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3 月 4 日两桥地区新建成开发项目提案环境影响评估前置期 
第三场社区公众会议：座谈纪录 
 
一般问题 
 
1.为什麽开发团队选择在项目预定地址的南侧盖南街 260 号大楼 (260 South Street)，而不是在罗
格斯坡道 (Rutgers Slip) 的位置上？大楼如果盖在罗格斯坡道的位置上似乎比较能保存现有大楼
的视野。是否因为考量罗格斯坡道现有地层基础设施，还是有其他原因？如果能提供设计考量的
相关解释，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项决定。 
 

在设计建筑物时，必须考量许多场地限制因素。目前，罗格斯坡道的开放空间被南街 265 号
和 275 号两栋大楼居民高度使用，因此我们希望能够保存这个空间。该空间现有一个游乐场
和一个篮球场。我们另外提出空间改善计划，内容包括让身障人士 (ADA) 可享无障碍使用游
乐场空间，增添座位，种植树木和美化空间，将其打造为具弹性、高品质的开放空间。 

 
第二，樱桃街 265 号大楼 (265 Cherry Street) 有大约 475 个窗户面向罗格斯坡道，这些窗户
中，有很大部分是面西向住户单位唯一的光线和空气来源。虽然新建大楼的将挡住樱桃街 
265 号和 275 号大楼面向南街住户单位的窗户，不过所有受影响的单位都有其它窗户来提供
畅通的空气和光线。此外，大都会运输署 (MTA) 在罗格斯坡道开放空间拥有的地役权和穿越
罗格斯坡道开放空间的地下铁隧道也会对新建大楼产生重大影响。 

 
2.现有的两房单位在迁移到新大楼后是否能够改建成一房的单位？许多年长者希望能够住在「大
小合适」的小单位。(这应该是提给物业管理公司的问题） 
 

80 号罗格斯坡大楼的年长者若有意迁移至较小的单位，应该向两桥地区老年公寓开发有限公
司 （Two Bridges Senior Apartments LP) 提出申请。 

 
3.开发商是否会接受「年长者免加租计划」 (Senior Citizen Rent Increase Exemption ，简称 
SCRIE) 和「残疾人士免加租计划」(Disability Rent Increase Exemption ，简称 DRIE) 的申请？ 
 

项目是否适用 SCRIE 和 DRIE 计划的决定权不在项目所有者的身上。不过，如果项目可採用 
421a 减税方案 (421-a program) 或其他类似方案，就有可能需要参与 SCRIE 和 DRIE 计划。 

 
4.这三个开发项目是否包括地下停车场的开发？开发项目有被核准盖地下停车场吗？ 
 

在樱桃街 265 号和 275 号大楼旁的现存平面停车场车位将迁移至新建的南街 260 号大楼地下
停车场内。其他两个项目不包括地下停车场的开发。 

 



5.为什麽这些项目建在这裡，而不是建在郊区？ 
 

纽约市和两桥地区对市场价住房和可负担住房的需求相当大，而且两桥地区在过去 50 年来一
直被规划为高密度发展地区。开发团队在纽约市有相当丰富的综合收入住房项目开发经验，
将致力为两桥社区提供优质住房、小型社区零售店、开放空间以及空间弹性改造。 

 
6.C6-4 分区什麽时候会到位？开发项目预定地址的土地分区规划是在近期重新划分的吗？ 
  
 项目所在位址于 1961 年已被划分为 C6-4 分区，至今都没有改变。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1.开发商如何对社区负责？我们怎麽知道他们会履行承诺呢？他们是否具有某方面的法律责任？ 
 

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程序时提出的灾害缓解措施将依据一份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来执行，
这份法律文书称为《限制性声明》(Restrictive Declaration)。由都市规划委员会 (CPC) 批准
的任何项目申请者皆须签署该文件。该文件要求项目在获得建筑许可证之前，在启用建物之
前，或在项目开发期间的某些时间点上酌情实施灾害缓解措施。这项声明由纽约市强制执
行，并且必须遵守纽约市楼宇局 (DOB) 和纽约市都市规划局 (DCP) 对灾害缓解措施的相关规
定。 

 
2.还会有另外的时间让开发团队直接回应民众问题吗？ 
 

在社区委员会为开发项目举办听证会上，民众可以直接向开发团队提问，开发团队将直接回
应民众的意见。此外，开发团队将准备在下次举办的社区参与会议上民众问答的书面纪录文
件。民众也可以将问题以电邮寄至邮箱地址 twobridgeseis@gmail.com。 

