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中等家庭收入 (AMI)
每年由聯邦房屋和城市發展部 (HUD) 為全國所有城市訂定該市的 AMI。2016 年紐約市一家庭的中等家庭收入 (AMI) 是 
$95,400 元 , 適用於四個成員組成的一家庭 (100% AMI)。

紐約市 2017 年地區中等家庭收入 (AMI) 

2017 年紐約市每月可負擔房租 (根據 AMI 來估算)

估算方式假設租戶支付電費。估算的租金是近似值，按照該地區中等家庭收入(AMI) 的 30％ 計算。低收入群體的租金是根據該地區中等家庭收入
(AMI) 的 27％，37％，47％ 和 57％ 來估算。Studio 的租金是以一個家庭單位的人口數的 0.6 來計算。
*120％ 租金的金額是由兩橋地區顧問團隊估算，不是由紐約市房屋保護和開發局 (HPD) 提供。
資料來源：紐約市房屋保護和開發局 (HPD) 網站 , http://www1.nyc.gov/site/hpd/about/what-is-affordable-housing.page 

資料來源：聯邦房屋和城市發展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家庭大小 30% 的 AMI 40% 的 AMI 50% 的 AMI 60% 的 AMI 80% 的 AMI 100% 的 AMI 120% 的 AMI* 130% 的 AMI 165% 的 AMI

1 $22,040 $26,720 $33,400 $40,080 $46,760 $53,440 $66,800 $80,160 $86,840
2 $22,920 $30,560 $38,200 $45,840 $53,480 $61,120 $76,400 $91,680 $99,320
3 $25,770 $34,360 $42,950 $51,540 $60,130 $68,720 $85,900 $103,080 $111,670
4 $28,620 $38,160 $47,700 $57,240 $66,780 $76,320 $95,400 $114,480 $124,020
5 $30,930 $41,240 $51,550 $61,860 $72,170 $82,480 $103,100 $123,720 $134,030

單位大小 30% 的 AMI 40% 的 AMI 50% 的 AMI 60% 的 AMI 80% 的 AMI 100% 的 AMI 120% 的 AMI* 130% 的 AMI 165% 的 AMI

Studio $331 $475 $618 $761 $947 $1,091 $1,377 $1,662 $1,807

一臥單位 $426 $605 $784 $963 $1,196 $1,375 $1,733 $2,088 $2,270

二臥單位 $521 $736 $951 $1,166 $1,445 $1,660 $2,089 $2,515 $2,733

三臥單位 $594 $843 $1,091 $1,339 $1,661 $1,910 $2,406 $2,898 $3,150



紐約可負擔住房計劃 (Affordable New York，前身為 421-A 地稅減免政策)
「紐約可負擔住房計劃」為旨在鼓勵開發商建造更多可負擔住房的計劃，以減免物業稅的方式補貼開發商財政。「可負擔
住房計劃方案 1」(Affordability Option 1) 提供較少的可負擔住房單位，但是其 AMI 的數值讓單位相較更可負擔。「可負
擔住房計劃方案 2」(Affordability Option 2) 提供較多的可負擔住房單位，但是其 AMI 的數值稍微調高可負擔的水平。

可負擔住房計劃方案 1 可負擔住房計劃方案 2
根據家庭成員人數計算的 AMI 數值 根據家庭成員人數計算的 AMI 數值

依各種不同單位大小計算的月租金 依各種不同單位大小計算的月租金

10 % 的單位 10 % 的單位 紐約市中位數值 5 % 的單位
家庭人數 40% of  AMI 60% of AMI 100% of AMI 120% of AMI

1 $26,720 $40,080 $66,800 $80,160
2 $30,560 $45,840 $76,400 $91,680
3 $34,360 $51,540 $85,900 $103,080
4 $38,160 $57,240 $95,400 $114,480
5 $41,240 $61,860 $103,100 $123,720

10 % 的單位 10 % 的單位 紐約市中位數值 5 % 的單位
單位大小 40% of AMI 60% of AMI 100% of AMI 120% of AMI*

統倉 (Studio) $475 $761 $1,377 $1,662
1 房 $605 $963 $1,733 $2,088
2 房 $736 $1,166 $2,089 $2,515
3 房 $843 $1,339 $2,406 $2,898

10 % 的單位 紐約市中位數值 20 % 的單位
家庭人數 70% of AMI 100% of AMI 130% of AMI

1 $46,760 $66,800 $86,840
2 $53,480 $76,400 $99,320
3 $60,130 $85,900 $111,670
4 $66,780 $95,400 $124,020
5 $72,170 $103,100 $134,030

10 % 的單位 紐約市中位數值 20 % 的單位
單位大小 70% of AMI 100% of AMI 130% of AMI

統倉 (Studio) $947 $1,377 $1,807
1 房 $1,196 $1,733 $2,270
2 房 $1,445 $2,089 $2,733
3 房 $1,661 $2,406 $3,150

*120％ 租金的金額是由兩橋地區顧問團隊估算，不是由紐約市房屋保護和開發局 (HPD)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