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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18 日两桥地区新建成开发项目提案环境影响评估前置期 
第二场社区公众会议：座谈纪录 
 
资料来源：会议纪录，小组讨论纪录，与会民众填写的意见卡。 
资料整理：Karp 策略顾问公司 (Karp Strategies) 
  
工作范畴界定和社区参与 
 
举办这些社区公共会议的原因是什么？ 
 

在过去几个月，两桥地区三个新建成开发项目提案的开发商与两桥社区居民、相关单位展开社
区参与程序。根据纽约市都市规划局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简称 DCP) 的决定，为了
解这三个项目建成后为社区带来的影响，将同时对这三个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程序，並将结
果发布在一份共同的环境影响评估声明 (EIS) 报告上 。在都市规划局作出这项决定后，三个项
目的开发商取得共识，提供社区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相关资讯、徵求社区民众对该程序的意
见，邀请社区参与环境影响评估程序。 

 
这些会议的时间表是什么？ 
 

在展开环境影响评估前，我们预计举行三场社区公共会议，在环境影响评估展开期间，我们预
计将再举办一场会议。第一场会议已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举行，第二场会议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举行。第三场会议将于 3 月举行，第四场会议预计稍后举行。 
 

社区公共会议有举行的必要吗？ 
 

据我们所知，三个开发商在环境影响评估程序正式展开前自发性向社区提供相关资讯、徵求居
民意见等是前所未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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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举行的法定公听会以及其他会议能达到相辅相成的功
效。 

 
这些会议预期达成什麽？ 
 

为了让社区参与过程达到最佳效果，我们聘请专业的顾问公司来从事专业术语翻译和策划互动
式讨论，协助整个过程。迄今为止，我们认为过程具建设性，社区民众无论是否支持这些项
目，皆对参与环境影响评估相关议题的讨论具高度兴趣。 
 
在 1 月 18 日的会议上，约有 50 名社区民众参与会议并加入讨论。透过他们的参与，我们更
加了解社区居民所关注的各项议题，如住房负担能力，学校以及开放空间等。与会者亦要求我
们清楚地说明如何针对这些议题进行研究，如何分析研究结果以及作出对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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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麽环境影响评估程序在四月才正式展开？ 
 

环境影响评估程序在都市规划局发布工作范畴草案以及举行工作范畴界定公共会议后展开。工
作范畴草案包含开发项目的相关资讯，环境影响评估涵盖的研究类别，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
发布工作范畴草案不代表批准该项目。 
 
在工作范畴界定会议举行后，将发布最终版工作范畴。最终版工作范畴含社区居民要求的详细
资讯，如学校入学名额，地铁 F 线东百老汇站使用状况，交通状况，开放空间使用率，开发
项目的永续发展性和防洪措施等等。此外，只有在工作范畴界定之后，各机构如大都会运输署 
(MTA)，纽约市捷运局 (Transit Authority)，纽约市交通局 (Departments of Transportation)，
纽约市公园与休閒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arks and Recreation)，纽约市教育和学
校建设管理局 (School Construction Authority) 才能权衡和评估其职权范围内的各项灾害缓解
措施。此工作无法在工作范畴界定会议之前展开。 

 
四月展开环境影响评估后的后续程序是什麽？ 
 

工作范畴界定会议举行之后将发布最终版工作范畴，最终版工作范畴公布后将开始准备详细的
环境影响评估研究分析。随后，社区将有许多机会参与环境影响评估程序。工作范畴界定后，
大概需要 5 至 6 个月时间编写环境影响评估声明草案，然后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审查环境影
响评估声明草案的结果，并且需在社区委员会和都市规划委员会举行公开听证会后，才能发布
最终版的环境影响评估声明书面文件。三个开发团队诚挚邀请社区居民和民选官员参与整个过
程。 

 
社区将有什麽机会直接向都市规划局提交意见？ 
 

社区居民可以在工作范畴界定会议 (预计在 2017 年 4 月举行) ，以及预计在 2017 年秋季召开
的环境影响声明草案公听会上直接向都市规划委员会表达意见。社区居民也可以向都市规划委
员会提交书面意见。 

 
有什麽其他机会能够参与这个过程？ 
 

三个开发团队诚挚邀请社区参与目前的公开过程，并鼓励两桥社区居民参加在 3 月举行的社区
参与公共会议。未来社区委员会举行的公听会亦提供民众提出意见的机会。 

 
一般性问题 
 
项目单位皆为租赁单位吗？是否会出售产权公寓？是否有规定要求开发项目将单位保留为租赁单位，
而这些单位有可能在将来变成产权公寓吗？ 

 



