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7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動工建設斥資  1,260 萬美元的經濟適用房項目供戈德斯鎮  (TOWN 

OF GEDDES) 老年民眾使用  

 

克里斯托弗社區有限公司  (Christopher Community, Inc.) 和圣卡米魯斯社區中心  

(The Centers at St. Camillus Campus) 將提供  60 套住房和生活輔助服務，讓老年

人原居養老  

  

該項目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ew York Rising)』計畫——該地區

成功的復興計畫，旨在發展經濟和創造新機會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動工建設哈勃布魯克公寓  (Harborbrook Apartments)，

這個斥資 1,260 萬美元的住宅小區將提供  60 套經濟適用房給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戈德斯鎮境內年齡不低於  55 歲的個人。  

  

哈勃布魯克公寓毗鄰圣卡米魯斯社區中心。  去年，根據州長設立的帝國州生活輔

助住房計畫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圣卡米魯斯社區中心獲得

首批撥款，用於資助為  20 個老年居民或有可能無家可歸的居民提供全面生活輔助

服務。該住宅小區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這是州長制定的成功的紐

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復興計畫，目標是在紐約州中部地區

發展經濟和創造新機會。  

  

「利用這個新住宅小區，更多紐約州老年民眾將保持獨立、有尊嚴地生活、幫助確

保紐約州中部地區繼續崛起，」葛謨州長表示。「哈勃布魯克公寓提供老年民眾

需要的資源和生活輔助服務，從而建設更強大的社區、更穩健的地方經濟、更多繁

榮發展的機會。」  

  

哈勃布魯克公寓的宗旨是推廣原居養老模式，提供無障礙環境的經濟適用房，用來

幫助個人在家中保持獨立，避免入住養老院或醫院。  

  

這棟三層建築將包含  60 套單居室租賃公寓、1 間社區活動室、健身室、洗衣設

施、電腦室、單車停放處、戶外庭院和園林空間、公共交通設施的直達通道。所有



公寓將節約能源，配套電器均有  ENERGY STAR® 認證，符合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

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NYSERDA) 低

層住宅新建工程計畫  (Low-rise Residential New Construction) 的要求和企業綠色社

區 (Enterprise Green Communities) 標準。 

  

新綜合建築將提供經濟適用房給老年民眾，這些老年民眾的年齡不得低於  55 歲，

並且收入低於地區中等收入水平的  70%。建設團隊的成員包括克里斯托弗社區有

限公司；里什與加德納建築公司  (Rich and Gardner Construction Company)；霍姆

斯、金、卡爾奎斯特  & 合夥人建築師有限責任合夥企業  (Holmes, King, Kallquist & 

Associates, Architects LLP)；該項目的所有方是哈勃布魯克公寓，普通合夥人是哈

勃布魯克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Harborbrook Apartments Management, Inc.)。克里斯托

弗社區有限公司是普通合夥人的唯一股東。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廳長

魯斯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哈勃布魯克公寓和圣卡

米魯斯社區中心合作提供住房、醫療護理、生活輔助服務，紐約州中部地區的老年

民眾因此能夠避免使用昂貴的養老院和醫院護理服務，並繼續居住在他們生活了一

輩子的社區內。州長承諾提供經濟適用房、優質醫療護理和持續經濟發展，從而保

持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勢頭，而哈勃布魯克公寓這類住宅小區正是這份承諾的一項

內容。」  

  

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生活輔助住房支撐著社區醫療護理服務，照事實看來，能夠

有效削減紐約州的總體醫療護理費用。由於葛謨州長的領導，衛生廳有幸幫忙為弱

勢紐約民眾提供經濟安全的住房；這筆投資將在今後產生效益。」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 ·巴頓  (Alicia Barton) 表

示，「從社區的長期可持續性和提高中低收入紐約民眾的能源負擔力出發，投資

於哈勃布魯克公寓這類節能住房是至關重要的。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本州推進相

關工作以確保新建工程和舊建築存量的重大改造工程優先考慮能源效率。」  

 

紐約州老人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the Aging) 代理主任格雷格·奧

爾森  (Greg Olsen) 表示，「我感謝葛謨州長發揮領導力並且認可提供高齡友善、

價格低廉的住房機會是在社區內獨立生活的首要條件。這筆最新撥款將幫助老年人

獲得所需的重要社區資源用於保持健康並積極參與社區生活，並支持州長做出的堅

定承諾，即讓紐約州成為國內首個高齡友善州。」  

 

眾議員比爾·馬格納瑞利  (Bill Magnarelli) 表示，「我祝賀圣卡米魯斯社區中心和克

里斯托弗社區有限公司動工建設哈勃布魯克公寓。  哈勃布魯克公寓將為老年人和

處於外傷性腦損傷康復進程中的民眾提供亟需的經濟適用房。  我很高興紐約州能



夠攜手圣卡米魯斯社區中心和克里斯托弗社區有限公司完成這個重要項目。  我期

待該項目竣工和開放。」  

 

