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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4,000 多萬美元，為退伍軍人、家庭暴力倖存者以及精神疾病
患者提供生活輔助住房
11 個生活輔助住房項目將為無家可歸的紐約民眾建造 276 套住房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已撥款 4,000 多萬美元給面向無家可歸的紐約民眾的
11 個生活輔助住房項目。這些項目將為退伍軍人、家庭暴力倖存者以及精神疾病
患者建造共計 276 套生活輔助住房。撥款由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無家可歸者住房援助
計畫 (Homeless Hous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 提供，將幫助資助奧爾巴尼郡
(Albany)、布朗克斯郡 (Bronx)、尼亞加拉郡 (Niagara)、紐約郡、安大略郡
(Ontario)、薩福克郡 (Suffolk)、湯普金斯郡 (Tompkins) 的生活輔助住房項目。
「這些項目將為我們當中一些最弱勢的紐約民眾提供需要的資源用來維持生活穩
定，」州長葛謨表示。「本屆州政府致力於確保紐約州全體民眾獲得安全、
體面、平價的住房，並徹底消除無家可歸危機。」
「我的母親為 20 世紀 70 年代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支持，遠遠早於我們如今實
施的多種保護措施，」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很自豪延續
她的做法，紐約州引領全國反對家庭暴力來代表沉默的民眾發表意見，追究違法者
的責任並保護受害者。我們積極投資於各類服務和計畫，支持最弱勢的紐約民眾，
包括家庭暴力受害者、勇敢的退伍軍人以及精神疾病患者。這筆住房資金將幫助確
保民眾獲得平價優質的住所，並延續我們的工作，在全州抗擊無家可歸問題。」
其中九個項目已經獲得了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的支持。該計畫撥發的資金將用於提供生活輔助服務和運營資
金。
獲得無家可歸住房援助計畫資金的機構包括：

圣凱瑟琳娜兒童中心有限公司 (St. Catherine's Center for Children, Inc.)，奧爾巴
尼郡 - 56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支持在奧爾巴尼市 (City of Albany) 建造 20 套長期
生活輔助住房，提供給無家可歸的青少年和戶主確診患有嚴重精神疾病和 /或物質
濫用障礙問題的家庭。本計畫總成本為 600 萬美元。
康復支援服務有限公司 (Rehabilitation Support Services, Inc.)，奧爾巴尼郡 - 25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支持在奧爾巴尼市建造三層建築提供 10 套長期生
活輔助住房，提供給無家可歸且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民眾。這些住房從屬於 20 套
住房項目，該項目還將提供 10 套經濟適用房。本計畫總成本為 540 萬美元。
奧爾巴尼住房聯盟 (Albany Housing Coalition)，奧爾巴尼郡 - 18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支持修復奧爾巴尼郡克林頓大道 (Clinton Avenue)
克林頓大道退伍軍人公寓 (Clinton Avenue Veterans Apartments) 的三棟建築。該項
目將為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建造九套長期生活輔助住房。三棟現有的聯排房屋將分
別提供三套單臥室住房。總造價為 210 萬美元。
新命運住房公司 (New Destiny Housing Corporation)，布朗克斯郡 - 57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支持在布朗克斯郡建造 37 套長期生活輔助住房，
提供給以來自庇護所的家庭暴力倖存者為戶主的居無定所的家庭。這些住房從屬於
62 套住房項目，該項目還將提供 25 套經濟適用房。項目總造價為 3,500 萬美
元。
特殊人群服務機構 (Unique People Services, Inc.)，布朗克斯郡 - 55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支持在布朗克斯郡建造 55 套長期生活輔助住房，
提供給 30 個有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無家可歸的民眾，和 25 個有嚴重精神疾病的
無家可歸的成年人。這些住房 從屬於 93 套住房項目，該項目還將提供經濟適用
房。項目總造價為 5,200 萬美元。
CAMBA 住房投資公司 (CAMBA Housing Ventures)，布朗克斯郡 - 75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支持在布朗克斯郡建造 87 套長期生活輔助住房，
提供給原本無家可歸的家庭以及有嚴重精神疾病的的單身人士，優先考慮退伍軍
人。這些住房從屬於 288 套新建住房項目，該項目還將提供 200 套經濟適用房和
2 套管理員住房。項目總造價為 1.35 億美元。
基督教女青年會尼亞加拉邊 境有限公司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 of Niagara Frontier Inc.)，尼亞加拉郡 - 14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支持把原本的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服務機構辦公大樓修復並改造成長期生活輔助住房。該項目將

為家庭暴力倖存且無家可歸的單身婦女提供 8 套住房。還將另外給低收入單身婦
女提供 4 套經濟適用房。該建築還將提供行政管理辦公室和商 用空間。總造價為
350 萬美元。
奧德賽住房公司 (Odyssey House)，紐約郡 - 16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東哈萊姆區 (East
Harlem) 126 大街建造 15 套長期生活輔助住房，提供給患有嚴重精神疾病且無家
可歸的單身成年人。該項目還將提供 6 套經濟適用房。擬議的項目包括拆除作業
和新建作業。項目總造價為 1,200 萬美元。
五指湖地區美國腦癱聯合協會有限公司 (Finger Lakes United Cerebral Palsy,
Inc.)，安大略郡 - 19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在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建造 2 棟大樓，共提
供 9 套長期生活輔助住房。其中 5 套住房將留給曾有藥物濫用問題的民眾， 4 套
住房將提供給無家可歸且 55 歲以上的老年民眾。這些住房從屬於 30 套住房項
目，其中包括 21 套經濟適用房。本計畫總成本為 950 萬美元。
梅西避難所 (Mercy Haven)，薩福克郡 - 32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支持修繕薩福克郡的三棟住房。該項目包括提供 8
套長期生活輔助住房給從家庭暴力事件中倖存下來的家庭。本計畫總成本為 320
萬美元。
湖景健康服務有限公司 (Lakeview Health Service, Inc.)，湯普金斯郡 - 37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支持在伊薩卡鎮 (Ithaca) 西區高地公寓 (West End
Heights neighborhood) 建造 18 套長期生活輔助住房，其中 10 套住房提供給患有
嚴重精神疾病且無家可歸的民 眾，另外 8 套住房提供給有物質濫用問題和/或艾滋
病病毒/艾滋病且無家可歸的民眾。這些住房從屬於 60 套住房項目，該項目還將
提供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許可的 20 套住房，以及 22 套經濟
適用房。項目總造價為 2,170 萬美元。
這些項目是葛謨州長撥款 200 億美元設立的五年期無家可歸人士與經濟適用房行
動計畫 (Homelessness and Affordable Housing Action Plan)，該計畫於 2016 年公
佈。該計畫修建並維護 10 多萬套經濟適用住房，包括 6,000 套生活輔助住房，
從而增加提供住房，並對抗無家可歸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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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租賃市場的穩定方案。
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主任塞繆爾 D. 羅伯特 (Samuel D. Roberts) 指出，
「紐約州引領全國推進這一觀點，即需要利用生活輔助服務來給相對弱勢的社會成
員有效提供住房。葛謨州長認可生活輔助住房在幫助需要安身立命和努力實現自給
自足的民眾方面具有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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