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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公佈皇后區  (QUEENS) 牙買加街區  (JAMAICA) 1,000 萬美元中心區復興

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DRI) 的優勝項目   

 

紐約州各機構與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REDC) 合作  

 

這些投資將復興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牙買加中心區、對基礎設施做現代化升級、

帶動皇后郡  (Queens County) 經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為紐約市皇后區牙買加街區選出獲獎項目，用作本州

斥資  1 億美元中心區復興計畫的工作內容。中心區復興計畫旨在把全州地方街區

改造成活躍的社區，讓下一代紐約民眾願意在那裡生活、工作和養家。皇后區牙買

加街區與州機構以及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合作，制定戰略投資計畫，用來識別符合

計畫目標並且有促進作用的中心區項目。  

 

「這是一次對牙買加中心區的關鍵投資，將幫助該中心區發展成為重要的經濟中心，

促進小企業發展、增加居民的經濟機會、吸引新居民和遊客前往該社區，」州長

葛謨如此說道。「這些項目將有助於把牙買加中心區改造成繁榮的街區，從而刺

激經濟發展，為大皇后區的居民和工人創造更光明的未來。」 

  

副州长霍楚爾  (Hochul) 表示，「作為紐約市中心區復興計畫街區，牙買加街區具

備潛力實現巨大的就業增長和經濟增長。今天公佈的項目將充分利用牙買加街區的

高等教育機構、文化基礎、多元化、交通中心地位增加該街區對居民、工人、學生、

遊客的吸引力，透過職業準備、創業計畫、創造業務、完善中心區來推動該街區發

展。」 

 

七個獲獎項目包括：  

  

大牙買加發展公司共享辦公空間  (Greater Jamaic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Co-



Working Space)： 建設一處共享辦公空間供當地創業者和獨立專業人士使用，該

共享辦公空間位於摩達大樓  (Moda Building) 內，由大牙買加發展公司  (Greater 

Jamaica Development Corp.，GJDC) 管理。這處共享辦公空間的面積為  1 萬平方英

呎，位於中心區復興計畫核心地段，將全面擴建用以提供經濟靈活的辦公空間，並

為初創企業、自由職業者及其他人士提供商務設備和服務。該空間將最多能容納  

90 個用戶，將由大牙買加發展公司與約克學院  (York College) 共同管理，約克學院

是一個參加『紐約升騰  (START-UP NY)』計畫的校區。  

  

為牙買加中心區鋪設高速寬帶  (Bring High-Speed Broadband to Downtown 

Jamaica)：  強化牙買加街區的寬帶基礎設施，從而支持為現有的企業和公眾提供

高速服務。該項目將銜接缺漏的兩處導線管路，把新寬帶線鋪設到牙買加街區，從

而提供需要的容量、安裝固定無線網路集線器用來支持  WiFi 寬帶連接和寬帶市場。  

  

把阿徹拱道  - 159 號街改造成公共空間  (Conversion of Archer Archways - 159th 

Street into a Public Space)： 在 159 號街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地下通

道附近建造一處公共空間  - 這條通道是約克學院和牙買加中心區之間的主要步行

通道。改造工作將包括頂光照明燈、公共藝術、座椅、活動空間。該空間的設計將

允許商販搭建臨時貨攤用於商業用途。  

  

改造牙買加中心區通道  (Downtown Jamaica Gateway Improvements)：  把牙買加

中心  (Jamaica Center) 改造成有吸引力的中心區門戶，大規模擴建步行空間，改進

照明裝置和街道景觀。擴建牙買加大道  (Jamaica avenue) 和阿徹大道  (Archer 

avenue) 之間帕森斯大道  (Parsons Boulevard) 的步行空間。該市將資助初期工程以

臨時擴建步行道空間，打造出所需的場地以實施完善的公共規劃，隨後利用中心區

復興計畫資金改造街道，永久完善步行道和街道景觀環境。  

  

撥款增加中心區餐飲選擇  (Fund for Dining Options Downtown)：  設立餐飲創業基

金  (Restaurant Startup Fund)，並在牙買加市場  (Jamaica Market) 建設新食品企業孵

化器空間，藉此增加中心區餐飲選擇和夜生活活動。增加餐飲選擇將吸引並留住居

民和工人。這些資金將提供配套設施齊全的專用餐飲空間，以及裝潢和設備採購資

金，藉此補償高昂的產業啟動費用。牙買加市場將提供四個攤位，並設立基金用於

支持想在中心區擴大或新設營業空間的餐飲經營者。  

  

基本技能創業基金  (Prime Skills Entrepreneurship Fund)：  擴大基本技能  (Prime 

Skills) 創業培訓課程，幫助低收入的牙買加居民啟動或增加業務。該項目將支持另

外兩項計畫，即為此前的課程畢業生提供指導和支持；提供資金用於為課程畢業生

採購設備。利用這個勞動力發展計畫，當地社區將能夠參與中心區復興計畫的經濟

增長活動。  

  

愛迪生高中職業預備課程  (Career Prep at Edison High School)： 強化托馬斯  A. 愛



迪生職業與技術教育高中  (Thomas A. Edison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High 