3 
 

没有任何规定要求开发项目只包含租赁单位。项目的市场价单位无论是租赁单位或是可出售的
产权公寓，都不影响目前项目承诺的可负担单位数量。 

 
当项目对社区居民的有利影响似乎很小时，社区居民是否能够影响都市规划局进行土地分区重划？请
解释这个过程。 
 

澄清一点，此次三个开发项目提案均不涉及任何土地分区重划。这三个项目合乎该区现存土地
分区规划，若在提案已获批准的前提下，只需申请小修改。 
 
环境影响评估程序和小修改申请程序如下： 
 
- 在都市规划局发布工作范畴草案后，将展开公审过程，民众可以在工作范畴界定会议上提

出意见。工作范畴草案内容包含项目的资讯，环境影响评估研究类别，研究范围和研究方
法。 
 

- 公审结束后，都市规划局将准备并发布最终版工作范畴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估声明草案。 
 
- 环境影响评估声明草案发布后，开发商将项目提案申请提交至都市规划委员会，由都市规

划委员会将申请转呈至社区委员会。 
 

- 社区委员会举行公听会，并向都市规划委员会提出建议。 
 

- 都市规划委员会就环境影响评估声明草案举行公听会。 
 
- 都市规划委员会发布最终版环境影响评估声明，必要时对该声明进行修订以回应公听会上

的民意。 
 
- 都市规划委员会对项目提案申请进行表决。 

 
在整个过程中，社区居民可以在工作范畴界定会议 (预计在 2017 年 4 月举行) ，以及预计在 
2017 年秋季召开的环境影响评估声明草案公听会上直接向都市规划委员会表达意见。民众也
可以提交书面意见给都市规划委员会。此外，也可以在社区委员会举行的公听会上提出意见。 
 

我们可以採取哪些有效的行动来阻止或缓解项目的发展？ 
 

民众的意见可以在上述的会议提出或是以书面形式提交给都市规划委员会。此外，开发团队已
在 12 月和 1 月举行两场社区参与公共会议，预计将再举行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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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环境影响评估会研究项目对社区环境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根据纽约市和纽约州规定，任
何开发项目必须尽可能将影响降到最低。社区民众在环境影响评估公审过程期间参与社区公共
会议和其他公共会议，将能有效协助关于项目对社区造成的潜在影响和对应缓解措施的研究。 

 
我们可以从先前下东城「路标」(Pathmark) 超市的问题中学到什么？ 
  

三个开发团队有意识到社区居民认为社区缺乏超市，担忧施工期间造成的相关问题，以及担忧
可负担单位的数量和分布地点。三个开发项目提案并不会取代现有商家，或造成现有居民永久
性迁移的现象。三个项目皆包含适合小型社区零售商的空间。开发团队承诺在施工期间与社区
保持持续且透明的沟通。另外，有 25％ 的单位将为永久性的可负担单位，且分散在各大楼楼
层间。 

 
项目的税收将流向何处，是否会回馈给社区？ 
 

如同所有纽约市徵收的地产税，从项目徵收的地产税将收归于纽约市的「一般基金」，纳入纽
约市预算分配程序。 
 

开发商能从这些开发项目中获得税务优惠吗？或是因为提供可负担单位而获得税务减免？ 
 

若项目适用或符合地产税减免计划，开发商在可行范围内可寻求减税来提供可负担单位。 
 

社区居民如何掌握或防止社区委员会发放酒牌给经营形态类似地兰西街 (Delancey St.) 北部的商家？ 
 

目前三个开发项目提案皆没有包括酒吧空间。任何酒牌的申请都需经由社区委员会进行审查和
评估。社区居民可以直接与社区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 

 
为什麽不升级现有住户的居住条件，或让附近的居民优先入住新大楼？ 
 

改善现有大楼是项目提案的一部分。改善计划包括在樱桃街 265 和 275 号两栋大楼新建一个
社区交谊厅，为两栋大楼间的中庭和大楼面罗格斯街 (Rutgers Slip) 的开放空间进行升级，并
且增添防洪措施保护现有大楼。克林顿街 259 号大楼将增添减少雨水径流到邻近大楼的措
施。 
 
即将新建的樱桃街 247 号项目提案包括大幅改善罗格斯街 80 号大楼现况。将增添防暴风雨、
洪水措施保护该大楼，升级大楼的消防系统，安装紧急备用发电设备，在每层楼增设洗衣设
备，以及全面翻新和升级大楼大堂。该大楼的露台和即将新建的 4,600 平方呎社区中心将被整
合到新大楼中。 
 
另外，纽约市规定新建大楼中的可负担单位需有 50％ 提拨给当地社区居民，以抽籤方式分
配，由纽约市房屋保护和开发局 (Department of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监
督抽籤过程。这意味着，将有一半的可负担单位优先提拨给第三社区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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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纽约市府不反对在这裡新盖大楼？ 
 

一般来说，业主有开发物业的权利，儘管开发有一定限制且必要时需申请特别许可。以这次开
发项目为例，项目提案申请需经由都市规划委员会批准，委员会会在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结束以
及在社区委员会进行审查后，就申请作出决定。 

