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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公佈  3,000 萬美元風暴重建計畫  (STORM RECOVERY PROGRAM) 的  

前兩個經濟適用房項目  

 
克拉克敦鎮  (Clarkstown) 新建住房將為低收入老年人提供經濟適用房  

 
批准額外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滿足計畫需求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紐約州  3,000 萬美元小項目廉租房建設計畫  (Small 

Project Affordable Rental Construction program，SPARC) 的前兩個經濟適用房項

目。克拉克敦鎮老年公寓  1 & 2 期項目  (Clarkstown Seniors Phases I & II) 共建設 40 

套公寓，將為年齡不低於  55 歲的低收入老年人提供亟需的經濟適用房。州長設立

該計畫用於為超級風暴桑迪  (Superstorm Sandy)、颶風愛琳  (Hurricane Irene)、熱帶

風暴里伊 (Tropical Storm Lee) 影響的社區內的中低收入紐約民眾提供住房和經濟

機會。 

 

「這些新住宅區將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住房和資源、幫助強化社區並使之變得更

具適應力，」葛謨州長表示。「此舉朝著保障紐約州全體民眾獲得安全體面且價

格適中的處所安家又邁出了一步。」  

 

老年公寓 1 & 2 期項目位於洛克蘭縣  (Rockland County) 克拉克敦鎮境內，是小項

目廉租房建設計畫資助的前兩個項目。新建的兩棟三層建築將分別建造  20 套公

寓，這些公寓主要提供給低收入老年人。每棟建築還將留出四套公寓，作為支持性

住房提供給紐約州發育性殘疾人辦公室  (State Office f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OPWDD) 資助的客戶。  

 

小項目廉租房建設計畫為受超級風暴桑迪、颶風愛琳和 /或熱帶風暴里伊影響的低

密度區內的小租住房項目分別提供  8 至  20 套住房。這些住宅用於取代或補充遭風

暴事件引發的洪水毀壞的、或被認定為易被洪水毀壞的現有經濟適用房。每處物業

新建的租住房至少有  51% 將指定給收入低於當地中等收入  (Area Median Income) 

80% 的居民。  

 



住宅建設項目透過競爭性《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s，RFP)》過程進行選擇。

小項目廉租房建設計畫斥資  2,000 萬美元於  2015 年  9 月設立，由州長風災重建辦

公室  (Governor’s Office of Storm Recovery，GOSR) 透過其從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

部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社區發展整筆撥款  - 災後

重建計畫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CDBG) - Disaster Recovery 

Program) 取得的聯邦政府  44 億美元撥款提供資助。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局  

(NYS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NYS HCR) 負責監管該計畫，非營利機構社

區保護公司  (Community Preservation Corporation，CPC) 負責管理這筆資金。  

 

透過對《招標書》的答復確定住宅建設項目，進而確定整個資金分配過程。鑒於民

眾對該計畫的需求，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局批准了另外  1,000 萬美元撥款，把該

計畫的撥款總額提高至  3,000 萬美元。額外的撥款也已全額分配。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局局長詹姆斯  S. 魯賓  (James S. Rubin) 表示，「自從葛謨

州長公佈以來，小項目廉租房建設計畫已證明了自身的價值。克拉克敦鎮這  40 套

公寓將取代被兩次自然災害全面破壞的住房，進而對該鎮發揮持久的影響。小項目

廉租房建設計畫產生了我們期待的熱烈反響，最初的  2,000 萬美元資金全部迅速調

撥，鑒於反響良好，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局住房信託基金理事會  (HCR Housing 

Trust Fund Board) 很自然地決定追加提供  1,000 萬美元用於為該計畫補充資金。」  

 

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執行理事麗莎 ·博瓦  - 西亞特  (Lisa Bova-Hiatt) 表示，「對該

鎮及其持續修復超級風暴桑迪和颶風愛琳造成的破壞而言，克拉克敦鎮老年公寓  1 

& 2 期項目動工建設標誌著一個轉折點。為幫助符合條件的社區資助小型項目以取

代或修繕遭毀壞的住房而協力開展的各項工作進行到了一半。我們謹代表州長風災

重建辦公室團隊，感謝州、聯邦以及地方政府合作夥伴、住宅建設團隊以及非營利

團隊對這個符合常理的災後重建方法給予強有力的支持。」  

 
紐約州發育性殘疾人辦公室代理主任凱瑞  A. 德蘭尼  (Kerry A. Delaney) 表示，

「紐約州發育性殘疾人辦公室很高興聯合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局、州長風災重建

辦公室、紐約州能源研究與開發署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NYSERDA)、克拉克斯維爾村  (Clarksville) 以及洛克蘭

