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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和代理地區檢察官崗薩雷斯  (GONZALEZ) 宣佈欺詐租金管制租戶的  

房東開展認罪答辯  

 
被告承認企圖迅速驅逐租戶來優化布魯克林北區  (North Brooklyn) 街區  

 
葛謨州長設立的租戶保護小組  (Tenant Protection Unit，TPU)、布魯克林地區 

檢察官  (District Attorney，DA) 以及市政府各機構找到證據證明危險施工  

項目蓄意騷擾租戶  

 
租戶保護小組開展的執法活動已促致登記逾  5.5 萬套以不當手段逃避管制的公寓；  

追回逾  300 萬美元的多收房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和布魯克林區代理地區檢察官艾瑞克 ·崗薩雷斯 (Eric Gonzalez) 

今日宣佈布魯克林區的兩個房東承認蓄意欺詐並以破壞租戶公寓使之無法居住的手

段非法驅逐租戶，以迫使或企圖迫使租金穩定租戶搬離住宅，從而收取明顯更高的

市價租金。調查工作由州長租戶保護小組發起，涉及指控約爾 ·伊斯雷爾  (Joel 

Israel) 和阿姆羅姆·伊斯雷爾 (Amrom Israel)（又名亞倫  (Aaron)）在布西維克區  

(Bushwick)、威廉斯堡區  (Williamsburg)、綠點區 (Greenpoint) 擁有並管理的大約十

棟建築物有多棟發生極端騷擾和恐嚇事件，有鑒於此，租戶保護小組把案件提交給

布魯克林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以提起刑事檢控。  

 

「紐約州絕不容忍房東企圖欺詐或歧視設法安置自己或家庭的租金管制租戶，」

葛謨州長表示。「租戶保護小組將與我們的州及地方夥伴合作進一步打擊無良房

東，以確保充分懲罰此應受譴責行為的責任人。紐約州承諾保護租戶權益，並確保

在全州範圍內提供安全體面且價格適中的住房。」  

 

「今天的重罪認罪答辯應對布魯克林區的全體房東起到警示作用，他們若採取非法

行動騷擾及恐嚇租金管制公寓內的租戶，將無法逃避懲罰，」代理地區檢察官崗

薩雷斯  (Gonzalez) 表示。「任何人若嘗試透過觸犯法律和苛待租戶來從激增的市

場租金中獲利，必將面臨嚴重的後果。我承諾繼續大力起訴公然藐視法律、企圖非

法驅逐受保護租戶的建築物業主。」  

 

「州長租戶保護小組持續為租戶爭取權益，讓這些租戶在房東企圖收取市價租金的

公寓內生活而不必擔心遭受恐嚇或苛待，」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NYS HCR) 署長詹姆斯  S. 魯賓  (James S. 



Rubin) 表示。「租戶保護小組找到民事或刑事違法證據後相應推進調查工作，並

代表弱勢租戶在法律允許的最大限度內尋求起訴和採取恰當的法律行動。這個長期

的陰謀造成的後果尤其嚴重，因為它令租戶失去管道設備和烹飪設備長達數月，造

成危險且絕望的居住環境。這是租戶保護小組提起的若干刑事訴訟中的第一宗案

件，該案件發出明確的訊息，即州政府與執法部門密切合作，站在最前線保護租戶

權益。」 

 

「今天我們發出一條訊息，若房東企圖迫使租戶搬離住宅並收回社區內現有的租金

穩定住房，執法部門不會袖手旁觀，」紐約市住房維護與發展局  (New York City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NYC HPD) 局長維吉·貝恩  (Vicki Been) 

表示。「在多年開展嚴格的執法工作和法律行動後，紐約市住房維護與發展局很

高興近期與地區檢察官共同迎接居民返回其在拿騷大街  (Nassau) 300 號修繕完畢

的住宅，該物業是歸約爾·伊斯雷爾 (Joel Israel) 和亞倫·伊斯雷爾 (Aaron Israel) 所

有並管理的數棟房產之一。我想感謝布魯克林區代理地區檢察官艾瑞克·崗薩雷斯 

(Eric Gonzalez) 延續已故的肯·湯普森 (Ken Thompson) 發起的重要工作，嚴肅對待

住房犯罪並追究諸如伊斯雷爾  (Israel) 這類房東的責任。」  

 

