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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斥資近 2,160 萬美元修建八個支援性住房專案

政府撥款支持為紐約無家可歸人士（包括退伍軍人及其家人）修建住房
安德魯 M. 葛謨 (Andrew M. Cuomo) 州長於今日宣佈向八大支援性住房專案撥款近
2,160 萬美元，為無家可歸的紐約人提供共 265 套住房。本次撥款透過紐約州「無
家可歸住房和支援計畫 (Homeless Hous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 HHAP) 」而發
放，將為薩福克縣 (Suffolk) 和奧奈達縣 (Oneida) 的支援性住房專案提供資金，供
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及其家人居住；並為紐約市 (New York City)、伊利縣 (Erie)、
拿索縣 (Nassau) 和奧奈達縣的無家可歸人士及家人修建住處。這八項專案從屬於
葛謨州長推出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承諾，即：斥資 100 億美元修建經濟適用房，應
對無家可歸的現象。
「紐約州現已推出一套全面方案，採取決策性措施應對無家可歸這一危機，這筆撥
款是這項戰略中的重要一環，」葛謨州長表示。 「有了這些支援性住房，我們將
幫助確保紐約最為弱勢的群體能夠擁有安全、體面和廉價的住房，並向他們提供獲
取所需支援和服務的機會。」
在這即將修建的 265 套支援性住房中，141 套將作為紐約市、伊利縣、拿索縣、
奧奈達縣和薩福克縣境內的永久性和過渡性支援性住房。這些住房將為有特殊需求
的弱勢群體提供住處，並將囊括各種支援性服務， 滿足他們的需求，例如：就業培
訓、諮詢、獨立生活技能培訓、福利宣導、獲取和維持主要醫療和心理治療的援
助。
獲得撥款的專案包括：
 麥特城市中心 (Lt. Col. Matt Urban Center) （伊利縣）3,112,670 美元
 尤蒂卡開發中心 (Utica Center for Development) （奧奈達縣）3,174,100
美元
 關注獨立居住有限公司 (Concern for Independent Living, Inc.)（薩福克
縣）1,308,842 美元

 心理健康和保健協會 (Association for Mental Health and Wellness, Inc.)
（薩福克縣）1,988,716 美元
 尤蒂卡拯救計畫 (Rescue Mission of Utica, Inc.) （奧奈達縣）1,711,839 美
元
 聯合退伍軍人燈塔公寓 (United Veterans Beacon House, Inc.) （薩福克
縣）1,547,164 美元
 心理健康研究生中心 (Postgraduate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Inc.) （紐約
市金斯县）2,993,268 美元
 關注獨立居住有限公司 (Concern for Independent Living, Inc.) （拿索縣）
5,750,000 美元

紐約州臨時救濟及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專員薩繆爾 D. 羅伯茨表示 (Samuel D. Roberts)：「葛謨州
長已堅定承諾要解決無家可歸的現象，並一直十分重視支援性住房開發在這方面所
起的作用。我們知道，這些專案為租戶提供的住房和服務將對他們的生活產生長期
的積極影響。」
紐約州酒癮和物質濫用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專員愛琳·岡薩雷斯-桑切斯 (Arlene GonzálezSánchez) 表示：「對於抗擊物質濫用疾病的人員來說 ，住房是他們在康復之路上
至關重要的一環。我讚賞葛謨州長、臨時救濟及與殘障援助辦公室和其他『無家可
歸住房和支援計畫』合作夥伴們所做出的努力 ，向紐約州最弱勢群體提供更多住
房，照顧包括退伍軍人、婦女及兒童和戒癮康復人員。」
州參議員蒂姆·甘迺迪 (Tim Kennedy) 表示：「這筆來自紐約州的巨額撥款將使得
紐約西部的麥特城市中心能夠繼續承繼幾十年來的傳統，提供並擴大那些改變人生
的服務。透過為無家可歸的單身女性和帶著孩子的單親母親提供支援性住房，麥特
城市中心給予了這些家庭新的生活希望，為他們提供了他們應得的尊 嚴和安全。我
感謝葛謨州長加大力度消除紐約州無家可歸的現象，我還要代表他人衷心感謝麥特
城市中心的工作人員給予的無私奉獻。」
州參議員約瑟夫·格裡佛 (Joseph Griffo) 表示：「我很高興尤蒂卡開發中心獲得了
這筆重要撥款，使得我們能夠繼續援助本地區內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及其家人。任
何為國奉獻的退伍軍人都不應該在尋找住處上遇到困難，因此這筆撥款所支持的本
地住房專案將是確保退伍軍人獲得他們應得服務的重要一步。這筆撥款對尤蒂卡拯
救计划來說是絕佳的消息，將能夠為無家可歸人士及家人提供額外的支援性住
房。」

