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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 (EIS) 101/環境影響評估中的影響和緩解措施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一般性問題 
 

1. 需要在特定的截止日期前將環境影響評估草案提交給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嗎？ 

 

環境影響評估草案正在準備中。紐約市都市規劃局沒有要求在某個具體的截止日期

前呈交完整的環境影響評估草案。 

 
2. 在環境影響評估起草後再舉辦下次會議讓民眾參加的目的是什麼？有意義嗎？ 

 

公眾將有機會在都市規劃委員會 (City Planning Commission) 舉行的公開聽證會上
發表評論環境影響評估草案。公眾可以針對草案的分析內容，提議項目的潛在影響

以及緩解措施提出評論。終版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將包括對公眾意見的回應，以及主

管機關 (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認定對環境影響評估草案必要的修改。 

 
3. 《限制性聲明》(Restrictive Declaration) 和《社區福利協議》(Community 

Benefits Agreement) 有什麼不同？ 

 

《限制性聲明》是對土地使用和開發施加限制的法律文書。都市規劃委員會可以要

求開發商制定《限制性聲明》來做為批准某開發項目申請的條件，以確保項目根據
批准後的建築規劃設計圖和緩解措施來發展。它收錄在紐約市的土地記錄中，因此

對現在和未來的業主具有約束力。《社區福利協議》是開發商和社區組織之間的私

人協議，由開發商同意在開發此項目的過程中提供社區或這些組織某些利益或設施

。《社區福利協議》不在紐約市土地使用程序的規定中。 



 

 

 

 
4.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會有《社區福利協議》嗎？ 

 

此項目將準備《限制性聲明》，但《社區福利協議》不在紐約市土地使用程序的規

定中。 

 
5.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最後將被公開嗎？ 

 

當紐約市都市規劃局認定環境影響評估草案完成後，會在網站上發布。 

 
影響和緩解措施 
 

6. 什麼是緩解措施？ 
 

緩解措施是為了消除或減少重大環境影響而採取的必要措施。 

 

7. 有可能因為這些項目的影響過大以致開發商不願意支付緩解措施的費用嗎？那會發

生什麼？ 

 

實施什麼樣的緩解措施是由主管機關 (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來決定，而不是項目申
請人。 

 
8. 誰來支付緩解措施？如果開發商不想付款呢？ 

 

為減少或消除項目帶來的重大影響，開發商通常需要負責緩解措施的費用。緩解措

施通常必須在施工期間或在居民入住新大樓前實施。開發商無權選擇主管機關決定

的可行和必須的緩解措施。 

 
9. 如果影響確定但紐約市沒有錢或計劃解決它們，將會發生什麼？ 

 

紐約市需要針對影響制定解決影響的計劃，但是也有可能做出某些重大不利影響不

具可對應緩解措施的結論。開發商通常需要負責支付緩解措施的相關費用。請參閱

上述問題 7 和 8 的回應。 



 

 

 

 
10. 開發商可以決定要支付哪些緩解措施嗎？ 

 

將由主管機關與專業機關協商後來決定需要採取哪些緩解措施。 

 
11. 將在何時實施緩解措施？ 

 
緩解措施一般在施工期間或在建築物取得入住許可證前實施。 

 
12. 紐約市如何確保緩解措施落實實施？ 

 

使用《限制性聲明》和其他法規管制 (例如將項目列為噪音，靜音空氣質量和危險

材料的 (E) 指定地) 可以確保緩解措施在如建築物取得臨時入住證前得到落實。 

 
13. 如果實施某項緩解措施如交通改善政策在未來無法應付更多的發展時，將會發生什

麼情況？ 

 
緩解措施是用來解決項目對周遭環境產生的重大不利影響。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考

量某項目是否可能產生影響時，會將項目在完工和啟動後的周遭預期發展納入考

量。然而，緩解措施旨意不在解決項目完工後未來可能的發展。 

 
14. 開發商是否會執行緩解措施的相關工作，或者只是付錢由代理機關負責處理？ 

 

根據影響的類型和所需的緩解措施，紐約市都市規劃局將與相關機關協商後，決定

是要由開發商付款代理或直接建設。 

 
 