 
这表示你要我们在提案申请还没通过前就相信所有的提案内容？ 
 

目前这三个开发项目提案皆尚未提交给都市规划委员会，要在环境影响评估声明草案完成之后
才会提交给委员会。 

 
Extell 大楼将兴建几层地下楼层？ 
 

Extell 大楼与目前在两桥地区提出的三个开发项目提案无关。根据纽约市楼宇局 (NYC 
Department of Building) 网站上的资讯，该大楼似乎将有两层楼在地底下。 

 
为什麽不能使用先前华埠工作小组提出的发展计画？ 
 

2013 年，普瑞特社区中心在华埠工作小组要求下提出《华埠未来发展计画》(The Plan for 
Chinatown and Surrounding Area)，但该计画并不包含此次三个开发项目对社区造成的影响研
究，因此不符合纽约市和纽约州对于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规定。 

 
开发商和开发流程 
 
社区的需求如何被听到？开发商可以每週向社区提供实质性的报告吗？ 
 

目前，民众可以将意见透过电子邮件发送至邮箱 twobridgeseis@gmail.com ，或致电语音信
箱 (646) 504-1482 留言。我们在未来还会举行社区参与公共会议，会议将在环境影响评估程
序开始期间以及项目提案申请提交至社区委员会时举行，民众将有机会在这些会议上提出意
见。 
 
在 12 月 15 日 举办的第一场社区参与公共会议中，与会民众提出的问题已经逐一回答，问答
纪录已发佈在网站 TwoBridgesEIS.com 上。同样的，本文件收录 1 月 18 日第二场社区会议
期间与会民众的问题和回应。 

 
开发商是否会捐款给当地的社区组织， 如收容所或公园之友基金会？ 
 

 三个开发团队致力与都市规划局以及社区合作，共同研究项目为社区环境带来的重大影响，
并实施由都市规划局委员会认可的对应缓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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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是否会注重我们的需求，与我们一起解决大楼的问题？ 
 

会的，三个开发团队目前已经会见开发项目地点附近大楼的居民，并持续就大楼的问题与社区
居民进行讨论。  

 
如果错过会议，我们如何把意见传达给开发商？ 
 
 

民众可以将意见通过电子邮件传送至邮箱 twobridgeseis@gmail.com ，或致电语音信箱 (646) 
504-1482 留言。 
 

 
如果民众提出的问题没有被减缓，在大楼完工后，开发商是否仍承担责任？ 
 

灾害缓解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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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由都市规划委员会 (CPC) 批准项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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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规划
局对灾害缓解措施的相关规定。 
 

环境影响评估程序 (EIS) 
 
大多数居民不清楚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时，针对这三个开发项目对社区环境带来的共同累绩效应研究
的起始点为何。如果将进行这三个开发项目共同累绩效应的研究，那麽邻近的 Extell 大楼项目是否涵
盖在研究中？ 在进行研究时，是否假设每个大楼已经完工？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涵盖 Extell 大楼项目对社区造成的影响，因为在三个项目完工后以及在居
民入住三个项目前，Extell 大楼可能就先会有居民入住。因此，在研究这三个项目对社区环境
造成的共同累积效应时，会对 Extell 大楼项目现有条件和完工后的预期效果进行影响评估。例
如，在分析交通情况时，首先会考虑三个项目对邻近交通状况带来的影响，后会再加入 Extell 
大楼和其他邻近大楼对社区交通情况产生潜在性影响分析。以这种方式来评估 Extell 大楼及其
居民对社区造成的影响较为适当，因为 Extell 大楼并不是此次环境影响评估的主轴。 
 

工作范畴草案和环境影响评估声明会如何公布？如何知道这些文件已经公布？ 
 

工作范畴草案，工作范畴界定会议时间内容通知，最终版工作范畴文件，环境影响评估声明草
案和最终版环境影响评估声明都将发布在纽约市都市规划局网站，网址是 
http://www1.nyc.gov/site/planning /applicants/scoping-documents.page 和 
http://www1.nyc.gov/site/planning/applicants/eis-documents.page。工作范畴界定会议通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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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一旦这些文件公布后，我们将在此次项目专属的环境影响评估网站 
(http://www.twobridgeseis.com/) 上通知社区民众，并通知民选官员。 

 
在这次环境影响评估中，最重要的考量是什麽？哪些项目納入优先考量？ 
 

在这次环境影响评估中，将研究三个项目对社区环境造成的累积效应 (即三个项目对社区共同
造成的影响)，辨别重大的不利影响，并提出相对应的灾害缓解措施。透过分析三个项目对社
区环境造成的共同影响而非针对各项目进行单独研究，将能提供更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 
 
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时，将考虑所有可能的潜在影响，并与《城市环境质量评估手册》(即 
CEQR 技术手册) 的指导方针一致。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涵盖项目对社区空气质量，交通，噪
音，学校和社会经济条件等造成的影响。在研究考量上，没有一个类别优先于其他类别，只针
对任何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类别进一步研究。社区对开发项目的回应加上环境影响评估研
究将有助于我们找到相对应的缓解措施。 

