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6 月 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2,200 萬美元的特洛伊市  (TROY) 經濟適用房與生活輔助住房住

宅區正式開盤  

 

哈德遜織錦住宅區  (Tapestry on the Hudson) 將提供  67 套公寓給家庭和此前無家

可歸的居民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哈德遜織錦住宅區正式開盤，該住宅區是一個斥資  

2,230 萬美元的面向特洛伊市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延續家庭開發的經濟適用房

和生活輔助住房住宅區。該項目包括整修原先的威爾伯、坎貝爾  & 史蒂芬公司工

廠 (Wilbur, Campbell, & Stephens Co. Factory)，這座工廠建造於  1899 年，最近是姆

拉迪安斯家具公司  (Mooradians Furniture) 的場地。自  2011 年起，紐約州投資  

2,200 多萬美元並吸收了  8,270 萬美元的附加公私投資，用來為特洛伊市的家庭創

造 434 套經濟適用房。  

 

「本屆州政府開展工作為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最弱勢的居民提供住房，該項

目是在這個過程中邁出的一大步，哈德遜織錦住宅區將幫助打擊無家可歸的問題，

並伴隨特洛伊市持續轉變成活躍、經濟、優質的生活、工作、養家地點促進該市復

興。」葛謨州長表示。「這座歷史悠久的工廠的復興將為當地提供安全、價格適中

並且節能的住房，與此同時提供生活輔助服務以確保紐約民眾過上健康充實的生

活。」  

 

哈德遜織錦住宅區有  67 套公寓，其中  19 套公寓為此前無家可歸的個人和家庭提

供生活輔助服務。居民可以使用社區活動室、健身室、小廚房，以及每層樓上的洗

衣設備。這個獨特的住宅區將服務於收入為特洛伊市地區中等家庭收入  30% 至 

90% 的民眾。該工程由社區建設者有限公司  (The Community Builders, Inc.，TCB) 

開發，於去年四月動工，今天舉辦剪綵儀式用於慶祝其正式開盤。  

 

新建築配備：  

•  懸空環保露台，利用主建築屋頂的雨水實施灌溉；   

•  戶外座椅區，配備凸起式花壇；   



•  兒童遊樂場地；   

•  地熱採暖和製冷系統；   

•  燃氣式中央熱水器；   

•  為每套公寓配備獨立的水錶和恆溫控制器以支持節約用水。  

 

該住宅區由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提

供支持，並由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OTDA) 負責管理，該辦公室透過無家可歸住房與援助計畫  (Homeless 

Hous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 提供 420 萬美元資金。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HCR) 透過住房信託基金計畫  (Housing Trust 

Fund program) 撥款 380 萬美元，並且每年分配  538,672 美元的低收入住房退稅額  

(Low 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NYSERDA) 還透過其多戶住房績效計

畫 (Multifamily Performance Program) 撥款  6.7 萬美元。此外，社區保護公司  

(Community Preservation Corporation，CPC) 提供 730 萬美元的建設貸款，紐約抵

押貸款機構  SONYMA 透過紐約州公共退休基金  (New York State Common 

Retirement Fund) 提供 190 萬美元的永久貸款。紐約州的投資還吸引到聯邦和州創

歷史規模的退稅額，以及普通合夥人出資額。  

 

社區保護公司與  SONYMA 協商後，使用新按揭貸款承銷方法透過其  SONYMA 保

險貸款額外提供  350,400 美元資金，以確保該項目能夠負擔實施環保措施和可持

續措施。  

 

哈德遜織錦住宅區的居民在地理位置上靠近首府基層  (The Capital Roots) 的新城市

發展中心 (Urban Grow Center)，該中心將為居民提供公用孵化器廚房、社區資源

室、室內外活動空間、全年溫室。新住宅區距該市新首府地區交通管理局  (Capital 

District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的交通樞紐、地方雜貨店和特洛伊市餐飲區僅幾個

街區的距離。  

 

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主任塞繆爾  D. 羅伯特  (Samuel D. Roberts) 表示，「哈德遜

織錦住宅區等生活輔助住房項目把住房與定制服務相整合，用來幫助個人及其家庭

實現更穩定的生活。葛謨州長認可各種收入水平的紐約民眾，以及那些經歷過無家

可歸的民眾對經濟安全的住房的需求。我很自豪再次攜手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以及其他地方夥伴和私人夥伴參與這個項目，該項目不僅將幫助居民，還將繼續推

動特洛伊市實現復興。」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廳長魯斯安妮 ·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獲得安全經濟的地方安家，這對家庭的未來和社區的成功而言至關重要。



哈德遜織錦住宅區等住宅區為家庭提供穩定性和安全性，並為需要獲得支持以過上

獨立充實的生活的民眾帶來希望。我們按照葛謨州長的領導，在特洛伊市提供的此

類投資讓該市成為首府地區最有活力的一座宜居城市。」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約翰  B. 羅德斯  (John B. Rhodes) 

