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7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斥資  1,700 萬美元在鐵德魁特鎮  (IRONDEQUOIT) 修建的經濟適用

型老年人開發專案和成人日間服務中心舉行剪綵儀式   

 

本輪投資完善了本地區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的全面戰略——「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   

  

杜蘭老年人公寓  (Durand Senior Apartments) 支持紐約州的「將健康貫徹到所有

政策中 /構建高齡友善州倡議  (Health across All Policies and Age-Friendly 

State)」，為老年人修建了  70 套經濟適用房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天宣佈為斥資  1,700 萬美元在鐵德魁特鎮  (Irondequoit) 新建

的經濟適用型老年人住房開發專案進行剪綵。杜蘭老年人公寓取代了兩座廢棄的

教會，提供了  70 套經濟適用型公寓和一間成人日間服務設施。杜蘭  (Durand)  

的聖安妮成人日間服務  (St. Ann's Adult Day Service) 為社區居民提供醫療和社會成

人日間護理服務。   

  

「杜蘭老年人公寓等開發專案為全州的老年人提供新的經濟適用房機會，讓他們

可以在他們稱之為家的社區獨立生活，」葛謨州長表示。「鐵德魁特鎮的老年人

值得過上舒適和經濟實惠的生活，透過將破敗建築物轉化具有配套服務的住房以

提高生活品質，我們正在推動整個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向前發展。」   

  

「我們致力於確保紐約州全體民眾均可獲得安全廉價的住所，」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今天的剪綵儀式上發表談話時表示。「紐約州正在投資

數十億美元在全州各地建造和改造經濟適用房和支持性住房開發專案。這個老年

人住房專案將為鐵德魁特鎮的老年居民提供亟需的全方位居住方案，並作為『五

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的一部分推動該地區實現經濟復興。」   

  

州長承諾加強社區並發展五指湖地區的經濟，這體現在『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

計畫中，這也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用於實現穩健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

本州對杜蘭老年人公寓的投资补充了「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倡議，为弱势群体

提供經濟適用的住房機會。自  2011 年以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HCR) 就在五指湖地區建造和保存了  6,645 套多戶住宅經

濟適用房。   



  

杜蘭老年人公寓包括位於兩棟建築內的  70 套公寓和一棟額外的一層樓建築，在杜

蘭提供聖安妮成人日間服務。兩座空置的教會，即前聖薩洛美教會  (St. Salome 

Church) 和前杜蘭聯合基督教會  (Durand United Church of Christ)，被拆卸後用以建

造新開發專案。   

  

各類設施包括能源之星電器、緊急呼叫系統、對講機入口、各樓層的洗衣設施和

電梯通道。此處還設有一間社區室和一個戶外庭院。   

  

現時共有十一間公寓供體弱的老年住戶使用。七間公寓可供輪椅使用者使用，三

間公寓專為聽障或視障人士而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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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金。   

  

杜蘭老年人公寓是葛謨州長提出的「將健康貫徹到所有政策中」倡議的一部分，

旨在投資於經濟適用房，並配合醫療保健和社區服務完善社區，讓老年人過著健

康、獨立的生活。   

  

州政府對杜蘭老年人公寓的資助將獲得價值為  1,250 萬美元資本金的聯邦政府和

州政府低收入住房退稅額  (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另外，紐約州住房與

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NYS HCR) 還提供了 

310 萬美元補助金。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還提供了  63,000 美元。門羅縣  (Monroe 

County) 提供了 35 萬美元的「家庭  (HOME)」資金。專案開發商是普羅維登斯房

屋發展公司  (Providence Housing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和聖安妮社區 (St. Ann'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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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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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蘭老年人公寓提供  70 套經濟適用房，並為鐵德魁特鎮的老年人社區建

立了一個中心區域，以便他們獲得關鍵的醫療、健康和社會服務。葛謨州長正在

全州各地修建經濟適用房，配合醫療保健服務，以便紐約民眾能夠過上獨立且成

功的生活。我們對杜蘭老年人公寓的投資將有利於鐵德魁特鎮的整個社區，並促

進『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   

  



「健康老齡化始於一套經濟適用的住房，並在鐵德魁特鎮的老年人將從杜蘭老年

人公寓處獲得的社區支持類型的推動下持續發展。」  紐約州衛生廳廳長霍華德·  

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這套經濟適用房開發專案明確展現了『將健

康貫徹到所有政策中 /構建高齡友善紐約州倡議』之經濟和健康效益，並將吸引居

民，使老年人能夠留在他們的社區，設立一個中央區域為該地區的老年成人社區

提供關鍵服務，為整個社區帶來各類福祉。」   

  

紐約州老人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the Aging) 代理主任格雷格·  

奧爾森  (Greg Olsen) 表示，「我感謝葛謨州長發揮領導力並且認可提供高齡友

善、經濟適用住房機會是在社區內獨立生活的首要條件。這筆最新投資將幫助老

年人獲得所需的重要社區資源用於保持健康並積極參與社區生活，並支持紐約州

做出的堅定承諾構建國內首個高齡友善州。」  

  