 
 
 
 
 



 

 

 

社會經濟條件 
 

15. 將會有什麼樣的混合用途商店？雜貨店會被保留嗎？ 

 

三個開發項目皆包含零售空間，開發商也有興趣找出符合社區需求的小型商家。 

L+M 地產開發公司和 CIM 開發集團將如同過去幾年般持續與「Stop 1 Deli」雜貨
店合作。一旦新的零售空間開始招租時，「Stop 1 Deli」將有機會留在大樓內。 

 
16. 現有居民是否能負擔得起這些項目？他們將因為這個社區會變得太貴而無法留在社

區。  

 

這些項目中將有 25％ 的單位為可負擔單位。 

 
17. 為什麼高空使用權 (air right) 可以被移轉？ 

 

紐約市土地分區法對一塊「區劃用地」(zoning lot) 內可開發的發展權總量有所限
制，同時允許將相鄰的稅務用地合併致同一塊區劃用地。一旦這些稅務用地合併致

同一塊區劃用地，那麼就可以依法定權益將發展權移轉到同一塊區劃用地上。 

 
18. 位在櫻桃街的兩個「混合用途」項目將變成什麼樣？ 

 

三個項目皆包含住宅和零售用途，另外，南街 260 號項目將包含社區設施用途。 

 
19. 我們還能讓「Stop 1 Deli」這家社區負擔得起的雜貨店留在社區內嗎？ 

 

請參閱上述問題 15 的回應。 

 
開放空間 
 

20. 我們如何確保公共空間受到尊重？ 

 

在環境影響評估時將研究項目對社區公共開放空間的潛在影響。 



 

 

 

 

 

21. 有可能需要設計更多的公共開放空間。這會發生嗎？ 

 
將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研究項目對公共開放空間造成的潛在影響。如果將對開放

空間造成重大影響，可以在緩解措施中要求開發商改進現有的開放空間使其更有

用，並且考慮建立新的開放空間的可行性。然而鑑於曼哈坦的發展密度，建立新的

開放空間通常是較不切實際的緩解措施。 

 
社區設施 
 

22. 你能提供一些針對學校緩解措施的例子嗎？ 

 

減輕項目造成學校重大影響的緩解措施包括建立新學校或增加空間，以及提供資金
或在現有設施中創造新的席位。 

 
23. 學校、醫院、社區中心和警察局是否能應付社區這麼多人？ 

 

如同在工作範疇草案所述，環境影響評估草案中將包含項目對社區設施造成的潛在

影響的研究。 

 
交通  
 

24. 有哪些實際例子是可以用來緩解地鐵過度擁擠的情況？ 

 

地鐵緩解措施往往涉及擴建樓梯。其他可能的緩解措施如將樓梯從人行道轉移至建
築物內部，並提供符合殘障法案 (ADA) 標準的電梯。 

 
 

 

 

 



 

 

 

施工 
 

25. 哪些人將被招聘參與施工？ 

 

三個開發團隊皆致力在施工期間為招聘當地居民做出最大努力。並且，將在更接近

施工日期時，展開社區外展計劃。 
 

26. 有那些開發商？ 

 

如工作範疇草案所述，三名申請人為櫻桃街業主有限公司 (Cherry Street 

Owner,LLC)，該公司為 JDS 地產開發集團 (JDS Development Group) 和兩橋地

區老年公寓開發有限公司 (Two Bridges Senior Apartments LP) 的附屬公司；兩橋
發展協會 (Two Bridges Associates, LP)，該協會由 CIM 開發集團 (CIM Group) 和 

L+M 地產開發公司 (L+M Development Partners) 合資；以及 Starrett 地產開發集

團 (Starrett Development) 的子公司 LE1 Sub 有限公司 (LE1 Sub LLC)。 

 
27. 如果在施工過程中出現需要其他緩解措施的情況怎麼辦？開發商能否提供「緩解中

的緩解措施」？ 

 