 
3.为什麽纽约市教育局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不参与这项环境影响评估过程？ 
 

如果确定项目将对周遭的学校带来重大不利影响，纽约市都市规划局将与纽约市学校建设管
理局 (School Construction Authority) 和纽约市教育局就适当的缓解措施进行磋商。 

 
4.环境影响评估声明报告有一定要在什麽时间前完成吗？民众是否能稍快得知具体的日期？ 
 

环境影响评估草案必须在都市规划委员会将项目提案申请转呈至社区委员会前完成， 终版
环境影响评估声明报告则需要在都市规划委员会对项目进行投票之前完成。这些程序没有限
期，但我们预计环境影响评估草案会在今年夏季完成， 终版环境影响评估声明报告会在今
年年底前完成。 



 
5.在环境影响评估程序中，所谓在「大型开发项目计划」提出的「小修改」申请是什麽？ 
 

「小修改」申请是被批准的建筑规划设计图或项目依状况需要进行更改，并在取得特别许可
証的前提下再提出的申请，项目仍然必须合乎当地现有的土地分区规划。「小修改」不受统
一土地使用审查程序（ULURP）的约束。此次开发项目提出的小修改申请内容包括更动楼
层、建物面积，更动单位数目以及其他内容。儘管提出修改申请，三个项目仍必须合乎当地
现有的土地分区规划，且不需要对现有土地分区进行修改或放弃。因此，三个开发项目在现
有的大型开发项目计划中，提出小修改申请。 

 
6.请确认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民众审查环境影响评估草案：我们认为 1 个月的时间不够，希望只
少有 60 到 90 天的时间。 
 

在进入社区委员会审查阶段时，民众将至少有 45 至 60 天的时间可以针对环境影响评估草案
进行审查以及提出评论意见。之后，民众可以在都市规划委员会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发表意
见，并可以提交书面意见。环境影响评估草案公众审查评论期预计持续约三至四个月。  

 
7.工作范畴界定后的会议，是否将开放给一般民众参加？ 
 

是的，工作范畴界定后，将举行社区参与会议，开放给民众参加。 
 
8.会有环境影响评估的书面报告吗？ 
 

会的。将有一份环境影响评估声明报告在纽约市都市规划局的网站上提供给民众。 
 
9.在公众会议上将如何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相关的讨论？ 
 

在环境影响评估草案发布后，纽约市都市规划局将举行一场环境影响评估草案的公听会。民
众将有机会在公听会上发表意见，亦可以在公听会举办的 10 天后提交书面意见。 

 
10.法律有要求举办社区参与会议吗？(我们想了解这次会议的目的） 
 

据我们所知，三个开发商目前在环境影响评估程序正式展开前自发性向社区提供相关信息、
徵求居民意见等为前所未见。法律和法规并没有要求开发商举办社区参与公共会议，但是我
们认为这些会议与环境影响评估程序正式展开时举行的法定公听会以及其他会议能达到相辅
相成的功效。 
 

 



开发商以及回应民众的相关程序 
 
1.我根本不相信开发商。他们该如何取得我们的信任？ 
 

开发团队多次与社区进行会面，并将继续与社区人士进行接触。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努力为社
区提供正确的项目相关信息，使社区能够更有效地参与环境影响评估过程。这些努力还能协
助指导开发团队如何回应社区所关注的议题。 

 
2.开发商在纽约市有开发过其他项目吗？有开发过可负担住房吗？有在低收入户社区开发过项目
吗？ 
 

三个开发商在纽约市开发过许多项目，且开发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可负担住房项目，并因为工
程的需要与邻近社区进行过交流。Starrett 地产开发公司开发过的可负担住房项目包括布朗士
(Bronx) 的 Parkchester 项目和在布碌崙 (Brooklyn) 的 Starrett City 项目。其他开发商曾经开
发过的可负担住房和综合住房项目信息可在网站上查询，网址分别为： 
http://lmdevpartners.com/；http://cimgroup.com/；和 http://jdsdevelopment.com/。 

 
施工 
 
1.提出的噪音控制措施和病害虫防治计划可以更具体些吗？目前得到的相关信息都很模煳，而且
很多看起来像是样板。将採用什麽方式进行病害虫防治，是安置毒药还是陷阱？我们担心会有儿
童因为杀鼠剂而中毒。 
 

