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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18 日兩橋地區新建成開發項目提案環境影響評估前置期 
第二場社區公眾會議：座談紀錄 
 
資料來源：會議紀錄，小組討論紀錄，與會民眾填寫的意見卡。 
資料整理：Karp 策略顧問公司 (Karp Strategies) 
  
工作範疇界定和社區參與 
 
為什麼舉辦這些社區公共會議？ 
 

在過去幾個月，兩橋地區三個新建成開發項目提案的開發商與兩橋社區居民、相關單位展開社
區參與程序。根據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簡稱 DCP) 的決定，為了
解這三個項目建成後為社區帶來的影響，將同時對這三個項目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並將結
果發布在一份共同的環境影響評估聲明 (EIS) 報告上 。在都市規劃局作出這項決定後，三個項
目的開發商取得共識，提供社區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相關資訊、徵求社區民眾對該程序的意
見，邀請社區參與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這些公共會議的時間表是什麼？ 

 
在展開環境影響評估前，我們預計舉行三場社區公共會議，在環境影響評估展開期間，我們預
計將再舉辦一場會議。第一場會議已於 2016 年 12 月 15 日舉行，第二場會議於 2017 年 1 月 
18 日舉行。第三場會議將於 3 月舉行，第四場會議預計稍後舉行。 

 
有必要舉行社區公共會議嗎？ 

 
據我們所知，三個開發商在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正式展開前自發性向社區提供相關資訊、徵求居
民意見等是前所未見。法律和法規並沒有要求開發商舉辦社區參與公共會議，但是我們認為這
些會議與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正式展開時所舉行的法定公聽會以及其他會議能達到相輔相成的功
效。 

 
這些會議預期達成什麼？ 

 
為了讓社區參與過程達到最佳效果，我們聘請專業的顧問公司來從事專業術語翻譯和策劃互動
式討論，協助整個過程。迄今為止，我們認為過程具建設性，社區民眾無論是否支持這些項
目，皆對參與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議題的討論具高度興趣。 

 
在 1 月 18 日的會議上，約有 50 名社區民眾參與會議並加入討論。透過他們的參與，我們更
加了解社區居民所關注的各項議題，如住房負擔能力，學校以及開放空間等。與會者亦要求我
們清楚地說明如何針對這些議題進行研究，如何分析研究結果以及作出對應處理。 

 
為什麼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在四月才正式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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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在都市規劃局發布工作範疇草案以及舉行工作範疇界定公共會議後展開。工
作範疇草案包含開發項目的相關資訊，環境影響評估涵蓋的研究類別，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
發布工作範疇草案不代表批准該項目。 
 
在工作範疇界定會議舉行後，將發布最終版工作範疇。最終版工作範疇含社區居民要求的詳細
資訊，如學校入學名額，地鐵 F 線東百老匯站使用狀況，交通狀況，開放空間使用率，開發
項目的永續發展性和防洪措施等等。此外，只有在工作範疇界定之後，各機構如大都會運輸署 
(MTA)，紐約市捷運局 (Transit Authority)，紐約市交通局 (Departments of Transportation)，
紐約市公園與休閒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arks and Recreation)，紐約市教育和學
校建設管理局 (School Construction Authority) 才能權衡和評估其職權範圍內的各項災害緩解
措施。此工作無法在工作範疇界定會議之前展開。 

 
四月展開環境影響評估後的後續程序是什麼？ 

 
工作範疇界定會議舉行之後將發布最終版工作範疇，最終版工作範疇公布後將開始準備詳細的
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分析。隨後，社區將有許多機會參與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工作範疇界定後，
大概需要 5 至 6 個月時間編寫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然後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來審查環境影
響評估聲明草案的結果，並且需在社區委員會和都市規劃委員會舉行公開聽證會後，才能發布
最終版的環境影響評估聲明書面文件。三個開發團隊誠摯邀請社區居民和民選官員參與整個過
程。 

 
社區將有什麼機會直接向都市規劃局提交意見？ 

 
社區居民可以在工作範疇界定會議 (預計在 2017 年 4 月舉行) ，以及預計在 2017 年秋季召開
的環境影響聲明草案公聽會上直接向都市規劃委員會表達意見。社區居民也可以向都市規劃委
員會提交書面意見。 

 
還有什麼其他機會能夠參與這個過程？ 

 
三個開發團隊誠摯邀請社區參與目前的公開過程，並鼓勵兩橋社區居民參加在 3 月舉行的社區
公共會議。未來社區委員會舉行的公聽會亦提供民眾提出意見的機會。 

 
一般性問題 
 
項目單位皆為租賃單位嗎？是否會出售產權公寓？是否有規定要求開發項目將單位保留為租賃單位，
而這些單位有可能在將來變成產權公寓嗎？ 

 
沒有任何規定要求開發項目只包含租賃單位。項目的市場價單位無論是租賃單位或是可出售的
產權公寓，都不影響目前項目承諾的可負擔單位數量。 

 
當項目對社區居民的有利影響似乎很小時，社區居民是否能夠影響都市規劃局進行土地分區重劃？請
解釋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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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一點，此次三個開發項目提案均不涉及任何土地分區重劃。這三個項目合乎該區現存土地
分區規劃，若在提案已獲批准的前提下，只需申請小修改。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和小修改申請程序如下： 
 