在環境影響評估時會審視潛在緩解措施是否會對另一個環境問題產生影響，例如在

人行道建樓梯連接至地鐵站來做為交通緩解措施，是否會因此減少人行道寬度對行
人造成影響。一般來說，會在環境審查過程評估施工造成的潛在影響，但是評估有

害材料和考古研究則可能在施工之前或施工期間進行。 

 
28. 什麼情況會阻止項目往前進行？ 

 

如果項目沒有取得都市規劃委員會的批准，將無法核發建築許可證。 

 
29. 我們該如何尋求緩解措施的資金？ 

 

一般來說，開發商將負責緩解措施的費用。倘若緩解措施涉及紐約市相關機構的例
行活動，例如調整交通信號燈的時間，就不是這樣的情況。 



 

 

 

 

30. 施工期間的工作職缺有多少是屬於工會工作？ 

 

雖然某些行業的工作將屬於工會工作，但目前還沒有工會工作職缺的估計數值。 

 
31. 社區成員可以聯繫誰來了解工會工作的召聘機會？ 

 

社區成員應聯繫當地工會辦公室來了解工會工作的訊息。 

 
32. 開發商和承包商將如何結合社區組織來聘請當地居民？ 

 

三個開發團隊皆致力於在施工期間為招聘當地居民做出最大努力。並且將在更接近

施工日期時，展開社區外展計劃。 

 
33. 混合用途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混合用途一般指一個項目具有多種用途，例如一棟住宅建築物底層為零售或社區用

途。 

 
34. 將蓋在現有建築物上的新建築物會影響現有建築物的結構和安全嗎？ 

 

項目的具體設計，包括建築和工程圖紙必須由紐約市樓宇局 (Department of 

Buildings) 審查批准後才會核發建築許可證。新建築物不會影響現有建築物的安

全。 
 

城市設計與視覺資源 
 

35. 在項目完工後，有那些工具能提供我們塑造和設計社區？ 

 

在項目完工後，當地的社區委員會和其他社區組織可能會提供相關工具來塑造社

區。 

 



 

 

 

自然資源 
 

36. 項目會引發更多淹水問題嗎？ 

 

這三個項目皆包括韌性措施並會在環境影響評估草案中說明。做為此次環境影響評

估的一部分，將評估項目提出的韌性措施是否與「紐約市海濱振興計劃」(New 
York City Waterfront Revitalization Program) 一致。此外，這些項目位在「東海岸

韌性專案」(East Side Coastal Resiliency，ESCR) 和「下東城海岸韌性專案」

(Lower Manhattan Coastal Resiliency，LMCR) 的區域內。 

 
施工影響和緩解措施 
 

37. 交通和行人安全——如何防止工程卡車在路上非法轉彎？在施工期間，每個項目位

址的承包商需依規定準備詳細的工作區交通管制計劃 (WZTCP)，由紐約市交通局

(DOT) 的工程緩解協調辦公室 (OCMC) 進行審查和批准。 

 
在施工地點將安排指揮人員管理工程卡車出入。 

 
38. 防塵控制——開發團隊如何保護鄰居免受施工灰塵的影響？ (與會者認為在施工現

場「灑水」仍有 10％ 的粉塵會鬆動。)  

 

將採用最佳做法來確保施工灰塵的最小化。請參閱下面問題 39 的回覆。 

 
39. 防塵控制——是否有在討論範圍之外的緩解措施？ 

 

將在施工期間實施強力澆水計劃以盡量減少灰塵。除了潤濕材料，在施工過程中還
將實施其他防塵措施如安全地覆蓋所有運送鬆散物料的卡車和車輪清洗站。將實施

所有符合紐約市環境保護局《建築除塵規則》(Construction Dust Rules) (例如在

施工現場使用乾式掃街車，降低進出施工現場車輛的速度) 規定的措施。 

 
 
 



 

 

 

40. 空氣質量與廢氣排放控制——由誰監測空氣質量？由第三方公司還是政府？ 

 

減少建築廢氣排放的措施將在環境影響評估過程中確認，而且批准這些項目的條件

是要實施這些措施。例如，開發商可能被要求使用低廢氣排放的建築設備。在這種
情況下，項目的批准將取決於開發商的施工合約是否包含使用這些設備，而且開發

商須要在施工前向紐約市呈報。 

 
41. 空氣質量與廢氣排放控制——社區成員如何協助監督？ 

 

