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4 月 2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啟動斥資  14 億美元的『重要布魯克林計畫  (VITAL BROOKLYN 

INITIATIVE)』的第二階段項目  

 

發行  100% 經濟適用房《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 RFP)》，用於推進本州做

出的承諾，即在布魯克林中心區  (Central Brooklyn) 建造  3,000 套經濟適用房  

 

基於可靠的社區規劃工作推進重要的開放空間及休閒娛樂、健康食品、教育、  

經濟賦權、暴力預防、醫療、適應力計畫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一系列重要進展並啟動開創性的『重要布魯克林計

畫』的第二階段，該計畫處理長期存在的社會、經濟以及健康差距，從而改變布魯

克林中部地區  (Central Brooklyn)。 

 

州長公佈了五份《招標書》，用於在歸紐約州控制的地塊上，或歸布魯克戴爾大學

醫院 (Brookdale University Hospital) 或州屬布魯克林建設中心  (Brooklyn 

Developmental Center) 所有的地塊上建造  2,000 多套經濟適用房。這些征集行動將

推進『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價值  5.63 億美元的承諾，用於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建

造 3,000 套經濟適用房。此外，州長還公佈了一系列撥款和《招標書》，用於增加

為民眾提供開放空間、休閒娛樂及健康食品；擴展教育計畫及經濟賦權計畫；完善

社區暴力預防工作；增強適應力。  

 

「每個紐約民眾都理應平等地獲得醫療、優質住房、戶外娛樂以及一日誠實工作得

一日公平薪酬的機會，但是太久以來，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缺乏為居民創造平等待遇

所需的關注和投資，」州長葛謨表示。「啟動第二階段項目透過投資於全面的

『重要布魯克林計畫』鞏固了已經取得的進展，用於確保民眾在持續發展的社區內

獲得公平的住房機會，因為紐約州致力於為後世民眾把布魯克林區轉變成更加美好

光明的地區。」  

 

發佈五份經濟適用房《招標書》以及今日公佈其他計畫前，州長發放了  6.64 億美

元資金建設可持續的醫療系統，該系統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擴展醫護服務並加以改



造。這些專項投資在今年一月公佈，將鞏固地方醫療機構的實力，用於彌合當前的

差距並增加服務；增加提供優質服務和預防護理來變革醫療系統；建設由  32 個地

點組成的門診醫療網絡，包括與現有的社區醫療服務機構合作。  

 

州長在 2017 年春季設立了『重要布魯克林計畫』，該計畫向社區提供各種方案，

用於樹立社區建設與健康的新模範。州長隨後要求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每位眾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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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這些方案，並考慮其地區的特定需求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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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以來，  

社區內成立的社區咨詢委員會與州機構展開重點討論，授權社區參與該計畫，並分

配承諾的州資源。該計畫設立以來共召開了  25 次社區會議，這些會議聚集了將近  

100 個重要的社區利益相關方。今日發佈的公告是根據這項可靠的社區規劃工作制

定並宣佈的。  

 

布魯克林中區是紐約州境內最弱勢的地區之一，肥胖症、糖尿病、高血壓人群的比

例明顯高於其他地區，獲得健康食品或體育活動的機會有限，暴力和犯罪行為的比

率較高，失業人群和貧困人群的經濟差距較大，難以充分獲得優質醫療護理和精神

健康服務。  

 

保障性住房  

 

在五個利用不足的醫院場地上建造  2,000 多套經濟適用房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NYS 

HCR) 咨詢了社區咨詢委員會並與之合作，在首輪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經濟適用房計

畫中面向『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共計五塊地當中的四塊地發佈了《招標書》。紐約

州帝國州發展公司  (New York State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NYS ESD) 與紐約州

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合作，發佈了第五塊地的《招標書》。這些建設項目共將建造  

2,000 多套經濟適用房，從而推進該計畫價值  5.63 億美元的目標，即建造  3,000 

套經濟適用房。  

 

今天公佈的《招標書》覆蓋的住房將在州及醫院控制的地塊上建造，包括在歸紐約

州所有的跨宗教醫院  (Interfaith Hospital) 的三個地塊；一處歸魯克戴爾大學醫院與

醫療中心 (Brookdale University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r) 所有的地塊；一處位於

