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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茨醫療中心 (TUFTS MEDICAL CENTER) - -
如何在橙線地鐵停運期間  前往塔夫茨醫療中心

本指南幫助您如何在橙線停運 30 天期間前往塔夫茨(Tufts)醫療中心。橙線地鐵停運為本地和鄰
近地區的交通帶來深遠的影響。請預留多點額外出行的時間。要了解更多有關橙線停運詳情, 請
瀏覽

boston.gov/orange-line或 mbta.com/BBT2022.

橙線穿梭巴士
穿梭巴士將取代橙線服務。 橙線穿梭巴士的班次在高峰時段會每 45 秒到達。穿梭巴士將在以下
橙線車站及沿途站接載乘客：

● Forest Hills (森林山站)和 Back Bay (後灣站), 以及 Copley (科普利) 綠線車站
● Oak Grove (橡樹林站) 和 State (州立站)

請注意：橙線穿梭巴士並不會在 塔夫茨醫療中心、唐人街或 Downtown Crossing (市中心站) 停
站。 但是，MBTA (地鐵公司) 會特別在清晨和傍晚時段提供穿梭巴士連接塔夫茨醫療中心和唐人
街（詳細資料如下）。

所有橙線穿梭巴士都會有清晰的標記和符合 ADA （美國殘疾人法案）標準。有些巴士的地地板會
降低，而有大多數會有後門電梯入口。

你可以要求使用輪椅通行巴士。 如有所需, 請詢問身穿紅襯衫的地鐵大使, 或身穿黃背心的巴士
員工。

乘客可以乘坐綠線, 前往 Government Center (政府中心站) 和 Copley (科普利站)之間的目的地,
包括前往塔夫茨醫療中心。

● 距離塔夫茨醫療中心最近的綠線站是 Boylston (博伊爾斯頓站)。Boylston 博伊爾斯頓站
距離塔夫茨醫療中心站有 6 分鐘步行路程。請注意: Boylston (博伊爾斯頓站)是沒有扶手
電梯或電梯。

● 距離塔夫茨醫療中心最近而有輪椅通行電梯的地鐵站是Park Street (公園站),公園
站距離塔夫茨醫療中心站 有 10 分鐘步行路程。

穿梭巴士 班次時間
橙線穿梭巴士的班次服務為每日早上 5�00AM 至凌晨 1�00AM。

前往 塔夫茨醫療中心和唐人街 的穿梭巴士班次（只限早上和晚上）
MBTA (地鐵公司) 只會為唐人街站和塔夫茨醫療中心站提供清晨和晚間免費穿梭巴士服務。班次
為每半小時一班。班車路線為：

Government Center (政府中心站) → 塔夫茨醫療中心站（華盛頓街）→唐人街→

Government Center (政府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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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此處找到班車路線圖。在政府中心站，穿梭巴士將在Cambridge (劍橋街）與 Sudbury
(薩德伯里街）交界附近停站。

穿梭巴士班次時間

穿梭巴士會在以下時間每半小時（X�00 和 X�30）離開政府中心站：

● 早上 5 時 至 早上 7 時
● 晚上 8 時 至 凌晨 1 時

這穿梭巴士會符合 ADA （美國殘疾人法案）標準。

火車鐵路
任何乘坐紫綫通勤火車 (Commuter Rail ) 抵達 South Station （南站）的人都可以轉乘 SL4 巴
士。這會在塔夫茨醫療中心停站。 SL4 的巴士站位於 South Station（南站）外的大西洋大道
(Atlantic Ave) 和 益石街 (Essex) 。

MBTA (地鐵公司) 增加了從 Forest Hills (森林山站)和 Oak Grove (橡樹林站) 之間的鐵路服務。
在橙線停運期間，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乘搭波士頓市內的紫綫通勤火車 (Commuter Rail)。請您在
上車時向售票員出示 CharlieCard (查理卡) 或 CharlieTicket (查理票)。車卡/車票並不需要充值

