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7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水牛城  (BUFFALO) 原  77 號公立學校  (PUBLIC SCHOOL 77) 開放斥

資  1,480 萬美元建設的住房和社區中心   

 

社區領導的這項計畫為水牛城老年民眾建設經濟實惠的高效住房，以及新社區中

心、社區健身房、劇院公司觀眾廳和辦公空間   

 

77 號學校將成為紐約州首個僅面向低收入用戶提供折扣能源的社區太陽能項目   

 

項目由改善水牛城基金  (Better Buffalo Fund, BBF) 支持，並與水牛城可持續住房

民眾聯合組織  (People United for Sustainable Housing (PUSH) Buffalo) 合作開發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水牛城西區  (West Side) 77 號學校利用  1,480 萬美元

資金完成改建為太陽能社區中心。經過翻新的空間為老年居民提供  30 套經濟實惠

的公寓、為社區公益組織提供辦公空間，設有休閒健身房，並為當地劇院公司提供

觀眾廳。該項目得到了改善水牛城基金的支持，該基金從屬於州長設立的水牛城十

億計畫 (Buffalo Billion)，旨在振興社區和改善交通，並由水牛城獲得全國公認的社

區組織水牛城可持續住房民眾聯合組織開發。  

  

「隨著水牛城經濟持續增長，這類項目對於改造城市以滿足水牛城不同人口的需求

至關重要，」州長葛謨表示。「77 號學校的獨特改造項目不僅將為西區提供低成

本的高級居住中心和中心樞紐，而且將用作社區太陽能項目的典範，促進本州和國

家的清潔能源。」   

 

「隨著水牛城繼續利用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投資和項目經歷轉型，紐約州正在繼續

為居民開發經濟適用房，」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個位於

該市西區的太陽能項目將為水牛城的老年居民提供節能住房，並為社區建設和發展

提供新空間。」   

 

利用 2014 年開始的參與式規劃過程，社區領導人確定利用一棟於  1927 年建造的

空置三層磚砌學校建築，在西區建設經濟實惠的多功能社區中心。居民與水牛城可



 

 

持續住房民眾聯合組織合作，迅速採取行動，確保在私人開發商確定計畫將其改造

成高端閣樓公寓前，利用該建築實現其願景。根據社區的意見，這棟  80,605 平方

英呎的建築已經重新定位為容納各種用途，包括  30 套經濟實惠的高品質出租房，

這些房屋面向  55 歲及以上的民眾，這些人的收入不超過該地區中等家庭收入的  

50%。 

 

77 號學校包括翻修的社區體育館和觀眾廳，優吉瑪劇院公司  (Ujima Theatre 

Company) 將入駐該觀眾廳，這是家多民族多文化的專業劇院公司，其主要目的是

為成名藝術家提供工作機會和為有抱負的藝術家提供培訓經歷來保護、延續和展現

非裔美國人劇院。水牛城可持續住房民眾聯合組織和城市和平組織  (Peace of the 

City) 將入駐該辦公空間，和平組織是個本地組織，提供一系列計畫，旨在為年輕

人提供教育成功所需的技能、工具和價值觀、打破貧困循環，並過上有意義的充實

生活。  

 

居民可以選擇訂購建築物屋頂的  64 千瓦社區太陽能電池板製造的能源，這將有助

於他們節省電費。77 號學校是紐約州第一個僅向低收入用戶提供折扣能源的社區

太陽能項目；該項目為弱勢工人提供支付糊口工資的大量太陽能設備安裝和維護工

作機會；並針對銷售太陽能認購量產生的收入分配額為居民提供發言權。  

 

77 號學校這類社區太陽能項目為低收入居民、租戶或沒有自己的太陽能電池板屋

頂空間或資源的人們提供了一條途徑，以便從改變全球能源市場的清潔能源革命中

獲益。數十名當地居民努力改造  77 號學校，使之節能並安裝太陽能基礎設施。  

可持續住房民眾聯合組織社區招聘大廳  (Community Hiring Hall) 為渴望參與該項目

的居民提供就業途徑。  

  

州長承諾為全體紐約民眾提供安全可靠、價格適宜的住房。該承諾現已寫入本州推

出的、前所未有的  200 億美元五年期「住房計畫  (Housing Plan)」。該計畫建造或

保護超過 10 萬套經濟適用房，其中  6,000 套住房提供生活輔助服務，從而提供住

房，並打擊無家可歸問題。本計畫是應對全州住房問題的全面方案。其中包括多戶

和單戶家庭住房社區的開發方案。  

 

