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2 月 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9,000 多萬美元給全州居無定所的個人和家庭提供生活輔助住房  

  
這筆撥款將為退伍軍人、家庭暴力倖存者、老年人、患有精神疾病的紐約民眾以及愛滋

病患者建造 670 套住房  

  
全州仍有近 3,800 萬美元的資本金可用於生活輔助住房項目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本州給 20 個項目撥款 9,040 萬美元，為經歷或面臨無家

可歸風險的紐約民眾提供住房，並提供旨在解决住房不穩定根源的生活輔助服務。這些

項目通過紐約州無家可歸者住房和援助計畫 (Homeless Hous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 HHAP) 得到支持，將建造 629 套永久生活輔助住房、30 套過渡住房和 11 套

緊急住房，為退伍軍人、家庭暴力倖存者和精神病患者提供服務。  

  
「無家可歸和住房不安全不僅僅是可以用一次性解決辦法解决的孤立問題——我們需要

一種綜合辦法，將脆弱的紐約民眾與住房選擇聯系起來，而且也與有助於確保他們能够

再次成為社區成員的服務聯系起來，特別是在冠狀病毒病 (COVID) 時代，」葛謨州長表

示。「由於這些重大的投資，我們正在全州範圍內繼續新增這些類型的生活輔助住房選

擇，在每個紐約民眾都有安全、穩定的住所之前，我們不會放鬆。」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每個紐約民眾都應該有居所和體面的優質

住房。該項目將在紐約州建造 600 多套住房，為退伍軍人、家庭暴力倖存者和精神病患

者提供服務。在我們抗擊這次疫情的過程中，紐約州仍然致力於打擊無家可歸現象，並

向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生活輔助服務。」  

  
無家可歸者住房和援助計畫提供 1.28 億美元的資金，用於建設提供生活輔助服務的住房

或修復緊急避難所的項目，該金額是 2020 年撥款的兩倍。另外還有 3,760 萬美元可用

於通過該計畫實施的項目，該方案由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管理。  

  
州長 2022 年的執行預算案繼續為無家可歸者住房和援助計畫提供 1.28 億美元的資金，

強調了本州對生活輔助住房在解决無家可歸問題中的重要性的承諾。  

  
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主任麥克·黑恩 (Mike Hein) 表示，「生活輔助住房是

我們為在紐約州消除無家可歸問題而開展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每一個項目都將



 

 

為無家可歸的個人和家庭提供新的開始，並為他們提供安全、穩定的地方，使他們能够

解决導致住房不穩定問題的根本原因。我感謝葛謨州長解决了整個紐約州的無家可歸問

題，並宣導為實現這些項目提供資金。」  

  
這些撥款反映了葛謨州長持續努力，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安全、負擔得起的住房，這

反映在本州史無前例的 200 億美元住房計畫中。到目前為止，該計畫已經幫助全州建設

或維護了 7,000 套生活輔助住房，使全州順利實現了 15 年內建造或維護 15,000 套生活

輔助住房的目標。  

  
基於承諾，葛謨州長頒佈了 2021 年州預算案，把無家可歸者住房和援助計畫的可用資

金從 2020 年發放的 6,400 萬美元增加到 1.28 億美元。這筆資金包括 500 萬美元的專項

撥款，用於為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提供生活輔助住房；500 萬美元資金用於為無家可歸

的愛滋病患者提供生活輔助住房；1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對緊急避難所實施必要的維修。  

  
通過這一輪撥款獲得資助的組織包括：  

  

• 德保羅房地產有限公司 (DePaul Properties, Inc.)，傑納西郡 (Genesee 

County) - 480 萬美元  

這筆資金將幫助開發 20 套住房，其中 10 套為 55 歲以上的無家可歸者提供，10 

套為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無家可歸者提供。該項目包括德保羅有限公司在巴達維

亞市運營的一棟大樓的基礎上再建造一棟兩層樓。  

• 幫助發展公司 (HELP Development Corp)，金斯郡 (Kings County) - 500 

萬美元  

該項目將為戶主面臨無家可歸問題或有此風險的有子女或孕婦的年輕成人家庭建

造 111 套生活輔助住房。這是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規模更大的 184 套經濟適用