School) 國家承認的職業與技術教育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CTE) 課程。

該項目將提供資金用於採購新設備和軟件，讓職業與技術教育課程保持領先優勢，

確保畢業生準備好在技術、設計、醫療護理部門就業，這些部門是牙買加中心區的

成長型產業。提供高素質勞動力將支持這些產業持續增長。  

  

紐約州政府秘書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本州各地社區感激

葛謨州長專注於投資地方機會並帶動真正的經濟增長。透過資助中心區復興項目，

紐約州確保後世子孫能夠留在當地並對家鄉州感到自豪。我祝賀地方規劃委員會  

(Local Planning Committee) 完成審慎調查，以及開展艱苦工作選擇有撥款價值的項

目用來改善牙買加街區居民的生活。」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YS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署長魯斯安妮·

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葛謨州長設立的中心區復興計畫用

於認可並獎勵各地精心策劃的最佳增長項目，並透過承諾新建多用途住宅區來預計

和滿足當代居民的需求。幫助牙買加街區等社區踏上發展道路以獲得復興、新就業

和住房機會，充實休閒娛樂和藝術活動、並打造更有吸引力的宜居社區，從而確保

紐約州全體民眾獲得更有活力的未來。」  

  

眾議員格雷戈里  W. 米克斯  (Gregory W. Meeks) 表示，「因為葛謨州長的關注和

領導，該項目才得以實現。這筆  1,000 萬美元的撥款必將改善牙買加社區並增加我

們的地方經濟活力。我祝賀皇后區牙買加街區中心區復興計畫的首批優勝項目，並

期待與全體夥伴合作建設更加強大的牙買加街區。」  

  

議員康莫利·科姆里  (Leroy Comrie) 表示，「中心區復興計畫近年來取得長足發展，

這全都歸功於小企業領袖和民間領袖，這些人付出極大的努力用來實現其心目中關

於牙買加中心區應有的願景。資助這些項目將幫助我們釋放中心區的充分潛力。我

期待繼續與當地居民、諸位同事以及葛謨州長合作完成這項工作，我們感謝葛謨州

長發揮領導力。」  

  

女眾議員薇薇安  E. 庫克  (Vivian E. Cook)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提供這個好機會

用來復興發展牙買加街區多元化的中心區。這些項目將完善公共空間供每個人享用

並帶動地區投資，此外還將透過教育課程、創業培訓和勞動力培訓來鼓勵當地社區

做好就業準備。」  

  

皇后區區長梅琳達·卡茨  (Melinda Katz) 表示，「民眾早已認識到牙買加街區固有

的理性增長潛力，葛謨州長  1,000 萬美元中心區復興計畫挑選出  7 個優勝項目，

這些項目對牙買加中心區的經濟增長和發展至關重要。這是一筆協作戰略投資，透

過改善教育、創業、公共空間來復興牙買加街區的中心區核心地段。獲選的項目還

符合正在實施的全方位『牙買加現在行動計畫  (Jamaica NOW Action Plan)』提出的



願景，並將增加該地區對居民、企業、投資者的吸引力。」  

  

紐約市皇后區牙買加區  

作為市中心區充滿活力的混合功能社區和多模式交通樞紐，皇后區牙買加區正處在

復興的風口浪尖。牙買加中心區的基礎設施、住房、酒店、零售業和就業正在經歷

新一輪的私人投資和公共投資。中心區復興計畫  (DRI) 將透過全局戰略增加現有的

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該戰略將充分利用社區資產，使之成為對居民、勞動者、遊

客而言負擔得起、適於居住且可持續的多功能社區。  

  

當地區域委員會衡量七個標準把皇后區牙買加中心區挑選為候選方，牙買加街區此

後當選為紐約市中心區復興計畫優勝社區。  

1.目標社區應該小巧精緻，並有明確規定。  

2.中心區或其核心地區的面積應該足以支撐活躍的中心區一整年的運作。現

有人口或後續人口都應該比較可觀，作為第一大中心區應該有發達的交通。  

3.中心區必須利用現有資源，充分利用區內及周圍後續的私營部門投資與政

府公共投資。  

4.中心區內或附近地區近期或後期應有新的就業崗位產生，可以把勞動者吸

引到中心區，支援重建與可持續增長。  

5.中心區必須有可以提升其吸引力與宜居性的房產或特質，包括可供開發的

混合功能空間、價格適中的不同類型的住房、商務與零售旺區，包括衛生且

商品價格適中的食品市場、適合步行與騎車的道路、公共公園和集會空間。  

6.中心區應該包括或制定一個生活質量提升政策，包括使用本地銀行提供的

服務、現代化城區規劃條例、完整的街道規劃或公交優先發展計畫，及   

7.必須為中心區復興提供本地及社區支持。地方領導與利益相關者必須參與

其中，共同制定並執行中心區戰略投資計畫。  

 

 

如需了解更多關於中心區復興計畫的資訊，以及申請參與第二輪計畫的方式，請瀏

覽：https://regionalcouncils.ny.gov。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https://regionalcouncils.ny.gov/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