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的城鄉社區投資

基金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Investment Fund) 為該項目向 77 號學校提供了  

1,750,000 美元的貸款。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分配低收入住房退稅額，產生了  

640 萬美元的稅收抵免額。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住房信託基金還獲得了  

1,664,000 美元的貸款。聯邦歷史建築退稅額  (Federal Historic Tax Credits) 由國家

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和美國國內收入署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管理，產生了  300 萬美元的股權，歷史建築退稅額由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

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管理，產生了近  200 萬美元的股權。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提供 125,700 美元資金，太陽能退稅

額 (Solar Tax Credits) 產生了 38,135 美元的股權。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通過其改善水牛城基金提

供 160 萬美元貸款。『改善水牛城基金』利用兩輪計畫給  35 個項目撥款  2,000 多

萬美元。這些項目改造了超過  450 套住宅和超過  19 萬平方英呎的店面和商業空

間，還在水牛城吸引到  2.23 億美元的私人投資。  第三輪申請目前正在審核中，  

撥款將在今年春季公佈。  

 

水牛城的水牛城城市重建機構  (Buffalo Urban Renewal Agency) 提供了 460,000 美元

的家住房 (HOME) 資金。  

 

2011 年以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價值  1.448 億美元的資源已在水牛城為超

過 4,200 名居民建造或維護了 2,177 套經濟適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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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號學校體現了葛謨州長提出的經濟適用住房願景，把州投資與社區目標結合

起來，為全體居民提供所需的住房，以便分享水牛城的複興。數十個在  77 號學校

安家的水牛城居民將有機會在其熱愛的社區中獨立生活並不再依賴電網。」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德 ·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改善水牛城基金的  77 號學校項目把這座歷史

悠久的學校大樓改造成劇院、企業和高級公寓的所在地，是紐約州經濟發展戰略方

法的一個範例，利用理性增長原則振興社區並吸引私人投資。」   

  

紐約州公共服務委員會  (New York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主席約翰  B. 羅德 

(John B. Rhodes) 表示，「77 號學校表明，葛謨州長提出的改革能源願景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 能源戰略與決心把能源民主付諸行動的社區合作時會

發生什麼。這類項目表明紐約州全體民眾，無論收入高低或所在地區，都能夠在建

立更清潔、更有彈性、更實惠的能源系統方面發揮作用，並能夠充分分享其利益。

該項目還有力地提醒，我們需要看到更多清潔可再生能源項目造福於中低收入社區

以及有色社區。」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主任露絲 ·哈威  (Rose Harvey) 表示，

「77 號學校項目很好地示範了如何通過對核心社區進行再投資來創造急需的住

房、振興社區並保護當地遺產。利用歷史建築退稅額提供的幫助，紐約州正在引領

全國為之前未充分利用的建築注入新活力。州長於  2013 年簽署立法用於支持紐約

州使用改造退稅額，州政府計畫和聯邦政府計畫對歷史悠久的商業房產帶動  34.5 

億美元的投資。」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 ·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確保紐約州全體居民都能獲得節能舒適的經濟適用住房是葛謨州長清潔

能源議程的一項重要舉措，繼續投資於原  77 號學校這類變革性項目是至關重要

的。感謝諸位合作夥伴參與成功重構該建築，並向居民和社區成員表示祝賀，他們

將享受這個美妙的改造設施提供的一切。」   

  

國會議員布萊恩·希金斯  (Brian Higgins) 表示，「該項目部分通過聯邦歷史建築與

低收入退稅額實現，代表了水牛城可持續住房民眾聯合組織領導的最新義務勞動。

通過社區參與，可持續住房民眾聯合組織為過去十年空置的前學校帶來了新生機，

把建築改造成經濟適用房，並成為滿足當今居民需求的社區活動中心。」   

  

參議員蒂姆·肯尼迪  (Tim Kennedy) 表示，「這筆重要的州投資繼續推動特殊項

目，例如改造和保護水牛城西區的前  77 號學校。這個項目的願景由街坊鄰里和當

地領導人推動，由於他們的奉獻和合作，這個空間不僅將成為安家的地點，還將成

為集會地點，將進一步培養社區感和成長感。」   

  