將設立專門熱線提供社區居民呈報施工期間可能出現的問題或擔憂。此外，民眾也

可以撥打紐約市的 24 小時電話熱線 311 呈報。 

 
42. 減少噪音——施工工程噪音預計會影響生活品質，尤其會影響鄰近長者和正在學習

閱讀的學童。開發商是否可以在最低緩解措施要求以外再做些什麼？哪些會超出標
準流程？ 

 

在適當和可行的情況下，額外的減噪措施可能包括安裝較高的隔音屏障來屏蔽噪

音，使用更安靜的設備，以及使用屏蔽技術，如可移動的隔音屏障或在設備上安裝

外殼。 

 
43. 減少噪音——如何測量噪音水平？由紐約市樓宇局負責監測嗎？ 

 
紐約市環境保護局為負責執行噪音水平的機關。每個項目位址都需要制定一個施工

現場「減噪計劃」(Noise Mitigation Plan)，並由紐約市環境保護局進行審核。紐

約市環境保護局將自行斟酌監測噪音水平是否符合《噪音規範》(Noise Code)。 

 
44. 減少噪音——社區成員如何協助監測噪音水平？ 

 

將設立專門熱線來提供社區居民呈報施工期間可能出現的問題和擔憂。此外，民眾

也可以撥打紐約市的 24 小時電話熱線 311 呈報。 

 
 



 

 

 

45. 在環境影響評估的研究方法中的「振動半徑」是多少？ 

 

紐約市樓宇局的《技術政策和程序通知＃10/88》(Technical Policy and Procedure 

Notice #10/88) 中敘述如何避免在歷史資源 90 英呎橫向距離內施工時造成歷史建
築物損壞的相關程序 (如振動監測)。 在環境影響評估中將根據在施工期間預期使

用的設備來評估工程在研究區域內、包括緊鄰項目施工現場的建築物和結構產生的

振動水平。 

 

46. 在環境影響評估中會評估施工對私人住宅或公共街道地基產生的影響嗎？還是這是

紐約市樓宇局的問題？ 

 
在環境影響評估中可以研究工程振動對歷史結構造成的潛在影響。具體的項目設

計，包括建築和工程圖紙則必須由紐約市樓宇局審查批准後才會核發建築許可證。 

 

47. 這些項目的工程可以分別進行嗎？是否有可能分期施工？ 

 

提議的項目將由三個不同的開發團隊分別開發和施工，預計將在 2021 年完工和開
始占用。值得注意的是分期施工的總體時間較長。 

 
48. 誰來監測空氣質量和灰塵？我們會在施工期間定期收到具誠信度的灰塵水平更新資

訊嗎？  

 

在環境影響評估中會確認減少施工廢氣排放和灰塵的措施。批准這些項目的條件是

實施這些措施並受強制執行規定的約束。 

 
49. 可否使用螺栓樁 (代替打樁式的閘板樁或使用其他方式)？即使這種方式可能會拖延

項目進度或是成本高昂，但是因為打樁是最糟的聲音發射器。 
 

根據初步的施工規劃，預計在項目位址使用的是鑽井式沉箱樁。 

 

 



 

 

 

50. 噪音如何監測，由誰？倘若在環境影響評估完成後達成緩解措施的協議，我們如何

要求施工團隊負責？ 

 

在審查環境時將進行噪音分析且將預測施工產生的噪音水平。 在進行環境影響評
估時會確認降低施工噪音的措施。批准項目的條件是實施這些措施並受強制執行規

定的約束。由紐約市環境保護局負責規管施工現場的施工噪音。 

 
51. 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會考慮附近洪水牆的建設，特別是涉及到交通和行人安全？  

 

