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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及亞當斯市長宣佈布朗克斯區投資 1.89 億美元的平價住房和生活輔助住房開

發專案開始動工  

  
星山一期工程將在莫里斯高地新建 326 套平價住房，為失所成年人群提供 200 套生活輔

助住房  

  
效果圖請見此處  

  
  

凱西．霍楚爾州長和紐約市長埃裡克．亞當斯 (Eric Adams) 今天宣佈，位於布朗克斯區 

(Bronx) 莫里斯高地 (Morris Heights) 路段投資 1.89 億美元的平價住房開發專案開始動

工。星山一期工程 (Starhill Phase I) 將會建成 326 套平價公寓，包括 200 套為失所人士

提供支援服務的房屋。  

  
「這一開發專案將為布朗克斯區的 300 多名居民提供安全穩定的住房，同時也會提供關

鍵資源和便利設施，以長期支援莫里斯高地社區。」霍楚爾州長表示。「由於國內的負

擔能力危機將租金和其他成本推向新高，我的政府正透過一項投資 250 億美元的計劃來

應對危機，以此提供高品質的平價生活輔助住房，幫助穩定和改善紐約民眾的生活。感

謝亞當斯市長、市議會和其他利益攸關者在這個專案上的合作，亦期待著這些人士能夠

繼續參與加強紐約社區的工作。」  

  
「安全穩定的平價住房是繁榮且具有包容性城市的根基，因此我們正確保在住房方面不

會遺忘任何紐約民眾。」亞當斯市長表示。「我們的政府計劃為最有需求的紐約民眾建

造生活輔助住房，我們正在大力推進這項工作。我們正在與霍楚爾州長密切合作，為紐

約民眾『完成工作』，建設更為強大和公平的城市。」  

  
星山一期工程是霍楚爾州長提出的更平價、更公平和更穩定全面住房計劃的組成部分。

州長在「2023 財年頒行預算案 (FY2023 Enacted Budget)」中引入並成功確保了一項新

的 250 億美元的五年期綜合住房計劃。這項計劃將在紐約建造或保留 100,000 套經濟住

房以增加住房供應，其中 10,000 套配備面向弱勢群體的生活輔助服務，並為另外 

50,000 套住房安裝電氣。  

  
星山一期工程將包括一棟 14 層的多戶住宅建築和一棟相連的單層便利設施建築。工地

面積達到兩英畝，之前由一間舊醫院用作住宅治療中心，後被拆除。經過 2018 年傑羅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sites%2Fdefault%2Ffiles%2F2022-07%2FStarhill_Rendering.pdf&data=05%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60507204b0384d86cb2008da6fe0e019%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45309129425901%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oO9haCK%2BvGb7pd6puyNkNZBpDpbikij4EGR%2BZA2Y2fY%3D&reserved=0


姆廊道重新分區 (2018 Jerome Corridor Rezoning) 之後，這一地塊可以用於實施綜合開

發專案。  

  
新建築將會包括面向失所成年人群的 200 套公寓，包括患有藥物濫用障礙或雙重失調的

人士。這些居民將獲得由紐約州成癮服務與支援辦公室 (Office of Addiction Services 

and Supports, OASAS) 管理的帝國州支援性住房專案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資助的居家生活輔助服務和租金補貼。  