具体的噪音控制措施和病害虫防治计划将会在环境影响评估展开的过程中制定。施工期间将
实施的噪音控制措施包括：减少施工车辆和机械的警报声响；在可行和切实的范围内增加电
力设备的使用；要求承包商妥善维修他们的设备和消音器；在工地周围设置隔音屏障 (如安置
胶合板或其他高密度材料製成的围栏)；在可行的范围内减少在附近大楼或敏感地区施工。在
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时，将研究项目在施工期间为周围带来的噪音影响，且将会考虑採取更安
静的起重机，或安装较高的周界隔音屏障等，进一步减少工程噪音。 

 
为了减少施工现场囓齿动物的繁衍，开发团队考虑採取的病害虫防治管理措施包括：在施工
现场施放诱饵；修剪施工现场的植被；提供加盖的垃圾桶并且每天清空；提高施工拖车，垃
圾场和棚屋的高度来阻止囓齿动物在这些地方繁衍。使用和处理杀虫剂的方式将符合联邦环
保署 (EPA) 和纽约州环保署 (NYSDEC) 相关法规要求，确保社区不会面临风险。 

 
 
 



2.施工材料和起重机一般都放置在哪裡？即使还没确定，民众还是想知道开发商对这个问题目前
的想法。 
 

根据初步的施工流程计划，工程材料主要安放在项目施工现场和邻近的路边。塔式起重机预
计将放在大楼预定地内或邻近地方，且将严格遵循纽约市楼宇局的要求进行安装和操作，确
保设备安全运作。施工材料和塔式起重机安放的位置都将在环境影响评估声明报告中进一步
描述。 

 
3.我们需要更多项目招聘本地员工的信息。有向地方工会公开招募的具体宣传方案和时间表吗？ 
 

三个开发团队致力于在施工期间招聘本地人力，且一定会做出 大努力。将在更接近施工日
期时展开社区外展宣传计划。 

 
4.开发商将採取什麽措施确保项目施工不会对现有建筑物造成损害，特别是将盖在现存大楼旁的
项目或将加盖在现存大楼上的新塔楼。 
 

三个开发团队都非常重视保护邻近的建筑。建筑物地基和工程由纽约市楼宇局负责管理，并
且需遵守纽约市建筑法规，该法规对地震和其他危害缓解措施标准有严明规定。另外，每个
开发团队皆有一个土木工程公司研究当地的土壤条件，并且根据研究结果，由结构工程公司
设计能够确保建筑结构完整性的大楼地基和结构系统。在进行大楼地基挖掘和设计时，皆需
考虑工程与邻近建筑物的关係。 后，大楼地基和结构设计图必须获得纽约市楼宇局的批
准，才能开始施工。 

 
5.民众是否可以获得更多与洪水相关的信息吗？如是否会造成土壤侵蚀等？ 

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时，将评估项目提出的防灾弹性措施是否与「纽约市海滨复兴计划」
(New York City Waterfront Revitalization Program) 一致。「纽约市海滨复兴计划」要求新建
大楼评估其设计是否能够应对加剧的洪水，且不会对邻近海岸线或其他建筑物造成不利影    
响。 

 
6.可以提供我们更多隔音屏障的信息吗？ 
 

隔音屏障是由胶合板或另一种高密度固体材料构成的围栏，将被安装在施工现场周边用来隔
离周围空间 (例如住宅，开放空间) 与施工现场的噪音。 

 
7.纽约市哪些政府机关可以规范施工现场的噪音？如何规范？民众除了打 311 之外，还可以做什
麽？ 

纽约市环境保护局 (DEP) 负责规范施工现场的噪音。所有项目都必须在施工现场制定有效的
施工噪音缓解计划，并且将由纽约市环境保护局专员前往现场查验。检查员将审查计划提出



的措施，确定施工现场是否有按照计划运行。开发商也将设立一个施工专用热线，任何关于
施工现场的问题，民众除了拨打 311 外还可以拨打该热线。 
 

8.通常什麽时段能允许施工产生的噪音？尤其是这几个项目的施工？ 
 

《纽约市噪音管理守则》(The New York City Noise Control Code) 将施工时间限制于平日上
午 7 时至下午 6 时之间。(在无申请特殊审批的情况下） 

 
9.地基问题：开发商将如何加强南街  275 号「乐高」大楼和其他大楼？ 

在施工前，每个开发商将针对邻近建筑物进行前期建筑物状况调查，确定是否有任何潜在问
题和是否必要採取相关措施。施工期间，团队将致力利用所有可行的技术来监测、降低和解
决施工带来的影响，包括工程带来的振动。这些措施包括监测施工期间的振动和其他影响。 

 