- 在都市規劃局發布工作範疇草案後，將展開公審過程，民眾可以在工作範疇界定會議上提

出意見。工作範疇草案內容包含項目資訊，環境影響評估研究類別，研究範圍和研究方  
法。 
 

- 公審結束後，都市規劃局將準備並發布最終版工作範疇報告和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 
 
- 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發布後，開發商將項目提案申請提交至都市規劃委員會，由都市規

劃委員會將申請轉呈至社區委員會。 
 

- 社區委員會舉行公聽會，並向都市規劃委員會提出建議。 
 
- 都市規劃委員會就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舉行公聽會。 
 
- 都市規劃委員會發布最終版環境影響評估聲明，必要時對該聲明進行修訂以回應公聽會上

的民意。 
 
- 都市規劃委員會對項目提案申請進行表決。 

  
在整個過程中，社區居民可以在工作範疇界定會議 (預計在 2017 年 4 月舉行) ，以及預計在 
2017 年秋季召開的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公聽會上直接向都市規劃委員會表達意見。民眾也
可以提交書面意見給都市規劃委員會。此外，也可以在社區委員會舉行的公聽會上提出意見。 

 
我們可以採取哪些有效的行動來阻止或緩解項目的發展？ 
 

民眾的意見可以在上述的會議提出或是以書面形式提交給都市規劃委員會。此外，開發團隊已
在 12 月和 1 月舉行兩場社區公共會議，預計將再舉行兩場。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會研究項目對社區環境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根據紐約市和紐約州規定，任
何開發項目必須盡可能將影響降到最低。社區民眾在環境影響評估公審過程期間參與社區公共
會議和其他公共會議，將能有效協助關於項目對社區造成的潛在影響和對應緩解措施的研究。 

 
我們可以從先前下東城「路標」(Pathmark) 超市的問題中學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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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開發團隊有意識到社區居民認為社區缺乏超市，擔憂施工期間造成的相關問題，以及擔憂
可負擔單位的數量和分布地點。三個開發項目提案並不會取代現有商家，或造成現有居民永久
性遷移的現象。三個項目皆包含適合小型社區零售商的空間。開發團隊承諾在施工期間與社區
保持持續且透明的溝通。另外，有 25％ 的單位將為永久性的可負擔單位，且分散在各大樓樓
層間。 

 
項目的稅收將流向何處，是否會回饋給社區？ 
 

如同所有紐約市徵收的地產稅，從項目徵收的地產稅將收歸於紐約市的「一般基金」，納入紐
約市預算分配程序。 
 

開發商能從這些開發項目中獲得稅務優惠嗎？或是因為提供可負擔單位而獲得稅務減免？ 
 

若項目適用或符合地產稅減免計劃，開發商在可行範圍內可尋求減稅來提供可負擔單位。 
 

社區居民如何掌握或防止社區委員會發放酒牌給經營形態類似地蘭西街 (Delancey St.) 北部的商家？ 
 

目前三個開發項目提案皆沒有包括酒吧空間。任何酒牌的申請都需經由社區委員會進行審查和
評估。社區居民可以直接與社區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升級現有住戶的居住條件，或讓附近的居民優先入住新大樓？ 

 
改善現有大樓是項目提案的一部分。改善計劃包括在櫻桃街 265 和 275 號兩棟大樓新建一個
社區交誼廳，為兩棟大樓間的中庭和大樓面羅格斯街 (Rutgers Slip) 的開放空間進行升級，並
且增添防洪措施保護現有大樓。克林頓街 259 號大樓將增添減少雨水徑流到鄰近大樓的措施。 
 
即將新建的櫻桃街 247 號項目提案包括大幅改善羅格斯街 80 號大樓現況。將增添防暴風雨、
洪水措施保護該大樓，升級大樓的消防系統，安裝緊急備用發電設備，在每層樓增設洗衣設
備，以及全面翻新和升級大樓大堂。該大樓的露臺和即將新建的 4,600 平方呎社區中心將被整
合到新大樓中。 
 
另外，紐約市規定新建大樓中的可負擔單位需有 50％ 提撥給當地社區居民，以抽籤方式分
配，由紐約市房屋保護和開發局 (Department of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監督抽籤過程。這意味著，將有一半的可負擔單位優先提撥給第三社區的居民。 

 
為什麼紐約市府不反對在這裡新蓋大樓？ 
 

一般來說，業主有開發物業的權利，儘管開發有一定限制且必要時需申請特別許可。以這次開
發項目為例，項目提案申請需經由都市規劃委員會批准，委員會會在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結束以
及在社區委員會進行審查後，就申請作出決定。 

 
這表示你要我們在提案申請還沒通過前就相信所有的提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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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這三個開發項目提案皆尚未提交給都市規劃委員會，要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完成之後
才會提交給委員會。 

 
Extell 大樓將興建幾層地下樓層？ 
 

Extell 大樓與目前在兩橋地區提出的三個開發項目提案無關。根據紐約市樓宇局 (NYC 
Department of Building) 網站上的資訊，該大樓似乎將有兩層樓在地底下。 

 
為什麼不能使用先前華埠工作小組提出的發展計畫？ 
 

2013 年，普瑞特社區中心在華埠工作小組要求下提出《華埠未來發展計畫》(The Plan for 
Chinatown and Surrounding Area)，但該計畫並不包含此次三個開發項目對社區造成的影響研
究，因此不符合紐約市和紐約州對於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規定。 

