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3 月 4 日兩橋地區新建成開發項目提案環境影響評估前置期 
第三場社區公眾會議：座談紀錄 
 
 
一般問題 
 
1.為什麼開發團隊選擇在項目預定地址的南側蓋南街 260 號大樓 (260 South Street)，而不是在羅
格斯坡道 (Rutgers Slip) 的位置上？大樓如果蓋在羅格斯坡道的位置上似乎比較能保存現有大樓
的視野。是否因為考量羅格斯坡道現有地層基礎設施，還是有其他原因？如果能提供設計考量的
相關解釋，將能夠幫助我們了解這項決定。 
 

在設計建築物時，必須考量許多場地限制因素。目前，羅格斯坡道的開放空間被南街 265 號
和 275 號兩棟大樓居民高度使用，因此我們希望能夠保存這個空間。該空間現有一個遊樂場
和一個籃球場。我們另外提出空間改善計劃，內容包括讓身障人士 (ADA) 可享無障礙使用遊
樂場空間，增添座位，種植樹木和美化空間，將其打造為具彈性、高品質的開放空間。 
 
第二，櫻桃街 265 號大樓 (265 Cherry Street) 有大約 475 個窗戶面向羅格斯坡道，這些窗戶
中，有很大部分是面西向住戶單位唯一的光線和空氣來源。雖然新建大樓的將擋住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大樓面向南街住戶單位的窗戶，不過所有受影響的單位都有其它窗戶來提供
暢通的空氣和光線。此外，大都會運輸署 (MTA) 在羅格斯坡道開放空間擁有的地役權和穿越
羅格斯坡道開放空間的地下鐵隧道也會對新建大樓產生重大影響。 

 
2.現有的兩房單位在遷移到新大樓後是否能夠改建成一房的單位？許多年長者希望能夠住在「大
小合適」的小單位。(這應該是提給物業管理公司的問題） 
 

80 號羅格斯坡大樓的年長者若有意遷移至較小的單位，應該向兩橋地區老年公寓開發有限公
司 （Two Bridges Senior Apartments LP) 提出申請。 

 
3.開發商是否會接受「年長者免加租計劃」 (Senior Citizen Rent Increase Exemption ，簡稱 
SCRIE) 和「殘疾人士免加租計劃」(Disability Rent Increase Exemption ，簡稱 DRIE) 的申請？ 
 

項目是否適用 SCRIE 和 DRIE 計劃的決定權不在項目所有者的身上。不過，如果項目可採用 
421a 減稅方案 (421-a program) 或其他類似方案，就有可能需要參與 SCRIE 和 DRIE 計劃 

 
4.這三個開發項目是否包括地下停車場的開發？開發項目有被核准蓋地下停車場嗎？ 
 

在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大樓旁的現存平面停車場車位將遷移至新建的南街 260 號大樓地下
停車場內。其他兩個項目不包括地下停車場的開發。 



 
5.為什麼這些項目建在這裡，而不是建在郊區？ 
 

紐約市和兩橋地區對市場價住房和可負擔住房的需求相當大，而且兩橋地區在過去 50 年來一
直被規劃為高密度發展地區。開發團隊在紐約市有相當豐富的綜合收入住房項目開發經驗，
將致力為兩橋社區提供優質住房、小型社區零售店、開放空間以及空間彈性改造。 
 

6.C6-4 分區什麼時候會到位？開發項目預定地址的土地分區規劃是在近期重新劃分的嗎？ 
 

項目所在位址於 1961 年已被劃分為 C6-4 分區，至今都沒有改變。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1.開發商如何對社區負責？我們怎麼知道他們會履行承諾呢？他們是否具有某方面的法律責任？ 
 

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時提出的災害緩解措施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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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都市規劃委員會 (CPC) 批准
的任何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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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B) 和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CP) 對災害緩解措施的相關規
定。 

 
2.還會有另外的時間讓開發團隊直接回應民眾問題嗎？ 
 

在社區委員會為開發項目舉辦聽證會上，民眾可以直接向開發團隊提問，開發團隊將直接回
應民眾的意見。此外，開發團隊將準備在下次舉辦的社區參與會議上民眾問答的書面紀錄文
件。民眾也可以將問題以電子郵件寄至電子郵箱地址 twobridgeseis@gmail.com。 