10.民众是否可以再多了解工程地基的设计信息？例如，是桩柱地基还是沉箱地基式设计？或者是
其他方式？ 
 

目前尚未设计好地基系统，但设计时将考量每个项目位址的具体土壤条件和对新建筑物的负
荷程度，在进行开挖计划时也将考虑周围的建筑物，人行道和街道，确保符合纽约市楼宇局
的规定。 

 
另外，樱桃街 247 号的大楼预计将使用鑽井沉箱地基设计，该大楼的地基将与相邻建筑物相
隔。 
 

11.除了洒水保持潮湿，开发商计划如何减轻灰尘？ 
 

除了洒水润湿材料之外，施工期间将实施的防尘措施如安全地覆盖所有运送鬆散物料的卡车
以及工程车轮清洗站，且将遵循纽约市环保局的《工程除尘规则》(Construction Dust 
Rules)，例如使用乾扫清洗车，以及要求离开施工现场的车辆降低速度等。 

 
12.如果加强南街 275 号「乐高」大楼建筑的结构，会影响施工时间吗？会拖延施工进度表吗？ 
 

在施工前，每个开发商将对邻近的建筑物状况，包括南街 275 号大楼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
有潜在问题和是否需要实施相关措施。若实施相关措施不会影响项目预计的施工进度时间。 

 
 
 
 



13.是否会公佈施工进度时间表？ 
 

预期施工进度时间表将包含在环境影响评估声明报告中。一旦开始施工，开发商将会透过各
种管道向社区居民提供施工进度相关信息。 

 
14.有两所学校非常接近施工现场，且施工现场附近还有三所学校。学校的学童将受到噪音和污染
物的影响，这个问题要怎麽解决？噪音将会扰乱课堂上课和休息时间等。 
 

施工期间将採取若干措施来降低工程对周围社区以及附近学校的影响 (如噪音，空气污染物，
灰尘，交通，振动，害虫等)。此外，还将採取相关措施确保项目施工期间的公共安全，包括
建设人行道桥樑，提供架空保护，以及分派交通指挥人员指挥进出施工现场的卡车以及行人
交通。我们将与社区委员会和居民密切合作，减少工程对社区，特别是对学校造成的影响。 
 

15.交通问题：施工期间是否会关闭人行道或车道？ 
 

每个开发项目都会制定施工规划，确认哪些是预期在施工期间临时关闭的人行道或车道。如
有需要，将针对施工期间的交通和行人流量进行分析，解决任何工程带来的潜在性影响。施
工期间，每个施工现场的承包商将准备详细的《工作区域交通管制计划》(WZTCP)，并由纽
约市交通局的工程施工部门和纽约市工程缓解协调办公室 (OCMC) 负责审核。 

 
16.社区如何在学校，降低噪音和公共停车位的议题上积极参与？ 
 

我们将在定期举行的社区参与会议上向民众提供环境影响评估中上述提及议题和其他议题的
相关讯息，也将在环境影响评估中针对上述提及的议题进行研究。在环境影响评估进行的过
程中，民众将有机会提出学校，降低噪音和停车议题的意见，如有必要，我们将提出减轻影
响的相关措施。民众可以在预计于 2017 年春季举行的工作范畴界定会议上直接向城市规划
委员会提出意见，以及在预计于 2017 年秋季举行的环境影响评估草案的公开听证会上表达
意见，亦可以将书面意见呈交给城市规划委员会。 

 
17.在经历过珊迪飓风 (Sandy) 后，在目前项目的预定位址上建造大楼还算安全吗？ 
 

与位在纽约市洪水区其他项目相类似，这三个项目将需要遵守纽约市建筑规范要求的防洪措
施，这些防洪措施很多都是在珊迪飓风后修订的。这些措施包括在易受洪水损害的建筑部份
使用抗洪材料，将建筑设备提高至洪水水位之上，以及以各种防洪措施密封建筑物外部。此
外将研究海平面上升，风暴和沿海洪水的潜在影响，且每个开发商正在规划各项目的防灾弹
性措施。 

 



18.开发商是否会考虑在施工现场实施空气品质管制措施？将如何解决施工期间造成的空气污染问
题？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研究项目在施工期间对周遭空气品质带来的影响。施工期间将实施的措
施如增加电动设备的使用，使用微粒过滤器，在设备上装置能够过滤污染物的过滤器来减少
施工期间的废气排放。 