縣等，為有發育性殘疾的人士提供這些亟需的住房。支持性住房讓我們服務的民眾

能夠在其社區內居住和工作。在葛謨州長的支持和領導下，我們持續創造新機會讓

所服務的民眾做到這一點。」  

 

參議員查爾斯  E. 舒默  (Charles E. Schumer) 表示，「超級風暴桑迪等自然災害對

紐約民眾毫不留情，無數的住宅和商業店鋪遭到毀壞。因為老年人經濟適用房的數

量有限，這些風暴對我們最脆弱的居民造成的負面影響尤為嚴重。這筆  3,000 萬美

元的撥款即將為克拉克敦鎮有迫切需求的老年公民提供新的經濟適用房，這些老年

公民一生辛勤工作，理應過上不必擔心無家可歸的生活。」  

 
 



國會女議員兼眾議院撥款委員會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副主席尼塔  

M. 羅威  (Nita M. Lowey) 表示，「我們有責任保障老年公民永不受到冷遇。我很高

興這些理性的聯邦政府撥款將為仍處在超級風暴桑迪造成的毀滅性影響之下的紐約

州弱勢民眾提供支持，我將繼續與各級政府官員合作以確保老年公民獲得應得的支

持。」 

 

州眾議院議員肯尼斯·澤布羅夫斯基  (Kenneth Zebrowski) 表示，「郊區社區面臨

的一個重大難題是固定收入的老年人對住房的負擔能力。這些住房將幫助我們減少

等待名單上的人數，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局承認這一難題並提供

撥款。」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開發署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約翰  B. 羅德斯  (John B. Rhodes) 表

示，「這些經濟適用房將在更健康的環境中為老年人提供舒適節能的住房。這些

工作補充了葛謨州長設立的『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戰略，

該戰略用於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構建清潔、有適應力且價格適中的能源系統。」  

 
社區保護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拉斐爾  E. 塞斯特洛  (Rafael E. Cestero) 表示，

「小型多戶建築是我們州各地社區的支柱，該住房存量遭到破壞會打破街區和在這

些街區內居住的家庭的穩定。小項目廉租房建設計畫將發揮關鍵作用，取代遭破壞

的住房，並為受風暴影響的社區提供新的經濟適用房。社區保護公司很自豪與紐約

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局合作管理其計畫，我們感謝葛謨州長持續提供領導和支持。」  

 

里根開發公司  (Regan Development Corp) 總裁拉里·里根  (Larry Regan)，經濟適

用房概念公司  (Affordable Housing Concepts) 總裁基思·利伯特  (Keith Libolt) 表

示，「里根開發公司和經濟適用房概念公司很自豪聯合州長風災重建辦公室、紐

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局、紐約州發育性殘疾人辦公室以及社區保護公司，提供新的

廉租房給洛克蘭縣的老年人以及受颶風艾琳和超級風暴桑迪影響的地區內有發育性

殘疾的人士。州長設立『紐約州崛起  (New York Rising)』重建規劃體系，讓克拉克

敦鎮利用理性增長和理性規劃來重建和建設更有適應力的社區，從而為該鎮有迫切

需求的居民提供新的和替代性的經濟適用房。」  

 

這些項目將利用小項目廉租房建設計畫的社區發展整筆撥款  - 災後重建計畫資金

提供的 375 萬美元，以及紐約州發育性殘疾人辦公室提供的  72.3 萬美元資金。在

各建設階段，社區保護公司將為項目提供  636 萬美元的建設貸款，並透過紐約州

公共退休基金  (NYS Common Retirement Fund) 提供由紐約州抵押貸款機構  (State 

of New York Mortgage Agency，SONYMA) 擔保的 200 萬美元長期貸款。紐約州發

育性殘疾人辦公室還將為支持性住房提供房租補貼、資本資金以及支持性服務。紐

約州能源研究與開發署將透過其低層住宅新建工程項目  (Low-Rise Residential New 

Construction Program) 提供 5 萬美元的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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