 
3.為什麼紐約市教育局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不參與這項環境影響評估過程？ 
 

如果確定項目將對周遭的學校帶來重大不利影響，紐約市都市規劃局將與紐約市學校建設管
理局 (School Construction Authority) 和紐約市教育局就適當的緩解措施進行磋商。 

 
4.環境影響評估聲明報告有一定要在什麼時間前完成嗎？民眾是否能稍快得知具體的日期？ 
 

環境影響評估草案必須在都市規劃委員會將項目提案申請轉呈至社區委員會前完成， 終版
環境影響評估聲明報告則需要在都市規劃委員會對項目進行投票之前完成。這些程序沒有限



期，但我們預計環境影響評估草案會在今年夏季完成， 終版環境影響評估聲明報告會在今
年年底前完成。 

 
5.在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中，所謂在「大型開發項目計劃」提出的「小修改」申請是什麼？ 
 

「小修改」申請是被批准的建築規劃設計圖或項目依狀況需要進行更改，並在取得特別許可
証的前提下再提出的申請，項目仍然必須合乎當地現有的土地分區規劃。「小修改」不受統
一土地使用審查程序（ULURP）的約束。此次開發項目提出的小修改申請內容包括更動樓
層、建物面積，更動單位數目以及其他內容。儘管提出修改申請，三個項目仍必須合乎當地
現有的土地分區規劃，且不需要對現有土地分區進行修改或放棄。因此，三個開發項目在現
有的大型開發項目計劃中，提出小修改申請。 

 
6.請確認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讓民眾審查環境影響評估草案：我們認為 1 個月的時間不夠，希望只
少有 60 到 90 天的時間。 
 

在進入社區委員會審查階段時，民眾將至少有 45 至 60 天的時間可以針對環境影響評估草案
進行審查以及提出評論意見。之後，民眾可以在都市規劃委員會舉行的公開聽證會上發表意
見，並可以提交書面意見。環境影響評估草案公眾審查評論期預計持續約三至四個月。 

 
7.工作範疇界定後的會議，是否將開放給一般民眾參加？ 
 

是的，工作範疇界定後，將舉行社區參與會議，開放給民眾參加。 
 
8.會有環境影響評估的書面報告嗎？ 

 
會的。將有一份環境影響評估聲明報告在紐約市都市規劃局的網站上提供給民眾。 

 
9.在公眾會議上將如何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相關的討論？ 
 

在環境影響評估草案發布後，紐約市都市規劃局將舉行一場環境影響評估草案的公聽會。民
眾將有機會在公聽會上發表意見，亦可以在公聽會舉辦的 10 天後提交書面意見。 
 

10.法律有要求舉辦社區參與會議嗎？(我們想了解這次會議的目的） 
 

據我們所知，三個開發商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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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求居民意見等為前所未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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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的法定公聽會以及其他會議能達到相輔
相成的功效。 



 
開發商以及回應民眾的相關程序 
 
1.我根本不相信開發商。他們該如何取得我們的信任？ 
 

開發團隊多次與社區進行會面，並將繼續與社區人士進行接觸。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努力為社
區提供正確的項目相關資訊，使社區能夠更有效地參與環境影響評估過程。這些努力還能協
助指導開發團隊如何回應社區所關注的議題。 

 
2.開發商在紐約市有開發過其他項目嗎？有開發過可負擔住房嗎？有在低收入戶社區開發過項目
嗎？ 
 

三個開發商在紐約市開發過許多項目，且開發過各種不同形式的可負擔住房項目，並因為工
程的需要與鄰近社區進行過交流。Starrett 地產開發公司開發過的可負擔住房項目包括布朗士
(Bronx) 的 Parkchester 項目和在布碌崙 (Brooklyn) 的 Starrett City 項目。其他開發商曾經開
發過的可負擔住房和綜合住房項目資訊可在網站上查詢，網址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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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防治計劃可以更具體些嗎？目前得到的相關資訊都很模糊，而且
很多看起來像是樣板。將採用什麼方式進行病害蟲防治，是安置毒藥還是陷阱？我們擔心會有兒
童因為殺鼠劑而中毒。 
 