 
19.这些项目施工将进行多长时间，什麽时候开工？  
 

三座大楼预计于 2018 年开始施工，每座大楼需要约 30 至 36 个月才能完工。 
 
20.是否已经开始施工？ 
 

还没。工程需要在完成环境影响评估和都市规划委员会批准该项目后，才能展开施工。 
 

交通 
  
1.地铁 L 车路线预计在 2019 年关闭。一旦关闭，可能会造成地铁 J、M、Z 和 F 路线拥挤。有解
决这项问题的提案吗？ 
 

根据 2016 年 7 月大都会运输署 (MTA) 的新闻稿，为修复 2012 年 10 月珊迪飓风带来的损坏
，计划关闭 L 车的 Canarsie 隧道长达 18 个月 ，并且 晚将在 2019 年启动这项计画。MTA 
在新闻稿中表示，「将充分发展替代方案，并持续与社区，市级，州级机关和各方利益单位
合作减少关闭带来的影响，并增加 M、J、和 G 列车的服务。MTA 计划与市级和州级机关密
切合作，开发替代路线以及确保能够提供服务给预计乘客量。MTA 准备在关闭 Canarsie 隧
道之前在 M 线位于布碌崙和皇后区两个关键区段进行重建，以确保该区恶化达 20 年的跨越
桥之安全性。 

 
2.针对新居民的停车问题有什麽样的提案？ 
 

樱桃街 265 和 275 号大楼现存的停车位将迁移到新建大楼地下停车塲中。由于曼哈坦有丰富
的公共交通可供选择搭乘，纽约市政策不鼓励也不要求在曼哈坦市中心和下东城建停车位。
项目的新居民可以使用附近的公共停车场或周遭有限的路边停车位停车。 

 
 
 
 
 



3.开发商可以在地铁站建电梯，并把它当成「礼物」送给 MTA 吗？ 
 

如果确定项目将会为地铁站出入口造成潜在重大影响，则需要採取适当的缓解措施。有关地
铁系统的缓解措施都必须获得 MTA 的批准。当地铁站受到影响，MTA 通常会改善地铁站来
减少拥挤状况，例如扩大地铁站的楼梯间。建电梯也有可能是缓解措施。 

 
4.开发商能提供一个平面图或是相关信息，说明项目将如何影响两桥地区大型住宅开发项目 
(LSRD) 地区以及研究区域的停车空间吗？实际上将有多少个停车场可供使用？(包括街边停车位
和项目位址的停车场)？ 
 

在环境影响评估的交通章节中，将提供一个公共停车设施清单 (不包含路边停车位)，并评估
现存和未来的停车供需，确认项目可能对周遭停车空间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 

 
5.在桌子上地图中标示的停车场可提供多少车位，每个停车场 大容量是多少？ 
 

这些信息将在环境影响评估声明报告中提供，并且将用来确认开发项目是否会对周遭停车空
间带来负面的影响。 

 
6.M9 巴士站搬到哪裡了？ 
 

M9 巴士站迁移到项目地址附近，M9 公共汽车路线沿着东百老汇大道 (East Broadway) ，连
接砲台公园 (Battery Park City) 以南和窑子湾 (Kips Bay) 以北。 

 
7.社区可以不要有商业停车场吗？ 
 

民众可以就此要求向纽约市交通局提出路边停车条例变更申请。 
 
8.人车智能交通网络是什麽？如果将有 10, 000 人涌进这个社区，拥有一份智能计划将可以缓解
流量。 
 

纽约市交通局将审查环境影响评估声明，有可能会要求提出相关的缓解措施来减轻受影响的
交通。这个问题如果是广泛地指是否可以运用科技增强交通方式的选择和效率，现在有越来
越多的应用程序让民众可以即时得知公共交通时间表，了解拥堵程度，事先规划旅行，租用
车辆和共乘服务。 

 
 
 
 



9.如何转移交通流量以减少堵塞的状况？ 
 

因项目而产生的交通旅行模式将在环境影响评估中进行研究，并由纽约市交通局进行审查。
在环境影响评估中，将建立现存和未来交通状况的基准线，评估这些项目为当地交通带来的
潜在影响。如果确定会产生重大影响，将採取缓解措施来减轻这些影响。 

 
10.在麦迪逊街和罗格斯街交口的 F 车地铁站充满着流浪人士。有相关的社会服务机关可以提供
协助吗？ 
 

类似社区问题应该提交给社区委员会来联繫相关单位。有关交通运输设施的安全性和其他问
题则可以直接向 MTA 提出。 

 
11.开发团队是否会修建或改善交通基础设施？ 如 F 线地铁站？二大道地铁线？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研究 F 线在东百汇大道地铁站的服务和状况。如果确定项目会对地铁站
造成影响，可能就需要提出改善地铁站的计画才能减少拥挤的状况。与地铁系统相关的任何
缓解措施都必须取得 MTA 的批准。 

