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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橋地區 (Two Bridges) 環境影響評估 (EIS) 第一場會議 
問答集錦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EIS) 
 
環境影響評估 (EIS) 的結果將什麼時候公布？ 
 

一旦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完成，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會在審核
通過後的 24 小時內，將結果公布在紐約市都市規劃局的網站上。 

 
如何執行減災或災害防治措施？ 
 

減災或災害防治措施的執行依據是「限制性聲明」(Restrictive Declaration) ，該聲明是一
項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任何由城市規劃委員會 (CPC) 批准的開發項目，提案申請人都
需簽署該文件。若一項開發項目需執行相關的減災或災害防治措施，根據該聲明，執行的
時間點應依據情況在下列的時間點來執行：項目取得建築許可證之前、項目施工期間或完
工後、完工後居民入住前。該聲明為公開記錄，即使在未來項目擁有者有所異動，新的擁
有者仍需遵守該聲明。 

 
為什麼不採用普萊特學院 (Pratt Institute) 先前發表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 
 

普萊特學院以及社區共同組織 (The Pratt Center/Collective Partnership) 在華埠共同發展
小組 (Chinatown Working Group) 的要求下，在 2013 年發表《華埠發展計畫》(Plan for 
Chinatown) 報告。該報告研究曼哈坦 14 街以南下東城區域的未來發展以及規劃方向，並
不包含環境影響評估。此外，該報告並沒有研究此次在兩橋地區提出的三個新建樓開發項
目提案的潛在影響。根據紐約州法與紐約市法規中對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規範，該報告的
內容並不符合提交給城市規劃委員會 (CPC) 。 

 
小修改 (minor modification) 和大修改 (major modification) 的分別？ 
 

當一個開發項目已取得特別許可證卻仍需要進行變更，紐約市都市規劃局可視情況批准小
修改 (minor modification) 或大修改 (major modification) 。小修改為提出的變更符合當地
土地分區規範，只需更改已批准的建築藍圖或變更特別許可證。大修改為提出的變更不遵
循或需變更當地的土地分區規範。大修改需要經過「土地使用審核過程」 (Uniform Land 
Use Review Procedure，簡稱 ULURP) 程序，小修改則不需要。此次在兩橋地區的三個
新建樓開發項目提案已取得大規模住宅開發 (Large Scale Development Plan) 特別許可
證，另外提出的相關變更因符合當地的 C6-4 (R-10) 土地分區規範，不需涉及變動該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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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分區規範，為小修改。申請小修改需要先由社區委員會進行審查，後由城市規劃委員
會 (CPC) 審查。 

 
施工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對三個開發項目在施工期間造成社區空氣品質、灰塵、以及震動頻率影響做
出研究嗎？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涵蓋三個開發項目在施工期間，卡車和儀器排放的廢氣、灰塵、噪音
對社區造成的影響，以及評估是否需擬定相關措施來保護歷史性建築構造不受週遭工程震
動影響。三個開發項目的開發商非常重視這項問題，將使用最新的科技來監控以及減少工
程對鄰近建物的影響。 

 
靠曼哈坦橋的新建大樓在施工期間已破壞了臨近大樓的地基，此次環境影響評估會包含三個開發
項目在施工期間是否會破壞臨近大樓地基的研究嗎？  

 
規範建築地基和工程的主管單位是紐約市房屋局 (Department of Buildings) 和紐約市建築
法規，因此這個問題不包含在環境影響評估的研究範圍內。但是，三個開發項目的開發商
皆致力於與鄰近大樓的建築管理公司、社區民選官員和社區委員會合作，希望盡量減少項
目在施工期間帶來的影響，確保周圍建築物的安全。 

 
三個開發項目將同時進行施工嗎？如果分開進行施工，將由誰來決定哪一個項目先行施工？如果
三個項目施工期間不同，那麼在未來十年，社區將不斷有工程在進行，這對社區來說將會是一場
惡夢！ 
 

為確保環境影響評估涵蓋交通，空氣質量和噪音的「合理最壞情況」研究，此次環境影響
評估將三個項目的施工時間共同預設在 2018 年，每個項目估計約需要 30 至 36 個月完工
時間，但是目前並沒有設定哪個開發項目先進行施工。 
 
三個項目的開發商均會在施工期間全程定期向居民及社區提供施工進度報告。 
 

基於減災或災害防治，開發商有可能就此停止興建這三個項目嗎？社區覺得停止開發這三個項目
將可以防止和解決項目將帶來的影響。 
 

三個項目的開發商目前正致力與城市規劃局和社區合作，辨別這三個項目可能帶來的重大
影響。紐約市都市規劃局將會視情況實施相關的減災或災害防治措施來降低這三個項目對
社區環境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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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回饋和社區設施 
 