表示，「哈德遜織錦住宅區證明紐約州堅定致力於提供價格適中、舒適節能的生活

輔助住房，而不考慮收入水平。可持續社區對葛謨州長領先全國的能源議題而言至

關重要，並且將幫助確保為全體紐約民眾建設更加清潔環保的未來。」  

 

國會議員保羅·唐科  (Paul Tonko) 表示，「美國的優勢不僅以武器或經濟力量衡

量，還以我們對待最弱勢的民眾的方式進行衡量。我很高興與州和地方領導人共同

慶祝這個重要的首府地區項目竣工，該項目為特洛伊市社區把原有的工業空間改造

成了寶貴的經濟適用房資源。」  

 

參議員奈爾·佈雷斯林 (Neil Breslin) 表示，「繁榮經濟的一個要素是提供經濟適用

房和生活輔助住房。伴隨特洛伊市持續復興，我們必須保持勤勉並確保每個人都獲

得經濟機會。哈德遜織錦住宅區為家庭和曾經無家可歸的居民提供  67 套住房，這

延續了紐約州在生活輔助住房方面提供的  2,200 多萬美元的投資，這些投資已為特

洛伊市的家庭建造了  434 套經濟適用房。」  

 

眾議員約翰  T. 麥克唐納三世  (John T. McDonald III) 表示，「為我們的社區提供經濟

適用房對確保居民和街區取得成功而言至關重要。哈德遜織錦住宅區項目把曾用作

工廠和家具店鋪的建築改作符合當前需求的用途。這類建設項目是我們在地區目睹

的日漸增加的趨勢，我希望這種趨勢將得以延續下去。特洛伊市很幸運在特洛伊中

北部地區 (North Central Troy) 與社區建設者有限公司合作，我很高興看到該地區獲

得投資。」  

 

倫斯勒郡  (Rensselaer County) 郡長凱瑟琳·吉米諾  (Kathleen Jimino) 表示，「該項

目為此前閒置的倉庫注入了新活力，讓該建築重新成為納稅對象，並讓該市進一步

利用其濱水區。該項目將為  67 個個人或家庭提供安全經濟的住房和多種便利設

施。此外，這棟現代化節能建築將限制居民費用和環境影響。我祝賀州和地方層面

上參與該項目的所有合作夥伴，是你們的努力讓這個重要的項目結出了碩果。」  

 

特洛伊市市長帕特里克 ·馬登  (Patrick Madden) 表示，「哈德遜織錦住宅區等項目提

供的優質住房機會對於建設和維持健康活躍的社區而言極其重要。伴隨特洛伊市持

續蓬勃發展，我們必須確保全體居民，無論年齡、能力或背景，均能獲得安全經濟

的住房選擇。我感謝葛謨州長、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社區建設者有限公司、

州代表人員以及諸位合作夥伴為這個重要的建設項目提供支持和重要投資，該項目

將鞏固社區結構，並支持中北部街區持續復興，成為家庭願意在那裡生活、工作和

娛樂的地方。」  



 

社區建設者有限公司紐約州與新澤西州  (New Jersey) 區域建設副總裁蘇珊 ·麥可卡

恩  (Susan McCann) 表示，「我們很高興為特洛伊市各種收入水平的家庭提供優質

的節能公寓住房。諸位合作夥伴的支持讓該工程得以實現，我們期待推進我們的承

諾，在首府地區保護和建設混合收入住房。」  

 

社區保護公司高級副總裁兼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總監托馬斯 ·麥可格萊茨  (Thomas 

McGrath) 表示，「作為使命驅動型非營利組織，我們的目標是透過投資於穩定可持

續的住房在社區內創造積極影響。哈德遜織錦住宅區為紐約民眾提供亟需的經濟適

用房，其節能設計確保其物理可持續性和財務可持續性將面向未來服務於其租戶和

特洛伊市社區。感謝社區建設者有限公司、葛謨州長、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我們在紐約州公共退休基金的貸款合作夥伴以及該項

目的全體支持者予以配合。」  

 

哈德遜織錦住宅區和其他幾個住房建設項目共同提供經濟適用房，並幫助復興特洛

伊市，包括：  

•  哈德遜奧薩斯住宅區  (Hudson Arthaus)，該住宅區在 2015 年開放，在始建於  

1895 年的原襯衫和衣領廠房內建造  80 套經濟適用房、畫廊和工作室空間。  

•  紀念碑廣場公寓  (Monument Square Apartments)，該項目維護歷史建築並為

老年人提供  89 套經濟適用房。  

•  馬丁·路德·金公寓  (Martin Luther King Apartments) 一期項目，該項目整修特

洛伊市住房管理局荒廢的公共住房場地，並建造 46 套價格適中的優質公

寓。  

 

《2018 財政年度預算案  (Fiscal Year (FY) 2018 Budget)》繼續資助紐約州 200 億美

元的全面五年經濟適用房與保障住房計畫，以確保無家可歸或有可能無家可歸的紐

約州民眾獲得安全可靠的住房。該預算案提供  25 億美元資金用於推動建造或維護  

10 萬套新經濟適用房和  6,000 套保障住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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