，而你亦不需額外購票。這還適用於市外的1A區、1區 和 2區的火車站。有關更多地圖和時間表，

請瀏覽 mbta.com/commuter-rail 。

查理車卡(CharlieCards)  可在波士頓公共圖書館的所有分館和大會堂市政廳一樓免費領取。 獲取

最新地點列表，請瀏覽 boston.gov/orange-line以獲取免費查理車卡(CharlieCard)。

以下橙線車站提供紫綫通勤火車(Commuter Rail)服務：

• Franklin (富蘭克林) 線: Ruggles (拉格爾斯站), Back Bay(後灣站)到 South Station
(南站)

• Haverhill (黑弗里爾) 線: Oak Grove (橡樹林站), Malden Center (摩頓中心站)
• 到 North Station (北站)
• Needham (尼德姆)線: Forest Hills (森林山站), Ruggles (拉格爾斯站), Back Bay (後灣

站)  到South Station (南站)
• Providence (普羅維登斯)/Stoughton (斯托頓)線: Forest Hills (森林山站), Ruggles

(拉格爾斯站), Back Bay (後灣站)  到 South Station (南站)
• Worcester (伍斯特)線: Back Bay (後灣站)  到 South Station (南站)

通勤火車特定橙線站的時間表可以在這裏瀏覽：mbta.com/bbt2022

有關更多火車鐵路的信息, 請瀏覽： mbta.com/accessibility/commuter-rail-guide

驅車駕駛
我們呼籲大家避免驅車進入市區。 這次地鐵停運會大大影響本地和鄰近的交通網絡。街道將會更

加擠塞，而停車位更難找到。令巴士可以快速安全地行駛，市政府在這次停運期間為穿梭巴士作

了許多道路改善。 我們鼓勵您盡可能步行、踩單車或使用其他 MBTA (地鐵公司) 服務。這會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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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駕駛的人和急救人員留出了道路空間。如果您必須駕駛，請留意橙線穿梭巴士路線, 沿線的標
誌指示和最新的交通模式。

有關其他出行的選擇
以下是前往塔夫茨醫療中心其他出行路線選擇。車程費用為估計。

輪椅通行的路線會設有 符號。 雖然這些路線是輪椅通行的，但可能需要在人行道上的通行。
我們已確認這些人行道處於通行無阻的狀態。

您更可以使用 MBTA 出行計劃來計劃您的 MBTA 行程。

北站 (North Station) - 通勤火車、橙線穿梭巴士（北環路）、綠線穿梭巴士

● 離開火車鐵路後，按照指示牌前往橙線和綠線的穿梭巴士

● 乘坐橙線或綠線穿梭巴士前往舊州府(State) 站或政府中心 (Government Center)站
● 沿天滿 (Tremont) 街向南行, 前往冬天 (Winter) 街  （美國銀行應該在您的左邊） 繼續沿
著 天滿 (Tremont) 街 到 聖殿街 (Temple Place)

● 在 聖殿街 (Temple Place)左轉, 到 銀線(Silver Line) 站  [咖啡店26 (Café 26) 旁邊]
● 乘搭 銀線 (SL5) 巴士, 前往努比亞街(Nubian)
● 乘搭 銀線SL5 兩個站,  到塔夫茨醫療中心
● 車程費用：單程: 1.70 美元，來回: 3.40 美元

Government Center (政府中心)/ State (舊州府站) - 橙線穿梭巴士（北環）、綠線穿梭巴
士、藍線(地鐵)

選擇 1：
● 在政府中心站( Government Center) 轉車, 乘綠線到公園街站(Park Street)，使用
● 綠線 (B) 西行, 往波士頓學院 (Boston College)，或
● 綠線 (C) 西行，往克利夫蘭廣場( Cleveland Circle)，或
● 綠線 (D) 西行，往 Riverside (河邊)方向
● 離開公園街站 (Park Street) 到 天滿 (Tremont) 街
● 沿 天滿街 (Tremont St) 街向南行駛，往冬天街 (Winter St) ，然後繼續前往聖殿街

