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2 月 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撥款  2,900 多萬美元支持維修生活輔助住房及緊急避難所   

  

七個郡的八個項目將給居無定所的紐約民眾建造  215 套住房   

  

這些撥款還將資助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現有的三處緊急避難所實施必要的維修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已經給八個項目撥發了  2,960 萬美元的州資金，這些

項目將給居無定所的退伍軍人、家庭暴力倖存者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個人提供長期住

房和生活輔助服務。這些撥款由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  (Offi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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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ing Assistance Program) 發放，將在七個郡建造  215 套生活輔助住房，並資助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的三處緊急避難所實施必要的維修。  

  

「這些項目將給弱勢紐約民眾提供亟需的住房和重要服務，幫助他們實現穩定並給

他們提供機會改善生活，」州长葛谟表示。「我們在全州投資於生活輔助住房項

目，幫助振興社區並徹底終結無家可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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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自豪繼承

她的精神，由紐約州引領美國反擊家庭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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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全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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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項目分佈在奧奈達郡  (Oneida)、斯克內克塔迪郡  (Schenectady)、倫斯勒郡  

(Rensselaer)、布魯姆郡  (Broome)、布朗克斯郡 (Bronx)、沃倫郡  (Warren)、利文斯

頓郡 (Livingston)，還利用其它資金渠道獲得支持。這些項目共帶來了  1.98 億美元

的投資，供將在全州建造  472 套經濟適用房和生活輔助住房。  

  



 

 

其中七個項目已經獲得了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計畫  (Empire State Supportive 

Housing Initiative, ESSHI) 的支持。帝國州生活輔助住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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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獨立生活機構  (Concern for Independent Living)，布朗克斯郡  - 49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為居無定所並且有精神障礙的個人建造  42 套長期

生活輔助住房。該些住房從屬於斥資  3,160 萬美元的經濟適用房建設項目，包括建

造有 69 套住房、社區空間和員工辦公室的七層大樓。關注獨立生活機構將提供生

活輔助服務，包括個案管理；目標規劃；福利援助；危機干預；生活技能培訓；  

育兒技能培訓；預算與財務規劃協助；就業咨詢；就業安置和輔助就業；自我健康

管理；並介紹其他必要的服務。  

  

突破建築公司  (Breaking Ground)，布朗克斯郡  - 27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在布朗克斯郡為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單身成年人建造  

47 套生活輔助住房。該些住房從屬於斥資  7,500 萬美元的項目，用於建造貝坦西

斯大樓 (Betances House)，這棟九層建築有  133 間工作室和 22 套單居室住房。  

夢想園地項目  (DreamYard Project) 將在社區內運作對全州通行的  4 週歲入園計畫  

(Universal Pre-K Program)。生活輔助服務將由城市社區服務中心  (Center for Urban 

Community Services) 提供，並將包括：個案管理；給藥協助；治療學習班；藥物

使用障礙服務；戒煙；健康管理；就業與教育服務；長期規劃。佳尼亞醫療服務機

構 (Janian Medical Services) 將就地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服務和精神醫療服務。  

  

家庭充實網絡有限公司  (Family Enrichment Network, Inc.)，布魯姆郡  - 410 萬美

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在賓漢姆頓市  (Binghamton) 建造 19 套長期生活輔

助住房提供給居無定所的家庭和個人，包括 18 至 25 歲的年輕人，以及有智力 /發

育殘障的個人。家庭充實網絡有限公司將提供生活輔助服務，包括個案管理；租房

援助；成人識字課程；財務素養課程；法律援助；交通；育兒教育 /課程。  

  

CDS 莫納奇機構  (CDS Monarch)，利文斯頓郡  - 13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在杰納西奧鄉  (Geneseo) 建造八套長期生活輔助