具體的噪音控制措施和病害蟲防治計劃將會在環境影響評估展開的過程中制定。施工期間將
實施的噪音控制措施包括：減少施工車輛和機械的警報聲響；在可行和切實的範圍內增加電
力設備的使用；要求承包商妥善維修他們的設備和消音器；在工地周圍設置隔音屏障 (如安置
膠合板或其他高密度材料製成的圍欄)；在可行的範圍內減少在附近大樓或敏感地區施工。在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將研究項目在施工期間為周圍帶來的噪音影響，且將會考慮採取更安
靜的起重機，或安裝較高的周界隔音屏障等，進一步減少工程噪音。 

 
為了減少施工現場囓齒動物的繁衍，開發團隊考慮採取的病害蟲防治管理措施包括：在施工
現場施放誘餌；修剪施工現場的植被；提供加蓋的垃圾桶並且每天清空；提高施工拖車，垃
圾場和棚屋的高度來阻止囓齒動物在這些地方繁衍。使用和處理殺蟲劑的方式將符合聯邦環
保署 (EPA) 和紐約州環保署 (NYSDEC) 相關法規要求，確保社區不會面臨風險。 

 
 



2. 施工材料和起重機一般都放置在哪裡？即使還沒確定，民眾還是想知道開發商對這個問題目前
的想法。 
 

根據初步的施工流程計劃，工程材料主要安放在項目施工現場和鄰近的路邊。塔式起重機預
計將放在大樓預定地內或鄰近地方，且將嚴格遵循紐約市樓宇局的要求進行安裝和操作，確
保設備安全運作。施工材料和塔式起重機安放的位置都將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報告中進一步
描述。 

 
3.我們需要更多項目招聘本地員工的資訊。有向地方工會公開招募的具體宣傳方案和時間表嗎？ 
 

三個開發團隊致力於在施工期間招聘本地人力，且一定會做出 大努力。將在更接近施工日
期時展開社區外展宣傳計劃。 
 

4. 開發商將採取什麼措施確保項目施工不會對現有建築物造成損害，特別是將蓋在現存大樓旁的
項目或將加蓋在現存大樓上的新塔樓。 
 

三個開發團隊都非常重視保護鄰近的建築。建築物地基和工程由紐約市樓宇局負責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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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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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民眾是否可以獲得更多與洪水相關的資訊嗎？如是否會造成土壤侵蝕等？ 
 

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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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可以提供我們更多隔音屏障的資訊嗎？ 

 
隔音屏障是由膠合板或另一種高密度固體材料構成的圍欄，將被安裝在施工現場周邊用來隔
離周圍空間 (例如住宅，開放空間) 與施工現場的噪音。 

 
 
 



7.紐約市哪些政府機關可以規範施工現場的噪音？如何規範？民眾除了打 311 之外，還可以做什
麼？ 

 
紐約市環境保護局 (DEP) 負責規範施工現場的噪音。所有項目都必須在施工現場制定有效的
施工噪音緩解計劃，並且將由紐約市環境保護局專員前往現場查驗。檢查員將審查計劃提出
的措施，確定施工現場是否有按照計劃運行。開發商也將設立一個施工專用熱線，任何關於
施工現場的問題，民眾除了撥打 311 外還可以撥打該熱線。 

 
8.通常什麼時段能允許施工產生的噪音？尤其是這幾個項目的施工？ 
 

《紐約市噪音管理守則》(The New York City Noise Control Code) 將施工時間限制於平日上
午 7 時至下午 6 時之間。(在無申請特殊審批的情況下） 

 
9.地基問題：開發商將如何加強南街  275 號「樂高」大樓和其他大樓？ 

在施工前，每個開發商將針對鄰近建築物進行前期建築物狀況調查，確定是否有任何潛在問
題和是否必要採取相關措施。施工期間，團隊將致力利用所有可行的技術來監測、降低和解
決施工帶來的影響，包括工程帶來的振動。這些措施包括監測施工期間的振動和其他影響。 

 

10.民眾是否可以再多了解工程地基的設計資訊？例如，是樁柱地基還是沉箱地基式設計？或者是
其他方式？ 
 

目前尚未設計好地基系統，但設計時將考量每個項目位址的具體土壤條件和對新建築物的負
荷程度，在進行開挖計劃時也將考慮周圍的建築物，人行道和街道，確保符合紐約市樓宇局
的規定。 

