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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新斥資 1,550 萬美元的奧奈達郡 (Oneida) 老年人經濟適用房住宅社

區竣工  

  
位於空置校址上的傑森·基維特紀念老年人建築群 (Jason Gwilt 

Memorial Senior Complex) 包含 50 套經濟適用房和輔助性公寓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維羅納鎮 (Verona) 耗資 1,550 萬美元的傑森·基維特紀念老

年人公寓開發專案竣工，該專案包含 50 套經濟適用住房。這個新建的混合用途建築群位

於西爾万和維羅納海灘小學 (Sylvan and Verona Beach Elementary School) 的原址上，

包含海灘百匯中心 (Parkway Center at the Beach) 老年中心，是麥可山谷地區經濟發展

委員會 (Mohawk Valle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的一個優先專案。  

  
葛謨州長表示，「紐約州的老年人應當獲得獨立生活所需的支援，以及屬於他們自己的

經濟適用房。透過將一所空置的學校改造成現代化的節能型住宅，並為其配備重要的服

務，我們成功建立起了一項社區資產，它將在未來數十年造福於奧奈達郡的居民。」  

  
葛謨州長承諾透過本州史無前例的 200 億美元五年期住房計畫 (Housing Plan)，使所有

紐約民眾都能夠獲取安全可靠、價格合宜的住宅，而這個專案便是該承諾的一部分。本

計畫透過修建和維護超過 10 萬套經濟適用房和 6,000 套生活輔助住房，使住房更容易

獲取，並能對抗遊民問題。  

  
2011 年以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在麥

可山谷 (Mohawk Valley) 地區投入了近 2.32 億美元資金，用於資助 32 個多戶住宅開發

專案，建造或維護了 2,300 套經濟適用房。  

  
這個公寓建築群是以傑森·基維特命名的，他曾就讀於西爾万和維羅納海灘小學，16 歲

時死於癌症。地面上有一塊紀念牌，以及他的同學為了紀念他而種植的樹。  

  
新開發的專案包含 44 套一臥室和 6 套兩臥室的住宅，是 55 歲及以上的低收入成年人能

夠負擔的。其中 15 套公寓與支援性服務掛鉤，這些服務由葛謨州長的《帝國州支援性

住房計畫》(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資助，由紐約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負責管理。這些公寓專為那些需要獲取協助以進行獨立生活的居

民而保留。  

  



所有公寓均符合 HCR 的綠色建築標準，並配備了具有能源之星標誌的電器，以及節約

用水和能源的裝置和設備。  

  
該建築群包含多個共用的社區活動室、一個庭院、多個洗衣和儲藏設施，並設有現場

停車位。所有公寓均可供訪客進入，其中部分還包括底層的庭院空間。西爾万海灘 

(Sylvan Beach) 社區（包括商店和活動）、奧奈達湖 (Oneida Lake) 以及維羅納海灘

州立公園 (Verona Beach State Park) 均近在咫尺。  

  
住戶還可以使用建築群內全新的海灘百匯中心，這是一個綜合性現場老年中心，提供健

康和保健計畫、俱樂部、教育課程以及娛樂和健身機會。百匯中心由暮年生活公司 

(ElderLife Inc.) 負責管理。  

  
開發商為奧奈達市住房管理局 (City of Oneida Housing Authority) 和美國諾斯塔開發有

限公司 (Norstar Development USA, L.P.)。  

  
紐約州在這個 1,550 萬美元的開發專案中的投資，包括透過低收入住房信貸計畫 

(Low-Income Housing Credit Program) 獲得的近 1,000 萬美元股權，以及 HCR 提供

的 280 萬美元的補貼，其中 210 萬美元由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管理的無家可歸者住房援助計畫 (Homeless 

Housing Assistance Program) 提供。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透過低層住宅新建工程計畫 (Low-Rise 

Residential New Construction Program) 提供了 5 萬美元。  

  
奧奈達市住房管理局提供了 43 萬美元。其他資金來自於奧奈達郡以及赫基默與奧奈達

郡社區基金會 (Community Foundation of Herkimer & Oneida Counties, Inc.)。紅石股份

合作公司 (Red Stone Equity Partners) 是低收入住房稅收抵免投資者，科凱銀行 

(KeyBank, N.A.) 提供了建築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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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益於科葛謨長的住房計畫，這座 1950 年代的學校建築現在被改造成 50 套全新的無

障礙公寓和一個備受期待的老年中心。這個新社區是以傑森·基維特命名的，這是一位年

輕的癌症患者，他曾在這所學校就讀，他的同學們專門為他立了一塊美麗的紀念碑，就

保存在這裡，想到這一點就讓人覺得非常暖心。透過我們 1,550 萬美元的投資，該鎮和

我們的合作夥伴得以共同為這個社區打造一個有意義的新專案。這個社區在紀念過去的

同時，也為所有人推進一個更強大、更包容的未來。」  

  
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Health) 廳長霍華德·紮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

示，「傑森·基維特紀念老年公寓再次例證了葛謨州長對於帝國州支援性住房計畫的承

諾，同時州長也致力於促進經濟繁榮和社會公平。維羅納鎮讓居民能夠獲取安全的經濟

適用住房，這不僅可以改善居民的整體健康，還可以讓他們繼續留在自己的社區並參與

其中。」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局 (NYSERD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多琳 M. 哈里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NYSERDA 對這個奧奈達郡經濟適用房專案的支援，將為低收入老年人