 
開發商和開發流程 
 
社區的需求如何被聽到？開發商可以每週向社區提供實質性的報告嗎？ 
 

目前，民眾可以將意見透過電子郵件發送至郵箱 twobridgeseis@gmail.com ，或致電語音信
箱 (646) 504-1482 留言。我們在未來還會舉行社區參與公共會議，會議將在環境影響評估程
序開始期間以及項目提案申請提交至社區委員會時舉行，民眾將有機會在這些會議上提出意
見。 
 
在 12 月 15 日 舉辦的第一場社區參與公共會議中，與會民眾提出的問題已經逐一回答，問答
紀錄已發佈在網站 TwoBridgesEIS.com 上。同樣的，本文件收錄 1 月 18 日第二場社區會議
期間與會民眾的問題和回應。 

 
開發商是否會捐款給當地的社區組織， 如收容所或公園之友基金會？ 
 

三個開發團隊致力與都市規劃局以及社區合作，共同研究項目為社區環境帶來的重大影響，並
實施由都市規劃局委員會認可的對應緩解措施。 

 
開發商是否會注重我們的需求，與我們一起解決大樓的問題？ 
 

會的，三個開發團隊目前已經會見開發項目地點附近大樓的居民，並持續就大樓的問題與社區
居民進行討論。 

 
如果錯過會議，我們如何把意見傳達給開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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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可以將意見通過電子郵件傳送至郵箱 twobridgeseis@gmail.com ，或致電語音信箱 
(646) 504-1482 留言。 

 
如果民眾提出的問題沒有被減緩，在大樓完工後，開發商是否仍承擔責任？ 

 
災害緩解措施依據一份具有約束力的法律文書來執行，這份法律文書稱為《限制性聲明》
(Restrictive Declaration)。任何由都市規劃委員會 (CPC) 批准項目的申請者皆須簽署該文件。
該文件要求項目在獲得建築許可證之前，在啟用建物之前，或在項目開發期間的某些時間點上
酌情實施災害緩解措施。這項聲明由紐約市強制執行，並且必須遵守紐約市樓宇局和都市規劃
局對災害緩解措施的相關規定。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EIS) 
 
大多數居民不清楚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針對這三個開發項目對社區環境帶來的共同累績效應研究
的起始點為何。如果將進行這三個開發項目共同累績效應的研究，那麼鄰近的 Extell 大樓項目是否涵
蓋在研究中？ 在進行研究時，是否假設每個大樓已經完工？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涵蓋 Extell 大樓項目對社區造成的影響，因為在三個項目完工後以及在居
民入住三個項目前，Extell 大樓可能就先會有居民入住。因此，在研究這三個項目對社區環境
造成的共同累積效應時，會對 Extell 大樓項目現有條件和完工後的預期效果進行影響評估。例
如，在分析交通情況時，首先會考慮三個項目對鄰近交通狀況帶來的影響，後會再加入 Extell 
大樓和其他鄰近大樓對社區交通情況產生潛在性影響分析。以這種方式來評估 Extell 大樓及其
居民對社區造成的影響較為適當，因為 Extell 大樓並不是此次環境影響評估的主軸。  

 
工作範疇草案和環境影響評估聲明會如何公布？如何知道這些文件已經公布？ 
 

工作範疇草案，工作範疇界定會議時間內容通知，最終版工作範疇文件，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
案和最終版環境影響評估聲明都將發布在紐約市都市規劃局網站，網址是 
http://www1.nyc.gov/site/planning /applicants/scoping-documents.page 和 
http://www1.nyc.gov/site/planning/applicants/eis-documents.page。工作範疇界定會議通
知也會在當地報紙上刊登。一旦這些文件公布後，我們將在此次項目專屬的環境影響評估網站 
(http://www.twobridgeseis.com/) 上通知社區民眾，並通知民選官員。 

 
在這次環境影響評估中，最重要的考量是什麼？哪些項目是被優先考量？ 
 

在這次環境影響評估中，將研究三個項目對社區環境造成的累積效應 (即三個項目對社區共同
造成的影響)，辨別重大的不利影響，並提出相對應的災害緩解措施。透過分析三個項目對社
區環境造成的共同影響而非針對各項目進行單獨研究，將能提供更全面的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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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將考慮所有可能的潛在影響，並與《城市環境質量評估手冊》(即 
CEQR 技術手冊) 的指導方針一致。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涵蓋項目對社區空氣質量，交通，噪
音，學校和社會經濟條件等造成的影響。在研究考量上，沒有一個類別優先於其他類別，只針
對任何可能產生重大不利影響的類別進一步研究。社區對開發項目的回應加上環境影響評估研
究將有助於我們找到相對應的緩解措施。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時間表？社區的聲音如何被聽到？ 
 

社區民眾將有以下機會針對開發項目提案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發表意見： 
 
- 即將在今年春天舉行的社區公眾會議上。 

 
- 在工作範疇界定會議上，或是將工作範疇草案的意見以書面形式呈交給都市規劃局。工作

範疇草案將在工作範疇界定會議之前公布並提供給社區審查。工作範疇界定會議預計在四
月舉行。 

 
- 在社區委員會針對這三個項目提案安排舉行的會議上。會議的時間目前不詳，將由社區委
員會安排。 

 
- 在都市規劃委員會舉行的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公聽會上，並可以向都市規劃局提出對環