在環境影響評估中將討論預期的「東海岸韌性專案」和「下東城海岸韌性專案」項

目做為該地區潛在未來項目之一。 

 
52. 病害蟲防治是否可以由開發團隊和周邊建築物如紐約市房屋局 (NYCHA) 和大都會

運輸署 (MTA) 所屬的建築物來「協調努力」進行？ 
 

開發團隊將實施病害蟲管理計劃，以減少項目位址及周遭囓齒動物的存在。儘管紐

約市房屋局和大都會運輸署有自己的病害蟲管理計劃，但團隊願意盡可能地與紐約

市房屋局和大都會運輸署進行協調合作。 

 
53. 開發團隊能否實施超越城市環境質量評估 (CEQR) 或其他紐約市機構訂定的正常

或「標準」的緩解措施準則？特別是這個項目的規模，開發商似乎要做出「大於最

低」控制方法的承諾會比較謹慎。 
 

在適當和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會將考慮超出標準控制方法的緩解措施。例如在可行

的範圍內，將在施工期間採用較新和較清潔的發動機以及最佳可用技術 (如柴油微

粒過濾器)， 讓廢氣排放達到最小化。 

 
54. 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是否會考慮施工過程中一些臨時改變造成的影響，例如地鐵 

L 線的關閉？地鐵 L 線的關閉將造成地鐵 F 線的交通堵塞狀況更嚴重，這可能導

致更多人選擇開車進而增加街道的堵塞。 

 



 

 

 

L 線的關閉是暫時的。 大都會運輸署預計將與紐約市其他機關協調後制定策略，

盡量減少 L 線臨時關閉的影響。 

 
55. 卡車可以在 C6-4 分區內隔夜停車，但是項目位址所在地屬於住宅用途 (第二類用

途)，居民可以做些什麼來限制這個情況？ 

 
只有在項目位址 5 號的新開發項目含有地面停車場，其他的項目都只有附屬停車

場，而且是讓目前大樓現有住戶沿用的停車場。 

 
陰影影響和緩解措施 
 
56. 我們也可以研究私人庭院嗎？  

 

在《城市環境質量評估技術手冊》(CEQR Technical Manual) 的指導原則中，私人

開放空間不包含在受陰影影響的資源中。 

 
57. 新建築物到底將對社區造成甚麼影響？ 

 

新建築物投射陰影造成的影響將在環境影響評估草案中分析。 

 
58. 要求提供不同的圖例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草案中將包含項目在一年內不同天 (3 月 21 日和 9 月 21 日，5月 6 

日和 8 月 6 日，6 月 21 日和 12 月 21 日) 中不同時間點投射在公共開放空間、對

陽光敏感的歷史資源和自然景觀的陰影圖。 

 
59. 為什麼紐約市房屋局的綜合政府樓不包含在對陽光敏感的資源中？ 

 
紐約市房屋局的綜合政府樓內休憩用地屬於私有空間，僅供該大樓居民使用，因此

不包括在分析中。 

 
 



 

 

 

60. 我們可以取得陰影在上午 8 點和 9 點的說明嗎？ 

 

可以的，在適用於環境影響評估的情況下，將說明項目在其他不同時間點投射在公

共開放空間、對陽光敏感的歷史資源和自然景觀的陰影。 

 
61. 12 月 21 日是最糟的情況嗎？ 

 

陰影在 12 月 21 日最長，但通常不會被稱為「最糟的情況」。雖然陰影在 12 月 

21 日最長，但是陰影在這一天移動的速度比其他季節更快。此日的陰影分析為代

表冬季月份的陰影，但該日不屬於陰影生長的季節。 

 
62. 為什麼特別將材料專注在下午 1 時 30 分和 2 時 30 分？一天中其他的時間呢？ 

 

如上所述，環境影響評估草案將包括項目在一年內不同天中不同時間點投射在公眾
開放空間、對陽光敏感的歷史資源和自然景觀上的陰影圖。 

 
63. 圖表上顯示的紅色區域真的是新的整體陰影嗎？ 

 

