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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布魯克林區中心區  (DOWNTOWN BROOKLYN) 斥資  7,200 萬美元的

混合用途經濟適用房開發項目破土動工   
  

內文斯街公寓  (Nevins Street Apartments) 為布魯克林區中心區帶來  129 套經濟
適用房；   

包括為精神病患者提供  78 套配備生活輔助服務的住房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內文斯街公寓項目動工，這是布魯克林區中心區耗資 7,200 
萬美元的混合用途經濟適用房和生活輔助住房開發項目。該綜合開發項目包括對
一棟百年老建築實施拆除重建，並在旁邊新建一棟 10 層建築。內文斯街公寓將
提供 129 套經濟適用房，其中包括為精神病患者預留的 78 套生活輔助住房和  
3,100 平方英尺的商業空間。該地塊的重新開發將保留布魯克林區中心區的經濟適
用房，並按照目前的標準對現有公寓實施現代化建設。  
  
「混合用途生活輔助住房是我們在全州範圍內增加經濟適用房和打擊社區遊民問
題的整體工作的重要內容，」葛謨州長表示。「內文斯街公寓將為一些最脆弱的
紐約民眾提供更安全、更實惠的住房和服務，同時促進建設更有活力、更健康的
布魯克林區中心區。」  
  
「這個新住房開發項目繼續增加布魯克林區居民的經濟適用房數量，特別是那些
更容易出現遊民問題的社區，」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內文
斯街公寓將提供價格合理、品質上乘的公寓，重點關注需要生活輔助服務的人。
該項目補充了我們的活力布魯克林區計畫，用於打破住房障礙和醫療保健障礙，
延續我們的工作以鞏固地方經濟，並為布魯克林區和附近地區的紐約州全體民眾
改善生活質量。」  
  
州長承諾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安全可靠的合宜住宅，該承諾體現在本州前所未
有的 200 億美元五年期住宅計畫 (Housing Plan)。該計畫建造或保留超過 10 萬戶
合宜住宅，其中  6,000 戶住宅提供生活輔助服務，從而在提供住宅的同時處理遊
民問題。本計畫是因應全州住宅問題的全面方案，其中包括多戶和單戶家庭住宅
和社區的開發案。2011 年起，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NYS HCR) 投資 20 多億美元，在布魯克林區建造或維護
將近 1.5 萬套經濟適用房和公寓。  
  
內文斯街公寓包括對原建於 1912 至 1913 年的一幢現存建築實施大規模改造，該
建築最初是基督教女青年會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 為單身
女性提供的單人套房。過去 30 年裡，社區生活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ommunity 
Living, ICL) 把該建築作為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獲得許可的過
渡住房設施加以運營。重建項目將把現有的單人套房改造成獨立的公寓。  
  
新建的 10 層樓將建在鄰近的停車場上。設計要求兩棟建築全面整合，並共用一
個核心區域。建築設施包括公共洗衣設施、24/7 前臺安保、社區房間、健身房、
瑜伽室以及教室。  
  



家庭收入為當地平均收入 (Area Median Income) 的 60% 甚至更低的家庭均能負擔
得起這些公寓。其中一間公寓是為一名管理員預留的。129 套公寓中有 78 套將留
給曾經居無定所的人，包括那些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藥物濫用障礙的人、退
伍軍人和年輕人。他們將可使用社區生活研究所的綜合現場支持服務，包括諮
詢、安全規劃、公共福利管理和宣傳、育兒技能和生活技能、家庭團聚和穩定、
健康教育、社會和娛樂服務以及與社區服務的聯繫。  
  
該住宅綜合體位於位於在布魯克林區中心區舍默霍恩街 (Schermerhorn Street) 和
州府街 (State Street) 之間的內文斯街  50 號。零售區將面對舍爾默霍恩街，這是
一條主要的商業走廊。居民可以方便地利用附近的交通工具，享受包括購物、醫
療和公共設施在內的所有主要服務。   
  
州政府對該建設項目的資助包括 1,350 萬美元的永久免稅債券、將創造 2,730 萬
美元股權的聯邦政府低收入住房退稅額 (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 以及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另外提供的  900 萬美元補助金。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
每年將通過州長的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ESSHI) 為生活輔助住房提供  190 萬美元的租金補貼和服務。紐約市住房
維護與發展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NYC HPD) 現已透過生活輔助住房計畫 (Supportive Housing Loan 
Program) 提供 960 萬美元資金。紐約州總檢察長利用產權人和解資金提供 100 萬
美元資金。開發商是社區生活協會。裡奇曼住房資源公司  (Richman Housing 
Resources)、滙豐銀行 (Hong Kong and Shang Hai Banking Corporation, HSBC) 及
加拿大道明銀行  (Toronto-Dominion Bank, TD Bank) 提供額外的財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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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斯街公寓將有助於在布魯克林區中心區打造更具包容性和多樣性的社
區，提供 129 套價格合理、配套齊全的公寓。葛謨州長認為，紐約州全體民眾，
不論收入如何，都應該有機會在就業、交通和服務良好的地方獲得經濟適用房。
該建設項目將造福於所有住在布魯克林區中心區的人。」   
  
