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11 月 30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布朗斯維爾耗資 8,200 萬美元的可負擔支援性住房開發項目竣工  

  

活力布魯克代爾綜合樓 (Vital Brookdale Complex) 是布魯克林市中部的一棟現代節能的
新建築，擁有 160 套公寓和注重健康的社區空間  

  
第一棟建築是根據該州的活力布魯克林計畫完成，在布魯克林中部建造 4,000 套可負擔

住房，並解決健康差距問題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位於布魯克林布朗斯維爾開發項目竣工，該項目包括 160 套

可負擔支援性住房和 25,000 平方英尺注重健康的社區空間。這項耗資 8,200 萬美元的開

發項目被稱為「活力布魯克代爾」(Vital Brookdale)，是根據「活力布魯克林計畫」

(VitalBrooklyn Initiative) 完成的十個可負擔住房開發項目中的第一個，旨在解決布魯克林

中部的歷史性不平等和投資減少問題。  

  

霍楚爾州長表示，「布魯克林中部緊迫的健康和住房需求長期得得不到滿足，但作為回

應，我們正以大膽和創新的解決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在活力布魯克林計畫的指導下，我

們正在與當地合作夥伴密切合作建造更多的住房，改善獲得醫療保健的機會，並提供居民

安居樂業所需的支援性服務。活力布魯克代爾是我的政府致力於為所有紐約民眾增加優質

可負擔住房供應的最新例子。」  

  

活力布魯克代爾項目補充了霍楚爾州長所提出的目標，即在 2030 年之前建設 200 萬套氣

候友好型住房，同時還有助實現更平價、更公平和更穩定的全面住房計畫。在 2023 財政

年度州預算案中，州長引入並成功地獲得了一項五年期綜合住房計畫，該計畫耗資 250 

億美元，將在紐約建造或保留 100,000 套可負擔住房來增加住房供應，其中 10,000 套配

備支援性服務的住房面向弱勢群體，並為另外 50,000 套住房安裝電氣。  

  

該開發專案是紐約州 14 億美元的活力布魯克林計畫的一部分，該計畫旨在建造 4,000 套

可負擔住房，來解決布魯克林高需求社區長期存在的社會、經濟和健康差距問題。  

  

活力布魯克代爾位於錢德勒-沃特曼區東 98 街 535 號 (535 E. 98th St 11212, Chandler-

Waterman's district)，是一棟七層高的建築，裡面有 160 套公寓，其中 36 套作為支援性

住房。有 10 套公寓留給超過寄養年齡的青年，26 套公寓留給智力和/或發育障礙的個



人。現場支援服務由紐約棄嬰收養院 (The New York Founding) 提供。對於超過寄養年齡

的青年，透過參加帝國州輔助性住房專案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與紐約州兒童和家庭服務辦公室 (NYS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合作提供

援助。 紐約市發育障礙者辦公室 (NYS Office f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為智力和/或發育障礙者提供支援服務。  

  

包括 32 套單間公寓、63 套一居室、59 套兩居室和六套三居室公寓。多數公寓將提供給

收入為或低於地區平均收入 的 60% 的家庭，26 套公寓將提供給收入不超過 AMI 的 80% 

的家庭。  

  

25,000 平方英尺的注重健康的社區空間將配備布魯克代爾醫院 (Brookdale Hospital) 運營

的醫療診所、社區就業培訓計畫、社區新鮮食品計畫以及為 The New York Founding 提

供的辦公空間。  

  

居民可以使用二樓露臺，以及帶遛狗區、遊樂場、被動娛樂和休息區的風景優美的前後庭

院。免費提供全建築無線網際網路接入，以與州長消除數碼鴻溝的目標保持一致；多用途

社區室；遊戲室；圖書館/居民共同工作空間；健身室；洗衣房；冷藏櫃和包裝室；和單

車儲藏室。  

  

該開發項目正在尋求美國被動住宅協會 (Passive House Institute US, PHIUS) + 2015 認

證，這是一項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效率的國際建築標準。活力布魯克代爾擁有 

100kW 屋頂太陽能光伏系統、高效能機械系統、隔熱材料和窗戶、LED 照明、低流量水

固定裝置，以及其他節能措施，以提高舒適性、經濟性和可持續性。  

  

開發團隊包括 MDG 設計和建設公司、Smith & Henzy Affordable Group 和紐約棄嬰收養

院。  

  

為活力布魯克代爾進行的州融資包括 1,390 萬美元的永久免稅債券、將產生 3,280 萬美元

股權的聯邦低收入住房稅收抵免 (Federal 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 以及來自紐