 
12.是否会拆除停车场和自行车停车场？如此以来，社区就不会有人骑自行车了。 
 

樱桃街 265 和 275 号大楼的现有平面停车位将迁移至新建的南街 260 号大楼地下停车场。除
此之外，项目并没有提出要拆除或搬迁停车场和自行车停车场的计画。三个项目都将遵循规
定，为社区居民提供自行车停放设施。 

 
13.开发商如何管理交通和确保公共安全？ 
 

交通流量将在此次环境影响评估中进行分析。若项目将对周遭交通带来重大不利的影响，将
提出缓解措施来应对；常见的措施包括改变交通信号的时间来改善交通流量。此外，环境影
响评估将根据《城市环境质量评估手册》(CEQR) 的指导方针，评估近期的碰撞数据，确认是
否存在「高事故交叉口」。一但确认，将提出安全改善措施，并由纽约市交通局进行审核和
批准。 

 
社会经济 
 
1.目前适用于社区的联邦住屋与都市发展部 (HUD) 法规和监管规则会因为项目带来的变化而受到
影响吗？特别是老年住房单位？ 
 

目前适用于社区的联邦住屋与都市发展部法规和监管规则不会受到项目的影响。 



 
2.项目是否会利用任何减税方案 (特别是 421-a)？ 
 

若项目有适用的物业税减免计划且也符合计划要求的情况，开发团队将寻求减税方案来支持
提供可负担住房单位。 

 
3.Stop 1 杂货店将何去何从，谁将取代它，尤其是在施工期间？ 
 

L＆M 和 CIM 开发集团打算与 Stop 1 杂货店持续合作，如同过去几年。当新的空间建好时，
Stop 1 杂货店将有机会重新入驻。施工期间，零售空间有可能会暂时受到影响。不过，我们
认为维持社区零售业的持续运作相当重要，因此将研究施工分段计划，在改善现有零售空间
的前先扩大樱桃街 265 和 275 号的零售空间。如果从建设可行度来看这一方法可行且纽约市
楼宇局批准，将可以在施工期间保持零售业的运作。 

 
4.布碌崙的登波 (Dumbo) 是否涵盖在社会经济研究区域的半哩范围内？ 
 

不。研究区域的涵盖范围旨在捕捉 有可能受项目影响造成住宅和商业市场变化的地区。布
碌崙的登波拥有独特而且成熟的住宅和商业市场，不会受到项目的影响。此外，在登波，没
有任何的人口普查区有至少 50 % 的范围位在项目地址半哩范围内。根据《城市环境质量评估
手册》(CEQR) ，登波将被排除在此次研究区域之外。 
 

5.年长者将被安排在什麽样大小的单位中？ 
 

即将从 80 号罗格斯坡大楼迁移至新大楼的的年长者将被迁移至与现有单位大小相当的单位
中。 

 
6. 目前在会议上提出的中等家庭收入 (AMI) 的组距有反映出真实数据且将在未来被使用吗？ 
 

在会议上提出的中等家庭收入 (AMI) 组距反映出可负担性的范围，并将用来参考。实际的中
等家庭收入 (AMI) 的组距是由纽约市房屋保护和开发局和民选官员磋商后，根据包容性住房
准则和其他适用要求来制定。 

 
7.社区民众可以从哪裡取得受到项目直接影响而流离失所者的人数，或是受影响的单位数量？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的社会经济学章节中，将包含项目导致居民流离失所的相关说明。80 号罗
格斯坡大楼即将迁移至新大楼的 10 个单位居民，将在施工前被安置在同栋大楼或临近大楼的
单位，直到新单位完工再行搬迁。另外该大楼将有 9 个单位会进行装修，这些住户在装修过
程中也会暂时搬迁。 



 
8.法律有规定一定要提供可负担住房吗？ 
 

没有这项规定。但是三家开发商致力建设大量的永久性可负担单位，承诺将提供 25％，共计
近 700 个的可负担住房单位。。 

 
9.因项目施工而迁移的居民对再度入住有所疑问： 

1.施工完成后是否能够搬回公寓？ 
2.是否可选择新大楼中的单位，如搬到不同的单位？ 

 
80 号罗格斯坡大楼内 9 个单位的居民将在装修完成后返回原单位。80 号罗格斯坡大楼内，即
将迁移至新大楼的 10 个单位的居民将在大楼完工后重返现有大楼的其他单位，或邻近大楼的
其他单位。 