房項目的一部分，將包括拆除幾棟現有建築。  

• AIM 獨立生活中心 (AIM Independent Living Center)，斯圖本郡 

(Steuben County) - 100 萬美元  

巴達維亞公寓 (Batavia Apartments) 將包括科寧郡 (Corning) 的五套生活輔助住

房，為無家可歸的年輕人和脫離寄養的老年人提供服務。該項目將修復一名前兒

科醫生的辦公室，把一樓改造成帶有廚房和洗衣房的社區房間和兩個公寓，二樓

包含其餘住房。  

• 房屋工程有限公司 (Housing Works, Inc.)，金斯郡 - 390 萬美元  

皮特金大道住宅 (Pitkin Avenue Residence) 將包括 21 套生活輔助住房，為布魯

克林區長期無家可歸的愛滋病毒/愛滋病患者、嚴重精神疾病患者和藥物使用障礙

患者提供住房。這是一個較大規模的 36 套經濟適用住房項目的一部分，包括拆

除一棟現有的兩層建築和新建一棟八層建築，其中包括大型社區房間、景觀後天

井和屋頂天井、洗衣房和其他便利設施。  

• 幫助發展公司 (HELP Development Corp)，金斯郡 (Kings County) - 300 

萬美元  



 

 

這筆資金將幫助為患有嚴重精神疾病或藥物使用障礙的長期無家可歸的單身成年

人建造 43 套生活輔助住房。這是較大規模的 71 套住房項目的一部分，該項目涉

及拆除現場的現有建築。  

• CAMBA 住房投資公司 (CAMBA Housing Ventures, Inc.)，金斯郡 - 750 

萬美元  

哈特公寓 (Hart) 將包括 38 套生活輔助住房，其中 34 套住房為 55 歲以上的無家

可歸者保留，4 套住房為至少有一人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無家可歸家庭保留。該

項目是 9 層 57 套住房的經濟適用住房開發專案的一部分，也是活力布魯克林計

畫 (Vital Brooklyn) 的組成部分，活力布魯克林計畫是斥資 14 億美元的州倡議，

旨在解决該行政區八個高需求社區長期存在的經濟差异和種族差异。  

• 東部住房公司 (East House Corporation)，門羅郡 (Monroe County) - 

740 萬美元  

運河街公寓 (Canal Street Apartments) 將提供 70 套生活輔助住房，為患有嚴重

精神疾病、藥物使用障礙或長期無家可歸的無家可歸者提供服務。該項目是規模

更大的 123 套經濟適用住房項目的一部分，該項目位於前工業用地上，將涉及修

復一棟有 120 年歷史的空置歷史建築。  

• 老年住房與支持性住房西區聯盟有限公司 (West Side Federation for 

Senior and Supportive Housing, Inc.)，布朗克斯郡 (Bronx County) - 

480 萬美元  

菲舍爾公園 (Fischer Park) 包括 32 套生活輔助住房，為 55 歲以上患有嚴重精神

疾病的無家可歸者提供服務。這是一個有 105 套住房的大型項目的一部分，其中

包括在歸紐約市所有的空地上，在布朗克斯區建造一棟九層樓高的建築。  

• 英雄之家 (Homes for Heroes)，洛克蘭郡 (Rockland County） - 440 萬美

元  

英雄之家退伍軍人公寓 (Homes for Heroes Veterans Apartments) 包括 14 套提

供給經歷無家可歸問題的退伍軍人的生活輔助住房。該項目是一個兩階段項目的

第二部分，該項目在前軍事基地香克斯營地 (Camp Shanks) 的 6 英畝土地上建造 

8 套住房。  

• 人本住房選擇公司 (Person Centered Housing Options, Inc., PCHO)，

門羅郡 - 430 萬美元  

塞西莉亞之家 (Cecilia's Place) 將包括 15 套生活輔助住房，為長期無家可歸的人

提供服務。該項目將修復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一棟三層樓高的建築，該建築

最終將被列入古跡名錄 (Historic Register)。  

• 布法羅市街區穩定有限公司 (Buffalo Neighborhood Stabilization 

Company, Inc.)，伊利郡 (Erie County） - 300 萬美元  

西區住房 (West Side Homes) 將包括 15 套生活輔助住房，為無家可歸者和戶主

患有嚴重精神疾病或藥物使用障礙的家庭提供服務。該項目是規模更大的有 49 

套住房的建設項目的一部分，該項目將修復兩棟建築，並在 11 個地點建造 14 棟

新建築。  



 