住房提供給居無定所的單身退伍軍人。這從屬於斥資  1,110 萬美元的項目，該項目

還包括為低收入老年人建造的  32 套經濟適用房。向勇士致敬退伍軍人服務有限公

司 (Warrior Salute Veteran Services, Inc.) 是 CDS 莫納奇機構的分公司，將提供生

活輔助服務，包括個案管理；提供醫療與精神護理；物質使用障礙服務；福利援

助；營養咨詢；財務咨詢；就業培訓服務。  

  

德保羅有限公司  (DePaul Inc.)，奧奈達郡  - 46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在尤迪卡郡  (Utica) 為有精神疾病的單身成年人建

造 30 套生活輔助住房。這些住房從屬於  60 套住房建設項目，該項目還將在三層



 

 

公寓大樓內提供  30 套經濟適用房。項目總造價為  1,930 萬美元。生活輔助服務將

由德保羅有限公司提供，並將包括：個案管理；獨立生活技能培訓；危機干預；  

娛樂服務。  

  

聖保羅中心  (St. Paul's Center)，倫斯勒郡  - 24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在倫斯勒市  (city of Rensselaer) 建造九套生活輔助

住房，這些住房將給居無定所並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提供  43 個床位。這些住房

從屬於斥資  270 萬美元的項目，  該項目將整修現有的建築，並在毗鄰的空地上動

工建設。聖保羅中心將提供生活輔助服務，包括個案管理；福利援助；創傷知情評

估和服務；咨詢與危機干預；育兒技能培訓；生活技能培訓；推薦教育計畫和就業

計畫；健康與治療服務；兒童 /青少年服務。  

  

社區建設者有限公司  (Community Builders, Inc.)，斯克內克塔迪郡  - 33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在斯克內克塔迪郡建造  26 套生活輔助住房，提供

給有嚴重精神疾病和 /或物質使用障礙問題並且居無定所的個人或家庭。這些住房

從屬於斥資  4,000 萬美元建設並且包含  85 套住房的建設項目，還將服務於年輕人

以及年齡超出看護範圍的青少年 /年輕人。生活輔助服務將由斯克內克塔迪郡社區

行動計畫 (Schenectady Community Action Program) 提供，將包括個案管理；  

推薦；預防醫療及牙科護理；物質使用治療；危機干預；法律援助；就業與教育服

務。  

  

沃倫郡  - 華盛頓精神健康協會有限公司  (Warren-Washington Association for 

Mental Health, Inc.) 和  A.M.H. 資源公司 (A.M.H. Resources Corp.)，沃倫郡  - 580 

萬美元   

這筆資金與其他渠道相結合，將在格倫斯福爾斯市  (Glens Falls) 建造 28 套長期生

活輔助住房和  6 套臨時住房，提供給有精神疾病並且居無定所的個人；長期居無

定所的個人，以及由無家可歸的年輕人組成的家庭。沃倫郡  - 華盛頓精神健康協

會有限公司將提供生活輔助服務，包括個案管理；法律援助與支持；福利援助；  

咨詢與危機干預；創傷知情評估和護理 /服務；風險降低 /安全規劃。  

  

修理現有的緊急避難所   

  

家庭服務聯盟  (Family Service League)，薩福克郡  - 30 萬美元  

  

•  撥款 10 美元維修有  60 個床位的緊急避難所，該避難所面向亨廷頓村  

(Huntington) 居無定所的個人。  

•  撥款 10 萬美元維修有  90 間住房的緊急避難所，該避難所面向布倫特

伍德鎮 (Brentwood) 居無定所的家庭。  

•  撥款 10 萬美元維修有  6 間住房的緊急避難所，該避難所面向傑佛遜

港站 (Port Jefferson Station) 居無定所的家庭。  

  



 

 

紐約州臨時救濟與殘障援助辦公室主任塞繆爾  D. 羅伯特  (Samuel D. Roberts)  

表示，「經濟適用房與生活輔助服務相結合，在幫助目前和曾經的居無定所紐約

民眾改善總體健康和培養獨立性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再怎麼強調都不過分。這些項

目意味著大規模投資，用於確保本州的弱勢群體邁向更好的生活。」   

  

無家可歸住房援助計畫為非營利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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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