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6 月 1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啟動第二階段空前規模的  200 億美元住房計畫用於提供經濟適用房和生

活輔助住房  

 

每年為  1,200 套生活輔助住房提供  3,000 萬美元的運營資金  

  

為經濟適用房提供  5.88 億美元的資本融資，包括為生活輔助住房提供   

1.75 億美元資金  

 

為生活輔助住房提供  6,300 萬美元的資本融資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啟動第二階段歷史規模的  200 億美元五年期計畫，用

於建造或維護  10 萬套經濟適用房和  6,000 套生活輔助住房。州機構發佈了三份獨

立的《招標書  (Requests for Proposals，RFP)》，用於為生活輔助住房提供逾  6.5 

億美元融資資本和  3,000 萬美元的服務和運營資金。  

 

「本屆州政府做出空前未有的承諾，用於幫助紐約民眾獲得安全體面並且價格適中

的處所安家，這新階段計畫將幫助確保我們當中一些最弱勢的民眾有機會獲得穩定

的住房，以及所需的幫助和資源，」葛謨州長表示。「這些行動將對抗無家可

歸，並幫助為全體民眾把紐約州建設成為更加安全、公平和易於負擔的地方。」  

  

紐約州在維護和建設經濟適用房方面領先全國。《州  2018 財政年度已頒布預算案  

(State Fiscal Year 2018 Enacted Budget)》持續提供資金用於推進葛謨州長針對經濟

適用房和生活輔助住房設立的  200 億美元五年期全面計畫，以確保紐約民眾獲得

安全可靠的住房。該預算案提供  25 億美元資金用於推動建造或維護  10 萬套新經

濟適用房和  6,000 套保障住房。  

  

為生活輔助住房提供  3,000 萬美元的運營資金  

  

首份《招標書》由州長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跨部門工作組  (Governor’s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ESSHI) Interagency workgroup) 製作，將為有特

殊需求、狀況或其他問題的無家可歸人士至少  1,200 套生活輔助住房提供服務資金

和運營資金。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launches-landmark-20-billion-plan-combat-homelessness-and-create-affordable


  

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Mental Health，NYS OMH) 將擔任

《招標書》的主導採購機構；但是，成功的提案將不局限於為有精神疾患的民眾提

供的服務。提案將解決州長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跨部門工作組各機構服務的所

有群體的需求，包括下列機構：  精神健康辦公室、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包括愛滋病研究所  (AIDS Institute)、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NYS HCR)、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OASAS)、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OCFS)、家庭暴力預防辦公室  (Offi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臨時救濟及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OTDA)、  發育障礙人士辦公室  (Office f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招標書》請見精神健康辦公室網

站： https://www.omh.ny.gov/omhweb/rfp/2017/esshi/rfp.pdf 

  

目標無家可歸者群體包括退役軍人、家庭暴力受害者、老弱病殘、有監禁史的年輕

人、無家可歸者或家庭寄養者、長期無家可歸的人士和家庭、有資格申請醫療補助

計畫 (Medicaid) 再設計團隊資金的個人、以及伴有健康、精神健康和 /或物質使用

障礙症的個人。   

  

《招標書》將提供所需的服務和運營資金，用於運營長期生活輔助住房。  申請方

預計可獲得獨立的融資資本，用於資助開發建設住房項目。  根據該《招標書》發

放的資金可用於為符合要求的目標群體提供租房援助和服務，以確保其住房穩定

性。資金的許可用途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方面：  

•  租房補貼和其他房屋租用成本；   

•  服務或人員，用於識別和安置需要住房的符合條件的個人；   

•  基層衛生服務和行為健康服務；   

•  就業培訓和職業培訓和 /或援助；  

•  教育補助，包括同等學歷文憑  (GED) 輔助；  

•  育兒技巧培訓和支持；   

•  兒童保育輔助；   

•  咨詢和危機干預；   

•  兒童服務，包括教育宣傳、支持、咨詢；   

•  與服務和/或人員有關的費用，用於幫助個人和家庭維持穩定的住房，包括

住房顧問或專家，以及就業咨詢。  

  

這次撥款機會僅面向非營利組織開放。非營利組織可能與房屋開發商有合作關係，

但正式申請方必須是管理服務和運營合同資金的非營利組織。  

  

 

https://www.omh.ny.gov/omhweb/rfp/2017/esshi/rfp.pdf


網絡會議將在  2017 年 6 月 19 日，上午 10:00 點召開，用於概括介紹《招標

書》。這次網絡會議將錄像並放在精神健康辦公室的網站上。與《招標書》相關的

問題必須在  6 月 26 日前提交，所有提案在  7 月 24 日，下午 2:00 截止。 

  

撥款  5.88 億美元給經濟適用房和生活輔助住房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已發佈《招標書》，用於撥款  5.88 億美元推進建造和維

護各類經濟適用房，包括撥款高達  1.75 億美元給生活輔助住房，這是生活輔助住

房機會計畫  (Supportive Housing Opportunity Program) 的內容。  

  

《招標書》還包括撥款給住房與社區重建廳的另外十個住房建設與維護計畫。當前

計畫和新計畫的撥款申請可以在  2018 年 3 月 1 日前的任何時間提交，或在所有

資源分配完畢前提交。申請書將按提交時的原樣執行審核，撥款決定將在年內達

成。  

 