 
另外，櫻桃街 247 號的大樓預計將使用鑽井沉箱地基設計，該大樓的地基將與相鄰建築物相
隔。 

 
11.除了灑水保持潮濕，開發商計劃如何減輕灰塵？ 
 

除了灑水潤濕材料之外，施工期間將實施的防塵措施如安全地覆蓋所有運送鬆散物料的卡車
以及工程車輪清洗站，且將遵循紐約市環保局的《工程除塵規則》(Construction Dust 
Rules)，例如使用乾掃清洗車，以及要求離開施工現場的車輛降低速度等。 

 
 
 
 



12.如果加強南街 275 號「樂高」大樓建築的結構，會影響施工時間嗎？會拖延施工進度表嗎？ 
 

在施工前，每個開發商將對鄰近的建築物狀況，包括南街 275 號大樓進行調查，以確定是否
有潛在問題和是否需要實施相關措施。若實施相關措施不會影響項目預計的施工進度時間。 

 
13.是否會公佈施工進度時間表？ 
 

預期施工進度時間表將包含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報告中。一旦開始施工，開發商將會透過各
種管道向社區居民提供施工進度相關資訊。 

 
14.有兩所學校非常接近施工現場，且施工現場附近還有三所學校。學校的學童將受到噪音和污染
物的影響，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噪音將會擾亂課堂上課和休息時間等。 
 

施工期間將採取若干措施來降低工程對周圍社區以及附近學校的影響 (如噪音，空氣污染物，
灰塵，交通，振動，害蟲等)。此外，還將採取相關措施確保項目施工期間的公共安全，包括
建設人行道橋樑，提供架空保護，以及分派交通指揮人員指揮進出施工現場的卡車以及行人
交通。我們將與社區委員會和居民密切合作，減少工程對社區，特別是對學校造成的影響。 

 
15.交通問題：施工期間是否會關閉人行道或車道？ 
 

每個開發項目都會制定施工規劃，確認哪些是預期在施工期間臨時關閉的人行道或車道。如
有需要，將針對施工期間的交通和行人流量進行分析，解決任何工程帶來的潛在性影響。施
工期間，每個施工現場的承包商將準備詳細的《工作區域交通管制計劃》(WZTCP)，並由紐
約市交通局的工程施工部門和紐約市工程緩解協調辦公室 (OCMC) 負責審核。 

 
16.社區如何在學校，降低噪音和公共停車位的議題上積極參與？ 
 

我們將在定期舉行的社區參與會議上向民眾提供環境影響評估中上述提及議題和其他議題的
相關訊息，也將在環境影響評估中針對上述提及的議題進行研究。在環境影響評估進行的過
程中，民眾將有機會提出學校，降低噪音和停車議題的意見，如有必要，我們將提出減輕影
響的相關措施。民眾可以在預計於 2017 年春季舉行的工作範疇界定會議上直接向城市規劃委
員會提出意見，以及在預計於 2017 年秋季舉行的環境影響評估草案的公開聽證會上表達意
見，亦可以將書面意見呈交給城市規劃委員會。 

 
17.在經歷過珊迪颶風 (Sandy) 後，在目前項目的預定位址上建造大樓還算安全嗎？ 
 

與位在紐約市洪水區其他項目相類似，這三個項目將需要遵守紐約市建築規範要求的防洪措
施，這些防洪措施很多都是在珊迪颶風後修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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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開發商是否會考慮在施工現場實施空氣品質管制措施？將如何解決施工期間造成的空氣污染問
題？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研究項目在施工期間對周遭空氣品質帶來的影響。施工期間將實施的措
施如增加電動設備的使用，使用微粒過濾器，在設備上裝置能夠過濾污染物的過濾器來減少
施工期間的廢氣排放。 

 
19.這些項目施工將進行多長時間，什麼時候開工？ 
 

三座大樓預計於 2018 年開始施工，每座大樓需要約 30 至 36 個月才能完工。 
 
20.是否已經開始施工？ 
 

還沒。工程需要在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和紐約市都市規劃委員會批准該項目後，才能展開施
工。 