 
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时间表？社区的声音如何被听到？ 
 

社区民众将有以下机会针对开发项目提案和环境影响评估研究发表意见： 
 
- 即将在今年春天举行的社区公众会议上。 

 
- 在工作范畴界定会议上，或是将工作范畴草案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呈交给都市规划局。工作

范畴草案将在工作范畴界定会议之前公布并提供给社区审查。工作范畴界定会议预计在四
月举行。 

 
- 在社区委员会针对这三个项目提案安排举行的会议上。会议的时间目前不详，将由社区委
员会安排。 

 
- 在都市规划委员会举行的环境影响评估声明草案公听会上，并可以向都市规划局提出对环

境影响评估声明草案的书面意见。环境影响评估声明草案公听会时间将在草案出版时进行
安排。预计将在 2017 年秋天左右举行。 

 
在此次环境影响评估研究中，研究区域范围如何界定？一些研究类别的选择是受主观性的选择吗？  
(例如社会经济条件，交通等)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依据《城市环境质量评估手册》(即 CEQR 技术手册) 的指导原则进行，该
手册提供纽约市环境影响评估研究的指导方针。工作范畴草案中将设定研究区域，但是研究区
域会依据研究类别有所不同。例如，开放空间分析涵盖的研究区域可能不同于交通分析涵盖的
研究区域。工作范畴草案公布后将徵询民众的意见，进行调整后再发布最终版工作范畴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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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麽不在建筑物设计前就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研究，并将结果公开让民众进行审查和提出建议？ 
 

为了提出有意义的研究，必须在有具体提案时才能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研究。在不知道项目的位
置，容积，高度，建造单位数量和其他方面的情况下是不适宜先进行分析。 

 
社会经济条件和可负担性 
 
Stop 1 Deli 杂货店的租约是否可以更新？谣言说不会。 
 

L＆M 和 CIM 两开发商致力确保樱桃街 265 号和 275 号两栋大楼居民能享有合理价格和健康
的食品来源。如同过去几年，两开发商打算继续与 Stop 1 Deli 杂货店合作。未来新大楼完工
后， Stop 1 Deli 杂货店将有机会留在大楼内持续营业。 

 
申请可负担单位依据的收入上限或是中等家庭收入 (AMI) 百分比门槛是什麽？会与「飞跃艾塞克
斯」(Essex Crossing) 项目设定的条件相同吗？有可能将申请条件降低，让收入在中等家庭收入 
(AMI) 30% 百分比的家庭申请吗？申请条件有可能鬆绑吗，如提高或变动中等家庭收入 (AMI) 百
分比的门槛让中低收入户申请者也能符合申请条件？ 
 

三个项目的可负担单位申请者收入水平条件和对应租金目前都尚未确定，将与纽约市房屋保护
和开发局和民选官员协商后，并依据包容性住房准则和其他适用要求制定。我们欢迎社区居民
就适当的收入水平门槛提出意见，提供我们与相关单位进行协商时参考。 
 
收入水平门槛是根据纽约市房屋保护和开发局计算的纽约市地区中等家庭收入 (Area Median 
Income ，简称 AMI) 的百分比来制定。收入水平在中等家庭收入 (AMI)  30％ 到 165％ 百分比
之间的申请者相对应的租金相关资讯，可在纽约市网站上找到，网址为 
http://www1.nyc.gov/site/hpd/about/what-is-affordable-housing。 
 
三个开发团队都有开发可负担住房的经验，其中，CIM 和 L＆M 开发团队在 2014 年与纽约市
府和民选官员密切合作，保存樱桃街 265 和 275 大楼的 490 个可负担单位，这些单位并受制
于纽约市 40 年监管协议。 

 
中等家庭收入 (AMI) 的组距和可负担能力的门槛会随时间更改还是锁定在一个地方？ 
 

可负担能力的门槛是根据纽约市永久监管协议来制定，不会随时间而变化。 
 
可负担单位的百分比可以改变吗？ 
  
 每个开发商须承诺将项目中 25％ 的单位提拨为永久性的可负担单位。  
 
如何定义可负担单位的可负担性？是否可以考量「低收入」户单位，而不是可负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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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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包容性
住房准则和其他适用要求来制定。 

  
什麽是永久性的可负担单位？可负担单位是否有期限或在某一个时间点到期？ 

 
永久性的可负担单位意味着该单位受制于监管协议并永久适用，不会有到期日。 

  
是否有提供给年长者和残疾人士的单位？ 
 

三个开发团队欢迎社区针对这项议题提出建议。 南街 260 号和克林顿街 259 号的开发商正在
与民选官员和市政府机构进行谈判，将一部分可负担单位提拨成老年住房 (senior housing)，
这项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此外，樱桃街 247 号的项目提案包括将罗格斯街 80 号大楼现有的 
10 个老年住房迁移到新建大楼中，并大幅改造罗格斯街 80 号大楼现有的老年住房。三个开发
项目皆受制于美国残障法案 (ADA)，需依据纽约市建筑规范第 11章 - 无障碍性，建造符合残
疾人士需求的住房。 