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的書面意見。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公聽會時間將在草案出版時進行
安排。預計將在 2017 年秋天左右舉行。 

 
在此次環境影響評估研究中，研究區域範圍如何界定？一些研究類別的選擇是受主觀性的選擇嗎？  
(例如社會經濟條件，交通等)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依據《城市環境質量評估手冊》(CEQR 技術手冊) 的指導原則進行，該手
冊提供紐約市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的指導方針。工作範疇草案中將設定研究區域，但是研究區域
會依據研究類別有所不同。例如，開放空間分析涵蓋的研究區域可能不同於交通分析涵蓋的研
究區域。工作範疇草案公布後將徵詢民眾的意見，進行調整後再發布最終版工作範疇聲明。 
 

為什麼不在建築物設計前就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並將結果公開讓民眾進行審查和提出建議？ 
 

為了提出有意義的研究，必須在有具體提案時才能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在不知道項目的位
置，容積，高度，建造單位數量和其他方面的情況下是不適宜先進行分析。 

 
社會經濟條件和可負擔性 
 
Stop 1 Deli 雜貨店的租約是否可以更新？謠言說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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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 和 CIM 兩開發商致力確保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兩棟大樓居民能享有合理價格和健康
的食品來源。如同過去幾年，兩開發商打算繼續與 Stop 1 Deli 雜貨店合作。未來新大樓完工
後， Stop 1 Deli 雜貨店將有機會留在大樓內持續營業。 

 
申請可負擔單位依據的收入上限或是中等家庭收入 (AMI) 百分比門檻是什麼？會與「飛躍艾塞克斯」
(Essex Crossing) 項目設定的條件相同嗎？有可能降低申請門檻，讓收入在中等家庭收入 (AMI) 30% 
百分比的家庭申請嗎？申請條件有可能鬆綁嗎，如提高或變動中等家庭收入 (AMI) 百分比的門檻讓中
低收入戶申請者也能符合申請條件？ 
 

三個項目的可負擔單位申請者收入水平條件和對應租金目前都尚未確定，將與紐約市房屋保
護和開發局和民選官員協商後，並依據包容性住房準則和其他適用要求制定。我們歡迎社區
居民就適當的收入水平門檻提出意見，提供我們與相關單位進行協商時參考。 
 
收入水平門檻是根據紐約市房屋保護和開發局計算的紐約市地區中等家庭收入 (Area Median 
Income ，簡稱 AMI) 的百分比來制定。收入水平在中等家庭收入 (AMI)  30％ 到 165％ 百分比
之間的申請者相對應的租金相關資訊，可在紐約市網站上找到，網址為 
http://www1.nyc.gov/site/hpd/about/what-is-affordable-housing。 
 
三個開發團隊都有開發可負擔住房的經驗，其中，CIM 和 L＆M 開發團隊在 2014 年與紐約市
府和民選官員密切合作，保存櫻桃街 265 和 275 大樓的 490 個可負擔單位，這些單位並受制
於紐約市 40 年監管協議。 
 

中等家庭收入 (AMI) 的組距和可負擔能力的門檻會隨時間更改還是鎖定在一個地方？ 
 

可負擔能力的門檻是根據紐約市永久監管協議來制定，不會隨時間而變化。 
 
可負擔單位的百分比可以改變嗎？ 
  
 每個開發商須承諾將項目中 25％ 的單位提撥為永久性的可負擔單位。  
 
如何定義可負擔單位的可負擔性？是否可以考量「低收入」戶單位，而不是可負擔單位？ 
  

中等家庭收入 (AMI)  的組距是由紐約市房屋保護和開發局和民選官員磋商後，並根據包容性
住房準則和其他適用要求來制定。 

  
什麼是永久性的可負擔單位？可負擔單位是否有期限或在某一個時間點到期？ 

 
永久性的可負擔單位意味著該單位受制於監管協議並永久適用，不會有到期日。 

  
是否有提供給年長者和殘疾人士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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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開發團隊歡迎社區針對這項議題提出建議。 南街 260 號和克林頓街 259 號的開發商正在
與民選官員和市政府機構進行談判，將一部分可負擔單位提撥成老年住房 (senior housing)，
這項討論目前仍在進行中。此外，櫻桃街 247 號的項目提案包括將羅格斯街 80 號大樓現有的 
10 個老年住房遷移到新建大樓中，並大幅改造羅格斯街 80 號大樓現有的老年住房。三個開發
項目皆受制於美國殘障法案 (ADA)，需依據紐約市建築規範第 11章 - 無障礙性，建造符合殘
疾人士需求的住房。 

 
新大樓的零售空間是否會優先承租給社區當地的商家，且租金是否在商家可負擔的範圍內？ 
 

這三個項目都包含小型零售空間，開發團隊對承租給可滿足社區需求的小型商家感到高度興 
趣。 

 
未來的商業租金是否能夠容納本地商家？ 

 
三個開發團隊皆致力提供符合社區消費型態的零售空間，並與可滿足社區需求的本地商家合
作。租金水平預計將設定在與當地其他商業空間相似的水平。 

 
如何評估項目造成現有居民遷移的現象？什麼型態的遷移會被納入評估？社區居民很關注住宅和商業
遷移問題。 
 

在早先的社區公共會議上，社區民眾提出這項議題的關注，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研究項目是否
會造成社區的現有居民和商家遷移的現象。透過估計新住居民的人數及其收入水平，評估項目
是否會造成鄰近地區非租金管制單位的租金上漲。如果項目導致租金上漲現象，將以人口普查
數據估算住在非租金管制單位且因租金上漲而無法負擔的人口數（即支付的租金超過家庭年收
入 30％ 的人口)。此外，研究亦將考量新住居民人口及其收入水平是否導致鄰近商業租金上漲
，對商品的具體需求是否因項目而改變，以及這些變化如何影響區域內的現有商家。 