 
交通 
  
1.地鐵 L 車路線預計在 2019 年關閉。一旦關閉，可能會造成地鐵 J、M、Z 和 F 路線擁擠。有解
決這項問題的提案嗎？ 
 

根據 2016 年 7 月大都會運輸署 (MTA) 的新聞稿，為修復 2012 年 10 月珊迪颶風帶來的損
壞，計劃關閉 L 車的 Canarsie 隧道長達 18 個月 ，並且 晚將在 2019 年啟動這項計畫。
MTA 在新聞稿中表示，「將充分發展替代方案，並持續與社區，市級，州級機關和各方利益
單位合作減少關閉帶來的影響，並增加 M、J、和 G 列車的服務。MTA 計劃與市級和州級機
關密切合作，開發替代路線以及確保能夠提供服務給預計乘客量。MTA 準備在關閉 Canarsie 
隧道之前在 M 線位於布碌崙和皇后區兩個關鍵區段進行重建，以確保該區惡化達 20 年的跨
越橋之安全性。 

 
2.針對新居民的停車問題有什麼樣的提案？ 
 

櫻桃街 265 和 275 號大樓現存的停車位將遷移到新建大樓地下停車塲中。由於曼哈坦有豐富
的公共交通可供選擇搭乘，紐約市政策不鼓勵也不要求在曼哈坦市中心和下東城建停車位。
項目的新居民可以使用附近的公共停車場或周遭有限的路邊停車位停車。 



3.開發商可以在地鐵站建電梯，並把它當成「禮物」送給 MTA 嗎？ 
 

如果確定項目將會為地鐵站出入口造成潛在重大影響，則需要採取適當的緩解措施。有關地
鐵系統的緩解措施都必須獲得 MTA 的批准。當地鐵站受到影響，MTA 通常會改善地鐵站來
減少擁擠狀況，例如擴大地鐵站的樓梯間。建電梯也有可能是緩解措施。 

 
4.開發商能提供一個平面圖或是相關資訊，說明項目將如何影響兩橋地區大型住宅開發項目 
(LSRD) 地區以及研究區域的停車空間嗎？實際上將有多少個停車場可供使用？(包括街邊停車位
和項目位址的停車場)？ 
 

在環境影響評估的交通章節中，將提供一個公共停車設施清單 (不包含路邊停車位)，並評估
現存和未來的停車供需，確認項目可能對周遭停車空間造成的潛在負面影響。 

 
5.在桌子上地圖中標示的停車場可提供多少車位，每個停車場 大容量是多少？ 
 

這些資訊將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報告中提供，並且將用來確認開發項目是否會對周遭停車空
間帶來負面的影響。 

 
6.M9 巴士站搬到哪裡了？ 
 

M9 巴士站遷移到項目地址附近，M9 公共汽車路線沿著東百老匯大道 (East Broadway) ，連
接砲台公園 (Battery Park City) 以南和窑子灣 (Kips Bay) 以北。 

 
7.社區可以不要有商業停車場嗎？ 
 
民眾可以就此要求向紐約市交通局提出路邊停車條例變更申請。 
 
8.人車智能交通網絡是什麼？如果將有 10, 000 人湧進這個社區，擁有一份智能計劃將可以緩解
流量。 
 

紐約市交通局將審查環境影響評估聲明，有可能會要求提出相關的緩解措施來減輕受影響的
交通。這個問題如果是廣泛地指是否可以運用科技增強交通方式的選擇和效率，現在有越來
越多的應用程序讓民眾可以即時得知公共交通時間表，了解擁堵程度，事先規劃旅行，租用
車輛和共乘服務。 

 
 
 
 



9.如何轉移交通流量以減少堵塞的狀況？ 
 

因項目而產生的交通旅行模式將在環境影響評估中進行研究，並由紐約市交通局進行審查。
在環境影響評估中，將建立現存和未來交通狀況的基準線，評估這些項目為當地交通帶來的
潛在影響。如果確定會產生重大影響，將採取緩解措施來減輕這些影響。 