(Temple Place)
● 在 聖殿街 (Temple Place) 左轉到達 銀線 (Silver Line) 站  [咖啡店26 (Café 26) 在旁邊]
● 乘搭 銀線 5 (Silver Line) (SL5) 巴士, 前往努比亞街(Nubian)
● 乘搭銀線 SL5 兩個站,  到塔夫茨醫療中心
● 車程費用：單程: 2.40 美元，來回: 4.8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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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2：
● 乘坐綠線 西行至阿靈頓(Arlington) 站
● 綠線 (B) 西行至波士頓學院，或
● 綠線 (C) 西行至克利夫蘭廣場 (Cleveland Circle)，或
● 綠線 (D) 西行至 Riverside (河邊)
● 在  Arlington  (阿靈頓站) 的 博伊爾斯頓街 (Boylston St) 出口, 沿 阿靈頓街 (Arlington

St) 向南, 行至聖詹姆斯街 (St. James St)
● 乘坐 MBTA(地鐵公司) 的 9 號巴士, 到 City Point (城市點) [停在公園廣場大樓 (Park

Square Building) 的圓形家具公司 (Circle Furniture) 旁邊]
● 乘坐兩個站到華盛頓街 (Washington St) 的 先驅街 (Herald St)交界
● 向北行到 邊界路 (Marginal Road)，然後繼續前往 塔夫茨醫療中心
● 車程費用：單程: 2.40 美元，來回: 4.80 美元

選擇  3：
● 離開政府中心後，繼續向南行到天滿街 (Tremont St)
● 左轉進入斯圖爾街 (Stuart St)
● 右轉進入華盛頓街 (Washington St)，繼續前往塔夫茨醫療中心
● 預計步行時間：18 分鐘

南站 - 紫綫通勤火車(Commuter Rail)，紅線
選擇 1：

● 按照 South Station (南站)的標記顯示,  前往銀線 4 (SL4) 到努比亞(Nubian), 該站位於南
站外 Essex St.(益石街)  和 Atlantic Ave.(大西洋大道) 的角處

● 乘坐 一個站 站 到塔夫茨醫療中心
● 車程費用：單程: 1.70 美元，來回: 3.40 美元

選擇 2：
● 沿出口標誌前往Atlantic Ave  (大西洋大道)
● 左轉 Atlantic Ave (大西洋大道)（向美國銀行方向）
● 過馬路，右轉進入 Essex St (益石街)
● 繼續沿 Essex St (益石街) 行，直至到達 華盛頓街 左轉進入華盛頓街，到达塔夫茨醫療中
心

● 預計步行時間：13 分鐘

Park Street (公園街站) - 紅線和綠線
選擇 1 :

● 在  天滿街 (Tremont St)  向南行，向 冬天街 (Winter St) 走，然後繼續前往 Temple
Place (聖殿街)

● 在 Temple Place (聖殿街) 轉左  到達銀線車站 （在咖啡店26 (Café 26) 旁）
● 乘坐 銀線巴士 (SL5) 前往 努比亞街(Nubian)
● 在 SL5 坐 兩個站 到達 塔夫茨醫療中心
● 車程費用：單程: 1.70 美元，來回: 3.4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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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2：
離開 Park Street (公園街站)後，繼續向南行到 天滿街 (Tremont St)

● 左轉進入 斯圖爾街 (Stuart St)
● 右轉進入 華盛頓街 (Washington St) 並繼續前行到達 塔夫茨醫療中心
● 預計步行時間：12 分鐘

市區十字路口 (Downtown Crossing) - 紅線
選擇 1：

● 離開 Downtown Crossing (市中心十字路口)，前往聖殿街 (Temple Place) 的 銀線巴士
站  [咖啡店26 (Café 26) 在旁邊]

● 乘坐 銀線 (SL5) 前往努比亞(Nubian)
● 乘坐 銀線SL5 兩個站到 塔夫茨醫療中心
● 車程費用：單程: 1.70 美元，來回: 3.40 美元