  
相關服務包括個案管理、家庭諮詢、就業前培訓和金融知識研討會。這些服務屬於自願

性質，可以根據每位租戶的需求制定個人化服務，在促進獨立生活技能的同時也保持穩

定的租賃狀態。服務機構為邊緣群體服務組織 (Services for the Underserved, S:US)。  

  
其餘的公寓將面向家庭收入為當地中等家庭收入 30% 至 80% 或以下的家庭。其中一間

公寓將預留給公寓管理員。  

  
住宅設施包括一個後院和二樓露台上的靜態康樂區。室內設施包括公寓社交服務、健身

室、公寓洗衣房、兒童遊戲室、電腦室和每個單位的免費網路連接。此外，入口將會配

備 24 小時保安。  

  
星山一期工程位於布朗克斯的莫里斯住宅區，交通便利，可以使用醫療、教育和公共服

務等本地便利設施。開發專案臨近 10 條 MTA 公交線路，以及 4 號、B 線和 D 線列

車。星山一期工程的開發商為布朗克斯專業集團 (Bronx Pro) 和邊緣群體服務組織 

(S:US)。  

  
星山一期工程的州融資包括 2,060 萬美元的永久性免稅債券、聯邦低收入住房稅收抵免 

(Federal Low-Income Tax Credits) 產生的 8,050 萬美元的股權，以及由紐約州住房與社

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提供的 3,150 萬美元補

貼。紐約市住房維護與發展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NYC HPD) 現已透過「支援性住房貸款專案 (Supportive Housing Loan 

Program)」提供了 3,150 萬美元。紐約市議會提供 100 萬美元。  

  
星山二期工程預計將會包括約 244 套額外的生活輔助平價公寓。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廳長路思安．維斯瑙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

「星山一期工程設有 326 套公寓，包括 200 套提供生活輔助服務的公寓，這是我們持續

努力以擴大布朗克斯區優質平價住房供應的最新範例。星山一期工程為有需要的人群提

供免費網際網路、優秀設施和社會服務，因此可為入住此處的個人和家庭帶來更加光明

和健康的未來。祝賀布朗克斯專業集團和邊緣群體服務組織，這兩間組織的合作夥伴關

係和願景令這一變革性開發專案在莫里斯高地開出碩果。」  

  
成癮服務和支援辦公室主任池納祖．坎寧安 (Chinazo Cunningham) 表示，「州長的

『帝國州支援性住房計劃』將為全州最脆弱的人群提供服務。這一舉措是成癮服務和支



援辦公室提供連續服務的重要助力，有助我們支援個人改善健康狀況。布朗克斯區這一

首期開發專案將能滿足高危紐約民眾的需求，包括患有藥物濫用障礙的人群。我們非常

榮幸能夠參與這項重要工作。」  

  
紐約市首席住房官傑西卡．卡茨 (Jessica Katz) 表示，「為紐約民眾提供住房是幫助那

些遭遇無家可歸、心理健康或藥物濫用問題的人群重建生活的最重要步驟。星山公寓即

將迎接數百位紐約民眾前來入住，在莫里斯高地建設新的社區。作為我們全市住房戰略

『為鄰居提供住房 (Housing Our Neighbors)』計劃的工作內容，我們致力於建造高品質

的平價住房。我很榮幸能夠與布朗克斯專業集團和邊緣群體服務組織一起迎來這個令人

期待的新專案。」  

  
紐約市住房維護與發展局局長小阿道夫．卡利昂 (Adolfo Carrión Jr.) 表示，「星山公

寓是本屆政府致力於為最弱勢紐約民眾實現目標的出色典範——安全平價的生活輔助住

房，以及幫助居民持續發展的服務和便利設施。星山公寓完工之後將會成為本地最為大

型的新建生活輔助住房專案，可以提供 326 套平價住房，其中 200 套是專為無家可歸者

保留的生活輔助住房。這並非小事，而是我們加快速度為更多紐約民眾提供住房工作的

重要里程碑，值得慶祝。」  

  
國會議員里奇．托雷斯 (Ritchie Torres) 表示，「隨著我們繼續從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恢復，在處理紐約市的住房危機方面，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臨時解決方