 
新大楼的零售空间是否会优先承租给社区当地的商家，且租金是否在商家可负担的范围内？ 
 

这三个项目都包含小型零售空间，开发团队对承租给可满足社区需求的小型商家感到高度兴
趣。 

 
未来的商业租金是否能够容纳本地商家？ 

 
三个开发团队皆致力提供符合社区消费型态的零售空间，并与可满足社区需求的本地商家合
作。租金水平预计将设定在与当地其他商业空间相似的水平。 

 
如何评估项目造成现有居民迁移的现象？什麽型态的迁移会被纳入评估？社区居民很关注住宅和商业
迁移问题。 
 

在早先的社区公共会议上，社区民众提出这项议题的关注，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研究项目是否
会造成社区的现有居民和商家迁移的现象。透过估计新住居民的人数及其收入水平，评估项目
是否会造成邻近地区非租金管制单位的租金上涨。如果项目导致租金上涨现象，将以人口普查
数据估算住在非租金管制单位且因租金上涨而无法负担的人口数（即支付的租金超过家庭年收
入 30％ 的人口)。研究亦将考量新住居民人口及其收入水平是否导致邻近商业租金上涨，对商
品的具体需求是否因项目而改变，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区域内的现有商家。 

 
倘若项目导致当地的地产税增加，原有业主该如何负担增加的地产税？ 
 

根据《城市环境质量评估手册》(CEQR 技术手册)，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时应考量项目是否可
能导致「弱势群体」非自愿性迁移。这包括租户（i）住在不受租金管制，稳定租金或租金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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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其他政府条例保护的房客，以及（ii）收入无法负担大幅增加租金的租客。业主不被认为
是弱势群体，因此，《城市环境质量评估手册》的指导方针中并没有表明在环境影响评估研究
中应涵盖项目是否影响业主在地产税上的负担。 
 

可以进行人口统计变化或是预测流入的居民，并公布结果吗？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是否需要更多学校
等等。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提供项目新住居民人数及其收入水平的估算，并评估造成现有非租金管制
单位居民迁移的可能性，以及研究项目是否会为社区设施（如学校，图书馆，公共资助的儿童
保健设施）带来过度拥挤的可能性。 
 

这三个项目将带来什麽样年龄层的居住人口？ 
 

每个大楼中皆有各种不同规格的单位，包括一卧室公寓到三卧室公寓不等，因此预计项目将为
社区带来各种不同的家庭结构和广泛的年龄层人口。值得一提的是，南街 260 号和克林顿街 
259 号的开发商皆将老年住房包含在开发计划的一部分。 
 

开放空间 
 
项目将包括多少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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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计罗格斯街 (Rutgers Slip) 街道和樱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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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靠樱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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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商是否会放弃在项目一哩或两哩内的区域新增开放空间 (如纽约市公园和娱乐设施)? 
 

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后若发现项目将对周围的公共开放空间带来重大不利影响，开发团队将实
施由纽约市府认可的缓解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该地建造新的开放空间或扩建现有的开放空
间。 

 
连接水岸的通道还会保留吗？将有直接通往水岸的通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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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街道口的人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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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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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设施 
 
现有的项目再加上「飞跃艾塞克斯」(Essex Crossing) 项目带来的人口，将对社区造成什麽影响？ 
 

预计三个项目在 2021 年完工时，「飞跃艾塞克斯」项目亦将部份完工。因此，「飞跃艾塞克
斯」预计完工的部分将斟酌纳入此次环境影响评估研究中。 

 
可以通过新增一个层楼来扩展罗格斯大楼 (Rutgers Houses) 吗？该大楼目前没有足够的社区活动空
间。 
 

罗格斯大楼 (Rutgers Houses) 大楼属于纽约市房屋管理局的开发管辖范围，不属于此次开发
项目提案涵盖范围。 

 
目前当地的学校有不足的现象，会改变学校分区吗？ 
 

开发团队不建议更改学区。任何学区的更改都必须由纽约市府启动。虽然三个开发项目所属第 
1 次级学区 (Sub-District 1) 的学校数目不多，但是因为中小学学生能够参与学校选择计划，这
意味着学生可以申请纽约市第 1 学区中的任何中小学。 

 
 可以改善当地学校的教学课程吗？ 
 

负责当地学校教学课程设计的主管机关是纽约市教育局。 
 
可以提供学校更多资金吗？ 
 

如果环境影响评估结果显示项目带来的学童人口数将造成当地公立学校拥挤的现象，那麽开发
团队需实施对应的可行缓解措施。根据纽约市府要求，缓解措施可以包括资助学校新增额外席
位。 
 