代理地區檢察官表示，被告約爾·伊斯雷爾  (Joel Israel)，35 歲，及其哥哥阿姆羅

姆·伊斯雷爾  (Amrom Israel)（又名亞倫  (Aaron)），38 歲，兩人均居住在布魯克林

區市政公園街區 (Borough Park) 內，及其名下公司，即  JBI Management Inc.、

Linden Ventures LLC、324 Central Realty LLC、Salmor Realty 2, LLC、Salmor Realty 

LLC 今日在布魯克林區最高法院大法官丹尼·宗 (Danny Chun) 面前承認犯有一項一

級蓄意欺詐罪和多項非法驅逐罪。  

 

被告與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簽訂認罪協議，兩人將接受五年緩刑；每人須做  500 小

時的社區服務；並提供大約  24.8 萬美元的退款給八個遭受騷擾並分別居住在下列

地點的租戶：布西維克區林登街  (Linden Street) 98 號，布西維克區中央大道  

(Central Avenue) 324 號，綠點區拿騷大街  (Nassau Avenue) 300 號，威廉斯堡區洪

堡街  (Humboldt Street) 15 號，布西維克區伍德拜恩街  (Woodbine Street) 386 號。

公司法人將被判處有條件釋放。  

 

作為認罪條件，被告伊斯雷爾  (Israel) 兩兄弟將清償州長租戶保護小組提出的索

賠，同意簽署五年清償協議，除此之外，被告還須為其名下擁有和 /或管理租金管

制建築物及公寓的公司制定政策和章程；僱用獨立的監督人員直接向租戶保護小組

和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匯報工作，並監督被告的租金管制房產，確保被告在緩刑期內

遵守租金法；出資  10 萬美元設立『租戶補償貨幣基金  (Tenant Compensation 

Monetary Fund)』，資金由監督人員管理並經租戶保護小組批准後用於補償因受到

騷擾、JBI 公司減少服務或採取其他非法行動而搬離公寓和 /或經歷傷害的租戶。

除這筆款項外，被告還需支付刑事補償金。  

 

代理地區檢察官表示，根據認罪供詞，作為房東和管理者，約爾 ·伊斯雷爾 (Joel 

Israel)、其哥哥阿姆羅姆·伊斯雷爾  (Amrom Israel) 及兩人的公司在布魯克林北區擁



有或控制至少五棟租金穩定建築物。被告了解其建築物受租金穩定法管轄，包括其

租戶有權獲得規定的服務、續租、限定其支付的房租金額並且不被驅逐，但法律要

求的情況除外。在全部五棟建築物內，被告蓄意騷擾租戶、驅逐租戶並否定租戶的

財產權。此陰謀旨在讓租金穩定租戶搬離公寓，從而按市價出租公寓以賺取更大利

潤。 

 

參議員馬丁·馬拉維·迪朗  (Martin Malavé Dilan) 表示，「伊斯雷爾  (Israel) 兩兄弟

今天簽署認罪協議表明，每個人，從布魯克林區的租戶到地區檢察官崗薩雷斯  

(Gonzalez) 和葛謨州長，都已經受夠了無良房東肆意踐踏我們的社區和住宅法。今

天簽訂的協議正是這兩人應受的懲罰。我讚賞葛謨州長、租戶保護小組以及地區檢

察官崗薩雷斯  (Gonzalez) 開展的工作，並感謝他們把這兩人繩之以法。讓該案件

傳遞訊息給所有可能成為無良房東的人。」  

 

州眾議院議員馬麗特薩·達維拉  (Maritza Davila) 表示，「我的長期選民面臨著每天

搬家的財務現實。包括但可惜不僅限於約爾·伊斯雷爾 (Joel Israel) 和亞倫·伊斯雷

爾  (Aaron Israel)，一些房東表現出的貪婪可能會破壞我們的社區。我們不能讓這種

情況發生。由於州長租戶保護小組聯合布魯克林地區檢察官辦公室開展良好的工

作，以及我們當地社區組織開展的工作，我們避免了這場災難並伸張了正義。我希

望這次認罪答辯在房東團體內引起共鳴，並提醒人們，紐約全體民眾都理應得到體

面的住房並將獲得法律保護。」  

 

