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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設立斥資 14 億美元的『重要布魯克林 (VITAL BROOKLYN)』計畫
以改造布魯克林中心區 (CENTRAL BROOKLYN)

新綜合方法將解決布魯克林中心區長期的社會、經濟、衛生差距問題
該計畫將定向投資於八個綜合領域，為社區建設與福利樹立新典範
該計畫將為高需求社區樹立全國典範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斥資 14 億美元的『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改造布魯
克林中心區。這個開創性的提案將專項投資於八個綜合領域，樹立全國典範以解決
高需求社區內長期存在的差異問題，例如制度暴力和長期貧困。
這項全面計畫將關注增加提供開放空間和健康食品，並增加醫療服務和預防護理的
機會並提高質量來變革醫療系統。『重要布魯克林』計畫還將優先對適應力、經濟
適用房、創造就業、青少年發展、社區暴力預防工作提供戰略投 資以建設更強大、
可持續的布魯克林中心區。
「太久以來，對資源匱乏社區的投資缺乏必要的策略用以終結制度化的社會差異和
經濟差異，但這些失敗的方案如今在布魯克林區得以終止，」 葛謨州長表示。「我
們將採用新的全面方案為紐約州最弱勢的一個地區提供醫療保健服務。每個紐約民
眾都理應住在安全的社區內，獲得就業、醫療護理、經濟適用房、綠地、健康食
品，但這些問題要麼都得到解決，要麼都無法解決。如今，我們開始為布魯克林區
創造更加光明的未來，讓紐約州在建設高需求社區方面成為全國代表。」
社會指標和經濟指標顯示，布魯克林中心區是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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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透過八個綜合投資領域打破醫療保健壁壘：
• 開放空間和娛樂休閒
• 健康食品
• 社區醫療護理
• 綜合教育與青少年發展
• 經濟賦權和創造就業
• 社區暴力預防
• 經濟適用房；
• 適應力
『重要布魯克林』計畫
開放空間和娛樂休閒
目前，布魯克林中心區的居民擁有全州境內最少的身體鍛煉機會。實際上，僅在過
去一個月，布魯克林中心區 84% 的居民未參與足夠的體能活動，比紐約州境內其
他地區高 30%。
為確保居民獲得休閒便利設施、自然空間及開放空間，『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
• 在距各社區 10 分鐘步行距離範圍內建設綠地並修繕運動設施，從而消除
該區域的『公園沙漠』
• 完善數十個社區公園和學校操場內的便利設施，從而創造適合休閒娛樂和
健身的公共空間
• 在州政府出資建設的住宅區內建設五英畝以上的休閒娛樂區
• 透過資助機會完善並改進現有的休閒娛樂設施
健康食品
目前，布魯克林中心區居民面臨的四大問題之一是食品不安全，比紐約州平均水平
高將近兩倍，這意味著布魯克林中心區居民缺少種類豐富的優質飲食，這會造成肥
胖症、糖尿病及其他健康問題。
為倡導健康的生活方式，『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透過下列途徑增加供應營養豐富
的食品：
• 農場到餐桌 (Farm-to-Table) 計畫，為紐約州北部地區的種植者與紐約州南
部地區的家庭建立聯繫，從而提供青年就業培訓和終生健康習慣
• 在社區學校增設數十座新農貿市場來增加供應當地採購的食品
• 透過教師聯合工會 (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 為青年人提供就業培訓
以培養創業技能
• 為現有的社區公園提供額外的資源用來拓展服務。
社區醫療護理
與紐約州其他地區相比，布魯克林中心區缺少基層醫療醫生和其他重要的心理健康