眾議員喬·莫雷勒  (Joe Morelle) 表示，「杜蘭老年人公寓進一步證明了鐵德魁特鎮

正在堅守其座右銘，即建設『一個值得終身居住的小鎮』。這些新公寓為居民提

供了一個經濟實惠、便利安全的家，讓他們留在他們熟悉和喜愛的社區。我要感

謝葛謨州長和政府內的合作夥伴所做出的努力，應對經濟適用房短缺問題，為我

們社區中最為弱勢的群體帶來亟需的希望和安全。」   

  

參議員里奇·芬克  (Rich Funke) 表示，「我們的社區總是需要更多經濟適用房，  

尤其是對老年人來說更是如此。我歡迎位於鐵德魁特鎮的杜蘭老年人公寓的開

張，並感謝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投資，幫助實現這一目標。」   

  

州眾議會議員傑米·羅密歐  (Jamie Romeo) 表示，「我很高興地歡迎杜蘭老年人公

寓來到我們在鐵德魁特鎮的社區。除了就業機會之外，這個專案將讓更多的居民

為我們的老年人提供更多優質、經濟適用的住房選擇，讓鐵德魁特鎮成為『一個

值得終身居住的小鎮』。我要讚揚席裡  (Seeley) 鎮長的願景和對該物業的創新式

再利用，這將使整個鐵德魁特鎮受益。」   

  

「今天，杜蘭老年人公寓的剪綵儀式展示了當地老年人可以選擇的一套經濟適用

住房，」 門羅縣縣長雪麗爾·迪諾爾弗  (Cheryl Dinolfo) 表示，「我非常感謝普羅

維登斯住房發展公司和聖安妮成人日間服務計劃投資於本地經濟和勞動力，同時

也滿足老年人的需求，幫助他們留在他們幫助建立的社區中。」   

  

鐵德魁特鎮  (Irondequoit Town) 鎮長戴夫·席裡  (Dave Seeley) 表示，「鐵德魁特

鎮很高興歡迎杜蘭老年人公寓來到我們的社區。這類住房開發非常重要，因為我

們努力確保居民能夠在他們居住數十年的城鎮安享晚年。對於一個擁有未開發物

業較少的城鎮來說，這有時可能是具有挑戰性的，我要讚賞所有促成這一專案成

為現實的所有利益攸關方們。」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new-york-designated-first-age-friendly-state-nation-aarp-and-world


普羅維登斯住房開發公司執行董事馬克·格雷斯博格  (Mark Greisberger) 表示，

「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口正在尋找安全和經濟適用的住房選擇。感謝許多合作夥伴

和這個社區，我們很高興能夠為  70 多位老年人在杜蘭老年人公寓所在的優質社區

內提供一個新家。聖安妮成人日間服務也在隔壁開張營業，這是一個額外優勢；

另外，鐵德魁特鎮境內周邊的老年人也可參與其他優質專案。」   

  

聖安妮社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邁克爾  E. 麥克雷  (Michael E. McRae) 表示，「聖安

妮成人日間服務在老年人的看護者在工作或處理其他事務時，老年人提供安全、

監督看護和社交機會。在杜蘭開辦這樣一個計畫好處多多，對整個社區都能帶來

福祉。」  

  

加快實施《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   

  

今天宣佈的消息為『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錦上添花，這是該地區的全面發

展藍圖，用於實現穩健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為替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61 億美元，投資內容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

食品生產、以及高階製造業在內的關鍵產業。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

最低水平；個人和企業所得稅也已調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巴達維

亞鎮 (Batavia)、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等地發展和進行投資。   

  

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推進「五指湖加速發展」

戰略。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民間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

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8,200 份新職缺。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將健康貫徹到所有政策中 /構建高齡友善州倡議   

  

「將健康貫徹到所有政策中」是一套合作方案，將健康考量納入到各個部門的政

策制定流程之中，以改善社區醫療和健康；這套方案認識到社區面臨的最大健康

挑戰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且通常與其他社會問題緊密相連，其範圍超出了醫療保

健和傳統公共衛生活動。為了成功地改善所有社區的健康，健康改進戰略必須針

對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和其他複雜因素，而這些因素往往是住房、交通、教育、

環境、公園和經濟發展等非衛生保健夥伴之責任。   

  

根據州長的指示，這項倡議的最初重點在於構建高齡友善的社區和制定政策。  

納入促進健康老齡化的政策將有助於紐約州機構在開發和實施新計畫時考慮所有

人口和居住環境的需求。本倡議的長期目標在於讓所有紐約州機構以合作的方式

將健康改進和健康老齡化政策納入到所有機構的決策重點中來。從此處了解更

多。  

  

https://esd.ny.gov/finger-lakes-forward-uri
https://www.health.ny.gov/prevention/prevention_agenda/health_across_all_policies/
https://www.health.ny.gov/prevention/prevention_agenda/health_across_all_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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