三個開發商會將項目獲得的部分利潤再行投資回饋至社區內的學校或社區中心嗎？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的結果，若確認三個項目將對社區內現有的公立學校帶來負面衝擊，就
需要擬定相關的緩解措施來應對，市府機關將評估是否擴建學校，並由開發商負責執行。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的結果，開發商對社區其他的投資可以包括增建新的公共空間或改進現
有的公共空間。 

 
開發商對社區做出應有的賠償是根據社區民眾的真實需求，還是根據開發商雇用的顧問公司搜集
來的資料？ 
 

環境影響評估不僅涉及數據收集，還包含數據資料分析，提出可行的措施來解決開發項目
對社區造成的影響。三個開發商希望透過磋商會議，讓居民提出關注的環境議題，並針對
應對措施提出建議。目前正在進行的這些社區外展活動，包括公眾會議等，就是希望提供
社區居民發表意見的管道，這些活動並不涵蓋在標準開發程序和議定書的規範內。 

 
零售店 
 
我們需要一個符合社區消費型態的雜貨店  
 

三個項目都將新增零售店空間。三個開發商都有意願讓符合社區消費模式的小商家入駐零
售空間。 

 
目前社區民眾購買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用餐都要到布碌崙，居民渴望就近就能解決日常生活需求，
環境影響評估是否會涵蓋這點？ 
 

是否要增蓋餐廳或是雜貨店並不在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涵蓋範圍。不過，三個項目的開發商
皆意識到社區對餐廳和雜貨店的需求，儘管三個項目新增的零售空間有限，三個開發商仍
將設法解決此項問題。 

 
位於櫻桃街 265 號的「Stop 1 Deli」雜貨店已經在社區營業超過 30 年，是社區歷史最悠久的雜
貨店，請問該店將被取代嗎？ 
 

L&M 和 CIM 兩家開發公司在過去幾年持續和「Stop 1 Deli」雜貨店協商，希望在大樓完
工後，「Stop 1 Deli」能在新的大樓中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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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民擔心新增的零售空間會帶來過多的人流 
 

環境影響評估將針對三個項目住宅單位和零售空間帶來的人流以及造成的影響進行研究。
這三個項目新增的零售空間將規劃給符合社區消費型態的小型商店，而不是會帶來大量人
流的連鎖商店或大型店面。 

 
二級性遷移 
 
用什麼標準來定義對應一級性和二級性遷移的減災或災害防治措施？誰來制定這些標準？ 
 

對應一級性和二級性遷移的減災或災害防治措施依據《紐約市城市環境質量評估》 
(CEQR) 手冊中的災害防治措施指導方針，該手冊為紐約市環境審查的指導方針，由市長
辦公室出版。對應一級性遷移的緩解措施包括重新安置租戶或提供租戶遷移援助。對應二
級性遷移的緩解措施包括在當地增建新的租金管制單位和保留該地區現有的租金管制單
位。 

 
此次環境影響將評估這三個開發項目是否對現有居民造成二級性遷移嗎？ 
 

會的。因為這三個項目將帶來大量的住房單位，因此將涵蓋對現有居民造成二級性遷移可
能性的研究。 

 
如何定義二級性遷移？ 
 

在環境影響評估中的二級性遷移定義如下：新開發項目帶來新的資金，造成附近地區整體
平均收入提升，間接導致當地房租上漲讓原先住在非租金管制單位的當地住戶被迫遷移。 

 
二級性遷移的研究地理範圍？ 
  

一般來說，研究地理範圍將涵蓋開發項目預定地 1/4 或 1/2 哩內的區域。研究涵蓋的地理
範圍將在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範疇草案中提出並且公開讓民眾提出建議。  
 

開發商將如何解決二級性遷移的問題？如何評估二級性遷移對社區造成的影響？ 
 

評估二級性遷移對社區造成的影響標準依據《紐約市城市環境質量評估》(CEQR) 手冊中
的指導方針。評估的進行方式為先調查該地區現有住戶和住房條件，識別高風險流離失所
人群，並針對若開發項目不存在，未來這個族群的人是否仍會受到影響作出研究，最後考
慮若開發項目存在可能會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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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這三個項目將造成現有住戶一級和二級性遷移，這將對社區帶來衝擊而需要應對措施。
三個開發商會安置流離失所的居民嗎？會為這些無家可歸而心理受創的的居民和家人提供賠償
嗎？ 