如果以提供学校资金而不是新增学校可以带来什麽好处？ 
 

如果环境影响评估结果显示公立学校将变得拥挤，纽约市可以决定是否在现有学校新增额外席
位来应对。 

 
开发商是否支持社区内的公立学校和学前班，如果需要新增学校，开发商将如何应对？项目提案有包
含提供给学校的空间吗？ 
 

如果环境影响评估结果显示项目将对社区公立学校或公立日託中心带来影响，开发团队需实施
对应的缓解措施。依据市府的要求，缓解措施包括提供日託中心资金，新增学校席位，或提供
空间做为日托中心或学校教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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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是否会在开放空间提供医疗设施？ 

 
医疗设施不在此次项目提案的内容中。 

 
项目是否会为现有学校带来拥挤的现象？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研究开发项目是否会为当地学校带来过度拥挤的现象。如果有可能发生这
种情况，将提供解决过度拥挤问题的缓解措施。 

 
若有家庭想把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呢？ 
 

在纽约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研究时，不会将私立学校入学情况纳入分析。这种「保守型」的分
析能够更充分考量一个项目是否会为当地公立学校造成过度拥挤的现象。 

 
将为特许学校带来什麽样的影响？ 
 

特许学校入学由抽籤决定，申请入学的学生并不受限于居住的学区。因此特许学校不包括在教
育局的招生预测研究中，也不包含在环境影响评估的学校分析中。 

 
這次研究有涵蓋華埠內未充份利用的學校嗎？這些學校有學生人口數不足的情況。 
 

由于项目所在地的学生可以申请第 1 学区的任何学校，此次环境影响评估除了针对项目为第 1 
学区次学区中小学带来的潜在影响，也会包含第 1 学区研究。研究涵盖的范围如下：北至东 
14 街，东至东河，西至包厘街和克林顿街，南至地兰西街和东河。 

 
阴影 
 
减少照明将会影响树木，开发商是否会拨出 10 年的资金来取代因缺乏光线而被杀死的植物？ 
 

如果预测大楼造成的影子将对周遭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将针对阴影造成的影响着拟缓解措施。
缓解措施包括种植耐荫树木或是其他维护措施。 

 
社区特色 
 
项目将为社区带来什麽样的改变？会发生什麽？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中将研究项目在某些方面 (交通状况，开放空间到学校) 带来的影响，也会
考量项目对社区特色关键特徵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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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哪些社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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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大众使用。计画包
括重新设计罗格斯街道的开放空间以及樱桃街 265 和 275 号两大楼庭院的景观；连接樱桃街
和罗格斯街、靠樱桃街 247 号大楼附近人行道将重新设计；连接克林顿街和南街，靠克林顿
街 259 号的街景也将进行改善。此外，将对樱桃街 265 、 275 号和罗格斯街 80 号大楼进行
弹性改造，并在大楼内建造新的社区交谊厅。三个开发项目中皆有提供社区小型商家的零售空
间。我们欢迎社区居民对社区设施提出相关意见。 

 
项目将为社区文化和政治带来什麽影响？我们非常关注新住民如何参与社区事务。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针对项目在施工期间，尤其是最具破坏性时期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施工
期间预计将採取一些措施以减低气体排放，噪音和其他建筑效应对社区造成的影响。 此次环
境影响评估还将分析项目对社区特色造成的潜在长期影响。鑑于目前社区属于混合收入型态社
区，项目将提供 25％ 的永久性可负担单位，确保新建大楼的居民收入型态与目前社区特色一
致。 
 

项目将为社区文化和政治带来什麽影响？我们非常关注新住民如何参与社区事务。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考量项目对社区特色带来的影响，预计这些新建的混合收入大楼将为社区
带来各式的家庭结构和广泛的年龄层人口。在纽约市，政治和文化不在环境影响评估的研究范
围。 

 
交通运输 
 
纽约市有提供经费改善地铁 F 线车站或其他车站吗？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考虑项目对地铁 F 线车站和区域内其他地铁站的影响。如果将产生重大
影响，将在大都会运输署批准后由开发商提供资金针对地铁站作出必要的改进。任何提出的修
改都必须经由大都会运输署的批准并且由该署实施。 

 
M15 特选公车不在本地设站停靠的原因是什麽？ 
 

M15 特选公车行经派克街/艾伦街 (Pike/Allen Street)，以及在派克街西南的麦迪臣街 
(Madison Street)。 停靠站较少的 M15 特选公车能提供更快捷的服务，该公车在派克街/艾伦
街的亨利街和麦迪逊街区段有公车停靠点。然而，公车停靠设点不在开发团队的控制范围。 

 
环境影响评估涵盖现有公车路线的研究吗？开发商会说服大都会运输署 (MTA) 增加巴士发车频率或是
线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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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涵盖项目对周边地区巴士服务的影响分析。如果将产生重大影响，通常可
以在现有公车路线增加发车频率来减轻影响。更改巴士服务须经由大都会运输署 (MTA) 批准
和实施，并且将环境影响评估的结果提供给大都会运输署。 

