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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5,650 萬美元給全州居無定所的個人和家庭

十五個項目建造將近 600 套住房，提供給退伍軍人、家庭暴力倖存者、老年民眾
和有精神疾病的人士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和郊區的項目仍獲得了多達 750 萬美元的資金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已經向 15 個項目撥發 5,650 萬美元的州資金，這些
項目將為居無定所的人士和家庭提供住房。這些項目透過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補
助辦公室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 OTDA) 的無家可歸住房和援
助計畫 (Homeless Hous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 獲得資金，將建造將近 600 套
固定生活輔助住房和 40 個緊急庇護所床位，提供給退伍軍人、家庭暴力倖存者和
有精神疾病的人士。
該計畫仍接受申請，給紐約市及其包括威斯特徹斯特郡 (Westchester)、拿騷郡
(Nassau)、薩福克郡 (Suffolk) 在內的郊區的項目撥款 750 萬美元用於維修緊急庇
護所。
「這筆資金將幫助給我們當中一些最脆弱的居民提供安全穩定的生活住所，他們在
那裡可以獲得需要的生活輔助服務，」葛謨州長表示。「這些項目朝著確保紐約
州全體民眾在其社區內獲得經濟適用房又邁進了一步。」
「我的母親是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支持者，我很自豪幫助有需求的人來延續她的精神
作風，」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致力於在紐約州投資於
經濟適用房和生活輔助服務，從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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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重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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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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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這些工作是該承諾的內容。本
計畫透過修建和維護超過 100,000 戶合宜宅和 6,000 戶支援性住宅，使住宅更容易
取得，並處理街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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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謨州長
領導下，紐約州帶頭實踐其承諾，利用生活輔助住房來解決居無定所問題。投資於
這些項目使我們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確保紐約州全體民眾獲得安全、體 面並且價
格低廉的住房。」
獲得無家可歸住房援助計畫資金的機構包括：
布魯姆機遇有限公司 (Opportunities for Broome, Inc.)，布魯姆郡 (Broome
County) - 750 萬美元
該項目將為居無定所的家庭和人士建造 27 套生活輔助住房和 80 個生活輔助住房
床位。賓厄姆頓市 (Binghamton) 中心區四棟現有的荒廢建築將改造用作生活輔助
住房。生活輔助服務將包括資訊和推薦、咨詢，以及就業、醫療和教育援助。
德保羅公司 (DePaul)，奧斯威戈郡 (Oswego County) - 660 萬美元
這個生活輔助和經濟適用房項目將為無家可歸的老年人提供 80 套住房和 148 個床
位，其中包括給患有精神疾病並且無家可歸的老年民眾提供 40 套生活輔助住房和
64 個床位。該項目從屬於斥資 2,680 萬美元的項目，該項目包括在奧斯威戈市中
心區新建一棟帶地下停車場的四層樓。生活輔助服務將包括病例管理、醫療保健和
就業、教育和娛樂援助。
大紐約美國志願者公司 (Volunteers of America of Greater NY)，布朗克斯區
(Bronx) - 610 萬美元
這筆資金將用於支持斥資 7,280 萬美元的生活輔助服務和經濟適用房開發項目，該
項目將建造 118 套住房和 144 個床位，包括 37 套住房和 37 個生活輔助服務住房
床位。生活輔助服務將包括病例管理、保健服務、日常生活技能培訓和財務管理。
關注獨立生活有限公司 (Concern for Independent Living, Inc.)，布朗克斯區 - 490
萬美元
這筆資金將用於在布朗克斯區建造一棟價值 6,450 萬美元的 12 層混合用途大樓，
共有 106 套住房和 218 個床位，其中包括 47 套住房和 47 個為無家可歸人士提供
的永久生活輔助住房床位。該項目還包括生活輔助服務、社區和商業空間。提供的
生活輔助服務將包括危機干預、日常生活技能訓練、交通、娛樂和聯繫社區服務。
多伊基金 (The Doe Fund)，布朗克斯區 - 490 萬美元
這個生活輔助和經濟適用房項目將開發一棟 9 層的建築，有 98 套住房和 171 個
床位，包括 49 套為無家可歸人士提供的永久生活輔助住房。項目總成本超出了
4,800 萬美元。生活輔助服務將包括病例管理、福利援助，以及營養和娛樂援助。
循序發展公司 (Step by Step)，圣勞倫斯郡 (St. Lawrence County) - 450 萬美元