住房與社區重建廳的全面《招標書》包括的計畫：  

 

•  生活輔助住房機會計畫   

• 新建設資金計畫  (New Construction Capital Program)  

• 公共住房維護計畫  (Public Housing Preservation Program)  

• 多戶住房維護計畫  (Multifamily Preservation Program)  

• 工薪家庭住房  (Homes For Working Families)  

• 中等收入家庭住房計畫  (Middle Income Housing Program)  

• 城鄉社區投資基金  (Rural And Urban Community Investment Fund)  

• 紐約住房米切爾-拉瑪住房計畫  (House NY Mitchell-Lama Program)  

• 米切爾-拉瑪貸款計畫  (Mitchell-Lama Loan Program)  

• 州低收入住房信貸計畫  (State Low Income Housing Credit Program)  

• 聯邦住房信託基金計畫  (Federal Housing Trust Fund Program)  

  

撥款  6,300 萬美元給生活輔助住房  

  

臨時救濟及與殘障援助辦公室還為其無家可歸住房與援助計畫  (Homeless Hous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 發佈了《招標書》。《2018 財政年度州預算案  (FY 2018 

State Budget)》包括撥款  6,300 萬美元給無家可歸住房與援助計畫，該計畫可用於

收購、建造或改造住房給無家可歸並且需要依靠援助獲得住房的人士。有資格申請

無家可歸住房與援助計畫撥款的項目可以服務於家庭、單身成年人、青少年、老年

人、各類有特殊需求的群體，包括有精神疾患的人士、家庭暴力受害者、退伍軍

人、有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的人。  

 

http://www.nyshcr.org/Funding/OpenWindow/2017/2017_HCR_Multifamily_Open_Window_RFP.PDF


提案從 6 月 23 日起開始接收。《招標書》請見臨時救濟及與殘障援助辦公室網

站， http://otda.ny.gov/contracts/. 

  

精神健康辦公室主任安 ·沙利文  (Ann Sullivan) 博士表示，「葛謨州長承諾幫助弱

勢家庭和個人，這將為成千上萬個紐約民眾提供安全的住房和全面服務。更重要的

是，這將為這些人提供所需的機會和援助，使之在康復之途上重新構建自己的生

活。」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廳長魯斯安妮 ·維斯納斯卡斯  (RuthAnne Visnauskas)  

表示，「紐約州引領全國積極解決無家可歸問題和住房不穩定性問題，設立創新

有效的計畫用於資助建造和維護經濟適用房。為配合葛謨州長的工作，即提供所需

的優質經濟適用房和服務讓民眾取得成功，今天宣佈的超過  6.8 億美元資金將擴展

這一創紀錄的成就，從而幫助成千上萬個理應獲得住房的紐約民眾在其力所能及的

範圍內過上安穩的生活。」  

  

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主任塞繆爾  D. 羅伯特  (Samuel D. Roberts) 表示，「這筆撥

款將為一些最弱勢的紐約民眾的生活帶來巨大的改變，不僅提供住房，還提供必要

的生活輔助住房以實現獨立。州長再次證明紐約州認同生活輔助住房對打破無家可

歸循環而言具有根本意義。」  

  

紐約州發育障礙人士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主任凱瑞  A. 德蘭尼  (Kerry A. Delaney) 表示，「我們

努力幫助民眾過上與社區融合的充實生活，而價格適中的生活輔助住房是基

礎。 我們很感謝有機會與人力服務同事合作，按照葛謨州長的指示增加並擴展紐

約州各地的生活輔助住房。  諸如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等計畫創造了更加豐富

的生活、更具凝聚力和多元化的社區，最終把紐約州建設得更加美好和強大。」  

  

紐約州衛生部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確保提供安全並且維護

完好的住房，用來幫助個人培養更加健康獨立的生活方式，這將在今後為其帶來益

處。事實證明，生活輔助住房能夠幫助紐約州居民避免住院治療，並減少急診次

數，從而降低醫療成本。葛謨州長致力於利用生活輔助住房改善無家可歸的紐約民

眾的生活，這持續對抗我國最棘手的一個難題，並為紐約州成千上萬個最弱勢的居

民帶來希望。」  

  

紐約州酒精與藥物濫用服務辦公室主任艾琳娜 ·崗薩雷斯-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

Sánchez) 表示，「提供穩定廉價的生活輔助住房對抵抗藥物濫用障礙的人來說尤

其重要。例如諸如此類計畫，葛謨州長持續把紐約州樹立為全國領先的州，為尋求

成癮服務的民眾提供完整連續的護理。」  

  

 

http://otda.ny.gov/contracts/


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代理主任希拉  J. 普爾  (Sheila J. Poole) 表示，「在街頭謀

生並且處在不穩定住房狀況下的年輕人有可能發生暴力行為、犯罪和性虐待。提供

生活輔助住房能夠改善這些弱勢年輕人的生活，尤其是因超齡而離開寄養中心的青

少年，或離家出走或無家可歸的青少年，這些人的家庭沒有能力或不願意照顧他

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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