州眾議院議員艾瑞克·馬丁·迪朗  (Erik Martin Dilan) 表示，「我們感謝已故的地區

檢察官肯尼思·湯普森  (Kenneth Thompson) 提出這項舉措，感謝代理地區檢察官艾

瑞克·崗薩雷斯  (Eric Gonzalez) 延續這種局面。並感謝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署

長詹姆斯·魯賓  (James Rubin) 致力於保護我們地區以及全州的租戶。」  

 

紐約市法律服務處  (Legal Services NYC) 訴訟主任愛德華·約瑟夫森  (Edward 

Josephson) 表示，「很高興聽聞伊斯雷爾  (Israel) 兩兄弟的受害者們今天贏得了

實質正義，這兩兄弟在苛待租金管制租戶方面創下新低。我們很高興看到這些臭名

昭著的房東被迫承認其欺詐行為，並支付賠償金給政府以及因其行為而承受痛苦的

租戶。」 

 

租戶保護小組自  2012 年成立以來開展的執法活動已透過和解協定和行政訴訟促致

登記逾 5.5 萬棟以不當手段逃避規管的公寓，並已為不明真相的租戶追回超過  300 

萬美元的多收房租。  

 

租戶保護小組為此案件提供協助的人員包括：租金稽查員瑞恩尼爾 ·威爾遜 

(Ryoneal Wilson)、助理律師卡里斯·拉斯馬森  (Karis Rasmussen)、高級律師莫尼克·

托馬斯  (Monique Thomas)、法務主管維尼塔  N. 錢伯斯  (Vernitta N. Chambers) 負責

指導、調查主任路易斯·格雷 (Lewis Gray)、格雷戈里  C. 費維爾  (Gregory C. Fewer) 

局長負責指導，並由理查德  R. 懷特 (Richard R. White) 全面監督。 

 



紐約市住房維護與發展局設立的『緊急維修計畫  (Emergency Repair Program)』自  

2002 年起花費超過  42,034 美元在拿騷大街  300 號修理多處隨時可能發生危險的

住房，並先於市政府認定建築物條件威脅到租戶的生命、健康、安全並因此讓租戶

搬離建築物前提出多起住房法庭訴訟，其中包括一起綜合案件。2014 年，居民在

布魯克林法律服務公司  (Brooklyn Legal Services Corp.) 的幫助下提出  7-A 訴訟。地

區檢察官和紐約市住房維護與發展局住房訴訟處  (Housing Litigation Division) 與這

些居民一起成功爭取到法院決議，用於任命一位  7-A 管理員。紐約市住房維護與

發展局為拿騷大街  300 號的 7-A 管理員提供大約  56.5 萬美元的  7-A 財務補助金，

用於維修或更換重要系統並開展其他維修工作。此外，紐約市住房維護與發展局執

法與街道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Enforcement and Neighborhood Services) 大力參與保

護林登街 98 號和沙弗街  224 號的租戶，並持續與這些建築物內的居民合作設法開

展大規模維修。  

 

對本案提起公訴的人員包括：助理地區檢察官加文  W. 邁爾斯 (Gavin W. Miles)、地

區檢察官欺詐調查局  (Frauds Bureau) 法律顧問兼地區檢察官調查處  (Investigations 

Division) 高級助理地區檢察官薩曼莎·馬尼亞尼 (Samantha Magnani)、助理地區檢

察官理查德·法雷爾 (Richard Farrell) 負責監督、房地產欺詐調查組  (Real Estate 

Fraud Unit) 組長兼助理地區檢察官菲利斯·桑圖匹  (Felice Sontupe)、欺詐調查局局

長、執行助理地區檢察官威廉  E. 謝弗 (William E. Schaeffer) 負責全面監督，地區

檢察官辦公室調查處處長、副處長帕特麗夏·麥克尼爾 (Patricia McNeill)。  

 

住在租金管制公寓內並認為正受騷擾的租戶應透過  (718) 739-6400 或  

TPUinfo@nyshcr.org 聯絡租戶保護小組。欲了解更多有關州長的租戶保護單位的資

訊，請訪問  www.nyshcr.org/TP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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