約州房屋和社區重建署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的 3,040 萬美元補貼。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的多家庭新建築計畫將提供 30 萬美元的支援，以及超過 

161,000 美元的 NY Sun 獎勵。紐約州發育障礙人士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將為 26 套支援性住房的支援服務和房租補貼提

供資金，紐約州心理健康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將為 10 套支

援性住房的支援服務和房租補貼提供資金。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廳長路思安．維斯

瑙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活力布魯克代爾體現了該州的活力布魯克林

計畫如何擴大獲得醫療保健、優質住房、就業培訓和社區服務的機會。這項 8,200 萬美元

的投資在一棟建築中建造了 160 套新的可負擔住房，該建築旨在滿足可持續發展的最高

標準，同時提供寶貴的社區空間，為服務於社區的醫療機構提供場所。透過這種支援性和



注重健康的發展項目，我們正在增加急需的住房供應，並解決布魯克林中部社區幾十年來

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問題。」  

  

紐約州發育障礙人士辦公室專員克里．內菲爾德 (Kerri Neifeld) 表示，「我們很高興能

夠與我們的州機構和我們的提供者合作夥伴一起參與活力布魯克代爾項目。 為發育障礙

者預留的 26 套住房增加了人們在社區獲得安全和可負擔住房的機會。我們讚揚霍楚爾州

長領導擴大患有發育障礙的紐約人獲得綜合和可負擔住房的機會。」  

  

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主任希拉．J．普爾 (Sheila J. Poole) 表示，「我讚揚並祝賀霍楚

爾州長領導活力布魯克代爾和安全可負擔的住房選擇，並為最需要的年輕人提供關鍵支

援。這項投資使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的確保寄養青少年的穩定的長期工作延伸至成年早

期。我再怎麼強調住房的重要性，以及現場服務資金對超過寄養年齡的年輕人的重要性都

不過分。擁有一個家可以給人一種安全感和賦權感，這對他們的生活過渡到一個令人興奮

的新階段至關重要。在他們展望更光明的未來時，能夠參與重要的項目同樣重要。」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執行長多利．M．哈里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向活力布魯克代爾團隊表示祝賀，他們為這座可負擔住房綜

合樓剪綵，這表明了他們致力於提供卓越的被動式住宅建築效能，以確保布魯克林中部地

區居民的舒適和安全。從屋頂收集的清潔可再生太陽能到眾多節能的室內和室外設施，該

項目是可持續發展的典範，並支援霍楚爾州長到 2030 年開發 200 萬套氣候友好型住宅的

目標。」  

  

參議員科爾斯滕．基利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 表示，「在紐約市，找到可負擔住房

越來越難了，這對布朗斯維爾等歷史上受到撤資和邊緣化影響的社區造成了傷害。這是解

決我們州嚴重住房問題的重要的第一步，我要感謝霍楚爾州長和活力布魯克林計畫，感謝

他們投入資源在布朗斯維爾這樣的社區建設可負擔住房。」  

  

眾議員伊維特．D．克拉克 (Yvette D.Clarke) 表示，「確保每個紐約人及其家人都有自

己的安全、溫暖的空間，這不僅僅是我們作為公務人員的職責，而是我們的人道主義和道

德義務——這一義務長期以來被忽視，損害了無數人的生命。值得慶倖的是，這一關鍵趨

勢近年來正在發生改變。活力布魯克代爾開發項目是一系列努力的第一部分，這些努力不

僅將為我們最脆弱的布魯克林人帶來家園，還將振興他們所屬的社區。克服困擾我們州的

許多長期不平等問題的唯一方法是奠定必要的基礎，我很高興看到霍楚爾州長及其政府致

力於完成此項工作。」  

  

州參議員羅克珊．佩爾紹德 (Roxanne J. Persaudo) 表示，「我感謝紐約州住房與社區

重建廳、布魯克代爾醫院、紐約棄嬰收養院和項目開發商建成活力布魯克代爾。活力布魯

克代爾將在布魯克維爾社區提供 160 套急需住房，其中大部分提供給收入不超過地區平

均收入 (Area Median Income, AMI) 的 60% 的家庭。 令人振奮的是，近四分之一的公寓

將為超過寄養年齡的年輕人或有發育障礙的人提供現場支援服務。」  

  



女議員莫妮克．錢德勒．沃特曼 (Monique Chandler Waterman) 表示，「像活力布魯克

代爾這樣的項目是糾正城市富裕但住房不足這一錯誤的關鍵措施，在這個城市裡，有 

65,591 人睡在城市避難所，而確保我們最脆弱的社區成員得到住房的支援服務嚴重不

足。這不僅是一個急需的項目，而且還滿足了環保、可持續項目的需求。紐約州的活力布

魯克林計畫包括活力布魯克代爾，證明了有志者事竟成。 我要感謝霍楚爾州長、發育障

礙人士辦公室、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MDG 設計和建設公司、Smith & Henzy 