紅色區域顯示項目將增加投射在公共開放空間、對陽光敏感的歷史資源和自然景觀

中的陰影。它們不代表項目在這些空間或景觀上投射的陰影加上重疊在現有建築物

投射的陰影總和。 

 
64. 是否可以將屋頂改建成具有設備的公共空間來當作緩解措施？如屋頂可以有擊劍場

或操場。 
 

開放私人建築物屋頂不能做為緩解措施，因為它們仍然屬於公眾無法進入的私人財

產。然而，能提供租戶使用的建築物屋頂如類似紐約市房屋局的開放空間，可以納

入在開放空間資源充足性的質性討論中。 

 
 
 
 



 

 

 

65. 陰影的緩解措施可以創造開放空間嗎？ 

 

一般來說，針對陰影影響提出的緩解措施旨在使受影響的現有開放空間更有用或更

有吸引力。創造新的開放空間做為陰影影響的緩解措施在密集開發的地區 (如曼哈
坦) 是罕見的。不過，改善現存相鄰開放空間，如在其他開放空間被陰影大量遮蔽

時仍陽光充足的開放空間，也被視為是一種緩解陰影的措施。該緩解方法 (例如增

加長凳或其他座位) 可以提高在陽光充足地區開放空間的使用度。 

 
66. 這些潛在的改變會向紐約市公園局提出嗎？為什麼在環境影響評估中不考慮陽光的

健康益處，如維生素 D，消除抑鬱症，防止哮喘和上呼吸道感染？ 

 

紐約市公園局與紐約市都市規劃局將共同考量影響和緩解措施。在考慮增量陰影帶
來的健康影響時，需要考慮許多項目增量陰影以外的其他因素，例如一個人一天中

在陽光下的時間；鄰近地區在特定時間點時的陽光量，這些超出了環境影響評估的

討論範圍。 

 
67. 在研究陰影時如何考慮人為因素？ 

 

在陰影的分析中將考量陰影對公共開放空間的影響，並考察開放空間在陰影增量後

人們繼續使用的次數。 

 
開放空間的影響和緩解措施 
 

68. 在已有 23,000 人的社區多增加 6,000 人後會變成什麼樣？ 
 

如在工作範疇草案所述，在環境影響評估草案中將審視項目對公共開放空間的潛在

影響。 

 
 
 
 



 

 

 

69. 如果將建立新的空間，是否可以考慮到氣候的 (如防止風在海濱地帶增加垃圾) 因

素？ 

 

氣候將納入在相關技術領域如空氣質量的考量範圍，且將研究風對行人環境的影
響。雖然氣候不包含在開放空間分析的範圍，但它將在造景過程被納入考量。 

 
70. 我們是否可以造景而且蓋一個綠帶，因為很難在該區域活動而且很難找到一塊綠色

空間而不是開放空間？ 

 

如果項目對周遭開放空間會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將提出緩解措施。紐約市經濟

發展局 (New York 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和紐約市公園局正在

考慮連接東河公園和東河河濱地帶，然而在項目位址周邊地區建綠帶超出私人提議
開發項目的範圍。 

 
71. 社區居民在施工、打樁架、儲存設備這些臨時施工期間內能夠坐在哪裡？ 

 

不會使用任何公共開放空間來做施工用途。東河公園，東河河濱地帶，小花園遊樂

場 (Little Flower Playground) 和柯萊斯胡克公園 (Corlears Hook Park) 等這附近的

公共開放空間，沒有一個將用於這次兩橋三個開發項目的建設。 

 

可負擔住房 
 

72. 這些大樓將提供空間給社區居民負擔得起的零售店嗎？ 

 

三個開發團隊皆致力於提供空間給以社區為主的零售商，並與可以提供社區所需服

務的本地企業合作。預期的租金水平將與該地區其他商業空間相同。 

 
73. 有任何社區特惠的單位嗎？開發商願意提供更多可負擔單位特惠社區嗎 (超過紐約

市房屋保護和開發局規定的 50％ 個單位)？  

 

新的「紐約市 421a 可負擔房屋建築減免稅計劃」(Affordable New York/421-a 
program) 並沒有規定在可負擔單位抽選機制中包合社區特惠單位，且紐約市房屋



 

 

 