 
10.在麥迪遜街和羅格斯街交口的 F 車地鐵站充滿著流浪人士。有相關的社會服務機關可以提供
協助嗎？ 
 

類似社區問題應該提交給社區委員會來聯繫相關單位。有關交通運輸設施的安全性和其他問
題則可以直接向 MTA 提出。 

 
11.開發團隊是否會修建或改善交通基礎設施？ 如 F 線地鐵站？二大道地鐵線？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研究 F 線在東百匯大道地鐵站的服務和狀況。如果確定項目會對 
地鐵站造成影響，可能就需要提出改善地鐵站的計畫才能減少擁擠的狀況。與地鐵系統相關
的任何緩解措施都必須取得 MTA 的批准。 

 
12.是否會拆除停車場和自行車停車場？如此以來，社區就不會有人騎自行車了。 
 

櫻桃街 265 和 275 號大樓的現有平面停車位將遷移至新建的南街 260 號大樓地下停車場。除
此之外，項目並沒有提出要拆除或搬遷停車場和自行車停車場的計畫。三個項目都將遵循規
定，為社區居民提供自行車停放設施。 

 
13.開發商如何管理交通和確保公共安全？ 
 

交通流量將在此次環境影響評估中進行分析。若項目將對周遭交通帶來重大不利的影響，將
提出緩解措施來應對；常見的措施包括改變交通信號的時間來改善交通流量。此外，環境影
響評估將根據《城市環境質量評估手冊》(CEQR) 的指導方針，評估近期的碰撞數據，確認是
否存在「高事故交叉口」。一但確認，將提出安全改善措施，並由紐約市交通局進行審核和
批准。 

 
社會經濟 
 
1.目前適用於社區的聯邦住屋與都市發展部 (HUD) 法規和監管規則會因為項目帶來的變化而受到
影響嗎？特別是老年住房單位？ 
 

目前適用於社區的聯邦住屋與都市發展部法規和監管規則不會受到項目的影響。 



 
2.項目是否會利用任何減稅方案 (特別是 421-a)？ 
 

若項目有適用的物業稅減免計劃且也符合計劃要求的情況，開發團隊將尋求減稅方案來支持
提供可負擔住房單位。 

 
3.Stop 1 雜貨店將何去何從，誰將取代它，尤其是在施工期間？ 
 

L＆M 和 CIM 開發集團打算與 Stop 1 雜貨店持續合作，如同過去幾年。當新的空間建好時，
Stop 1 雜貨店將有機會重新入駐。施工期間，零售空間有可能會暫時受到影響。不過，我們
認為維持社區零售業的持續運作相當重要，因此將研究施工分段計劃，在改善現有零售空間
的前先擴大櫻桃街 265 和 275 號的零售空間。如果從建設可行度來看這一方法可行且紐約市
樓宇局批准，將可以在施工期間保持零售業的運作。 

 
4.布碌崙的登波 (Dumbo) 是否涵蓋在社會經濟研究區域的半哩範圍內？ 
 

不。研究區域的涵蓋範圍旨在捕捉 有可能受項目影響造成住宅和商業市場變化的地區。布
碌崙的登波擁有獨特而且成熟的住宅和商業市場，不會受到項目的影響。此外，在登波，沒
有任何的人口普查區有至少 50 % 的範圍位在項目地址半哩範圍內。根據《城市環境質量評估
手冊》(CEQR) ，登波將被排除在此次研究區域之外。 

 
5.年長者將被安排在什麼樣大小的單位中？ 
 

即將從 80 號羅格斯坡大樓遷移至新大樓的的年長者將被遷移至與現有單位大小相當的單位
中。 

 
6.目前在會議上提出的中等家庭收入 (AMI)  的組距有反映出真實數據且將在未來被使用嗎？ 
 

在會議上提出的中等家庭收入 (AMI) 組距反映出可負擔性的範圍，並將用來參考。實際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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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包容性住房
準則和其他適用要求來制定。 

 
7.社區民眾可以從哪裡取得受到項目直接影響而流離失所者的人數，或是受影響的單位數量？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的社會經濟學章節中，將包含項目導致居民流離失所的相關說明。80 號羅
格斯坡大樓即將遷移至新大樓的 10 個單位居民，將在施工前被安置在同棟大樓或臨近大樓的
單位，直到新單位完工再行搬遷。另外該大樓將有 9 個單位會進行裝修，這些住戶在裝修過
程中也會暫時搬遷。 