布魯克林建設中心土地上的地塊。每個地點將建造一座新門診醫療中心，屬於州政

府利用上文描述的  6.64 億美元醫療改革投資推進建造的  32 座門診醫療中心。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要求提案還應包含有利於周邊社區的其他要素，包括零售

和/或社區機構、環保建築方法、以公眾健康保健為導向的便利設施，例如開放空

間。提案的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7 月 13 日。  

http://www.nyshcr.org/Funding/VitalBrooklyn/#_blank


 

2018 年夏季，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將面向其他歸州及醫院所有的建設地塊征

集提案，用於建造包含開放空間的多用途經濟適用房、為社區機構提供平價空間，

並支持積極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外，為了回應社區與教育相關的請求，並支持維護

健康住宅，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還將推出住宅維護計畫，該計畫將覆蓋  500 

多套住宅。  

 

開放空間和娛樂休閒  

 

與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和紐約市  (City of New York) 合作， 

開放紐約市內最大最新的州立公園：  葛謨州長在其《2018 年州情咨文 (2018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稿中宣佈與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以及紐約市

建立合作，在布魯克林區牙買加灣  (Jamaica Bay) 新建一座佔地  407 英畝的州立公

園，在這處本州最欠開發的地塊上提供重要的新建開放空間。在第一階段，紐約州

將投資高達  1,500 萬美元用於開放該地塊，提供長達  3.5 英哩的濱水空間、長達數

英哩的步道和小徑，以及一片海岸高地，處處均有本地植被覆蓋。新州立公園補充

了本州開展的長期工作，用於建造或完善小型公園、社區花園、兒童遊樂場和休閒

中心，使得居住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每位居民只需步行十分鐘左右即可抵達一個

公園。  

 

撥款  1,060 萬美元用於把  8 座校園操場改造成社區活動場和開放空間：  紐約州公

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OPRHP) 與公共土地信託基金會  (The Trust for Public Land) 合作，  

把 8 座校園瀝青操場改造成活力四射的活動場和社區集會空間，從而為布魯克林

中部地區增加新休閒娛樂機會。社區活動場將在  2020 年竣工，將利用參與過程實

施設計，該過程把學生及家庭與各所學校聯繫起來。首座活動場位於溫斯洛普街  

(Winthrop Street) PS 581 號，目前正在建設，計劃於今年晚些時候竣工。  

 

撥款  310 萬美元改造將近二十四座社區花園：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

辦公室將撥款資助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  22 座社區花園實施重要的資產改良活動，

例如現場取水，這樣一來，這些花園就能增加容納力，並完善設施用於服務於其當

地社區。改造工程將於  2018 年春季動工，並於  2020 年竣工。 

 

撥款  180 萬美元完善  4 座休閒娛樂中心：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

室將在最近幾個月內撥款，資助對下列四個地方休閒娛樂中心做實際改造，從而更

好地服務於其社區：麥迪遜廣場兒童俱樂部  (Madison Square Boys and Girls Club) 

托馬斯·墨菲俱樂部  (Thomas Murphy Clubhouse)、布魯克林北部地區  (North 

Brooklyn)/十二鎮 (Twelve Towns) 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布魯倫·史蒂文森基督教青年會  (Bedford Stuyvesant YMCA)、弗拉特布什

基督教青年會  (Flatbush YMCA)。 



 

健康食品 

 

斥資  50 萬美元實施移動商場撥款計畫  (Mobile Market Grant Program)：  移動食品

取用設備是個重要的措施，用於接觸那些通常最需要新鮮健康食品的民眾。相比於

建造全面的食品雜貨店或新食品分發點，建立移動市場更具靈活性，並且成本更

低，此外，移動市場能夠服務於多個街區，並更好地接觸活動能力受限的民眾。  

紐約州推出競爭撥款計畫，用於資助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建造額外的移動市場，  

從而幫助確保為該地區全體公民改善食品供應。  建議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透過

紐約州撥款門戶網站  (New York State Grants Gateway)：www.grantsgateway.ny.gov 

申請參加該計畫。  

 