保護和開發局尚未表明是否會繼續在抽選機制中包含社區特惠單位。社區特惠政策

的可用性和條件是由政府政策和法規管理，而不是開發團隊。 

 
74. 最後將由誰負責決定選用哪個「紐約市 421a 可負擔房屋建築減免稅計劃」的選

項？ 

 
「紐約市 421a 可負擔房屋建築減免稅計劃」提供幾個可負擔單位數量和可負擔能

力水平的選項組合給開發商。開發團隊將與紐約市房屋保護和開發局與紐約市都市

規劃局協商，選出合適的 421-a 選項。 

 
75. 開發商會直接向社區諮詢委員會或其他社區組織談話嗎？ 

 

開發團隊舉辦了四次社區參與公眾會議。此外，團隊已經且將繼續與社區租客團體

定期舉行會議，並願意與其他感興趣的社區團體舉行會議。 

 
76. 單位的永久可負擔性是否取決於「紐約市 421a 可負擔房屋建築減免稅計劃」項目

的批准？ 

 

三個開發團隊皆致力提供項目的一部分做為永久可負擔單位。他們計劃使用「紐約

市 421a 可負擔房屋建築減免稅計劃」來協助實現這一項承諾。 

  
77. 單位的永久可負擔性是否取決於「紐約市 421a 可負擔房屋建築減免稅計劃」項目

的繼續存在？ 

 
可負擔單位的條件將被納入管理協議，永久適用，不會有到期日，也不需有賴「紐

約市 421a 可負擔房屋建築減免稅計劃」項目的繼續存在。如上所述，開發團隊計

劃使用「紐約市 421a 可負擔房屋建築減免稅計劃」項目來實現單位的永久可負擔

性。 

 
 
 
 



 

 

 

78. 老年住房單位將在哪？會分布在所有的大樓中嗎？ 

 

南街 260 號和克林頓街 259 號的開發商正在為提撥部分可負擔單位做為老年住房

單位與市府機關進行對話，並將繼續進行這些討論。此外，櫻桃街 247 號的項目
包括將從羅格斯坡 80 號搬遷至新大樓的 10 個老年住房單位，且將對羅格斯坡 80 

號的現有老年住房單位進行大規模的改建。 

 
79. 開發商有可能以較少的單位來擴大可負擔性嗎？ 

 

目前項目有兩個選項可以選擇，其中一個將提供 30％ 的可負擔單位，另外一個將

提供 25％的可負擔單位。這些項目預計將選擇 25％ 可負擔單位的選項，儘管可

負擔單位比 30％ 的選項少，卻可以擴大可負擔性。 

 
80. 可負擔性的組合可以只包含較低的紐約市地區家庭中等收入 (AMI) 組距嗎？ 

 

「紐約市 421a 可負擔房屋建築減免稅計劃」項目的 AMI 組距比例計算允許項目

在提供新的可負擔住房同時在財務上仍然可行。 

 
81. 何時會制定市場價單位和可負擔單位的定價？ 

 

按照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計

算，可負擔單位的收入指標是根據紐約市地區家庭中等收入的百分比。家庭收入在
紐約市地區家庭中等收入的 30％ 至 165％ 的租金訊息可以在紐約市網站，

http://www1.nyc.gov/site/hpd/about/what-is-affordable-housing 上查詢。市場價單

位的定價將在施工期間由項目申請者訂定。 

 
82. 在社區參與會議中收集到的所有反饋意見將如何回到紐約市都市規劃局，因為他們

最終將監管和決定環境影響評估流程？ 

 

所有紐約市都市規劃局收集到的資料都將張貼在網站上。社區提出的反饋意見將被

納入環境影響評估分析以及在發展緩解措施的過程中發揮作用。  

 



 

 

 

83. 可負擔老年住房單位的收入和租金水平和其他可負擔單位相同嗎？ 

 

跟其他可負擔單位一樣，可負擔老年住房單位的租金水平與「紐約市 421a 可負擔

房屋建築減免稅計劃」項目的要求一致。 

 
84. 開發商願意支持更多健全的可負擔住房申請嗎？ 

 

開發團隊在過去與各種社區組織合作支持健全的可負擔住房申請，也致力於在項目

中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