 
倘若項目導致當地的地產稅增加，原有業主該如何負擔增加的地產稅？ 
 

根據《城市環境質量評估手冊》(CEQR 技術手冊)，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應考量項目是否
可能導致「弱勢群體」非自願性遷移。這包括租戶（i）住在不受租金管制，穩定租金或租金
限制等其他政府條例保護的房客，以及（ii）收入無法負擔大幅增加租金的租客。業主不被認
為是弱勢群體，因此，《城市環境質量評估手冊》的指導方針中並沒有表明在環境影響評估
研究中應涵蓋項目是否影響業主在地產稅上的負擔。 
 

可以進行人口統計變化或是預測流入的居民，並公布結果嗎？這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是否需要更多學校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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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提供項目新住居民人數及其收入水平的估算，並評估造成現有非租金管制
單位居民遷移的可能性，以及研究項目是否會為社區設施（如學校，圖書館，公共資助的兒童
保健設施）帶來過度擁擠的可能性。 
 

這三個項目將帶來什麼樣年齡層的居住人口？ 
 

每個大樓中皆有各種不同規格的單位，包括一臥室公寓到三臥室公寓不等，因此預計項目將為
社區帶來各種不同的家庭結構和廣泛的年齡層人口。值得一提的是，南街 260 號和克林頓街 
259 號的開發商皆將老年住房包含在開發計劃的一部分。 

 
開放空間 
 
項目將包括多少開放空間？ 
 

三個開發團隊皆提出重要的開放空間改善計畫，改善後的開放空間將給大眾使用。計畫包括重
新設計羅格斯街 (Rutgers Slip) 街道和櫻桃街 265、275 號兩棟大樓的庭院景觀。這將為當地
增加約 20,000 平方呎的開放造景空間。連接櫻桃街和羅格斯街靠櫻桃街 247 號大樓附近的人
行道將重新設計，連接克林頓街和南街靠克林頓街 259 號大樓的街景也將進行改善。 

 
開發商是否會放棄在項目一哩或兩哩內的區域新增開放空間 (如紐約市公園和娛樂設施)? 
 

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後若發現項目將對周圍的公共開放空間帶來重大不利影響，開發團隊將實
施由紐約市府認可的緩解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在該地建造新的開放空間或擴建現有的開放空
間。 

 
連接水岸的通道還會保留嗎？將有直接通往水岸的通道嗎？ 
 

項目不會限制社區居民或大眾通往水岸的權利， 並且將拓寬南街往羅格斯街街道口的人行通
道以及改善傑佛遜街，讓行人往來更加方便。從櫻桃街 265 和 275 大樓的庭院通往南街的行
人將透過兩條穿越新建大樓中台的 35 呎東西向通道。開發商期待與紐約市合作來改善水岸以
及目前正在沿岸修建的公園空間。 

 
社區設施 
 
現有的項目再加上「飛躍艾塞克斯」(Essex Crossing) 項目帶來的人口，將對社區造成什麼影響？ 
 

預計三個項目在 2021 年完工時，「飛躍艾塞克斯」項目亦將部份完工。因此，「飛躍艾
塞克斯」預計完工的部分將斟酌納入此次環境影響評估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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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過新增一個層樓來擴展羅格斯大樓 (Rutgers Houses) 嗎？該大樓目前沒有足夠的社區活動空 
間。 
 

羅格斯大樓 (Rutgers Houses) 大樓屬於紐約市房屋管理局的開發管轄範圍，不屬於此次開發
項目提案涵蓋範圍。 
 

目前當地的學校有不足的現象，會改變學校分區嗎？ 
 

開發團隊不建議更改學區。任何學區的更改都必須由紐約市府啟動。雖然三個開發項目所屬第 
1 次級學區 (Sub-District 1) 的學校數目不多，但是因為中小學學生能夠參與學校選擇計劃，這
意味著學生可以申請紐約市第 1 學區中的任何中小學。 

 
可以改善當地學校的教學課程嗎？ 
 

負責當地學校教學課程設計的主管機關是紐約市教育局。 
 
可以提供學校更多資金嗎？ 
 

如果環境影響評估結果顯示項目帶來的學童人口數將造成當地公立學校擁擠的現象，那麼開發
團隊需實施對應的可行緩解措施。根據紐約市府要求，緩解措施可以包括資助學校新增額外席
位。 

 
如果以提供學校資金而不是新增學校可以帶來什麼好處？ 
 

如果環境影響評估結果顯示公立學校將變得擁擠，紐約市可以決定是否在現有學校新增額外席
位來應對。 

 
開發商是否支持社區內的公立學校和學前班，如果需要新增學校，開發商將如何應對？項目提案有包
含提供給學校的空間嗎？ 
 

如果環境影響評估結果顯示項目將對社區公立學校或公立日託中心帶來影響，開發團隊需實施
對應的緩解措施。依據市府的要求，緩解措施包括提供日託中心資金，新增學校席位，或提供
空間做為日托中心或學校教室使用。 
 