 
此次開發項目將不會造成現有住戶永久性遷移。在櫻桃街 247 號大樓的施工期間，將有 
10 個單位的住戶需要暫時遷移。這 10 個單位的居民將被安置在同一棟大樓內。若開發項
目將間接導致居民被迫遷移，開發商會採取由城市規劃委員會 (CPC) 認可的適當緩解措
施來應對。 

 
下東城近來不斷士紳化和高檔化，如許多新的餐館消費型態根本不符合 90％ 社區居民的需求。 
此次項目的 75％ 為市場價格單位，預計在未來將有大批高收入居民湧入。這會鼓勵更多零售商
迎合 10％ 高收入居民的消費型態，忽略其餘 90％ 居民的需求。這會納入此次環境影響評估中的
社會經濟議題研究嗎？ 
 

如果一個開發項目包含超過 20萬平方呎的大規模零售空間，將評估新的零售商店是否會
取代現有小型零售商店。此次項目提出的零售空間面積遠低於這一水平。三個開發商都致
力將新增的零售空間提撥給符合社區消費型態的小型社區零售店面和商家。三個開發商將
在未來的社區會議上進一步了解社區重視和需要哪類型的零售商家。 

 
逼遷現有住戶 
 
三個開發商皆會承諾支持反騷擾和反驅逐住戶的應對措施嗎？ 
 

三個開發商對於能夠扮演一個好房東的角色且與租戶積極互動感到自豪，並承諾在住房單
位申請批准的過程中，現有居民不會受到騷擾或驅逐。如果環境影響評估結果認為項目將
造成現有居民二級性遷移，開發商將提撥資金研究反騷擾和反驅逐措施。 

 
開發項目會影響附近 NYCHA 政府樓的現有居民嗎？他們會受到騷擾嗎？ 
 

住在 NYCHA 政府樓的居民不會被逼遷。 
 
社區希望開發商尊重社區的特色和建築特性，但目前有開發商計畫在社區的老人公寓頂端蓋一棟 
10 樓高的大樓，取代現有的老人公寓。另一個開發商，L + M 開發公司正在建造兩個巨大的高
樓，一旦這兩棟大樓完工，將阻擋居民在過去 30 年能夠享有的視野。我們要求開發商尊重這個
低收入社區的真正需求。 
  

要做到讓新蓋的大樓完全不阻擋周遭居民的視野，同時又保持適度的開放空間的建築設計
選擇有限。開發商在研究各種建築設計的可能性和其利弊後，提出的大樓建築設計旨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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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最多的可負擔住房單位以及創造最大的公共空間，加強防洪措施，提供符合社區消費型
態的零售商店空間，改善社區中心以及改善大樓和臨近水岸間的連接通道。 

 
可負擔住房單位和「可負擔」價位  
 
可負擔住房單位的申請由一個獨立機構來負責嗎？或者由開發商進行該項程序？ 
 

可負擔住房單位是透過抽籤來決定租戶，由紐約市房屋保護和開發局 (Department of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HPD) 負責監督程序。 

 
有可能將 100％ 可負擔住房單位提撥給社區居民嗎？為什麼只有提撥 50 % 可負擔住房單位給社
區？ 
 

根據紐約市法規，可負擔住房單位提撥給當地社區的配額是 50%，並由抽籤的方式來決
定租戶，全程由紐約市房屋保護和開發局 (HPD) 監督。配額的多寡不是由開發商或環境
影響評估決定或改變。 

 
「可負擔」的定義是什麼？開發商會以社區的中位收入為衡量標準嗎？社區居民對「可負擔」住
房的定義有發言權嗎？ 
 

制定可負擔住房單位的租金是依據紐約市包容性 (Inclusionary Housing) 住屋指導方針以
及其他規範，並參考紐約市房屋保護和開發局 (HPD) 以及社區民選官員的意見。歡迎社
區居民對社區的收入水平標準提出建議。三個開發商在過去都有建造可負擔住房單位的經
驗，CIM 開發公司和 L＆M 開發公司從 2014 年即與市政府和社區民選官員密切合作，致
力保留櫻桃街 265 和 275 號大樓的 490 個可負擔住房單位，該 490 個可負擔住房單位適
用於紐約市 40 年監管協議。 

 
三個開發商會考慮建造更多的可負擔住房，多過市府規定的最低配額嗎？ 

 
目前三個開發商承諾提撥 25％ 永久性可負擔住房單位，這項配額已經超過紐約市包容性
房計劃 (inclusionary housing program) 中規定可負擔住房的最低配額。 