撥款  32.5 萬美元開設  12 座新青年農貿市場  (Youth Run Farmers Markets)：  

2018-2019 學年起，與紐約市發展機構  (Grow NYC) 以及教師聯合工會  (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 合作，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  12 座社區學校將開始向青少年

傳授農產品直銷店的管理方法和經營方法、向學生傳授創業技能，並支持學生在其

當地食品系統內發揮積極作用。這些新食品接入點供應新鮮水果和蔬菜，將幫助在

該市局部地區增加供應健康食品，這些地區的食品不安全狀況最為嚴重，並長期存

在與飲食相關的慢性健康問題。  

 

撥款  30 萬美元設立食品不安全狀況篩查試點計畫  (Food Insecurity Screening 

Pilot Program)：  今年夏季，作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的內容，紐約州農業市場

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將資助在地方醫療系統內

實施食品不安全狀況篩查試點計畫。該試點計畫是響應社區成員的要求設立的，  

將設立一個過程來把食品安全狀況評估整合到更大範圍的醫療系統內，該過程在老

年民眾就醫時篩查其食品不安全狀況，根據需要推薦飲食與營養資訊服務，並提供

額外的補助金用於提高這些民眾對新鮮果蔬的購買力。  

 

綜合教育與青少年發展  

 

撥款  120 萬美元給  8 座新社區學校：  州長發佈的 2018 年已頒布預算案  (Enacted 

Budget) 追加 5,000 萬美元資金，在全州範圍內共發放  1.5 億美元的社區學校撥

款。這些資金將用於把破敗的高需求學校改造成社區學校，提供適合各所學校的支

持服務，並滿足其具體需求。服務包括醫療、牙科護理、上學前 /后課程、暑期學

習活動及其他社會服務。  

 

撥款  20 萬美元建造社區牡蠣礁並擴大牡蠣灣十億項目  (Billion Oyster Project)  

課程：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將撥款 20 

萬美元給牡蠣灣十億項目，這是紐約港口  基金會 (NY Harbor Foundation) 實施的一

項計畫，用於聯絡『重要布魯克林計畫』社區學校以招募新合作夥伴參與自然科學

http://www.grantsgateway.ny.gov/#_blank


課程的課堂教學。參與該計畫的教師關注牙買加灣和紐約港牡蠣的歷史和未來，  

將透過與其班級共同設立牡蠣修復站  (Oyster Restoration Station) 並實施監測來接

受與牡蠣修復需求即過程相關的培訓。牡蠣修復站將與社區牡蠣礁整合，社區牡蠣

礁將由牡蠣灣十億項目製作並安裝在卡納西街區  (Canarsie) 帕蒂噶特盆地  

(Paerdegat Basin)，從而又一個實踐學習機會，並促進參與該計畫的學生建立更密

切的聯繫。  

 

撥款  5 萬美元把牙買加灣修復小組  (Jamaica Bay Restoration Corps) 的暑期青少

年工作崗位數量增加一倍：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已撥款  5 萬美元給美國海濱協會  

(American Littoral Society)，用於增加牙買加灣修復小組的人數，從而為『重要布魯

克林計畫』團體內更多有風險的青少年提供暑期工作機會。修復小組收取報酬開展

暑期工作，負責實施海岸強化與修復項目，從而向參與者展示環境部門的潛在就業

機會。紐約州將在今年夏季擴大這項計畫，為感興趣的青少年把工作崗位數量增加

一倍。招聘將於  2018 年 4 月啟動。  

 

經濟賦權和創造就業  

 

提供  25 萬美元的環保就業培訓撥款：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推出一項競爭性撥款計

畫，用於資助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環保就業培訓計畫，從而幫助居民準備好抓住持

續發展的清潔環保經濟提供的新就業機會。  建議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透過紐約

州撥款門戶網站  www.grantsgateway.ny.gov 申請參加該計畫。  

 