開發商是否會在開放空間提供醫療設施？ 
 
醫療設施不在此次項目提案的內容中。 

 
項目是否會為現有學校帶來擁擠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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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研究開發項目是否會為當地學校帶來過度擁擠的現象。如果有可能發生這
種情況，將提供解決過度擁擠問題的緩解措施。 

 
若有家庭想把小孩送到私立學校呢？ 
 

在紐約市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時，不會將私立學校入學情況納入分析。這種「保守型」的分
析能夠更充分考量一個項目是否會為當地公立學校造成過度擁擠的現象。 

 
將為特許學校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特許學校入學由抽籤決定，申請入學的學生並不受限於居住的學區。因此特許學校不包括在教
育局的招生預測研究中，也不包含在環境影響評估的學校分析中。 

 
這次研究有涵蓋華埠內未充份利用的學校嗎？這些學校有學生人口數不足的情況。 
 

由於項目所在地的學生可以申請第 1 學區的任何學校，此次環境影響評估除了針對項目為第 1 
學區次學區中小學帶來的潛在影響，也會包含第 1 學區研究。研究涵蓋的範圍如下：北至東 
14 街，東至東河，西至包厘街和克林頓街，南至地蘭西街和東河。 

 
陰影 
 
減少照明將會影響樹木，開發商是否會撥出 10 年的資金來取代因缺乏光線而被殺死的植物？ 
 

如果預測大樓造成的影子將對周遭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將針對陰影造成的影響著擬緩解措施。
緩解措施包括種植耐蔭樹木或是其他維護措施。 

 
社區特色 
 
項目將為社區帶來什麼樣的改變？會發生什麼？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中將研究項目在某些方面 (交通狀況，開放空間到學校) 帶來的影響，也會
考量項目對社區特色關鍵特徵造成的影響。 

 
可以提供哪些社區設施？ 
 

三個開發團隊皆提出重要的開放空間改善計畫，改善後的開放空間將提供給大眾使用。計畫包
括重新設計羅格斯街道的開放空間以及櫻桃街 265 和 275 號兩大樓庭院的景觀；連接櫻桃街
和羅格斯街、靠櫻桃街 247 號大樓附近人行道將重新設計；連接克林頓街和南街，靠克林頓
街 259 號的街景也將進行改善。此外，將對櫻桃街 265 、 275 號和羅格斯街 80 號大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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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改造，並在大樓內建造新的社區交誼廳。三個開發項目中皆有提供社區小型商家的零售空
間。我們歡迎社區居民對社區設施提出相關意見。 

 
若項目在施工期間影響當地社區特色，是否會做出相對應措施？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針對項目在施工期間，尤其是最具破壞性時期造成的影響進行分析。施工
期間預計將採取一些措施以減低氣體排放，噪音和其他建築效應對社區造成的影響。 此次環
境影響評估還將分析項目對社區特色造成的潛在長期影響。鑑於目前社區屬於混合收入型態社
區，項目將提供 25％ 的永久性可負擔單位，確保新建大樓的居民收入型態與目前社區特色一
致。 

 
項目將為社區文化和政治帶來什麼影響？我們非常關注新住民如何參與社區事務。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考量項目對社區特色帶來的影響，預計這些新建的混合收入大樓將為社區
帶來各式的家庭結構和廣泛的年齡層人口。在紐約市，政治和文化不在環境影響評估的研究範
圍。 

 
交通運輸 
 
紐約市有提供經費改善地鐵 F 線車站或其他車站嗎？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考慮項目對地鐵 F 線車站和區域內其他地鐵站的影響。如果將產生重大
影響，將在大都會運輸署批准後由開發商提供資金針對地鐵站作出必要的改進。任何提出的修
改都必須經由大都會運輸署的批准並且由該署實施。 

 
M15 特選公車不在本地設站停靠的原因是什麼？ 
 

M15 特選公車行經派克街/艾倫街 (Pike/Allen Street)，以及在派克街西南的麥迪臣街 
(Madison Street)。 停靠站較少的 M15 特選公車能提供更快捷的服務，該公車在派克街/艾倫
街的亨利街和麥迪遜街區段有公車停靠點。然而，公車停靠設點不在開發團隊的控制範圍。 

 
環境影響評估涵蓋現有公車路線的研究嗎？開發商會說服大都會運輸署 (MTA) 增加巴士發車頻率或是
線路嗎？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涵蓋項目對周邊地區巴士服務的影響分析。如果將產生重大影響，通常可
以在現有公車路線增加發車頻率來減輕影響。更改巴士服務須經由大都會運輸署 (MTA) 批准
和實施，並且將環境影響評估的結果提供給大都會運輸署。 

 
與當地其他街道一樣， 南街相當擁擠，如何減少南街的交通流量？可以削減街道寬度並允許汽車停靠
街邊，方便車上乘客在街邊下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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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包含項目對周邊區域交通影響的分析，如果將造成影響，會提出可行措施來
減輕影響。三個項目目前皆未提出削減街道寬度的措施。 

 
目前南街有利行人通行，未來南街如果出現過度擁擠的現象，市府會安置更多交通號誌嗎？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包括項目對周邊地區行人通行的影響分析。如果將造成重大影響，會提出相
關的交通工程措施來減輕影響。 