 
這三個開發項目是否會提撥適合給長者居住的住房單位？下東城目前極度缺乏適合給長者居住的
住房單位。 

 
目前三個開發商正與民選官員和市政府機構進行協商，希望將一部分可負擔住房單位規劃
為適合長者居住的住房單位。協商過程仍在進行，歡迎社區提供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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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的區域中位數收入 (AMI) 區距標準和下東城社區實際的區距標準有出入嗎？區域中位數收
入 (AMI) 的區距標準由誰來決定，如何決定？社區希望區域中位數收入 (AMI)  的區距標準能夠依
照社區實際情況調整。此次開發項目中有提撥可負擔住房單位給中產階級嗎？ 
 

區域中位數收入 (AMI) 的區距標準由紐約市房屋保護和開發局 (HPD) 和當地民選員磋商
後決定，並依據包容性住房準則 (Inclusionary Housing guidelines) 和其他規範要求來制
定。 

 
停車位 
 
開發項目會對現有的停車場帶來變動嗎？目前在這個地區很難找到停車位。 
 

櫻桃街 265 和 275 號兩棟大樓旁的地上停車場將由新建的室內停車場取代。此次環境影
響評估將研究社區對停車位的需求和目前停車位供應情況。紐約市的環境影響評估並不涵
蓋曼哈坦 110 街以南的停車位供需研究，但是此次環境影響評估仍會進行該項研究，並會
在未來向社區公開分析的結果，與社區進行討論。 

 
施工期間我們要把車停在哪裡呢？ 
 

開發商將提供臨時車位給 265 號和 275 號大樓停車場的現有租戶。 
 
完工後，現行住戶還能保持相同的停車權利嗎？有那些住戶能夠使用新建的地下停車場？由誰來
決定？ 
 

完工後， L&M 和 CIM 兩家開發公司將讓 265 號和 275 號大樓停車場的現有租戶繼續使
用新建的地下停車場。 

 
交通 
 
M15 公車路線等待時間非常久，附近的公車路線從麥迪遜街 (Madison St.) 到派克街 (Pike St.) 和
櫻桃街 (Cherry St.) 間又都不停靠，請問能否就此問題改善？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涵蓋兩橋地區巴士路線研究。評估後，若發現項目將對現有巴士運作帶
來顯著的負面影響，會提出應對的緩解措施。一般的緩解措施包括增添更多巴士路線。若
要新增巴士路線則需要大都會運輸署 (MTA) 核准。 
 

項目完工後預計會帶來更多的交通流量，是否可以增加地鐵 F 車的發車頻率？此外，東百老匯地
鐵站年久失修，可否提撥資金進行維修？是否也可以維修麥迪遜街 (Madison St.) 地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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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環境影響評估涵蓋 F 線東百老匯地鐵站和線路服務的研究。評估後，如果需要任何措
施來改善東百老匯地鐵站和線路服務，要經過大都會運輸署 (MTA) 批准。通常大都會運
輸署 (MTA) 對應地鐵站擁擠問題的措施以改善地鐵站為主，包括拓寬階梯等。 

 
開發商將如何回應交通問題？目前鄰近的地鐵站月台相當擁擠，開發商是否有想過一旦項目完工
後，會對鄰近的地鐵和公車運作帶來什麼影響？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涵蓋地鐵和公車運作的研究，若認為會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將採取必
要的緩解措施。 
 

如何緩解交通擁擠的現象？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涵蓋交通分析，一旦評估後，若認為會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將採取必要
的緩解措施。緩解措施包括改變交通信號的時間以及改善交通流量。 
 

社區認為開發項目會影響社區當地的基礎交通設施，就如同開發項目會影響社區內的公立學校一
樣。目前社區的公共交通運作已經相當吃緊，請問開發商將採取什麼措施來緩解？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涵蓋公共交通影響研究，若發現開發項目將對社區公共交通產生顯著的
不利影響，將制定對應措施。通常大都會運輸署 (MTA) 對應地鐵站擁擠問題的措施以改
善地鐵站為主，包括拓寬階梯等。 

 
如何解決道路磨損的問題？ 
 

環境影響評估並沒有涵蓋道路磨損研究，道路維修屬交通局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管轄範圍。 
 

固體廢物處理和環境衛生 
 
開發項目將對社區現有的廢物處理設施 (垃圾和廚餘) 帶來什麼影響？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針對開發項目對社區現有的廢物處理設施和環境衛生帶來的影響進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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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 
 
開發項目會對臨近的公共空間帶來什麼影響？ 
 

開發項目對臨近公共空間的影響會收錄在此次環境影響評估的開放空間章節。研究範圍包
括涵蓋在開發項目是否會造成半公哩內的公園和開放空間過度擁擠。除了進行環境影響評
估，目前三個開發商都提出改善社區開放空間的提案，將新建更多開放空間供社區使用。
提案包括重新設計 Rutger Slip 街道景觀，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兩個大樓之間的中庭，
以及連接櫻桃街 247 號和 Rutger Slip 街的人行道，改善靠柯林頓街 259 號大樓旁櫻桃街
和南街人行道。歡迎居民提出美化社區的相關建議。 