撥款  60 萬美元繼續實施空前規模的失業突擊計畫  (Unemployment 

Strikeforce)： 州長設立失業突擊計畫以來，布魯克林中部地區在為失業人員聯繫

就業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公佈後，州長在布魯克林中部地

區的『重要布魯克林計畫』街區設立了  7,500 人的就業目標。 這個承諾是在不到

一年前做出的，結果大大超越了規定的目標，目標地區已經給  3 萬多人安排了工

作。伴隨紐約州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 響應社區意見，繼續在布魯克林中部

地區部署失業突擊計畫資源，因此該計畫預計將繼續取得進展。這些地方化資源將

供應至 2018 年 12 月。 

 

社區暴力預防  

 

撥款  80 萬美元在街道外展計畫中整合社會服務及精神健康服務：  該試點計畫將

加強外展工作，透過銜接社會工作人員和現有的減暴計畫聯繫來預防槍支暴力並做

出響應，尤其是在該市實施『槍支  (SNUG)（GUNS 槍支倒序拼寫）』計畫 /治愈暴

力計畫 (Cure Violence) 的場所，並為犯罪受害者增加提供社會服務和健康服務，  

尤其是受到創傷的青少年。這些社會工作者還將為該計畫的工作人員及其在布魯克

林中部地區的客戶提供重要的支持，這些人受到創傷帶來的影響，並且有著與槍支

http://www.grantsgateway.ny.gov/#_blank


暴力相關的複雜社會需求。該計畫利用紐約市現有的街道外展網絡並向民眾推薦重

要的州資源，因此必將切實改變受槍支暴力事件影響最重的民眾的生活。  

 

撥款  50 萬美元實施青少年計畫： 這筆資金將用於銜接現有的減暴計畫和在校外

提供青少年計畫的社區機構。這些計畫包括午夜籃球等競技運動、學業支持、創作

藝術、職業訓練。這些計畫將面向  14 至 24 歲的青少年。一項近期開展的調查顯

示，布魯克林區在  2016 年有 5 萬多個青少年，或者說每  6 個青少年當中就有  1 

個人輟學或失業。在青少年向成年過渡時與之接觸，這能夠提供重要的機會用來培

養必要的知識和技能，使之在未來的職業與教育道路上取得成功。  

 

適應力 

 

撥款  82.5 萬美元擴大清潔能源與能源效率計畫的外展工作：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

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為紐約市街區中心  (Center for New York City Neighborhoods) 撥款 82.5 萬美元，  

並為服務水平低下的社區提供節約成本的機會。根據這份合同，該中心的社區能源

顧問將與居民、小企業以及多戶住宅業主合作，做出知情的能源決策，並加強地方

參與能源效率與可再生能源計畫和服務。  

 

撥款  243,090 美元提高建築物效率：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將攜手里斯貝羅

社區合夥公司  (RiseBoro Community Partnership)（即此前的里奇伍德·布什維克老年

公民委員會  (Ridgewood Bushwick Senior Citizens Council)），這是一家經濟適用房

開發公司，投資培訓布魯克林中部地區  130 棟建築的物業經理和建築物運營及維

護人員，其中包括四棟超高能效的被動式房屋  (Passive House) 建築。這次合作包

括建造現場培訓實驗室空間和培養內部培訓人員。  

 

撥款  110 萬美元推進克拉克森大道微型電網項目  (Clarkson Avenue Microgrid 

Project)： 這個創新項目將為金斯郡醫院  (Kings County Hospital)、紐約州立大學  

(SUNY) 紐約州南部地區醫學中心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金斯博瑞精神病療

愈中心 (Kingsboro Psychiatric Center) 提供具有適應力的現場備用電源。該項目當

前處在項目建設的設計階段，預計將在  2018 年年底前竣工。  

 

撥款  1,200 萬美元建設  19 個熱電聯產項目：熱電聯產項目是小規模電熱製造設

備，利用減少能源費用、降低排放量、透過提供備用電力來提高適應力，藉此給其

實施方帶來益處。截至  2020 年，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將幫助在布魯克林中

部地區建設  19 個熱電聯產項目。  

 

撥款  880 萬美元用於在  7,300 多套多戶住宅及獨棟住宅內完成能源效率升級：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提供技術援助和項目獎勵來支持能源效率改造活動，  