服務。現有統計數據顯示，布魯克林中心區每 10 萬人當中有 55 人是基層醫療醫
生，全州平均水平比該數字高兩倍。此外，布魯克林中心區每 1,000 人有 497 人
有急診經歷，這也超過了全州平均水平。
需要獲得醫療設備的社區了解並重視民眾的特定需求，因此，『重要布魯克林』計
畫：
• 將強化地方醫療設備以彌合當前的差距並增加服務
• 將增加提供優質服務和預防護理以變革醫療體制
• 將建立 36 個機構組成的非臥床護理網絡，該網絡將與現有的社區機構合
作
綜合教育與青少年發展
目前，全面教育需要的不僅是課堂教學。牡蠣灣十億項目 (Billion Oyster Project) 和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DEC) 的環境
正義計畫 (Environmental Justice programs) 將讓高危青少年親自了解海岸線地帶和
牙買加灣 (Jamaica Bay) 棲息地修復工作。
『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透過下列途徑完善這些工作：
• 在整個社區增加 30 多個新的環境教育場所
• 把牡蠣灣十億項目學校課程拓展至 20 個場所，讓 9,500 多個學生了解牡蠣
灣棲息地修復工作和斯塔頓島生活防波堤項目 (Staten Island Living
Breakwaters Project)。
• 利用紐約州環境保護部設立的環境正義計畫 (Environmental Justice
Program) 讓高危青少年參加環保工作培訓和棲息地修復項目
經濟建設與就業創造
紐約州多個社區在過去六年都經歷過經濟復興，但布魯克林中心區的復興進程相對
較慢，失業率比紐約市 (New York City) 高將近 3%。為了打破這一趨勢並快速帶動
該社區實現增長，『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為各年齡層的居民提供所需的資源用於
實現經濟賦權，包括財務素養、企業家精神、就業培訓、安置計畫。
具體來說，『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
• 透過布魯克林減少失業計畫 (Brooklyn Unemployment Strikeforce) 新增 7,600
份工作，讓勞動力準備好滿足新的市場需求
• 擴大綠色城市先鋒隊美國志願隊計畫 (Green City Force AmeriCorps
program) 的範圍，為紐約市房屋管理局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NYCHA) 的青年員工提供高薪就業機會
• 透過擴展的失業人員培訓計畫 (Unemployed Workers Training Program) 培訓
1,200 個建築行業的人
• 透過 CUNY 勞動力發展計畫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itiative) 為 300 多個
學生提供領導力、教育、就業培訓技能
• 部署移動指揮中心 (Mobile Command Center) 以提高財務素養

社區暴力預防
布魯克林中心區始終掙扎於暴力問題，這使得居民多年來處於危險當中。實際上，
布魯克林中心區的兇殺率幾乎是紐約州平均水平的三倍。為了讓社區變得更加安
全，『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透過下列途徑擴展暴力預防計畫、創造新機會供青少
年參與，並增加對受害者的支持：
• 支持 SNUG 社區計畫，開展社區外展活動並預防槍支暴力
• 增加 20 多項反暴力計畫
• 與地方群體合作，在全社區建立新的午夜籃球計畫 (Midnight Basketball
program)
經濟適用房
每個家庭都理應獲得安全體面的處所安家。布魯克林中心區的居民用大約一半的家
庭收入支付房租，相比之下，紐約州居民平均使用占家庭收入 32% 的資金支付房
租。『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創造新的經濟適用房機會，用來鼓勵積極的生活方式
并增加提供預防護理機會。
具體來說，『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
• 按照社區建議的方案，在歸州政府所有的六個地塊上建造 3,000 多套多戶
經濟適用房，包括：
o 為發育不全人士、老年人、有犯罪記錄的人提供支持服務和住房
o 可供公眾使用的開放空間
o 實現居者有其屋
適應力
布魯克林中心區面臨著難以抵禦極端天氣和電力需求增加的雙重難題。為了讓布魯
克林區成為更具環境可持續性且更具適應力的社區，『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
• 投資於可持續實踐活動，包括可再生能源和過剩能源、能源效率及環保工
作培訓。
• 利用 382 個太陽能項目減少房主和企業的能源費用
• 完成 62 個多戶住宅和 87 個獨棟住宅能效項目
• 支持建設 15 個新的廢熱發電項目
• 推進克拉克森大道微型電網項目 (Clarkson Avenue Microgrid Project)，為金
斯縣醫院 (Kings County Hospital)、SUNY 紐約州南部地區醫學中心 (SU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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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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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體現在 2018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中，組成部
分獲撥款情況如下：

