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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況

布魯克林大橋（Brooklyn Bridge）是美國歷史悠久的地標，也是紐約市地標，使用時間已超過 125 年，目前狀況評級為
「差」。大橋坡道和引道復修及橋體結構重新油漆工程 (由《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部分資助) 已於 2010 年開始，計
劃於 2014 年完工。

從 2011 年春天開始一直持續到 2014 年工程完工，為適應建設需要，經布魯克林大橋至曼哈頓方向的車輛可繞道曼哈頓
大橋。繞道僅限夜間和一些週末時段。夜間繞道時間為：

星期一晚上：晚 11 點至星期二早 6 點
星期二晚上：晚 11 點至星期三早 6 點
星期三晚上：晚 11 點至星期四早 6 點
星期四晚上：晚 11 點至星期五早 6 點
星期六早上：淩晨 12:01 至早 7 點
星期天早上：淩晨 12:01 至早 9 點
星期天晚上：晚 11 點至星期一早 6 點

整個週末關閉期間，從星期六淩晨 12:01 到星期一早 5:00，至曼哈頓的車輛需改道至其他交叉口，連續時間共 53 小時。
在所有繞道時段內，為容納繞道車輛，將為經曼哈頓大橋至曼哈頓的車輛提供額外車道。  

布魯克林方向實行逆道行駛期間，兩地關閉時間將稍微提前，以便工作人員安排作業：

 - 北向羅斯福路上的布魯克林大橋/法蘭克福街出口會在星期天至星期四晚 10 點及星期五和星期六晚 11 點關閉。往布
魯克林方向的駕車者可經由中央街進入大橋。東向布魯克林

- 皇后高速公路上的布魯克林大橋出口會在星期天至星期四晚上 10:30 及星期五到星期六晚上 11:30 關閉。至曼哈頓的
駕車者可經由亞當斯街進入大橋。

請聯絡 Sabrina Lau 瞭解更多路況通知，郵箱：brooklynbridgeoutreach@gmail.com，電話：347-647-0876。紐約市交通
局將盡最大努力，至少提前 72小時透過電子郵件、Face-book、 Twitter (#NYCDOTbkbridge) 和 Notify NYC 公佈有關夜間
繞道、施工安排、週末工作、布魯克林方向逆道行駛及其他主要交通變更的具體通知。在紐約馬拉松賽 (New York Mara-
thon)、紐約五大區單車日 (Five Boro Bike Tour）等特別活動或假日施工禁運 (Holiday Construction Embargo) 期間，大橋
週末不關閉。

人行道和單車道在施工所有階段保持開放。但是，為完全圍住欄杆和其他大橋組成部分，除漆防漏裝置將減少兩側路面
寬度 1.5 英尺。變窄區域將有 600 至 1000 英尺長。考慮到所有橋上往來人員的安全，騎單車者必須在限制工作區避讓行
人。騎單車者也可以使用鄰近的曼哈頓大橋單車道，該車道一般較少擁堵。施工期間，這些裝置將在橋上來回移動，直
到工程完工。



僅限至布魯克林 
方向的繞道逆行。

在曼哈頓：

從下曼哈頓：從中央街 (Centre 
Street) 進入大橋。

從南向羅斯福路 (FDR Drive)：經 2 
號出口駛入珀爾街 (Pearl Street)。

從北向羅斯福路 (FDR Drive)：經 1 
號出口駛入南街 (South Street) 或經
舊高速公路交叉點 (Old Slip) 進入珀
爾街入口。

僅限週末：公園街入口 (Park Row 
Entrance) 同時開放。

復修工程期間，駕車者始終可以經布魯克林大橋到達布魯克林。至布
魯克林車道 (南邊車道) 工程進行期間，將實行「逆道」行駛。車輛需
繞道至往布魯克林方向的北邊車道。標誌牌和障礙物將指引駕車者安
全進出大橋。

在布魯克林： 

至布魯克林-皇后高速公路(Brooklyn-Queens 
Expressway) (I-278)：沿左車道駛入金沙街 (Sands 
Street)。 

至布魯克林中心區：沿右車道駛入亞當斯街(Adams 
Street)。



在布魯克林大橋關閉期間，紐約市交通局 (DOT) 
預計鄰近的曼哈頓大橋 (Manhattan Bridge) 承擔
的車流量會很大。為減少擁堵，希望至曼哈頓方
向的駕車者：

- 隨時瞭解關閉通知。請聯絡 Sabrina Lau 獲 
取 最 新 電 子 郵 件 通 知 。 郵 箱 ： 
brook lynbr idgeoutreach@gmai l .com， 
電話：347-647-0876。
- 使用地鐵。如需瞭解線路和時間安排，請訪
問 http://tripplanner.mta.info/。
- 使用下述替代線路。

至曼哈頓繞道

至曼哈頓：從大橋下層，右轉進入包厘
街或從大橋上層直接進入基士堤街，然
後左轉進入布倫街 (Broome Street)。

至荷蘭隧道 (Holland Tunnel) 和下曼哈
頓：從大橋上層，左轉進入包厘街 (僅
在週末關閉期間可行)，然後右轉進入
窩扶街 (Worth Street)。左轉進入百老
匯，進入下曼哈頓，或右轉進入教堂街 
(Church Street) 前往荷蘭隧道。 

有問題？有建議？有疑問？  

請聯絡註冊規劃師協會 (AICP) 社區聯絡員 Sabrina Lau，電話：
347-647-0876，郵箱：brooklynbridgeoutreach@gmail.com

從布魯克林中心區：沿提爾利街 (Tillary 
Street) 東行，在富萊特布希大道延伸處 
(Flatbush Avenue Extension) 左轉。 

從皇后區/長島：經由維爾-利亞姆堡橋 
(Wil-liamsburg Bridge) 或 29 號出口下布
魯克林-皇后高速公路 (I-278) 進入提爾
利街。

從南布魯克林島/史坦頓島：經由布魯克
林巴特裡隧道 (Brooklyn Battery Tunnel) 
 (收費設施) 或 29 號出口下布魯克林-皇后
高速公路 (I-278) 進入提爾利街。

至北向羅斯福路 (FDR Drive)： 
從大橋下層，右轉進入包
厘街 (Bowery) 或從大橋
上層直接駛入基士堤街
(Chrys-tie Street)，然後在
東休斯頓路 (E. Houston) 右
轉。沿東休斯頓街行駛到
羅斯福路入口。  

至北向羅斯福路 (FDR Drive)： 
從大橋上層，在運河街 
(Canal Street) 右轉，然
後右轉進入愛倫街 (Allen 
S t r e e t ) ，來到派克街 
(Pike Street)。左轉進入
南街。至羅斯福路的入
口匝道位於蒙哥馬利街 
(Montgomery Street)。

往下曼哈頓：
 從大橋上層，在運河街右

轉，然後右轉進入愛倫
街，來到派克街。右轉進
入南街。 

                僅可從上層駛出 



工程團隊

紐約市交通局橋樑部門  
(NYCDOT Division of Bridges)：
www.nyc.gov/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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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Schwartz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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