 
8.法律有規定一定要提供可負擔住房嗎？ 
 

沒有這項規定。但是三家開發商致力建設大量的永久性可負擔單位，承諾將提供 25％，共計
近 700 個的可負擔住房單位。 

 
9.因項目施工而遷移的居民對再度入住有所疑問： 

1.施工完成後是否能夠搬回公寓？ 
2.是否可選擇新大樓中的單位，如搬到不同的單位？ 
 
80 號羅格斯坡大樓內 9 個單位的居民將在裝修完成後返回原單位。80 號羅格斯坡大樓內，即
將遷移至新大樓的 10 個單位的居民將在大樓完工後重返現有大樓的其他單位，或鄰近大樓的
其他單位。 

 
10.我們怎麼知道開發商會實現其可負擔住房的承諾？我們怎麼相信他們？由於法律沒有規定開發
商提供目前承諾的數量，他們可以隨時改變主意。 
 

紐約市可以使用一些法律機制來確保開發項目提供可負擔單位。目前紐約市尚未有確切的相
關機制，但是開發團隊仍致力於提供社區可負擔單位。 

 
11.此次環境影響評估是否會研究項目可能帶來的逼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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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市房屋保護和開發局的住房和社區更新部門 (NYC Department of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NYS Division of Housing and Community Renewal) 負責執行相關措
施來防止租戶受到騷擾，若情況嚴重，將嚴懲騷擾租客和非法驅逐。根據《城市環境質量評
估手冊》(CEQR) 的指導方針，將在此次環境影響評估中研究確認有可能流離失所的人口數，
但不包括因非法逼遷而流離失所的人口。 

 
社區設施 
 
1.開發商有義務實施什麼樣的社區設施？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後，如果確定項目將對周遭社區設施 (例如學校，圖書館，公立的日間兒童
托育中心) 帶來重大的不利影響，將與合適的市府機關協商對應的緩解措施。 

 
 
 



2.項目有包含建立新學校的計畫嗎？是否會提供資金擴增現有學校的席位？ 
 

如果環境影響評估發現項目將對學校產生重大不利的影響，緩解措施將包括在項目地址建立
新的學校，或是提供資金擴增現有學校的席位。 

 
3.在執行環境影響評估的社區設施研究時，社區可以做些什麼，並確保開發商會履行承諾？開發
商是否有義務這麽做，如果不做，開發商會受到什麼影響？我們擔心就算開發商的承諾有書面紀
錄也不會被實現。 
 

如果項目將為周遭的社區設施帶來影響，就需要提出相關的緩解措施，並依據《限制性聲
明》來執行。《限制性聲明》是一份法律文件，由都市規劃委員會批准的任何項目申請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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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樓宇局和紐約市都市規劃局對災害緩解措施的相關規定。 

 
4.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包括郵局、警察局、消防局、和緊急醫療服務的研究嗎？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預計不會研究這些主題。《城市環境質量評估手冊》(CEQR) 的指導方針中
不包含郵局的研究，且項目也沒有達到指導方針要求中針對警察局、消防局、和緊急醫療服
務分析進行研究的門檻。 

 
5.緩解措施必須納入社區福利協議。或許可以成立一個社區發展委員會來組織管理和資助在環境
影響評估中提出的緩解措施，或是利用其他的渠道來滿足評估出來的影響？ 
 

如上所述，緩解措施通常是由都市規劃委員會批准的項目申請者簽署的《限制性聲明》法律
文書來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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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對災害緩解措施的相關規定，並且在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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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當紐約州在布朗士沿狄根少校高速公路 (Major Deegan Expressway) 建立高樓大廈時，紐約市
教育局同時也在該處建立了兩所新學校。 這次項目是否諮詢過紐約市教育局？ 
 

如果確定項目將對學校帶來重大的不利影響，紐約市都市規劃局將向紐約市學校建設管理局
和紐約市教育局諮商，提出適當的緩解措施。 
 
 
 



