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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水牛城  (BUFFALO) 斥資  2,280 萬美元的住房與醫護綜合大樓動工   

  

威斯敏斯特康芒斯公寓  (Westminster Commons) 為老年民眾把  84 套經濟適用房

和生活輔助服務住房和配套的社區衛生服務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斥資  2,280 萬美元為水牛城的老年民眾建設的住房與

醫護綜合大樓動工。威斯敏斯特康芒斯公寓將包括一座新建成的建築，內有  84 套

經濟適用公寓和生活輔助公寓。該項目位於該市東區  (East Side)，還將把歷史悠久

的威斯敏斯特社區服務中心  (Westminster Settlement House) 改造成商業醫療中心，

提供成人日間計畫、診所、藥房和物理康復服務。   

  

「威斯敏斯特康芒斯公寓繼續致力於為水牛城東區帶來高品質的經濟適用房，」

葛謨州長表示。「這 84 套新住房將為老年人提供方便的醫療和生活輔助服務，並

幫助這些居民獨立生活。」   

  

「威斯敏斯特康芒斯公寓經濟適用房建設項目延續了我們的承諾，利用新住房投資

推進水牛城東區發展，並為居民帶來新希望，」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每個人都理應享有優質住房，這對需要獲得醫療保健和生活輔助

服務的老年人來說尤其重要。利用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NYS HCR) 提供的資金，我們正在創造更多經濟適

用房機會和生活輔助住房機會，並改善紐約州街區的生活質量。」   

  

威斯敏斯特康芒斯公寓將在一棟共四層的建築內為  55 歲及以上的成年人提供  84 

套公寓。家庭收入為當地中等家庭收入  (Area Median Income) 60% 甚至更低的家庭

均能負擔得起這些公寓。40 套公寓將為有精神病史的老年人保留。這些居民將獲

得現場生活輔助服務，如病例管理、福利宣傳、財務管理、工作技能培訓和醫療援

助。水牛城街區中心聯合會公司  (Buffalo Federation of Neighborhood Centers, 

BFNC) 是該項目的生活輔助服務提供商和開發商。   

  

威斯敏斯特社區服務中心建於  1893 年，將改造成社區服務設施，為居民和社區提

供健康服務。服務將包括經過認證的老年人日間護理計畫、醫療診所、藥房、康復

服務和辦公空間。兩座建築之間將有一條室內通道，方便居民出入。   

  



 

 

州長承諾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安全可靠的經濟適用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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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敏斯特康芒斯公寓是該承諾

的內容。本計畫透過修建和維護超過  10 萬套經濟適用房和  6,000 套生活輔助住

房，使住房更容易取得，並處理遊民問題。2011 年以來，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

廳已經在水牛城東區投資  1.12 億美元，為  2,700 多人建造或保留  1,200 套經濟適

用房。  

  

本州提供的資金包括聯邦低收入住房退稅額  (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s)，這

項資金將創造  1,400 萬美元的股權，以及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提供的  300 萬

美元補助金。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透過『無家可歸住房援助計畫  (Homeless 

Housing Assistance)』提供 340 萬美元撥款。其他融資由紐約州住宅局  (Dormitory 

Author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DASNY)、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以及聯邦和州歷史建築退稅額股

權提供。  

  

紐約州精神健康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每年將通過州長設

立的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ESSHI) 為 

26 套生活輔助住房提供基於項目的租金補貼和服務資金。水牛城提供了  35 萬美

元的住房計畫  (HOME) 資金。   

  

本州對威斯敏斯特康芒斯公寓的投資支持州長設立的『將健康貫徹到所有政策中  

(Health Across All Policies)』倡議和『構建高齡友善州  (Age-Friendly State)』倡議，

為老年人保留負擔得起的住房。『將健康貫徹到所有政策中』倡議是一項把健康因

素融入各行業到政策制定中的聯合方案，旨在加強社區健康和福祉。更多資訊請見

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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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資近 2,300 萬美元的威斯敏斯特康芒斯公寓將為年長的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民眾提供負擔得起的經濟適用公寓和生活輔助公寓，並將一座

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歷史建築變成整個社區都能享用的資產。葛謨州長對水牛城東區

的戰略投資正在改變該地區的商業活動、醫療服務和經濟適用房，使老年人能夠在

他們稱之為家的社區內獨立生活。」   

  

紐約州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廳長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 博士表示，「威斯敏斯特康芒斯公寓將為水牛城的老年人提供需要的支

援，以保持健康積極，並參與社區活動。居民可以獲得現場服務，如醫療保健和經

濟援助，以及日間節目。」   

  