 
為什麼不新建地下停車場或停車庫？ 
 

目前緊鄰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兩大樓的地上停車場將由新建大樓的地下停車場取代，該停
車場現有的停車位將遷移至新大樓地下停車場內。 

 
施工 
 
如何確保新建的大樓地基穩固，不會下沉？幾年前，當地一棟大樓的一面牆在地震期間墜毀。如果再
將一個 62 層高的建築物置放在一個較小且較老的建築物旁邊將產生什麼影響？ 
 

每個開發團隊都致力與鄰近大樓居民、民選官員和社區委員會合作以確保周圍建築物的安全。
建築物地基和工程由紐約市樓宇局管理，並且需遵守紐約市建築法規，該法規對地震和其他危
害緩解措施標準有嚴明規定。另外，每個開發團隊皆有一個土木工程公司研究當地的土壤條
件，並且根據研究結果，由結構工程公司設計能夠確保建築結構完整性的大樓地基和結構系
統。在進行大樓地基挖掘和設計時，皆需考慮工程與鄰近建築物的關係。最後，大樓地基和結
構設計圖必須獲得紐約市樓宇局的批准，才能開始施工。 

 
現有建築物的地基狀況如何？現有建築物的地基夠穩固嗎？地基有可能墜落嗎？是否會為基礎設施帶
來問題。 
 

請參見上面的回答。 
 
所有的開發項目是否會同時進行施工？紐約市府似乎會批准所有工程集中在同一個時間進行，這真是
太瘋狂了，難道不能要求工程分批進行嗎？ 
 

為了確保三個開發項目對社區的交通，空氣質量和噪音造成的共同累積影響納入在環境影響評
估的研究中，將假設三個項目同時於 2018 年開始施工，每個項目大約需要 30 至 36 個月時間
完成。如果評估研究結果認為項目的施工對社區將帶來影響，需提出可行的緩解措施來避免或
降低影響。 

 
施工期間新大樓地下停車場未完工前，開發商將如何在安置現有的 103 個以上的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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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項目施工期間將提供臨時停車場給目前擁有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大樓停車位租約的居
民。臨時停車場的位置會在大樓內或是其他地方。 

 
工程施工時間表？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預計三個開發項目將於 2018 年開始施工，每座大樓施工約需 30 至 36 個月
完成。 

 
施工期間工程帶來的震動有可能影響現有建築及其結構。開發商如何防止這種情況？ 
 

三個開發團隊相當重視保護鄰近建築，將利用所有可行的技術來監控、降低或解決施工期間工
程震動對鄰近建築物的影響。這些措施包括在施工前期對鄰近建築物進行調查以及在施工期間
進行監測。 

 
施工期間，空氣污染水平將增加。開發商如何防止這種情況？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考量在施工期間以及大樓啟用時對周遭空氣質量造成的影響。預計在施工
期間將使用各種措施來減少工程的廢氣排放，例如增加電動設備的使用。如果大樓在啟用後對
周遭空氣質量產生重大影響，則需要採取額外措施以減少或避免影響。這些措施包括使用天然
氣建造的鍋爐以及管制排氣管安放的位置。 

 
社區擔心項目是否會對殘疾人士和老年人的無障礙性造成影響，且是否會增加危險水平。開發商如何
防止這種情況？ 
 

將採取各項措施確保公共安全，包括項目周圍現有租戶的安全。例如，必要時 (拆除建物和密
集施工期間) 將沿著相鄰的街道豎立行人導流通道，為經過施工現場的行人提供保護。另外，
將張貼警示慢行的旗幟來管制出入施工現場的卡車以及疏導行經施工現場的行人。安裝和操作
起重機時都將嚴格遵循紐約市樓宇局的要求，以確保能夠達到安全運作。當向上搭建大樓結構
時，將安裝安全網來防止碎屑落入地面。所有工程的施工運作都將遵循紐約市樓宇局的安全要
求，並仔細進行檢查，盡量減少對社區的破壞。 

 
水和污水基礎設施 
 
項目將帶來 2,500 個新單位，這將如何影響下水道系統？市府有能力可以處理因為人口增加而產生的
污水嗎？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包含項目是否會影響目前下水道系統的進行分析。分析包括預估項目產生
的污水增加量，並考量目前下水道系統使否足以處理增加的污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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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是否有能力處理人口增加後的供水系統？ 
 

項目對城市供水系統的潛在影響將在此次環境影響評估進行分析。分析包括估計項目新增的用
水量，並考量現行供水系統是否能夠處理新增的水量。 

 
固體廢物處理和衛生服務 
 
環境衛生和垃圾收集會納入評估嗎？市府是否有能力處理因人口增加產生的垃圾？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包含固體廢物和衛生服務的分析研究，了解項目是否會對社區的衛生服務帶
來重大影響。 

 
緩解措施是否可以包含增加垃圾收集的日期和時間？ 
 

根據《城市環境質量評估手冊》，針對固體廢物影響的緩解措施包括增加垃圾收集的頻率。 
 
新公寓產生成千上萬的垃圾將存放在哪？ 
 

每個大樓將有各自的廢物儲存處。 
 
新大樓將會進行資源回收和廚餘堆肥嗎？是否需要新建一個回收中心？廢料將何去何從？ 
 

每個大樓將各自負責處理可回收物並參與紐約市回收計劃，集中後由紐約市進行回收。紐約市
廚餘堆肥的試點計劃並沒有涵蓋曼哈坦地區。 

 
能源 
 
成千上萬的新居民會對紐約市的能源基礎設施造成什麼影響？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包含研究項目對能源的需求，結果將用來評估項目對紐約市能源基礎設施的
潛在影響。 