7.PS184 雙文學校的學生包含學前班 (pre-K) 到 8 年級，但是學校卻沒有運動場且設備差勁。如
果打造一個屋頂健身房可以長期緩解問題嗎？ 
 

如果確定項目將對學校帶來重大的不利影響，將會研究潛在的緩解措施並納入環境影響評估
草案中。然而，分析和緩解措施將著重於增加更多學校席位。 
 

8. PS184 雙文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可能會不想轉學到其他中學，而造成該校過度擁擠。可以藉由增
加學校建築的高度增加更多的教室空間嗎？ 

 
如果確定項目將對學校帶來重大的不利影響，將會研究潛在的緩解措施並納入在環境影響評
估草案中。緩解措施包括提供資金增添現有學校的席位。 
 

9. 社區關心是否有足夠的土地可用來建設新的設施，另外項目包括建造新的圖書館嗎？ 
 

項目對現有圖書館的潛在影響將在環境影響評估中進行研究。項目尚未包含建立新圖書館的
提案。 
 

10.有關於圖書館的館藏數量計算方式，是單獨計算各圖書館的館藏量，還是計算社區三個圖書館
的館藏量總數？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將研究各個圖書館的圖書持有數目，以及在社區內三個圖書館圖書持有總
數。 
 

11.有什麼緩解措施可以用來應對項目為周遭圖書館帶來的影響？ 
 

根據《城市環境質量評估手冊》(CEQR) 的指導方針，項目若對周遭圖書館造成影響，相對應
的緩解措施應該以減輕影響為目標。例如，如果圖書館有足夠的空間，可以擴增建築來負擔
更多的使用者，或是提供節目給新的使用者。 

 
12.是否會對家庭托兒所的項目、兒童托育中心過度擁擠的問題、啟蒙中心的需求進行分析研究？ 
 

此次環境影響評估會考量項目對周遭公立日間兒童托育中心帶來的潛在影響，包括團體兒童
托育中心和啟蒙中心。 

 
13.公立兒童托育中心包括家庭托兒所和居家托兒中心的服務嗎？  
 

根據《城市環境質量評估手冊》(CEQR) 的指導方針，公立兒童托育中心僅包括團體兒童托育
中心和啟蒙中心。 



 
14.環境影響評估的哪個章節將涵蓋項目對於學前班 (Pre-K) 造成的影響？是涵蓋在學校或是兒童
托育中心的研究範圍內？因為有些學前班設立在兒童托育中心內，有些則設立在學校內。 
 

普通學前班 (Universal Pre-Kindergarten) 的分析將涵蓋在學校評估的研究中。 
 

15.將兒童托育中心的研究範圍延伸到 13 街不僅過大且非常奇怪。是誰負責審查和界定這個範
圍？不是應該更重視靠近項目的兒童托育中心嗎？把孩子放在很遠的地方不是很不方便嗎？ 

 
因為學生入學不受限於某一區域內，因此《城市環境質量評估手冊》(CEQR) 的指導方針中將
公立兒童托育中心的研究區域範圍設定在涵蓋項目位址 1.5 哩範圍內。 

 
16.如何從紐約市交通局中取得溜冰場以及鹽礦和倉庫的區域，讓社區可以更好運用這兩個空間？ 

 
鹽礦和倉庫區域以及溜冰場不屬於開發團隊所有，因此項目不包含重建這些設施。 

 
17. 某些學校被認為是比較好的學校或比較適合某類型的學生。由於學生可以選擇學校，造成那
些被認為較好的學校過度擁擠，使住在這些學校附近的人更難入學。哪些學校可以擴增入學席
位，是那些被認為不太理想的學校還是比較好的學校？社區對這點有些疑慮。 
 

如果確定項目將對學校帶來顯著的不利影響，紐約市都市規劃局將與紐約市學校建設管理局
和紐約市教育局諮商，提出適當的緩解措施，包括選擇合適的地區增添學校的入學席位。 

 
18. 社區內的一些圖書館需要升級：請問開發團隊是否有一份根據社區的請求和需要做出的清
單，來重新投資現有設施，是否將對現有和新設施開放平等使用權限？ 
 

如果確定項目將對周遭的圖書館帶來重大的不利影響，將在「社區需求聲明」中提供適當緩
解措施的相關資訊。 

 
開放空間 
 
1.開發團隊會打造水岸沿線的開放空間嗎？他們應該為社區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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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設計羅格斯坡道和櫻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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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道靠櫻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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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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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道街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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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