案，這一點非常明顯。州長和市長採取措施開發住房令人感到鼓舞，這些住房將為我所

在地區的無家可歸者和低收入家庭提供支援。」  

  
參議員喬伊．M. 賽拉諾 (José M. Serrano) 表示，「新的星山平價住房開發專案有助解

決布朗克斯和市內眾多民眾當前所面臨的住房危機，同時也能為居民提供免費的網際網

路、個案管理、家庭諮詢、就業前培訓和金融知識研討會。非常感謝紐約州住宅和社區

重建廳、霍楚爾州長和亞當斯市長所做的努力，令這 326 個單位的平價住房機會成為現

實。」  

  
眾議員拉托亞．喬依娜 (Latoya Joyner) 表示，「星山一期工程可以增加布朗克斯家庭

獲得平價住房的機會，因此對莫里斯高地的未來而言是一項備受青睞的投資。我期待著

與霍楚爾州長合作，以今天公佈的承諾作為基礎，繼續工作；我亦非常榮幸能夠與州長

合作，共同尋求方法以解決本地家庭所面臨的平價住房危機。」  

  
布朗克斯區區長凡妮莎．L．吉布森 (Vanessa L. Gibson) 表示，「看到這一開發專案

進入目前階段，在接近莫里斯高地交通的地段建造生活輔助平價住房，我感到非常高

興。民眾對於安全永久住房的需求達到歷史新高，而此類專案則是我們處理本地住房問

題的關鍵因素。我要感謝紐約州住房和社區重建廳、紐約市住房維護與發展局、布朗克

斯專業集團和紐約市議會對我們社區所注入的重大投資。」  

  
紐約市議員皮耶里娜．桑切斯 (Pierina Sanchez) 表示，「我們的城市面臨平價住房危

機，而第 14 區的租金和驅逐租客率持續上升，因此，紐約能夠提供資金，幫助在莫里



斯高地新建平價住房開發專案，我感到非常高興。星山一期工程投資 1.89 億美元的開發

專案將能建造 326 套平價住房單位，包括 200 套可為失所鄰居提供居家社會服務的住房

——這項投資是市政致力於為最弱勢紐約民眾提供資助的見證。這項開發專案的住戶將

能獲得現場服務、便利設施、便利交通，以及免費網際網路存取等基本公共事業服務。

住房問題是困擾我的選民的一大問題，而建設這一開發專案將對第 14 區居民提供重要

支援，包括區內的失所社區成員。」  

  
邊緣群體服務組織總裁兼執行長豪爾赫．R. 佩蒂特 (Jorge R. Petit) 博士表示，「家並

不僅僅是一片屋頂。而是穩定、安全、社區和歸屬感。星山公寓將為經歷過無家可歸、

貧困、成癮和心理健康問題的紐約民眾帶來希望、前景和機會。作為一個促進社會正義

的組織，邊緣群體服務組織非常自豪能夠為紐約民眾提供服務和支援，助其獲得其所應

得的家園。我們非常榮幸能夠與合作夥伴合作，在布朗克斯區建設生活輔助平價住

房。」  

  
布朗克斯專業集團執行長薩曼莎．瑪吉斯托 (Samantha Magistro) 表示，「布朗克斯專

業集團非常高興能夠參與星山公寓的後續篇章和重塑工作。星山一期工程旨在彰顯這一

地塊在醫療和心理健康護理方面的歷史，同時也滿足了莫里斯高地目前對於平價住房和

新開放空間的需求。我們期待與邊緣群體服務組織、紐約市、紐約州、貸款單位和社區

利益攸關者共同建造這座新的住宅。」  

  
企業社區合作夥伴 (Enterprise Community Partners) 副總裁兼紐約市場負責人巴巴．

哈爾姆 (Baaba Halm) 表示，「除了目前面臨的住房危機，我們的城市也遭遇疫情所帶

來的長期經濟影響，因此增加平價住房供應，尤其是提供生活輔助服務的住房，變得空

前重要。我們非常自豪能夠與長期合作夥伴布朗克斯專業集團、邊緣群體服務組織和其

他公司合作，為布朗克斯區帶來關鍵的平價住房和生活輔助住房。」  

  
大通銀行社區發展銀行業務 (Community Development Banking for Chase) 執行董事

簡．希爾弗曼 (Jane Silverman) 表示：「我們非常自豪能夠與布朗克斯專業集團和邊緣

群體服務組織合作，共同開發這一轉型專案，為曾經的失所人群和周邊社區建設有助改

變生活的住房。我們仍然致力於與紐約的地方組織合作，建設安全優質的居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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