 

 

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主任麥克·黑恩  (Mike Hein) 表示，「就幫助無家

可歸的民眾穩定生活而言，生活輔助住房是個關鍵並且可靠的途徑。威斯敏斯特康

芒斯公寓將為紐約州老年民眾提供安全、經濟的住房，同時為他們提供所需的生活

輔助服務。」   

  

精神健康辦公室主任安·沙利文  (Ann Sullivan) 博士表示，「美觀的威斯敏斯特康

芒斯公寓內的生活輔助服務住房將允許精神疾病患者在自己的家園和社區中生活和

發展。葛謨州長設立的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再次提供穩定的住房和各種服務，

這些服務將以更低的成本創造更好的健康成果，並使更弱勢的紐約民眾為他們的社

區做出寶貴的貢獻。」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威斯敏斯特

康芒斯公寓項目再次很好第證明了歷史建築修復退稅額  (Historic Rehabilitation Tax 

Credits) 可以給水牛城東區這樣的社區帶來新生機。投資歷史建築有助於促進當地

經濟發展、建造經濟適用房、促進可持續發展，以及保護社區遺產。」   

  

眾議員布萊恩·希金斯  (Brian Higgins) 表示，「與聯邦低收入退稅額、歷史建築退

稅額以及住房計畫資金相結合，這代表威斯敏斯特康芒斯公寓項目獲得將近  1,500 

萬美元的聯邦投資，此外還有已經提供給這條路上幾英哩以外的北國  (Northland) 

廊道的 2,750 萬美元聯邦新市場和歷史建築退稅額投資。  它結合勞動力發展、醫

療保健和經濟適用房，鞏固了我們的東區社區、通過結合勞動力發展、醫療和經濟

適用房增加了機會和服務，推進了水牛城街區中心聯合會公司一個世紀以來對社區

服務的承諾。」   

  

眾議會多數黨領導人克麗絲特爾·皮爾普斯 -斯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Stokes)  

表示，「水牛城終於動工建設這個斥資  2,280 萬美元的老年住宅建設項目，這是該

市的勝利。由於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財政支持，84 名低收入的老年民眾，其中一

些有精神病史，將很快獲得高品質的經濟適用房以及醫療、成人日托和康復服務。

睦鄰城市 (City of Good Neighbors) 照顧老人和那些需要生活輔助服務的老人過上健

康充實的生活，這個項目是又一個範例。祝賀水牛城街區中心聯合會公司啟動一個

醞釀已久的項目。」   

  

伊利郡  (Erie County) 郡長馬克·鉑隆卡茲  (Marc Poloncarz) 表示，「在威斯敏斯特

康芒斯公寓，許多合作夥伴共同努力，為水牛城的老年人創造負擔得起的新生活空

間，提供生活輔助服務，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質。這項  2,280 萬美元的投資將威斯

敏斯特康芒斯公寓改造成老年人住房，並增加了多種生活輔助服務，幫助這些老年

人保持獨立，成為社區的一部分。這個項目對老年人來說是明智的，促進了水牛城

的復蘇，示範了有利於所有人的發展。」   

  



 

 

水牛城市長拜倫·布朗  (Byron Brown) 表示，「自 2006 年以來，本屆政府已經為

水牛城所有年齡的居民建造了  2,100 多套經濟適用房。本市的人口中 55 歲以上的

有 27%，這一數字還將繼續增加，因此解決目前和未來的老年人住房需求問題十

分重要。威斯敏斯特康芒斯公寓將不僅僅是老年人住房設施。這個整體項目將創建

有現場服務的老年社區，這些服務對老年居民的健康和福祉至關重要。」   

  

水牛城街區中心聯合會公司執行董事裡卡多·埃雷拉  (Ricardo Herrera) 表示， 

「我們很高興在實現長期願景的過程中獲得合作援助和資金。這個歷史建築正在重

新裝修，再次成為給居民提供幫助的重要部分，為社區居民提供亟需的人類服務。

水牛城街區中心聯合會公司一直致力於提供計畫和服務，提升和賦權社區成員創建

成功之路。我們想讓居民感覺他們是繁榮社區的組成部分，就像郊區的老年社區一

樣。作為開發商，我們的願望是開發一個社區，提供高品質、現代化並且適合步行

的住房選擇，老年人在那裡可以獲得醫療和其他豐富的活動。這一願景很早就得到

了開發商朗達·裡克斯  (Rhonda Ricks) 博士和住房支持聯盟  (Coalition for Supported 

Housing, CSH) 的支持，他們為我們提供了初始資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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