郡長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哈勃布魯克公寓將提供價格低廉的租

賃公寓和服務，讓老年人能夠留在家中生活、幫助避免高昂的養老院護理費用、振

興戈德斯鎮和地方經濟。該項目再次表明葛謨州長致力於滿足本地區的需求，並推

動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戈德斯鎮代理鎮長傑瑞 ·阿布瑞戈  (Jerry Albrigo) 表示，「祝賀圣卡米魯斯社區中

心和克里斯托弗社區有限公司合作為戈德斯鎮以及奧農達加郡的居民實現該建設項

目，這兩個地方亟需經濟適用房。該項目顯示了鎮、郡、州、非營利夥伴開展合作

能夠取得的成就。」  

  

克里斯托弗社區有限公司總裁道格拉斯 ·瑞徹  (Douglas Reicher) 表示，「克里斯托

弗社區有限公司很自豪參與該項目，為我們社區內的老年人創造更加廉價舒適的無

障礙生活。我們很高興攜手圣卡米魯斯社區中心，為當地老年人提供優質住房以取

代昂貴的養老院和醫院護理。我要感謝葛謨州長和本州投資於哈勃布魯克公寓這類

項目，這類項目有助於鞏固地方經濟和提供安全處所安家。」  

  

圣卡米魯斯社區中心總裁艾琳 ·巴利特茲  (Aileen Balitz) 表示，「圣卡米魯斯社區

中心很高興與克里斯托弗社區有限公司合作，為我們社區內有需求的民眾提供生活

輔助服務。  哈勃布魯克公寓將為老年人以及有身體殘疾和 /或慢性疾病的民眾提供

可負擔的無障礙環境。  此外，該建築共有六十套公寓，其中二十套公寓被指定為

有資格透過圣卡米魯斯社區中心申請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撥款。 生活輔助住房計畫將幫助這些公寓內的住戶獲

取政府服務、社區服務、醫療護理服務以及附加服務，從而幫助這些住戶處理日常

生活事項。」  

 

關鍵銀行  (KeyBank) 副行長兼高級公關經理林妮  M 卡里斯-威爾遜  (Lynne M 

Callis-Wilson) 表示，「關鍵銀行很高興參與建設哈勃布魯克公寓。該項目極重要

的投入是葛謨州長設立的住房計畫和生活輔助住房計畫提供的資源，這些資源吸引

到額外的投資用於實現該建設項目。  該項目是紐約州、克里斯托弗社區有限公司

以及圣卡米魯斯社區中心開展的合作，我們需要更多諸如此類的合作用於滿足生活

輔助老年住房持續增長的需求，此類住房讓住戶能夠在原居養老、提供新機會、強

化地區成功的經濟建設戰略。」  

 

這個 1,260 萬美元的項目獲得的資金包括：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HCR) 生活輔助住房機會計畫  (Supportive Housing Opportunity 

Program) 提供的 280 萬美元資金；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中等收入住房計畫  

(Middle Income Housing Program) 提供的 912,048 美元資金；67 萬美元的聯邦政府



低收入住房退稅額  (federal Low 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這筆資金吸引到了  

6,900,900 美元的低收入住房退稅額配套資金；30 萬美元的紐約州低收入住房退稅

額 (New York State Low 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這筆資金吸引到了  192 萬美

元的州低收入住房退稅額配套資金；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提供的  5.6 萬美元

資金。美國關鍵銀行  (KeyBank N.A) 提供 7,346,254 美元的建設融資貸款，關鍵社

區發展公司  (Key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組成辛迪加提供退稅額、提

供 425 萬美元的配套資金、延期建設費用以及  983,094 美元的儲備金。該建設項

目預計將於  2018 年 7 月竣工。  

  

作為州長設立的具有意義重大的  200 億美元全面五年期住房計畫的組成內容，紐

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近期提供逾  5.88 億美元資金用於建造和維護多處經濟適用

房，包括撥款高達  1.75 億美元給生活輔助住房，用作生活輔助住房機會計畫的組

成部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的《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s，RFP)》從屬

於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臨時救濟

與殘障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Services) 提供的  6.5 億美元的

資本融資和預付的  3,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推進州長為打擊住房不穩定性和無家可

歸問題而提供的空前規模投資。《招標書》請見此處。  

  

加快纽约州中部地区崛起  (Central NY Rising)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

圖，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了

將近 30 億美元，用於為該方案奠定基礎，從而利用全球市場機會、促進創業並建

設包容性的經濟。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平；個人和企業所得稅

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錫拉丘茲市  (Syracuse)、奧斯威戈郡  (Oswego)、奧

本鎮 (Auburn)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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