提供安全舒適的支援性生活空間，它們不僅節能且有益於環境，也是對社區居民傑森·基

維特的一個永久致敬。這個專案支援我們的目標，即減少全州建築物的能源使用，同時

確保所有紐約州民眾都能獲得向清潔能源經濟轉型所帶來的好處。」  

  
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主任麥克·黑因 (Mike Hein) 表示，「紐約州的老年人

應當能夠有尊嚴地養老，沒有住房不安全或無家可歸的隱患。傑森·基維特紀念老年公寓

是適應性再利用的一個絕佳例證，因為公寓為奧奈達郡的老年人提供了安全、可負擔的

支援性住房，為一座沉眠已久的學校建築注入了新的生命，最重要的是，它紀念了一位

年少時不幸逝去的前學生。我們很自豪能夠成為這個專案的支持者，並且高度讚揚葛謨

州長在解決整個紐約州的無家可歸問題上持續發揮領導作用。」  

  
參議員約瑟夫·格瑞弗 (Joseph Griffo) 表示，「傑森·基維特紀念老年公寓是維羅納海灘

-西爾万海灘區域的一個備受歡迎的新專案。這個符合需求的專案包括重新開發一棟已經

空置多年的建築，專案為當地的老年人提供機會，讓他們能夠在家一般的社區裡過上健

康、積極、獨立的生活。」  

  
眾議員肯·布蘭肯布什 (Ken Blankenbush) 表示，「這些老年公寓的開放對於符合條件

的人來說是一個大好消息。這個設施將為奧奈達郡區域內許多尋求庇護所或日常生活援

助的人士提供救濟。我很高興能夠支持傑森·基維特紀念老年公寓的建成開放。」  

  
奧奈達郡縣長小安東尼 J. 皮森特 (Anthony J. Picente Jr.) 表示，「祝賀奧奈達住房管

理局和百匯中心成功建立起這個獨特的夥伴關係，從而為我們社區的成員服務。我們很

高興能夠參與到這個專案當中，它創建了更多的住房，並為居民參加有意義的社會活動

提供了一個焦點。」  

  
維羅納鎮鎮長斯科特·穆薩基奧 (Scott Musacchio) 表示，「傑森·基維特紀念老年公寓

是為我們社區錦上添花的一個新專案，我想感謝參與其中的每個人，感謝他們為了完成

這項艱巨的任務所付出的努力。」  

  
奧奈達市住房管理局執行局長羅伯特·沃爾特斯 (Robert Walters) 表示，「我們遇到了

許多優秀的個人、組織、機構和政客，他們都為我們的傑森·基維特紀念老年公寓做出了

貢獻，我們將這個專案稱為奧奈達郡西部的一顆鑽石。我要感謝參與這段旅程的每一個

人，我希望這個專案能像我們預期的那樣，滿足我們的居民和周圍社區的需求。」  

  
百匯中心執行主任凱利·沃爾特斯 (Kelly Walters) 表示，「我們很高興能夠與奧奈達住

房管理局共同參與這個專案，以擴大百匯中心的計畫和服務，使之不僅能夠覆蓋新公寓

樓的居民，還能覆蓋奧奈達郡西部的居民，從而確保 50 歲以上的人士有機會過上健康

且充滿活力的生活。」  

  



美國諾斯塔開發有限公司總裁理查德·L.·希金斯 (Richard L. Higgins) 表示，「傑森·基

維特紀念老年公寓專案為奧奈達郡西部的老年人提供了迫切需要的全新經濟適用住房、

服務和計畫。諾斯塔開發公司很榮幸能與奧奈達市住房管理局合作開展這項社區工作，

並期待看到它在未來取得成功。」  

  
社區基金會主席/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迪克斯 (Alicia Dicks) 表示，「這個專案直接匹配

了我們的主要優先事項之一，那就是透過建立影響中心來為目標社區提供多種服務，在

這個專案中，我們的目標社區便是老齡人口。這個專案體現了我們基金會以及我們像百

匯中心這樣的長期合作夥伴的承諾，即確保老年人獲得他們所需的服務，從而保障他們

的福祉。」  

  
紅石股份合作公司的首席業務發展官理查德·羅伯特 (Richard Roberts) 表示，「紅石股

份合作公司很榮幸能與美國諾斯塔開發公司和奧奈達市住房管理局合作，為傑森·基維特

老年紀念公寓提供約 1,000 萬美元的稅收抵免股權。這個專案代表著一個絕佳的機會，

它對社區內長期空置的建築進行改造和重新利用，使之成為老年人的經濟適用住房和老

年社區中心。」  

  
科凱銀行高級關係經理凱特·德·拉·加爾薩 (Kate De La Garza) 表示，「科凱銀行很榮幸

能為維羅納鎮的傑森·基維特紀念公寓提供 1,080 萬美元的建築融資。我們很榮幸能與奧

奈達住房管理局和美國諾斯塔開發公司合作，為老年居民實現這個經濟適用房的開發專

案。這個公寓專案按照綠色標準進行建造，並且提供服務和綜合社區空間，這正是紐約

州老年人所需要的住房類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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