Advisory Group 以及紐約棄嬰收養院，感謝他們在有緊迫需求的社區中為人們提供可負

擔的無障礙住房。我期待有更多這樣的項目。」  

  

布魯克林區區長安東尼奧．雷諾索 (Antonio Reynoso) 表示，「我們走出住房危機的唯

一途徑是正確的方法：致力於提供可負擔住房、提供支援性服務，以及進行認識到以這些

公寓為家的人的獨特需求的開發。活力布魯克代爾配備面向所有人的無線網路、綠色空間

以及健身室、洗衣設施和單車儲藏室等設施，正在幫助我們提高布朗斯維爾和整個布魯克

林的可負擔生活標準。我們感謝我們市和州合作夥伴努力工作來建成活力布魯克代爾。」  

                               

MDG 設計和建設公司主席小馬修．魯尼 (Matthew Rooney Jr.) 表示，「活力布魯克代

爾是未來開發項目將效仿的開發項目類型。它擁有以社區為基礎的醫療保健、美麗的戶外

區域、綠色、永續的裝修，以及完全現代化但真正負擔得起的公寓。活力布魯克代爾的居

民將過上安全而高效的生活，現場的社區發展項目完成後，需要服務的人將能夠獲得服

務。感謝我們的合作夥伴實現這個項目，並致力於使布朗斯維爾成為一個更強大、承受力

更強的社區。」  

  

Smith & Henzy Affordable Group 負責人兼所有者蒂莫西．亨齊 (Timothy Henzy) 表

示，「活力布魯克代爾的成功是布魯克林社區和紐約州共同努力的結果。 我們很高興能

有機會與社區和州政府合作，實現他們的永續可負擔住房的願景。」  

  

紐約棄嬰收養院總裁兼執行長梅勒妮．哈特佐格 (Melanie Hartzog) 表示，「我們感謝政

府，他們進行合作以幫助建造活力布魯克代爾，為紐約棄嬰收養院服務的人和社區提供了

機會和期待。在紐約棄嬰收養院，我們繼續尋找有影響力的方法，改善超過幾樣年齡的年

輕人和發育障礙者的生活。我們將活力布魯克代爾視為未來許多項目的一個例子，該項目

表明，為我們的鄰居提供充分發揮潛力的機會對雙方都是有利的。看到我們的居民因擁有

成功走向獨立所需的資源而信心大增，真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  

  

布魯克林全民健康公司執行長萊雷．布朗 (LaRay Brown) 表示，「布魯克林全民健康公

司很高興能夠參與這一激動人心的項目和活力布魯克林計畫。安全、負擔得起的住房和可

獲得的醫療保健與社區的經濟穩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和內在關聯。我們期待著繼續與每

一個合作夥伴合作，為將這座非凡建築打造成家園的家庭服務。」  

  

振興布魯克林中部地區  

布魯克林中部地區長期以來一直飽受投資縮減和邊緣化等問題的困擾，這些問題阻礙了其

居民的福祉。居民的健康問題比例明顯較高；獲得健康食物或體育活動的機會有限；暴力



和犯罪率偏高。因高失業率、嚴重貧困、享受優質健康護理的渠道不足，布魯克林中部地

區也受廣泛經濟差距的影響。  

  

現時正在進行或完成並透過競爭過程被選擇的十個開發項目，是推進活力布魯克林計畫的

關鍵，該計畫致力於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建造 4,000 套可負擔住房，這些住房包括社會、

醫療和社區服務；娛樂和教育機會；家庭住房；以及提供支援服務的公寓。  

  

活力布魯克林計畫簡介  

活力布魯克林計畫於 2017 年春季發佈，旨在解決影響布魯克林區居民的各類差距問題，

並為布魯克林區的弱勢社區樹立社區發展和保健的新典範。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各位眾議

員召集社區領袖、地方專家、支持者以及其他利益相關方組建社區咨詢委員會 

(Community Advisory Council) 考量各自地區的特定需求和機會並制定出長期解決方案。

擔任布魯克林中部地區區域代表的州參議員也積極參與了該過程。該計畫共召開了 25 次

社區會議，聚集了將近 100 名重要的社區利益相關方。十個項目的 RFP 於 2018 年和 

2019 年發布並在 2020 年選定開發合作夥伴。五個項目已經開始建設，其它項目和分期

將在未來數年內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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