州參議院退伍軍人、國土安全和軍事委員會 (Senate Committee on Veterans,
Homeland Security and Military Affairs) 主席、州參議員湯瑪斯 D. 克洛西 (Thomas
D. Croci) 表示：「我很高興能與葛謨州長和我的參議員同事們進行合作，積極應對退伍
軍人及其家人所面臨的無家可歸的現象。我們的共同目標是培養一種能力，使得任何退伍
軍人或其家人都不會被迫露宿街頭。」
州眾議員克裡斯托爾·比伯-斯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tokes) 表示：「熱烈祝賀麥特城
市中心獲得 310 萬美元，使其能夠繼續抗擊退伍軍人、婦女及兒童所面臨的無家可歸現
象。新建的永久性和過渡性住房將改善紐約西部 (Western New York, WNY) 的現狀，為
布法羅市內最弱勢的群體提供安全和舒適的住處。我讚賞葛謨州長和我的立法會同
事們促成這項撥款。」
州眾議員安東尼·布林迪西 (Anthony Brindisi) 表示：「莫霍克谷急需這樣能夠為
退伍軍人及其家人提供安全的支援性住房的專案。透過團隊精神和強大的合 作網，
尤蒂卡開發中心撰寫了這份贏得撥款的計畫。本計畫不僅能夠為退伍軍人及其家人
提供住房，還能為他們提供重新生活所需的服務。尤蒂卡拯救計畫將在這筆資金支
援的更大規模的專案之中，為此前無家可歸的人士及其家人提供急需的支援性住
房。」
州議員迪恩·穆瑞 (Dean Murray) 表示：「薩福克縣的退伍軍人人口規模在全國範
圍內都名列前茅，對此本縣倍感自豪。我很高興看到我們能夠努力確保退伍軍人及
其家人都能有住房。我衷心感謝葛謨州長及紐約州臨時救濟及與殘障援助辦公室的
官員們所做的努力，致力於將這一專案變成現實。」
奧奈達縣執行長官安東尼·匹桑特 (Anthony Picente) 表示：「這類配備支援服務的
住房是説明社區成員克服無家可歸困境的重要一環。我感謝葛謨州長兌現承諾提供
這筆撥款。這將給有需要的人群實現自主獨立的機會。」
薩福克縣執行長官史蒂夫·貝爾隆 (Steve Bellone) 表示：「我讚賞葛謨州長持續應
對無家可歸現象的努力，提供大家急需的州政府撥款，使得我們能夠繼續為仍舊存
有需求的居民和退伍軍人提供服務。透過我們推出的各項計畫，例如：《為無家可
歸的英雄提供住房之法案 (Housing Our Homeless Heroes Act)》，薩福克縣已向各
個專案提供了成百上千萬的撥款，為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及其家人提供永久性住
房。本縣讚賞關注獨立居住有限公司、心理健康和保健協會和聯合退伍軍人燈塔公
寓這三家機構，因為它們在為做出無數犧牲捍衛自由的退伍軍人們提供住房這方面
表現格外積極。」
伊利縣 (Erie County) 執行長官馬克 C. 波隆卡茲 (Mark C. Poloncarz) 表示：「這
筆撥款將成為無家可歸人士的生命線，特別是帶著孩子的婦女。我們將為他們提供
住房安全，幫助他們一步步走出貧困。幸虧有了葛謨州長，我們在應對無家可歸現
象的戰鬥中已經慢慢佔據上風。」

布法羅市 (Buffalo) 市長布萊恩 W. 布朗 (Byron W. Brown) 表示：「這筆撥款對於
增加布法羅市支援性住房至關重要，能夠幫助本市最為弱勢的居民。在統一地點提
供住房與服務是極其有效的措施，能夠幫助人們克服無家可歸帶來的困境，我們衷
心感謝葛謨州長認可麥特城市中心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的持續幫助。」
尤蒂卡市 (Utica) 市長羅伯特·帕爾彌瑞 (Robert Palmieri) 表示：「我讚賞州長採
取積極措施應對退伍軍人所面臨的無家可歸問題。尤蒂卡市是本國首批加入美國政
府推出的『市长挑战结束退伍军人无家可归现象 (White Houses’ Mayor’s Challenge
to End Veteran Homelessness)』的城市之一，這筆撥款將為我們的退伍軍人提供他
們所需且應得的大量相關資源。」
無家可歸住房和支援計畫 (Homeless Hous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 HHAP)
無家可歸住房和支援計畫提供資金為各種具有特殊需求的人群開發住房，旨在幫助
家庭和個人走出無家可歸和貧困的狀態，盡可能 達到高度獨立自立。在 2015 至
2016 州財政年度內，本計畫已向本州境內的 19 個專案撥款 7,000 萬美元以上，
開發了 800 套以上應急、過渡、永久和支援住房。
無家可歸行動計畫 (Homelessness Action Plan)
在《2016 州情諮文》中，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做出具有歷史意義的承諾，即撥款
104 億美元在接下來的五年間解決本州境內的無家可歸問題。其中包括耗資 26 億
美元新建支援性住房，並繼續承諾 78 億美元支持現有的支援性住房、收容所床位
和其他與無家可歸現象相關的服務。
葛謨州長已於近期啟動了第一期「無家可歸行動計畫」。在這一計畫中，紐約州已
經：
 發佈了一份囊括 1,200 套支援性住房的《招標書》。第一期工程將耗資 26
億美元，在接下來五年間開發 6,000 套支援性住房。
 向紐約市使用率不足的州政府設施和州政府認證設施提供超過 500 個床
位，幫助無家可歸人士，解決收容住房不足的問題。
 組建無家可歸事務跨機構理事會 (Interagency Council on Homelessness)，針
對無家可歸問題和建議最佳實踐和政策 ，探尋目標解決方案，滿足社區和個
人的持續需求。
 對本州境內的全部 916 家無家可歸人士收容所進行了檢查，並採取措施改
進無家可歸人士收容所的條件，使得這些設施能夠保證安全、清潔並得到適
當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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