用於使『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區域內的多戶住宅及獨棟住宅變得更具能效。2018 

年年底前，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將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對  7,300 多套住宅及

公寓完成節能升級。  

 

撥款  150 萬美元支持超過  460 個太陽能項目：  設立『重要布魯克林計畫』以來，

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住宅、學校以及小企業已經完成建設超過  460 個太陽能項

目。  

 

擴大企業經營生態質量行動  (Operation Eco-Quality)：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目前在卡

納西街區開展企業經營生態質量行動，用於向大約  70 家中小規模企業介紹最佳管

理實踐方法，使之符合各類州環境法規，從而保護公共健康並加以改善。  

 

社區醫療護理  

 

撥款  6.64 億美元給布魯克林區醫療機構改革項目  (Brooklyn Health Care Facility 

Transformation Project) 

 

2018 年 1 月，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6.64 億美元給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  

(One Brooklyn Health)，用於支持紐約州持續開展工作建設可持續的醫療體系，  

該體系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增加提供醫護服務並加以變革。該計畫共保留  3,600 萬

美元資金供後續撥發，因此，該計畫完成時共計將發放  7 億美元資金。  

 

與美國猶太保健集團  (Northwell Health) 提供的《布魯克林區研究：重塑醫療未來  

(The Brooklyn Study:Reshaping the Future of Healthcare)》提供的建議一致，布魯克

戴爾大學醫院中心  (Brookdale University Hospital Medical Center)、發現互信醫療中

心 (Interfaith Medical Center)、金斯布魯克猶太教醫療中心  (Kingsbrook Jewish 

Medical Center) 合作創建了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該體系將充當布魯克林中部地

區的綜合核心醫療服務體系。  

 

這些資金將支持建設全面的綜合門診護理網路、在三個醫院機構更新重要的基礎設

施，包括按地區安排臨床計畫、重新構建住院服務、創建企業醫療資訊技術平台用

於透過高效優質的地區醫療服務體系改善協作並提供護理服務。  

 

具體來說，提供給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的  6.64 億美元撥款將支持：  

 

2.1 億美元用於建設由  32 個地點組成的門診護理網絡：  

這個全面的網絡將包括與現有的社區醫療機構合作，用於在布魯克林中區的高需求

地區增加提供基礎醫療服務和預防醫療服務。  這些新機構預計每年將增加大約  50 

萬次新門診醫療服務，次數比該地區目前的服務次數多一倍以上。  此外，新門診

護理網絡將：  

https://www.northwell.edu/about/our-organization/northwell-ventures/brooklyn-study#_blank
https://www.northwell.edu/about/our-organization/northwell-ventures/brooklyn-study#_blank


•  包括與布魯克林區的四家聯邦認證醫療中心  (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s, FQHCs) 合作，分別是貝德斯圖家庭醫療中心  (Bed Stuy 

Family Health Center)、ODA 皇冠高地醫療中心  (ODA Crown Heights)、

亮點醫療中心  (Brightpoint Health)、布朗斯維爾多重服務中心  

(Brownsville Multi-Service Center)，用於增加社區機構的基礎醫療服務

能力，  

•  與紐約州立大學南部醫學中心  (SUNY Downstate) 合作構建過渡計

畫，並支持大學醫院  (University Hospital) 的學術使命和構想，  

•  與新的經濟適用房建設項目整合，這些項目將以三家統一布魯克林醫

療體系醫院為核心實施建設，提供一站式保健便利服務，例如緊急護

理服務、基礎護理、專業實踐活動，及  

•  為布魯克林中區創造  255 份新工作並幫助招聘  300 個基礎護理醫生，

該地區的醫生人均基礎護理服務率是紐約州最低的。  

 

撥款  3.84 億美元用於改善重要的門診基礎設施和機構基礎設施：  

•  布魯克戴爾大學醫院中心將大規模完善設施用於維護其在社區內的地

區創傷中心地位，包括建造新急診室  (Emergency Department)、擴建

社區醫療中心用於仍歐昂納有  30 個床位的新特護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增建患者監護室，這預計為布魯克戴爾大學醫院中心增加  100 