精神健康辦公室主任安·蘇利文  (Ann Sullivan) 博士表示，「葛謨州長的紐約州生
活輔助住房計畫取得了巨大成功，將幫助成千上萬的人和家庭在安全穩定的住房
中獨立生活。 布魯克林區內文斯街公寓內由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支持的 78 
套住房表明，州長致力於打擊遊民問題、支持我們的退伍軍人，幫助脆弱的紐約
民眾獲得在自己的社區內成功和充實生活需要的服務。」   
  
紐約市住房維護與發展局局長露易絲·卡羅爾  (Louise Carroll) 表示，「這棟百年
老樓的復興不僅將保護和維護該社區的歷史特徵，還將為一些最脆弱的紐約民眾
提供 129 套永久經濟適用房和重要的生活輔助服務。內文斯街公寓證明了我們可
以通過深思熟慮的規劃和有意義的投資來實現我們的目標，這些投資將在未來幾
年造福我們的社區。感謝我們的發展夥伴和政府同事，感謝他們致力於創造經濟
適用房的機會。」  
  
參議員威曼尼特·蒙哥馬利  (Velmanette Montgomery) 表示，「我很高興我的選區
迎來 100% 低收入和生活輔助住房項目。我們很少為已在這座城市生活和工作的
人建造房屋，尤其是在布魯克林區，這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已經遙不可及。這類
住房能夠切實滿足我的許多選民的需求，並提供各種服務，使那些有額外困難的
人能夠獨立生活，並為社區作出貢獻。」  
  
眾議員喬·安‧賽門  (Jo Anne Simon) 表示，「紐約市出現了住房危機，我們必須
建造生活輔助住房、保護我們現有的經濟適用房並將其帶入 21 世紀，這一點非
常重要。我很高興內文斯街公寓將實施更新改造，為我們社區中最需要幫助的人
提供舒適的環境。我要感謝為這個必要項目提供資金的市機構和州機構，並期待
著與他們以及服務提供機構社區生活研究所合作，共同推進這個項目。」  



  
商业地产機構  (Commercial Real Estate) 副总裁马修·沙茨  (Matthew Schatz) 表
示，「我們自豪加入紐約州和紐約市的承諾，為有需求的低收入紐約民眾提供生
活輔助住房。該項目將有助於解決布魯克林區中心區迫切的經濟適用房需求，以
及生活輔助住房居民對社會服務的需求。加拿大道明銀行在創造積極影響方面提
供的投資是其卓爾不凡的一個原因。」  
  
社區生活研究所總裁兼執行長戴維德·伍德羅克  (David Woodlock) 表示，「社區
生活研究所很自豪能與州政府合作建設項目，該項目強調了我們共同致力於改善
社區，並確保人們能夠獲得負擔得起的住房和服務，幫助他們在生活中向前邁
進。我們感謝葛謨州長、霍楚爾副州長、維斯納斯卡斯廳長、卡羅爾局長和裡奇
曼住房資源公司支持這個項目，該項目將為數百個紐約民眾提供負擔得起的住
房，並使一些人有機會獲得他們需要的醫療服務，從而使其病情得到改善。」   
  
裡奇曼住房資源公司總裁凱文·霍夫曼  (Kevin Hoffman) 表示，「裡奇曼住房資源
公司很荣幸能与社區生活研究所合作建設內文斯街 50 號公寓。該建設項目是一
個範例，說明了利用聯邦低收入住房稅收抵免計畫，結合紐約州和紐約市的支
持，公私合營企業如何在布魯克林區中心區建造經濟適用房。我們要感謝這個項
目的主要合作夥伴，滙豐銀行和人民聯合銀行 (People's United Bank)，以及建築
貸款機構加拿大道明銀行，感謝他們的高瞻遠矚和承諾投資於這個社區的未來。
裡奇曼住房資源公司贊同社區生活研究所的價值觀，即通過促進接受、包容和希
望來改善社區，這正是內文斯街 50 號公寓將實現的目標。」  
  
社區生活研究所簡介   
  
社區生活研究所是非營利的醫療保健組織，通過為成年人、兒童和家庭提供生活
輔助住房和過渡住房、諮詢服務和生活輔助服務，進而提供創傷知情、以康復為
導向、綜合型的和以人為中心的護理。這些組織每年為近  1 萬人提供服務，每晚
約有 2,500 個紐約人在社區生活研究所過夜。社區生活研究所特別致力於為退伍
軍人服務，幫助他們重建生活，他們的目標始終是幫助人們實現更大的健康和福
祉，過上盡可能充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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