或綫路繁忙時，電話會自動接
駁至留言系統，市民可留下口訊，職員會於
辦公時間內盡快回覆。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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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時30分至
下午6時

星期六

上午8時30分至
下午1時

沙中綫網頁
www.mtr-shatincentrallink.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