 
空氣質量 
 
項目將在施工期間如何影響空氣質量？ 
 

將在此次環境影響評估中分析項目在施工期間對空氣質量產生的影響。分析包括評估施工設
備、施工人員、運輸車輛以及灰塵的氣體排放量，以及減少排放量的措施。 

 
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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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是否為綠色建築？是否會實行綠色建築概念，如使用太陽能發電，減少雨水徑流，減少和再利用
灰水，或符合「能源與環境先導設計」(LEED) 設計標準？ 
 

永續性為此次項目建築設計提案中的關鍵。雖然仍在初步設計階段，但有意讓項目建物超過最
新的節能標準要求。 

 
防災彈性措施 
 
是否有針對洪水災害的疏散計劃？ 
 

紐約市制定一些可適用極端氣候事件的計劃。這些計劃包括自然災害減緩計劃，沿海風暴計
劃，熱天應急計劃，瓦礫碎片管理計劃，電力中斷計劃，冬季天氣應急計劃和閃電洪水應急計
劃。若發生洪水災害，將由紐約市緊急事務處理辦公室 (New York City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負責協調疏散計劃。 

 
是否將與「曼哈坦下城防災項目」(Lower Manhattan Resiliency Project) 的人員協調合作？ 
是的，因為兩橋地區涵蓋在「曼哈坦下城沿海防災項目」（Manhattan Coastal Resiliency 
Project) 的研究區域內，開發團隊已會見該項目的工作人員，且將持續與該項目協調合作。此
外，該項目提出的防災彈性措施，以及目前正在進行的兩橋地區災害防治規劃工作研究都將涵
蓋在此次環境影響評估，並研究這些防災彈性措施是否需調整因應在 2021 年完工的項目。 
 

鄰近建築物是否有彈性防災措施呢？提出的防洪措施會如何影響整個社區？ 
 

項目提出的防洪措施涵蓋附近的建築物，如櫻桃街 265、275 大樓和羅格斯街 80 號大樓。我
們認識到協調開發項目位址和整個社區的彈性防災措施非常重要，並期待與紐約市府合作。 
 
此外，將評估項目提出的防災彈性措施是否與「紐約市海濱復興計劃」(New York City 
Waterfront Revitalization Program) 一致。「紐約市海濱復興計劃」要求新建大樓評估其設計
是否能夠應對加劇的洪水，且不會對鄰近海岸線或其他建築物造成不利影響。 

 
項目是否建在洪水區？為什麼被允許建在洪水區？ 
 

與兩橋地區現有建築一樣，項目位置位於洪水區。與紐約市洪水區許多開發項目類似，這三個
開發項目將遵照紐約市建築規範要求的防洪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在易受洪水損害的建築部份使
用抗洪材料，將建築設備提高至洪水水位之上，以及以各種防洪措施密封建築物外部。此外將
研究海平面上升，風暴和沿海洪水的潛在影響，且每個開發商正在規劃各項目的防災彈性措
施。 

 
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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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將觀光遊船和籃球城市 (Basketball City) 的交通情況和噪音納入評估？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籃球城市 (Basketball City) 以及東河觀光遊船的噪音納入觀察和研究。另
外，籃球城市交叉口以及東河觀光遊船的交通狀況也都會納入此次環境影響評估的交通研究 
中。 

 
城市設計與視覺資源 
 
開發商是否會考慮縮減大樓的面積來拓寬人行道，創造更多空間和開放感？ 
 

正如先前的答覆，三個開發團隊都提出重要的開放空間改進方案，改進後的公共空間將開放給
大眾使用。改進方案包括重新設計羅格斯街街道和櫻桃街 265、275 號大樓庭院景觀，將為當
地增加約 20,000 平方呎的造景開放空間。連接櫻桃街和羅格斯街靠櫻桃街 247 號大樓附近的
人行道將重新設計，連接克林頓街和南街靠克林頓街 259 號的街景也將進行改善。另外，南
街 260 號和克林頓街 259 號的建築將縮減 5 呎的距離，提供更寬闊的人行道。 
 

新建的大樓將阻礙民眾觀看河岸景觀的視野。針對這一點，紐約市土地分區法律是否有任何的保護方
案？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研究項目是否影響在不同公共觀景處觀看河岸景觀的視野。然而，現行的
土地分區法律並沒有這方面的保護方案，另外，項目是否阻礙私人觀景處觀看河岸景觀的視野
則不在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內。 

 
有害物質 
 
開發商需要讓當地居民知道項目是否含有任何有害物質。開發商將如何讓民眾知道？我們需要這方面
的資訊。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包含每個項目含有的危險材料報告。紐約市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和環境修復辦公室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將根據
評估結果決定需要進行什麼樣的測試或補救。 

 
公共衛生 
 
現今在社區的氣喘發生率是多少？項目將會帶來什麼影響？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考量項目是否對社區的空氣質量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如果有則需進行公
共衛生評估。評估將包括研究目前社區的氣喘發生率，以及項目是否影響社區的氣喘發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