 
10.我们怎麽知道开发商会实现其可负担住房的承诺？我们怎麽相信他们？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开发
商提供目前承诺的数量，他们可以随时改变主意。 
 

纽约市可以使用一些法律机制来确保开发项目提供可负担单位。目前纽约市尚未有确切的相
关机制，但是开发团队仍致力于提供社区可负担单位。 

 
11.此次环境影响评估是否会研究项目可能带来的逼迁，如那些居住在租金管制单位的居民是否会
受到骚扰而流离失所？随着邻近地区租金的上涨，房东将极有可能以骚扰方式逼迁租户。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是否會研究項目帶來逼遷的可能性，如那些居住在租金管制單位的居民是
否會受到騷擾而流離失所？隨著鄰近地區租金的上漲，房東將極有可能以騷擾方式逼遷租
戶。 

 
纽约市房屋保护和开发局的住房和社区更新部门 (NYC Department of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NYS Division of Housing and Community Renewal) 负责执行相关措
施来防止租户受到骚扰，若情况严重，将严惩骚扰租客和非法驱逐。根据《城市环境质量评
估手册》(CEQR) 的指导方针，将在此次环境影响评估中研究确认有可能流离失所的人口
数，但不包括因非法逼迁而流离失所的人口。 

 
 
 
 
 
 



社区设施 
 
1.开发商有义务实施什麽样的社区设施？ 

 
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后，如果确定项目将对周遭社区设施 (例如学校，图书馆，公立儿童托育中
心) 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将与合适的市府机关协商对应的缓解措施。 

 
2.项目有包含建立新学校的计画吗？是否会提供资金扩增现有学校的席位？ 
 

如果环境影响评估发现项目将对学校产生重大不利的影响，缓解措施将包括在项目地址建立
新的学校，或是提供资金扩增现有学校的席位。 

 
3.在执行环境影响评估的社区设施研究时，社区可以做些什麽，并确保开发商会履行承诺？开发
商是否有义务这么做，如果不做，开发商会受到什麽影响？我们担心就算开发商的承诺有书面纪
录也不会被实现。 
 

如果项目将为周遭的社区设施带来影响，就需要提出相关的缓解措施，并依据《限制性声
明》来执行。《限制性声明》是一份法律文件，由都市规划委员会批准的任何项目申请者皆
须签署该文件。该文件要求项目在获得建筑许可证之前，在启用建物之前，或在项目开发期
间的某些时间点上酌情实施灾害缓解措施。这项声明由纽约市强制执行，并且必须遵守纽约
市楼宇局和纽约市都市规划局对灾害缓解措施的相关规定。 

 
4.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包括邮局、警察局、消防局、和紧急医疗服务的研究吗？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预计不会研究这些主题。《城市环境质量评估手册》(CEQR) 的指导方针中
不包含邮局的研究，且项目也没有达到指导方针要求中针对警察局、消防局、和紧急医疗服
务分析进行研究的门槛。 

 
5.缓解措施必须纳入社区福利协议。或许可以成立一个社区发展委员会来组织管理和资助在环境
影响评估中提出的缓解措施，或是利用其他的渠道来满足评估出来的影响？ 
 

如上所述，缓解措施通常是由都市规划委员会批准的项目申请者签署的《限制性声明》法律
文书来执行。这项声明由纽约市强制执行，并且必须遵守纽约市楼宇局和纽约市都市规划局
对灾害缓解措施的相关规定，并且在项目获得建筑许可证之前，在启用建物之前，或在项目
开发期间的某些时间点上酌情实施灾害缓解措施。 

 
 



6.当纽约州在布朗士沿狄根少校高速公路 (Major Deegan Expressway) 建立高楼大厦时，纽约市
教育局同时也在该处建立了两所新学校。 这次项目是否谘询过纽约市教育局？ 
 

如果确定项目将对学校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纽约市都市规划局将向纽约市学校建设管理局
和纽约市教育局谘商，提出适当的缓解措施。 
 

7.PS184 双文学校的学生包含学前班 (pre-K) 到 8 年级，但是学校却没有运动场且设备差劲。如
果打造一个屋顶健身房可以长期缓解问题吗？ 
 

如果确定项目将对学校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将会研究潜在的缓解措施并纳入环境影响评估
草案中。然而，分析和缓解措施将着重于增加更多学校席位。 
 

8.PS184 双文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可能会不想转学到其他中学，而造成该校过度拥挤。可以藉由增
加学校建筑的高度增加更多的教室空间吗？ 
 