個床位。  

•  發現互信醫療中心將翻修其急診室並擴建，並建造綜合精神科急診計

畫 (Comprehensive Psychiatric Emergency Program) 病房，用於支持整

合基礎醫療服務和行為醫療服務。  

•  金斯布魯克猶太教醫療中心將建設成醫療村  (Medical Village)，提供新

的和擴大規模的門診初級護理服務和特別護理服務、急診服務、急症

後護理服務。金斯布魯克猶太教醫療中心將利用這次變革重新規劃部

分園區，用於解決社會決定因素，包括提供新的經濟適用房和社區空

間。  

•  3.84 億美元撥款將保留  1.42 億美元，供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靈活

優先安排在申請書中提交的其他門診和機構基礎設施改進項目。  

 

撥款  7,000 萬美元建設全系統醫療資訊技術平台：  

對統一布魯克林醫療體系的資金支持的重要內容是撥款建設社區醫療資訊技術體

系，該體系將實現在三個醫院技術平台和醫療機構護理網絡整合建造統一的電子健

康檔案系統、使醫療體制做好準備，在新的支付變革與人口健康領域中蓬勃發展。

具體來說，新醫療資訊技術平台將：  

•  有效支持臨床決策、改善醫護治療和患者護理效果，  

•  培養有效的護理管理能力，並創造運營效率，及  



•  實現統一評估醫療決定因素和社會決定因素，並報告一系列標準的療

效評估指標，用於有效評估醫療系統及其社區夥伴採取的干預措施取

得的成效，這處理了醫療服務的社會決定因素及其對社區醫療狀況產

生的影響。  

 

撥發的這些基礎建設資金補充了紐約州提供給布魯克林中部地區和布魯克林東部地

區市價醫院的  3.2 億美元年度運營支持資金，包括布魯克戴爾大學醫院中心、金斯

布魯克猶太教醫療中心  (Kingsbrook Jewish Medical Center)、發現互信醫療中心、

維科弗高地醫療中心  (Wyckoff Heights Medical Center)。 

 

這個斥資 14 億美元的『重要布魯克林』計畫以戰略協作方式部署紐約州資源，  

從而建設更加健康有活力的社區。這些項目正在籌劃及建設過程中，是透過空前水

平的社區參與實現的。紐約州衛生廳將採用美德佳艾維斯學院  (Medgar Evers 

College) 杜布瓦邦奇公共政策學院  (DuBois Bunche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設立的

評估過程，在約翰·弗拉特  (John Flateau) 博士指導下評估這些投資帶來的影響

力。更多資訊請訪問『重要布魯克林計畫』網站。  

 

參議員威曼尼特·蒙哥馬利  (Velmanette Montgomery) 表示，「提供給布魯克林中

部地區的資金非常重要，因為它不僅用於簡化我們的醫療交付體系，還將開始解決

長期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影響到我的選民的健康，例如獲取經濟適用房、安全社

區空間及新鮮食物。保健比就醫更重要，我很高興看到『重要布魯克林計畫』認可

這一觀點。」  

 

參議員凱文  S. 派克  (Kevin S. Parker) 表示，「布魯克林中部地區面臨著嚴峻並且

多方面的問題，但是葛謨州長推行明智的方案，用來處理這些問題，並為全盤計畫

樹立榜樣。感謝州長與社區密切合作，並根據地方領導人員及利益相關方的建議制

定計畫，用於確保『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幫助到布魯克林區大多數居民。從經濟適

用房到醫療，布魯克林中部地區正需要這些投資用來克服數十年的忽視。這個里程

碑進展體現了我們期待政府迅速把事情做好。不久前，州長公佈『重要布魯克林計

畫』，並承諾透過為各個年齡層的布魯克林區居民完善醫療服務、增加經濟適用房

以及全面改善生活質量來改造我們的社區。本屆州政府迅速開展工作兌現承諾，  

為全體民眾建設全新的、更加健康強大的布魯克林區，我為此深受鼓舞。」  

 

