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9 月 1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將為超過  1200 個支援性住房單位頒發含條件獎勵  

 

將提供  43 郡的社區合作夥伴提供  182 向條件獎勵，以資助支援性住房的服務與營

運成本  

 

這些獎勵讓州政府執行州長大手筆投資  26 億美元的發展  6,000 個支援性住房單位

的  5 年計畫得以進度超前  

 

獲獎者將有資格依每個支援性住房單位獲得高達  25,000 美元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頒發  182 個條件性獎勵給予超過  1,200 個為有特殊需

求、狀況或其他困難的無家可歸者準備的支援性住房單位。這些獎勵將為紐約州  

43 個郡內的 116 個社區合作夥伴資助支援服務和營運的成本。這是帝國州支援性

住房倡議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的第三階段，也是州長承諾投

資 26 億美元在紐約州開發  6,000 個支援性住房單位的  5 年計畫的一部分。  

 

「帝國州支援性住房倡議將為數以千計的民眾提供正面生活所需的穩定性與服

務，」州長葛謨說。「本政府許下了歷史性的承諾，要終結遊民的產生以及確保

即使是最弱勢的紐約民眾也能取得價格合宜的住房，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打造更安全

的社區。」  

 

「作為帝國州支援性住房倡議的一部分，我們將確保最弱勢的紐約民眾也能獲得住

房和支援服務，」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在終結全州各

地遊民情況的工作上投入了重大的投資，而今天頒發的獎勵將資助  43 個郡的支援

性住房成本，以確保有特殊需求的無家可歸民眾能得到所需的資源來邁向穩定正常

的生活。」  

 

自從葛謨州長在  《2016 年州情咨文》宣佈指標性的 200 億美元住房計畫，僅僅兩

年內紐約已提供建設及 /或營運  3,098 個支援性住房單位的資金。最新一輪的帝國

州支援性住房倡議獎金是五年期的可續約契約，提供至少  1,200 個新增支援性住房

單位的服務與營運成本，使僅三年內獲得資助的單位總數就已達到超過  4,200 戶。  



 

 

 

獲獎者有資格依每戶收到  25,000 美元來資助服務與營運成本。該獎勵將協助申請

者透過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的無家可歸住房和支援計畫  (Homeless Hous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 獲取資

金，以資助開發與建設支援性服務專案。  

 

在此第三輪獎勵中，申請者將依指示展示其提案將如何協助特定族群包括：無家可

歸的退伍軍人及其家庭；家庭暴力受害者；虛弱或殘障的老年公民；曾經入獄、  

無家可歸或曾被寄養的年輕成人；長期無家可歸的個人和家庭；患有智力或發育障

礙的人員；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HIV) 攜帶者或艾滋病（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

(AIDS) 患者；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員和 /或患有藥物濫用障礙的人員。  

 

今天宣佈的撥款可用於為符合條件的目標群體提供租房補助金和服務，從而確保其

住房穩定性，包括但不限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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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l Equivalency Dipl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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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服務或人員，用於識別和安置需要住房的符合條件的個人；  

 

獲得條件性獎勵的服務者名單請見此處。  

 

參議會住房、建築與社區建設委員會  (Senate Committee on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主席兼參議員貝蒂·利特爾  (Betty 

Little) 表示，「支援性住房能讓民眾取得安全、價格合理的住房和協助他們邁向更

健康、更正面生活的關鍵服務。因此我很高興能和立法同僚以及州長配合，透過帝

國州支援性住房倡議來提供資助，確保紐約持續為協助民眾克服穩定住房的障礙而

努力。」  

 

參議會精神健康與發育障礙委員會  (Senate Committee on Mental Health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主席兼參議員羅伯特  G. 奧特  (Robert G. Ortt) 表示，

「長久以來，得到穩定的住房一直都是社會上最弱勢民眾的障礙，也使他們難以完

全融入社區，成為社區的一分子。我們都知道，在一整天辛苦工作之後，能有一個

安心的歇腳之地有多麼重要，這對需要支援性住房的人自然也一樣。這些獎金將可

確保需要更多協助的人們能夠取得安全的住宅，讓他們得以專心把身邊的社區打造

成更好的環境。」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old-files/Providers_Receiving_Awards_for_Supportive_Housing_09.10.18.pdf


 

 

 

眾議會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Veterans' Affairs) 主席兼眾

議員米歇爾  G. 鄧迪克  (Michael G. DenDekker) 表示，「我要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

州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推動這項耗資  26 億美元的支援性住房  

5 年計劃。為年長者、退伍軍人、藥物濫用民眾和各種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社會服務

至關重要。此計劃將為紐約州最弱勢的民眾創造安全、價格合宜的住房和支援服

務。」  

 

參議院酒精與物質濫用常務委員會  (Senate Standing Committee on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兼參議員喬治·阿米多瑞  (George Amedore) 表示，「住房

安全對於協助已經克服成癮者保持在復原之路上是一項關鍵的要素。這些支援性住

房單位，將確保我們社區中最弱勢的成員能夠取得他們重新站穩腳步所需的支援與

服務。」  

 

紐約比國內任何一州都備有更多支援性住房。  支援性住房乃是為行動不便的民眾

或有其他生活困難者提供穩定、永久性住家以及現場服務的基石。服務提供者與居

民合作，確保他們能獲得恰當的服務與治療，以助他們邁向自力更生。  

 

獎金將處理帝國州支援性住房倡議的跨部門工作組  (Interagency Workgroup) 中各機

構所服務的所有族群的需求，包括：  

 

• 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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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 酒精與毒品濫用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 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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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發育障礙人士辦公室  (Office f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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