如果确定项目将对学校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将会研究潜在的缓解措施并纳入在环境影响评
估草案中。缓解措施包括提供资金增添现有学校的席位。 

 
9.社区关心是否有足够的土地可用来建设新的设施，另外项目包括建造新的图书馆吗？ 
 

项目对现有图书馆的潜在影响将在环境影响评估中进行研究。项目尚未包含建立新图书馆的
提案。 

 
10.有关于图书馆的馆藏数量计算方式，是单独计算各图书馆的馆藏量，还是计算社区三个图书馆
的馆藏量总数？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研究各个图书馆的图书持有数目，以及在社区内三个图书馆图书持有总
数。 

 
11.有什麽缓解措施可以用来应对项目为周遭图书馆带来的影响？ 
 

根据《城市环境质量评估手册》(CEQR) 的指导方针，项目若对周遭图书馆造成影响，相对应
的缓解措施应该以减轻影响为目标。例如，如果图书馆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扩增建筑来负担
更多的使用者，或是提供节目给新的使用者。 

 
 
 
 



12.是否会对家庭托儿所的项目、儿童托育中心过度拥挤的问题、启蒙中心的需求进行分析研究？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会考量项目对周遭公立日间儿童托育中心带来的潜在影响，包括团体儿童
托育中心和启蒙中心。 

 
13.公立儿童托育中心包括家庭托儿所和居家托儿中心的服务吗？   
 

根据《城市环境质量评估手册》(CEQR) 的指导方针，公立儿童托育中心仅包括团体儿童托育
中心和启蒙中心。 

 
14.环境影响评估的哪个章节将涵盖项目对于学前班 (Pre-K) 造成的影响？是涵盖在学校或是儿童
托育中心的研究范围内？因为有些学前班设立在儿童托育中心内，有些则设立在学校内。 
 

普通学前班 (Universal Pre-Kindergarten) 的分析将涵盖在学校评估的研究中。 
 
15.将儿童托育中心的研究范围延伸到 13 街不仅过大且非常奇怪。是谁负责审查和界定这个范
围？不是应该更重视靠近项目的儿童托育中心吗？把孩子放在很远的地方不是很不方便吗？ 

 
因为学生入学不受限于某一区域内，因此《城市环境质量评估手册》(CEQR) 的指导方针中将
公立儿童托育中心的研究区域范围设定在涵盖项目位址 1.5 哩范围内。 

 
16.如何从纽约市交通局中取得滑冰场以及盐矿和仓库的区域，让社区可以更好运用这两个空间？ 

 
盐矿和仓库区域以及滑冰场不属于开发团队所有，因此项目不包含重建这些设施。 

 
17.某些学校被认为是比较好的学校或比较适合某类型的学生。由于学生可以选择学校，造成那些
被认为较好的学校过度拥挤，使住在这些学校附近的人更难入学。哪些学校可以扩增入学席位，
是那些被认为不太理想的学校还是比较好的学校？社区对这点有些疑虑。 
 

如果确定项目将对学校带来显着的不利影响，纽约市都市规划局将与纽约市学校建设管理局
和纽约市教育局谘商，提出适当的缓解措施，包括选择合适的地区增添学校的入学席位。 

 
18.社区内的一些图书馆需要升级：请问开发团队是否有一份根据社区的请求和需要做出的清单，
来重新投资现有设施，是否将对现有和新设施开放平等使用权限？ 
 

如果确定项目将对周遭的图书馆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将在「社区需求声明」中提供适当缓
解措施的相关信息。 

 



开放空间 
 
1.开发团队会打造水岸沿线的开放空间吗？他们应该为社区这麽做。 
 

三个开发团队皆提出重要的开放空间改善计画，改善后的开放空间将给大众使用。计画包括
重新设计罗格斯坡道和樱桃街 265、275 号两栋大楼的庭院景观。这将为当地增加约 20,000 
平方呎的开放造景空间。连接樱桃街和罗格斯坡道靠樱桃街 247 号大楼附近的人行道将重新
设计，连接克林顿街和南街靠克林顿街 259 号大楼的街景也将进行改善。 

 
此外，项目不会限制社区居民或大众通往水岸的权利， 并且将拓宽南街往罗格斯坡道街口的
人行通道以及改善杰佛逊街，让行人往来更加方便。从樱桃街 265 和 275 大楼的庭院通往南
街的行人将透过两条穿越新建大楼中台的 35 呎东西向通道。开发商期待与纽约市合作来改善
水岸以及目前正在沿岸修建的公园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