 

• 公民支持機構 (Citizens Advocates, Inc.)，富蘭克林郡 (Franklin County) 

- 480 萬美元  

哈里森廣場 (Harrison Place) 將包括 20 套生活輔助住房，為無家可歸的個人和家

庭提供服務，這些家庭的戶主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或藥物使用障礙。這是一個 40 

套住房的項目的一部分，該項目將建造一棟四層樓的建築，一樓有商業空間。  

• 開放使命機構 (Open Door Mission)，門羅郡 - 660 萬美元  

米勒大樓 (Miller Building) 將為無家可歸者和患有嚴重精神疾病或藥物使用障礙的

人提供 24 套生活輔助住房，包括為長期無家可歸者和家庭暴力倖存者保留的住

房。該項目將在羅切斯特市修復一處空置的歷史房產，該房產位於開放使命機構

的撒瑪利亞人之家 (Samaritan House) 緊急避難所隔壁。  

• 奧爾巴尼教區天主教慈善機構 (Catholic Charities of the Diocese of 

Albany)，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 220 萬美元  

瑪麗安公寓 (Mary Ann） 將包括 12 套生活輔助住房，供重新進入社區的以前被

監禁的個人使用。該項目包括對奧爾巴尼市一棟單層建築開展的實質性修復。  

• 聖保羅中心 (St. Paul's Center, Inc.)，奧爾巴尼郡 - 410 萬美元  

老年人住房選擇公寓 (Senior Housing Options) 將為 55 歲以上無家可歸者或患有

嚴重精神疾病或藥物使用障礙的人提供 16 套生活輔助住房。科隆尼鎮 (Colonie) 

的這個項目將翻修這棟兩層建築的第二層，包括一處附加區域。  

• 無家可歸人士跨信仰合作機構 (Interfaith Partnership for the Homeless, 

Inc.)，奧爾巴尼郡 - 130 萬美元  

謝裡丹山谷住房三期 (Sheridan Hollow Housing III) 將為戶主長期無家可歸的家庭

建造三套生活輔助住房。奧爾巴尼市現有的一棟三層建築將得到實質性的修復。  

• 社區近用股份公司 (Community Access, Inc.)，布朗克斯郡 - 700 萬美元  

貝茲廣場 (Baez Place) 將包括 86 套生活輔助住房，為患有嚴重精神疾病或體弱

多病的無家可歸者提供服務。這是一個更大規模的項目的一部分，兩棟高層建築

的 154 套住房通過走廊連接在一樓。  

• 財富協會公司 (The Fortune Society, Inc.)，紐約郡 (New York County）- 

700 萬美元  

城堡三號 (Castle III) 將包括 58 套生活輔助住房，供無家可歸或曾被監禁的人居

住。這是一個更大規模的 82 套住房的項目的一部分，將包括紐約市庇護所、監

獄和紐約州監獄轉介的人員。  

• 退伍軍人外展中心公司 (Veterans Outreach Center, Inc.)，門羅郡 - 200 

萬美元  

理查德之家 (Richard's House) 將包括 30 套緊急住房和過渡住房，提供給確診有

精神健康問題、身體殘障或由物質使用障礙問題的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該項目

將修復和擴大羅切斯特市現有的設施。  

• 斯克內克塔迪郡貝塞斯達塔樓有限公司。 (Bethesda House of 

Schenectady, Inc.)，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 County) - 620 萬美

元  



 

 

卡拉之家 (Cara House） 將為長期無家可歸的個人和重新進入社區的以前被監禁

的個人提供 37 套生活輔助住房。該項目還包括在斯克內克塔迪市三層建築的一

樓提供 11 套緊急工作室住房。  

  
無家可歸住房援助計畫為非營利公司、慈善機構、宗教組織以及市政機構提供資金撥款

和貸款，用於收購、建設或修繕住房以幫助必須得到特別援助才能獲得穩定住房的人

士。這些撥款利用紐約州無家可歸住房與援助公司 (New York State Homeless Housing 

and Assistance Corporation) 利用競爭程序發放，這是一家由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

助辦公室提供工作人員的公共福利企業。  

  
通過這項計畫，紐約州已經撥款超過 12 億美元用於建設生活輔助住房。該計畫總共建

造了超過 2.2 萬套住房，以支援無家可歸的個人和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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