參議員馬丁·馬拉維·迪蘭  (Martin Malavé Dilan) 表示，「這正是布魯克林區街區需

要取得的進步。州長兌現承諾，為我們的居民創造機會，透過發佈這些《招標

書》，我們得以開始利用紐約州採取的全面經濟建設方法推動社區前進。我期待見

證完善的醫療服務和教育服務、為各個年齡層的居民增加休閒娛樂機會，並全面提

升布魯克林區民眾的生活質量。」  

 

https://www.ny.gov/programs/transforming-central-brooklyn#_blank


參議員傑西·漢密爾頓  (Jesse Hamilton)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提供  14 

億美元的重要投資，幫助我們社區克服困難。伴隨我們在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的親朋

好友和鄰居獲得需要的服務，經濟適用房、反暴力行動、優質工作、健康社區、  

優質教育都能從中受益。感謝葛謨州長帶頭實施這項計畫，並與我們的社區合作見

證這個開創性的計畫取得成功。我們將利用這些投資兌現承諾，即為全體民眾把布

魯克林區建設得更加易於負擔生活、更安全、更繁榮。」  

 

參議員羅克珊  J. 普爾索德  (Roxanne J. Persaud)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對布魯克

林區民眾的健康提供這筆大額投資。從改革醫院，到經濟適用房，再到開放新州立

公園……『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改善後世紐約民眾的生活。布魯克林區已目睹醫

院停業，經濟適用房以及家庭綠地遭受侵蝕。該項目朝著建設我們想要看到的布魯

克林區又邁出了一大步，感謝州長提出願景。」  

 

州眾議員  N. 尼克·佩里  (N. Nick Perry)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是一項開創

性的計畫，為布魯克林區居民提供服務。這個全面的社區強化方法鋪平了道路，  

用於改善居民的生活質量，並為後世民眾建設更加美好的未來。該計畫切實提升了

布魯克林區民眾的生活質量，感謝州長對布魯克林區做出承諾，並帶頭解決這個問

題。」  

 

眾議員瓦特  T. 摩斯雷  (Walter T. Mosley)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全面解

決了布魯克林中部地區社區繁榮發展長期以來需要處理的問題。州長兌現承諾，  

為我們的街區創造機會，透過發佈《招標書》，利用紐約州的全面經濟建設方法，

我們將能夠開始推動社區發展。從布魯倫 ·史蒂文森基督教青年會，到  PS 11 公立

小學 (PS 11) 的復合養殖農場  (Aqua-ponic Farm)，再到整個地區的環保公園，我期

待推進這些環保計畫和健康生活計畫，因為我們期待布魯克林中部地區成為區、

市、州的健康、福利及繁榮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感謝葛謨州長推動這個計畫，  

該計畫解決了布魯克林中部地區面臨的多方面重大難題。感謝州長與社區密切合

作，並根據地方領導人員及利益相關方的建議制定計畫，用於確保『重要布魯克林

計畫』幫助到布魯克林區盡可能多的居民，尤其是風險最大的社區。從經濟適用房

到醫療，布魯克林中部地區正需要這些投資用來克服數十年的忽視。」  

 

女眾議員馬麗特薩·達維拉  (Maritza Davila) 表示，「從重建布魯克林中區的醫療體

系，到增加提供優質醫療服務，『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提出綜合方法用於改善我們

居民的生活質量。葛謨州長提出的這個全國模範計畫解決了該地區的需求和困難，

並為長期遭受忽視的社區提供服務。感謝州長發揮領導力，並期待繼續合作支持布

魯克林中區向上發展的趨勢。」  

 

眾議員艾瑞克  M. 迪蘭  (Erik M. Dilan) 表示，「這正是布魯克林區街區需要取得的

進步。州長兌現承諾，為我們的居民創造機會，透過宣佈發佈這些《招標書》，  

我們得以開始利用紐約州採取的全面經濟建設方法推動社區前進。我期待見證完善



的醫療服務和教育服務、為各個年齡層的居民增加休閒娛樂機會，並全面提升布魯

克林區民眾的生活質量。」  

 