開放空間和娛樂休閒

1.4 億美元

健康食品

32.5 萬美元

綜合教育與青少年發展

120 萬美元

經濟賦權和創造就業

69.2 萬美元

社區暴力預防

80 萬美元

社區醫療護理

7 億美元基建投資

經濟適用房

5.63 億美元

適應力

2,300 萬美元

參議員凱文·帕克 (Kevin Parker)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認可布魯克林中心區的迫
切需求，並做出資金承諾以安排州政府服務。這筆資金需要在今年的預算案中獲得
批准，若獲得批准，我們相信『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在我們社區內迎來新紀元並
將充滿機會。」
州參議員傑西·漢密爾頓 (Jesse Hamilton) 表示，「我支持葛謨州長的『重要布魯
克林』計畫。這項 14 億美元的投資將強化多個社區機構和社區組織的工作，這些
機構和組織設法滿足布魯克林區居民的需求。利用更多經濟適用房解決住房危機、
利用暴力預防工作消除眾多家庭面臨的難題、開展公共衛生行動以改善社區健康水
平、投資發展勞動力來為未來的職業做好準備，等等。這些投資證明社區夥伴為解
決這些問題而開展的工作是正確的，與之類似的創新者去年與我以及我的同事在美
國布朗斯維爾市 (Brownsville) 的一處公共住房地點成立了首個科技與健康中心，並
在上週把『校區 (Campus)』計畫拓展至克朗高地街區 (Crown Heigh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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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議員羅戈薩尼·佩爾薩德 (Roxanne Persaud)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朝
著為資源匱乏的社區改善醫療護理和提供全方位服務邁出了一大步。我感謝葛謨州
長與議會議員合作完成這項重要舉措。」
眾議員約瑟夫·蘭托勒 (Joseph Lentol)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支持布魯
克林中心區的社區，提供各種途徑增加民眾權利，包括增加提供健康新鮮的食品和
開放空間，以及投資發展勞動力和創造就業。被幾屆州政府忽視和撤資後，葛謨州
長制定了目標明確、大膽創新的計畫。『重要布魯克林』不只是一項提案，還是一
項聲明，表明我們可以透過合作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我強烈建議州議會的諸位同事
在今年的預算案中批准這項重要方案。」
眾議員 N. 尼克·匹瑞 (N. Nick Perry) 表示，「因缺乏經濟適用房，布魯克林中心
區的中低收入居民目前愈發面臨遭驅逐和無家可歸的煩惱。所有 這一切都起因於數
十億美元建設資金投給了豪華住宅，這些住宅甚至無法為失業社區的居民提供就