該項目包括將一所舊學校改造成 20 套住房和 22 個永久生活輔助服務住房床位。
這將包括為無家可歸的單身人士提供 18 套單間公寓和為無家可歸的夫婦提供 2 套
公寓。生活輔助服務將包括病例管理、自助小組、衛生和健康課程以及福利諮詢。
JCTOD 公司，奧奈達郡 (Oneida County) - 450 萬美元
這個生活輔助和經濟適用房建設項目將創造 62 套住房和 90 個床位，包括 31 套為
無家可歸的老年人提供的一居室生活輔助住房。耗資 1,600 萬美元的詹森公園綠色
社區公寓 (Johnson Park Green Community Apartments) 將包括三棟住宅樓和一棟社
區中心大樓，位於尤迪卡市 (Utica) 詹森公園 (Johnson Park) 周邊的四個地塊上。
生活輔助服務包括病例管理、交通、健康課程和日常生活援助。
天主教家庭中心 (Catholic Family Center)，門羅郡 (Monroe County) - 400 萬美元
該項目將保留有 40 個床位的緊急避難所，並在重建羅切斯特市聖法蘭西斯中心
(St. Francis Center) 的過程中為單身成年男性創建 9 套永久生活輔助住房。緊急避
難所和永久住房將有單獨的入口。生活輔助服務包括病例管理、預防醫療服務和支
持系統建設。
德爾塔房地產開發公司 (Delta Development)，伊利郡 (Erie County) - 360 萬美元
這個生活輔助和經濟適用房項目包括 67 套住房和 125 個床位，在切克托瓦加鎮
(Cheektowaga) 為 55 歲以上的無家可歸人士提供 21 套住房。這個耗資 2,100 萬美
元的項目的建設將包括大規模改造一處學校舊址的大型多功能建築。生活輔助服務
包括病例管理、高級社會服務、身體和行為健康服務以及獨立生活技能。
CARES 公司，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 330 萬美元
將在奧爾巴尼郡建造兩棟新建築，其中包括 15 套住房和 27 個永久生活輔助服務
住房床位，9 套一居室公寓和 6 套兩居室公寓，供無家可歸的家庭和個人居住。
其中八套住房將留給年輕人使用。生活輔助服務將包括教 育和就業培訓、財務規
劃、運輸和青少年特別服務。
公司 (Westhab, Inc.)，威斯特徹斯特郡 - 170 萬美元
將適當修復一幢六層住宅樓宇，其中設 24 套住房及 46 個永久生活輔助服務住房
床位。建議的改造包括更換屋頂、升級能效和更換其他主要建築部件。生活輔助服
務將包括個案管理，例如技能培訓、就業準備和職業培訓。
克里斯托弗社區有限公司 (Christopher Community)，科特蘭郡 (Cortland County)
- 150 萬美元
這筆資金將用於新建一棟斥資 750 萬美元的三層建築，為無家可歸的家庭提供 25
套住房和 57 個永久生活輔助住房床位。生活輔助服務將包括諮詢、協助獲取食
物、傢俱和學校用品、財政和法律援助以及獲得交通服務。

迪米特住房公司 (Dimitri House)，門羅郡 (Monroe County) - 130 萬美元
將大幅改造羅徹斯特市 (Rochester) 的一棟三層建築，為長期無家可歸的人提供 6
套生活輔助住房和 6 個永久生活輔助住房床位。生活輔助服務將包括教育和職業
培訓、諮詢和危機干預、生活技能培訓和糧食 /營養援助。
紐約州西部地區美國自願者公司 (Volunteers of America of Western New York,
Inc.)，門羅郡 - 120 萬美元
這將在現有的庫柏聯盟 (Cooper Union) 項目的基礎上，為長期無家可歸的人增加 7
套提供生活輔助服務的單間公寓，該項目已經給居無定所的人提供 45 套單間住
房。新的一樓單間公寓將包含一個起居/睡眠區和一個小廚房，浴室和淋浴設施將
共用。一樓還有洗衣設施、儲物空間、社區會議室和辦公室。提供的生活輔助服務
包括病例管理、康復支援、教育指導 和就業準備。
新領域公司 (New Ground, Inc.)，拿騷郡 - 41.8 萬美元
資金將用於大規模重建貝斯佩奇嚮 (Bethpage) 一棟獨戶住宅，為社區中長期無家
可歸的家庭創建一套住房和五個永久生活輔助住房床位。生活輔助服務將包括資訊
和推介、就業服務、教育服務和獨立生活技能發展。
無家可歸住房援助計畫 (Homeless Housing Assistance Program) 為非營利公司、慈
善機構、宗教組織以及市政機構提供資金撥款和貸款，來收購、建設或修繕住房以
幫助必須得到特別援助才能得到穩定住房的人士。這些撥款利用紐約州無家可歸住
房與援助公司 (New York State Homeless Housing and Assistance Corporation) 利用
競爭程序發放，這是一家由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提供工作人員的公共
福利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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