女眾議員戴安娜  C. 理查森  (Diana C. Richardson) 表示，「我代表第 43 眾議會選

區的居民感謝安德魯·葛謨州長了解為布魯克林中部地區提供大量亟需的資源具有

的重要意義。作為一個社區，我們看到了『重要布魯克林計畫』的潛力，並勤勉地

開展工作保障最大透明度。我們愉快地接納方案用來解決我們的經濟適用房危機、

欠佳的醫療效果、槍支暴力問題、開放空間及休閒娛樂活動不足的問題，以及經濟

建設問題。伴隨在此過程中持續推進，我們期待獲得這個機會，用來改善生活並為

全體民眾建設更加美好的未來。」  

 

女眾議員拉特里斯·沃克  (Latrice Walker)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提醒我們

銘記在任官員著眼於紐約民眾的利益開展合作時所能取得的更多成就。這些重要的

里程碑進展提醒了葛謨州長為保障布魯克林中部地區民眾的總體健康及福祉做出的

承諾。我們的社區理應獲得優質醫療、優質的經濟適用房，以及全面改善的生活質

量。『重要布魯克林計畫』為我們的社區提供這些選擇和發展，感謝州長提供支

持。」  

 

女眾議員傑米  R. 威廉姆斯  (Jaime R. Williams) 表示，「我無比自豪地感謝葛謨州

長提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實施創新計畫制定的成功倡議，從而造福於第  59 

眾議會選區以及整個布魯克林中部地區，這不僅將使布魯克林區變得更加美好，  

還將改善紐約州所有地區的生活質量、就業以及經濟環境。此外，州長和我密切合

作，擴大實施反槍支計畫和教育活動，用於保護紐約州居民和第  59 眾議會選擇居

民的幸福並予以保障。我相信透過與州長以及其他在任官員合作，『重要布魯克林

計畫』提供的基礎設施將取得驚人的成功。」  

 

女眾議員特里梅因·賴特  (Tremaine Wright) 表示，「我們作為紐約州眾議會布魯克

林區議員，始終孜孜不倦地與社區利益相關方合作制定多渠道方案，用於滿足地方

對老年經濟適用房、孕期及圍產期醫療以及獲取當地出產的食品相關的需求。   

感謝葛謨州長提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我們地區很久以前就需要獲得這類全面

投資了。『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有望在布魯克林區創造經濟機會和健康機會。   

感謝葛謨州長支持布魯克林區居民，並期待看到對我們社區採取的下一步行動。」  

 

公共倡議人勒蒂夏·詹姆士  (Letitia James) 表示，「為了保障社區的健康，我們必

須實施全面的整體計畫。『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在基本層面上了解真正的健康還包

括創造經濟適用房、綠地以及優質就業。我要感謝葛謨州長對布魯克林區以及辛勤

工作的家庭作出這個空前的承諾。」  

 

議員小羅伯特  E. 考尼吉  (Robert E. Cornegy Jr.) 表示，「感謝州長在需要採取行

動時站出來，實施『重要布魯克林計畫』。紐約州匯聚地方領袖及社區專家，制定



計畫並提供需要的投資，用於從零起建設更加美好的布魯克林區。從改善醫療服

務，到增加提供經濟適用房和開放新公園用於提供戶外休閒娛樂活動，葛謨州長正

在幫助改善布魯克林區全體民眾的生活。」  

 

議員艾麗卡·阿姆普瑞-薩繆爾  (Alicka Ampry-Samuel)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今天

發揮領導能力並強調每個人都理應獲得  21 世紀的解決方案和服務，從醫療到教

育，再到這兩者之間的一切。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問題給布魯克林區第  41 議會選區

造成了最沉重的打擊。感謝葛謨州長與我在州政府內的同仁合作，爭取所需的投資

用於建設更加美好的未來。我期待子孫後代擁有更加清潔、美好、光明的布魯克林

區。」  

 

議員小拉斐爾  L. 埃斯皮納爾  (Rafael L Espinal Jr.) 表示，「數十年來，布魯克林

中部地區和布魯克林東部地區被我們的城市和州政府忽視，這次龐大的資源注入將

確保布魯克林區民眾獲得需要的服務，並且也是應得的服務。感謝葛謨州長投資於

布魯克林區的街區，用於支持我們共同的目標，即提供經濟適用房和保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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