 
連接水岸的通道 
 
目前社區的兒童，老人和家庭都可以透過便利的通道前往鄰近的水岸。項目完工後會阻擋現在的
通道嗎？社區民眾是否還是使用現在的通道？ 
 

南街 260 號大樓完工後不會對目前居民使用的通道造成阻礙。南街目前唯一的行人過路處
在 Rutgers Slip 街上，將會擴增連接該處的通道。此外，會改善傑佛遜街 (Jefferson St.)
人行道。連接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兩棟大樓的中庭和南街的東西向通道，將以一條長 
35 呎穿越中庭的通道連接。開發商將與市府單位攜手改善連接水岸的通道，以及修建水
岸兩旁的公共公園空間。 

 
綠建築 
 
開發商是否著重「綠建築」？目前有許多先進的技術可以打造綠建築，包括再生能源系統，太陽
能，被動式節能住宅等，開發商計劃採取哪些措施來節約能源，減少對二氧化碳和化石燃料 
(BAU) 的依賴？ 
 

永續發展是三個開發項目建築設計的關鍵目標。雖然目前還在初步設計階段，但預計新蓋
的大樓將超越最新的效能標準要求。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研究項目的溫室氣體排放，並提
出應對的永續發展措施。 

 
視線 
 
南街 260 號的大樓封鎖附近居民的水岸視野，影響空氣品質。275 號櫻桃街的大樓是否也會影響
附近居民的空氣品質和帶來陰影封鎖附近居民的水岸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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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研究項目對周遭空氣質量的影響，亦將分析項目是否會阻擋臨近地區
不同瞭望點的視野。屬於私人財產範圍內的瞭望點將不在研究範圍中。南街 260 號大樓的
建築考量設計將大樓庭院，面向大樓內側的住屋單位，公共空間的的視線考量在內。 

 
南街 260 號大樓會影響櫻桃街 265 和 275 號兩棟大樓面南街單位的空氣和陽光質量，將
增設窗戶讓提供光線和空氣給受影響的住房單位。櫻桃街 265 和 275 號兩棟大樓建築設
計提案優先考慮住房單位的陽光和空氣質量，以及改善讓居民的公共空間。例如改善兩棟
大樓間的中庭，和改善 Rutgers Slip 街的開放空間。櫻桃街 265 和 275 號兩棟大樓的管
理公司將持續與大樓居民密切合作解決問題。 

 
高度  
 
大樓的高度一定要和提案一制嗎？能夠興建矮一點的大樓嗎？可以依據現有的土地法來限制新大
樓的高度嗎？ 
 

依據現有的土地法，要更動大樓樓高的可能性有限。在提出現行建築設計前，開發商已經
針對各種可能的樓層高度進行研究，每個可能性都有其優缺點。現行的建築設計提案旨在
平衡大樓規模，建造最大數量的可負擔住房單位，其他還包括新增公共開放空間，增加防
洪措施，增建符合社區消費型態的零售空間，改善社區空間，和改善水岸的連接通道。 
 
南街 260 號早先提出的建築設計是一個較矮的大樓，若依據該設計，將大量減少櫻桃街 
265 和 275 號兩棟大樓間中庭和出口的光線和空氣質量，所以才修正為現行在一個平台上
建造兩個細長塔樓的提案。櫻桃街 247 號和柯林頓街 259 號的建築設計為高大細長的大
樓，該設計可以帶來更多開放空間，且提供更多的光線和空氣。如果將設計改為矮而寬的
大樓，將阻礙附近區域居民的視野。 

 
為什麼三個開發商項目都要建在已有的大樓上？ 
 

三個項目希望能夠與現有的大樓整合，為社區帶來最大的開放空間。例如，此次項目的櫻
桃街 247 大樓將與 80 Rutgers Slip 大樓整合，兩棟樓的居民可以共享一樓的大廳，並在 
80 Rutgers Slip 大樓增建新的社區空間，提供居民使用。透過新舊建築整合，新建築的佔
地面積將最小化，因此能夠帶來最大化的開放空間給社區居民使用。 

 
此次會議相關建議 
 

請提供耳機，讓需要翻譯的民眾可以透過耳機聽取翻譯，降低翻譯在會議上帶來的干擾。 
 

我們有意識到在上次會議期間即時翻譯造成的雜音干擾問題，並設法在努力解決這個問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