州眾議院議員肖恩·賴安  (Sean Ryan) 表示，「這個項目很好地示範了當我們找到

創造性方法重新利用建築物時可以做到些什麼。由於全體參與者的辛勤工作，77 

號學校將作為社區中心，更重要的是，在西區提供  30 套經濟適用房。  改善水牛

城基金在整個城市投資於這類項目，從而持續投資於水牛城的未來，我很高興看到

社區在這棟傑出的修復建築中生活、工作和娛樂。」   

  

郡長馬克·波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表示，「水牛城西區的前  77 號學校多年來

始終是社區的吸引力，並且在成千上萬年輕人的教育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今，77 號學校轉變成了現代化太陽能社區中心，此後開啟了新歷程，為低收入

老年民眾提供住房，並提供娛樂機會，等等。社區共同努力實現這一目標時就會促

成改變，而這個項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水牛城市長拜倫·布朗 (Byron Brown) 表示，「我很高興與水牛城可持續住房民眾

聯合組織的代表以及諸位政府同事為  77 號學校剪彩，這是個近  1,500 萬美元的住

房與社區改善項目。感謝安德魯·葛謨州長通過改善水牛城基金支持這個項目，  

該基金從屬於他提出的水牛城十億計畫。我為這座城市在改善西區社區居民生活質

量方面發揮的作用感到自豪。」   

  

水牛城議員大衛  A. 里維拉  (David A. Rivera) 表示，「幾年前，社區領導來找我，

看看我們能夠怎樣拯救  77 號學校。我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到這裡，表明我們拯救了  

77 號學校。感謝州政府內所有參與該項目的合作夥伴、水牛城可持續住房民眾聯

合組織，以及這個社區的居民和社區領導，他們都在幫助  77 號學校恢復生機方面

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是該社區、西區和水牛城的轉型項目。我們的孩子需要室內

游樂場所，我們的老年人需要負擔得起的優質住所，我們的藝術家需要適當的表演



 

 

空間，而且我們都需要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建築。77 號學校滿足所有這些需求及其

他需求。如果每個開發項目都像  77 號學校那樣，那麼水牛城就會為全體居民提供

更好的居住環境。我希望  77 號學校成為水牛城和紐約州的新發展標準。」   

  

水牛城可持續住房民眾聯合組織即將上任的執行理事和長期副主任拉瓦 ·吉瑪茲恩  

(Rahwa Ghirmatzion) 表示，「這是一個多彩的前線社區，多年來始終致力於鞏固

其經濟節能的住房供應量。77 號學校將他們的工作推向了全新的高度。該項目是

能源民主的教科書範例，在我們轉向  100% 可再生能源的過程中推動把每個人囊括

在內的公平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來改造全國各地的社區，無論收入高低或所在地

區。」  

  

在水牛城長大的國家清潔能源非營利組織解決方案項目  (Solutions Project) 執行理

事莎拉·珊莉·霍普  (Sarah Shanley Hope) 表示，「隨著我們過渡至  100% 清潔可再

生能源，大公司絕不是唯一受益的實體。重要的是，勞動人民及其社區可以獲得相

當多的就業機會和該項目創造的財富。77 號學校示範了這個理論在現實生活中如

何運作。如果這個理論可以在水牛城發揮作用，它可以在整個州、全州和世界各地

發揮作用。」   

  

77 號學校已經成為實現能源民主的典範。100% 的非政府組織網絡  (100 percent 

NGO Network)，這是個全國性的清潔能源非營利組織網絡，該網絡正在全國范圍

內組織一系列的實地考察，以考察能源民主的實例，而  77 號學校將於  7 月底首次

舉辦此類活動。紐約能源民主聯盟  (New York Energy Democracy Alliance) 是由數十

個基層環境組織和環境司法組織組成的全州聯盟，將於本月晚些時候在該校舉行半

年度退休會。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負責管理『改善水牛城基金』基金的撥款以及迴圈貸款基金用於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專案，這些專案注重現有覆道內的發展，並鼓勵備選交通方式以

及步行條件。最高可以使用  200 萬美元的缺額融資，用於那些可以推動巴雷街  

(Bailey Avenue)、格蘭特街  (Grant Street)、美恩街 (Main Street)、尼亞加拉街  

(Niagara Street) 和尤迪卡街 (Utica Street) 廊道上距離水牛城中轉車站四分之一英

里步行距離內的房屋建設、就業和零售業發展的項目。從此處進一步了解『改善水

牛城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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