選擇 2：
● 離開 Downtown Crossing (市中心十字路口) 到 (Washington St) 華盛頓街
● 向南行（經過梅西百貨 Macy's），繼續前行到達 塔夫茨醫療中心
● 預計步行時間：9 分鐘

Copley (科普利) - 橙線穿梭巴士（南環) ，綠線

選擇 1：
● 連接綠線東行至 Park St (公園街站)

綠線 (B) 東行  Government Center (政府中心站)，或
綠線 (C)  東行  Government Center (政府中心站)，或
綠線 (D) 東行 去 Government Center (政府中心站)

● 在 Boylston Street  (博伊爾斯頓街) 的 Arlington (阿靈頓站)出站, 然後沿Arlington St
(阿靈頓街)向南行到聖詹姆斯街 (St. James St)

● 乘坐 MBTA (地鐵公司) 的 9 號巴士, 到達 City Point (城市點)（停在 公園廣場大樓 (Park
Square Building) 的 圓形家具公司 (Circle Furniture) 旁邊）

● 乘坐 兩個站 到華盛頓街 和Herald St (先驅街)交界
● 沿華盛頓街向北行，沿著邊界路 (Marginal Road) 行，然後繼續前往塔夫茨醫療中心
● 車程費用：單程: 2.40 美元，來回: 4.80 美元

選擇 2：
● 從科普利 (Copley) 站出來，沿著達特茅斯街 (Dartmouth Street) 向南行（經過波士頓公
共圖書館）到斯圖爾街 (Stuart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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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tuart St (斯圖爾街)  和  Dartmouth St.(達特茅斯街) 的交界（Eastern東方銀行旁邊),
乘坐 MBTA 巴士 #501 或 #504 經 通過 (Copley) 科普利（Express 快車巴士) 到達 市中
心

● 乘坐一個站 到達 在華盛頓街和尼倫街 ( Kneeland St) 交界
● 下巴士後, 左轉進入 華盛頓街 (Washington St) 到達塔夫茨醫療中心
● 車程費用：單程: 4.25 美元，來回: 8.50 美元

選擇 3：
● 沿 Boylston St ( 博伊爾斯頓街)   向東前往 Talbots/ H&M (塔爾博茨/H &M 商店)

在 Boylston St ( 博伊爾斯頓街)  上繼續行駛，經過 Public Garden (公共花園) 和
Boston Common (波士頓公園)

● 在 華盛頓街 (Washington St) 右轉並繼續前行到達塔夫茨醫療中心
● 預計步行時間：21 分鐘

後灣 (Back Bay) -紫綫通勤火车 (Commuter Rail) ，橙線穿梭巴士（南環路）

● 按照出口標誌往 Dartmouth St (特茅斯街) 方向出車站
● 離開後灣站(Back Bay Station) 後，向北行（朝東岸方向）到達Dartmouth St (特茅斯街) 和

Stuart St (斯圖爾特街) 的交叉口
● 轉換 MBTA 巴士 #501 或 #504 通過 (Copley Express) 科普利（快車) 到達 市中心 乘坐
一個站 到 華盛頓街 及 尼倫街 ( Kneeland St)

● 離開巴士，左轉進入華盛頓街，前往塔夫茨醫療中心

● 車程費用：單程: 4.25 美元，來回: 8.50 美元

從 Ruggles (拉格斯站) - 紫綫通勤火車（Commuter Rail), 橙線穿梭巴士 (南轉路）
● 在 Ruggles (拉格斯站) 乘坐 MBTA 43 號巴士前往 Park Street (公園街站)
● 乘坐 12個站 到 邊界路 (Marginal Road)和 天滿街 (Tremont St) 交界
● 向北行 ，在天滿街 (Tremont St) 有一座大圓形磚砌建築大廈
● 在圓形磚砌建築大廈右轉，繼續在在天滿街 (Tremont St) 前行
● 繼續直行，天滿街 (Tremont St) 變為屋街 (Oak St)
● 左轉進入華盛頓街，直行到達塔夫茨醫療中心

● 車程費用：單程: 1.70 美元，來回: 3.4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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