 
与当地其他街道一样， 南街相当拥挤，如何减少南街的交通流量？可以削减街道宽度并允许汽车停靠
街边，方便车上乘客在街边下车吗？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包含项目对周边区域交通影响的分析，如果将造成影响，会提出可行措施来
减轻影响。三个项目目前皆未提出削减街道宽度的措施。 

 
目前南街有利行人通行，未来南街如果出现过度拥挤的现象，市府会安置更多交通号志吗？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包括项目对周边地区行人通行的影响分析。如果将造成重大影响，会提出相
关的交通工程措施来减轻影响。 
 

为什麽不新建地下停车场或停车库？ 
 
目前紧邻樱桃街 265 号和 275 号两大楼的地上停车场将由新建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取代，该停
车场现有的停车位将迁移至新大楼地下停车场内。 

 
施工 
 
如何确保新建的大楼地基稳固，不会下沉？几年前，当地一栋大楼的一面牆在地震期间坠毁。如果再
将一个 62 层高的建筑物置放在一个较小且较老的建筑物旁边将产生什麽影响？ 
 

每个开发团队都致力与邻近大楼居民、民选官员和社区委员会合作以确保周围建筑物的安全。
建筑物地基和工程由纽约市楼宇局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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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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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建筑物的地基状况如何？现有建筑物的地基够稳固吗？地基有可能坠落吗？是否会为基础设施带
来问题。 
 

请看以上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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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开发项目是否会同时进行施工？纽约市府似乎会批准让所有工程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这真
是太疯狂了，难道不能要求工程分批进行吗？ 
 

为了确保三个开发项目对社区的交通，空气质量和噪音造成的共同累积影响纳入在环境影响评
估的研究中，将假设三个项目同时于 2018 年开始施工，每个项目大约需要 30 至 36 个月时间
完成。如果评估研究结果认为项目的施工对社区将带来影响，需提出可行的缓解措施来避免或
降低影响。 

 
 施工期间，在新大楼地下停车场未完工前，开发商将如何在安置现有的 103 个以上的停车位？ 
 

在项目施工期间将提供临时停车场给目前拥有樱桃街 265 号和 275 号大楼停车位租约的居
民。临时停车场的位置会在大楼内或是其他地方。 

 
工程施工时间表？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预计三个开发项目将于 2018 年开始施工，每座大楼施工约需 30 至 36 个月
完成。 

 
施工期间工程带来的震动有可能影响现有建筑及其结构。开发商如何防止这种情况？ 
 

三个开发团队相当重视保护邻近建筑，将利用所有可行的技术来监控、降低或解决施工期间工
程震动对邻近建筑物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在施工前期对邻近建筑物进行调查以及在施工期间
进行监测。 

 
施工期间，空气污染水平将增加。开发商如何防止这种情况？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考量在施工期间以及大楼启用时对周遭空气质量造成的影响。预计在施工
期间将使用各种措施来减少工程的废气排放，例如增加电动设备的使用。如果大楼在启用后对
周遭空气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则需要採取额外措施以减少或避免影响。这些措施包括使用天然
气建造的锅炉以及管制排气管安放的位置。 
 

社区担心项目是否会对残疾人士和老年人的无障碍性造成影响，且是否会增加危险水平。开发商如何
防止这种情况？ 
 

将採取各项措施确保公共安全，包括项目周围现有租户的安全。例如，必要时 (拆除建物和密
集施工期间) 将沿着相邻的街道竖立行人导流通道，为经过施工现场的行人提供保护。另外，
将张贴警示慢行的旗帜来管制出入施工现场的卡车以及疏导行经施工现场的行人。安装和操作
起重机时都将严格遵循纽约市楼宇局的要求，以确保能够达到安全运作。当向上搭建大楼结构
时，将安装安全网来防止碎屑落入地面。所有工程的施工运作都将遵循纽约市楼宇局的安全要
求，并仔细进行检查，尽量减少对社区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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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污水基础设施 
 
项目将带来 2,500 个新单位，这将如何影响下水道系统？市府有能力可以处理因为人口增加而产生的
污水吗？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包含项目是否会影响目前下水道系统的进行分析。分析包括预估项目产生
的污水增加量，并考量目前下水道系统使否足以处理增加的污水量。 

 
市府是否有能力处理人口增加后的供水系统？ 
 

项目对城市供水系统的潜在影响将在此次环境影响评估进行分析。分析包括估计项目新增的用
水量，并考量现行供水系统是否能够处理新增的水量。 

 
固体废物处理和卫生服务 
 
环境卫生和垃圾收集会纳入评估吗？市府是否有能力处理因人口增加产生的垃圾？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包含固体废物和卫生服务的分析研究，了解项目是否会对社区的卫生服务带
来重大影响。 
 