業。讓事情變得更糟的是，因社區內有大量無醫療保險群體而導致醫療保險需求得
不到滿足，這加劇了布魯克林中心區面臨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葛謨州長設立的
『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值得讚許、及時並且深受支持，我期待與諸位同事共同成功
執行該計畫，從而造福於我們代表的民眾。」
眾議員艾瑞克 M. 迪蘭 (Erik M. Dilan)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利用新的綜
合方法建設社區，以有意義的方式銜接重要服務和對生活有影響力的資源。諸如 住
房、醫療、創造就業等重要因素得到全面滿足時，民眾也將增加機會實現自身充分
潛力。感謝州長領導解決這個問題，並強烈建議州議會的諸位同事在州預算案中批
准這項重要計畫。」
眾議員瓦特 T. 摩斯雷 (Walter T. Mosley) 表示，「增加提供優質社區資源對促進
任何地區的發展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葛謨州長設立的『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利
用全面方案幫助布魯克林中心區參與各項重要計畫，從經濟適用房到刺激創造就業
和幫助減少暴力的各項計畫，這些計畫對於實現增長和給社區賦權而言必不可少。
該計畫是一項重要投資，將為布魯克林中心區帶來效益，我建議州議會批准該計
畫。」
眾議員馬提扎·達維拉 (Martiza Davila) 表示，「紐約州弱勢民眾亟需獲得全州各市
提供的支持性住房。豪華高層住宅如今迅速取代老年人和家庭亟需的住房和服務，
看到有項目如此關注社區的總體福利令人感到氣象一新。我們需要把該計畫納入到
今年的州預算案中。」
紐約市公眾代言人利蒂希婭 ·詹姆斯 (Letitia James) 表示，「作為一個城市，我們
面臨的最大的一個難題就是確保建設和維護健康的社區。這個面向布魯克林社區的
計畫將提供日常資源，包括經濟適用房、 健康食品、教育、青少年支持、犯罪預
防、職業支持。我感謝州長領導開展這項工作，並期待與之合作為全體民眾建設更
強大可持續的紐約州。」
布魯克林區區長埃裡克·亞當斯 (Eric Adams) 表示，「布魯克林中心區各社區長期
奮力擺脫健康不良、貧困、可預防暴力構成的循環模式。這種努力很大程度上基於
體制未能為這些社區內辛勤工作的民眾提供投資和支持，這些人每天努力為同胞創
造更安全的處所用來撫養子女和家庭。我曾擔任警員在這些街道上巡邏，也曾與 2
型糖尿病做鬥爭，這種疾病危害到我的成千上萬個選民，我對這些鬥爭的親身感受
與我看到的對更光明的未來的希望同樣清楚。我感謝州政府對布魯克林中心區的醫
療保健服務提供這筆期待良久的投資，我希望與奧爾巴尼縣 (Albany) 切實開展合
作，以確保『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實現紐約州全體民眾期待的成功。」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葛謨州長設立創新計畫用來在布魯克林區創
造就業，這是一個制勝之道，將造福於布魯克林區的居民和紐約州全體民眾。伴隨
增加青少年培訓計畫和新的經濟發展機會，『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必定為這些社區

提供所需的支援以幫助其取得成功。」
紐約州衛生部 (New York State Health) 部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 表
示，「提供優質醫療服務和預防服務是醫療體系的基本組成部分，建設健康社區需
要的不止於此。葛謨州長設立的『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是一項全面計畫，用於解決
對醫療有影響的多方面社區生活需求，包括住房、教育、就業、經濟建設、娛樂、
安全。投資於這些此前被忽視和分化的領域是對民眾福利的關注，應當能夠為布魯
克林中心區和東北區提供機會用來為後世子孫建設和維繫健康的社區。」
紐約州環境保護局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局長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是一項創新計
畫，用於滿足布魯克林中心區各社區的關鍵需求。葛謨州長設立的這項計畫利用全
面方案擴建開放空間和休閒娛樂區、並提供新機會用來鼓勵新一代環境領袖，藉此
保障布魯克林區居民的健康和福利，將鼓勵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創造更加可持續的社
區。因此，『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改善環境，以及紐約州成千上萬個民眾的福利
和生活質量。」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署長
魯茲安妮·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
正是我們需要的給人以啟發的積極方案，用於彌合經濟差距和醫療差距，這些差距
長期影響到布魯克林區的多個社區。該計畫將為全國樹立榜樣，打破壁壘以提供優
質經濟適用房並為後世子孫建設更加強大可持續的社區。感謝葛謨州長對該計畫的
遠見和領導，期待與他合作實現這些大膽創新的計畫。」
紐約州農業部 (New York State Agriculture) 部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重要布魯克林』計畫將提供創新解決方案來為布魯克林社區提供價格適
中、可持續的福利方案。該計畫將增加提供新鮮的當地食品，包括紐約州的一些優
質農產品，從而幫助全體居民過上更加健康、更可持續的生活。這些舉措體現了州
長空前的承諾，旨在把布魯克林社區建設得更加美好，我期待這個全面方案將得以
實現。」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主任露絲·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布
魯克林區從經濟建設到人口增長均實現顯著復興。該計畫將鞏固既有的成就，用來
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資源以維繫健康的社區並鼓勵社區發展。葛謨州長透過『重要布
魯克林』計畫採取全面方案滿足地區的醫療福利需求，從而支持布魯克林區持續發
展和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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