缓解措施是否可以包含增加垃圾收集的日期和时间？ 
 

根据《城市环境质量评估手册》，针对固体废物影响的缓解措施包括增加垃圾收集的频率。 
 

新公寓产生成千上万的垃圾将存放在哪？ 
 

每个大楼将有各自的废物储存处。 
 
新大楼将会进行资源回收和厨馀堆肥吗？是否需要新建一个回收中心？废料将何去何从？ 
 

每个大楼将各自负责处理可回收物并参与纽约市回收计划，集中后由纽约市进行回收。纽约市
厨馀堆肥的试点计划并没有涵盖曼哈坦地区。 

 
能源 
 
成千上万的新居民会对纽约市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什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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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包含研究项目对能源的需求，结果将用来评估项目对纽约市能源基础设施的
潜在影响。 

 
空气质量 
 
项目将在施工期间如何影响空气质量？ 
 

 将在此次环境影响评估中分析项目在施工期间对空气质量产生的影响。分析包括评估施工设
备、施工人员、运输车辆以及灰尘的气体排放量，以及减少排放量的措施。 

 
温室气体排放 
 
项目是否为绿色建筑？是否会实行绿色建筑概念，如使用太阳能发电，减少雨水径流，减少和再利用
灰水，或符合「能源与环境先导设计」(LEED) 设计标准？ 
 

永续性为此次项目建筑设计提案中的关键。虽然仍在初步设计阶段，但有意让项目建物超过最
新的节能标准要求。 

 
防灾弹性措施 
 
是否有针对洪水灾害的疏散计划？ 
 

纽约市制定一些可适用极端气候事件的计划。这些计划包括自然灾害减缓计划，沿海风暴计
划，热天应急计划，瓦砾碎片管理计划，电力中断计划，冬季天气应急计划和闪电洪水应急计
划。若发生洪水灾害，将由纽约市紧急事务处理办公室 (New York City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负责协调疏散计划。 

 
是否将与「曼哈坦下城防灾项目」(Lower Manhattan Resiliency Project) 的人员协调合作？ 
 

是的，因为两桥地区涵盖在「曼哈坦下城沿海防灾项目」（Manhattan Coastal Resiliency 
Project) 的研究区域内，开发团队已会见该项目的工作人员，且将持续与该项目协调合作。此
外，该项目提出的防灾弹性措施，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两桥地区灾害防治规划工作研究都将涵
盖在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并研究这些防灾弹性措施是否需调整因应在 2021 年完工的项目。 
 

邻近建筑物是否有弹性防灾措施呢？提出的防洪措施会如何影响整个社区？ 
 

项目提出的防洪措施涵盖附近的建筑物，如樱桃街 265、275 大楼和罗格斯街 80 号大楼。我
们认识到协调开发项目位址和整个社区的弹性防灾措施非常重要，并期待与纽约市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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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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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是否建在洪水区？为什麽被允许建在洪水区？ 
 

与两桥地区现有建筑一样，项目位置位于洪水区。与纽约市洪水区许多开发项目类似，这三个
开发项目将遵照纽约市建筑规范要求的防洪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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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音 
 
是否会将观光游船和篮球城市 (Basketball City) 的交通情况和噪音纳入评估？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篮球城市 (Basketball City) 以及东河观光游船的噪音纳入观察和研究。另
外，篮球城市交叉口以及东河观光游船的交通状况也都会纳入此次环境影响评估的交通研究
中。 

 
城市设计与视觉资源 
 
开发商是否会考虑缩减大楼的面积来拓宽人行道，创造更多空间和开放感？ 
 

正如先前的答覆，三个开发团队都提出重要的开放空间改进方案，改进后的公共空间将开放给
大众使用。改进方案包括重新设计罗格斯街街道和樱桃街 265、275 号大楼庭院景观，将为当
地增加约 20,000 平方呎的造景开放空间。连接樱桃街和罗格斯街靠樱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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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的街景也将进行改善。另外，南
街 260 号和克林顿街 259 号的建筑将缩减 5 呎的距离，提供更宽阔的人行道。  

 
新建的大楼将阻碍民众观看河岸景观的视野。针对这一点，纽约市土地分区法律是否有任何的保护方
案？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研究项目是否影响在不同公共观景处观看河岸景观的视野。然而，现行的
土地分区法律并没有这方面的保护方案，另外，项目是否阻碍私人观景处观看河岸景观的视野
则不在环境影响评估范围内。 

 
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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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需要让当地居民知道项目是否含有任何有害物质。开发商将如何让民众知道？我们需要这方面
的资讯。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包含每个项目含有的危险材料报告。纽约市环境保护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和环境修复办公室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将根据
评估结果决定需要进行什麽样的测试或补救。 
 

公共卫生 
 
现今在社区的气喘发生率是多少？项目将会带来什麽影响？ 
 

此次环境影响评估将考量项目是否对社区的空气质量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有则需进行公
共卫生评估。评估将包括研究目前社区的气喘发生率，以及项目是否影响社区的气喘发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