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1 月 16 日──僅供討論，不可分發 

1 
 

 
 

  
 
 
 
 
 
 
 
 
 
 
 

紐約市房屋局的變革藍圖： 

轉型計畫 

 
2020 年 11 月 16 日  



2020 年 11 月 16 日──僅供討論，不可分發 

2 
 

目錄 

執行摘要 ................................................................................................................................... 6 

[標註方塊] 參與方法 ............................................................................................................... 10 

 NYCHA 的歷史背景 ................................................................................................ 12 

A. NYCHA 和紐約市 ............................................................................................................... 12 

B. 目前挑戰............................................................................................................................ 14 

 HUD 協議義務 ........................................................................................................ 16 

 政策和程序........................................................................................................................ 17 

 靈活、反應迅速的行動.................................................................................................... 17 

 監督我們自己.................................................................................................................... 18 

 交付大型專案.................................................................................................................... 18 

 明確的資料驅動指標........................................................................................................ 18 

[標註方塊] NYCHA 的使命和願景 ....................................................................................... 19 

使命宣言 ............................................................................................................................... 19 

願景聲明 ............................................................................................................................... 19 

 治理結構................................................................................................................. 19 

A. 理事長和理事會................................................................................................................ 20 

B. 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 21 

C. 營運長（Chief Operating Officer, COO） ......................................................................... 21 

D. 資產與資本管理長（Chief Asset & Capital Management Officer, CACMO） ................ 21 

E. 財務長（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FO） ........................................................................... 22 

F. 行政長（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 CAO） ................................................................. 22 

G. 向執行長彙報的其他職能部門........................................................................................ 22 

 NYCHA 的新營運模式 ............................................................................................ 22 

 鄰里模式：關鍵原則........................................................................................................ 23 

 行政區行政團隊................................................................................................................ 25 

 收租.................................................................................................................................... 26 

 維護作業——工作訂單改革 ............................................................................................ 29 

 彈性工作制（Alternative Work Schedules, AWS） ......................................................... 30 

 物業經理和物業預算編列................................................................................................ 32 



2020 年 11 月 16 日──僅供討論，不可分發 

3 
 

 替代管理方案.................................................................................................................... 34 

 勞資談判............................................................................................................................ 35 

 公共住房租賃管理............................................................................................................ 35 

 技術服務團隊.................................................................................................................... 38 

 營運分析與合約管理（Operational Analysis & Contract Management, OACM） ..... 39 

 健康家居 ........................................................................................................................ 40 

 電梯保養與維修 ............................................................................................................ 40 

 供暖管理服務 ................................................................................................................ 40 

 緊急情況服務 ................................................................................................................ 41 

 廢物管理與害蟲防治 .................................................................................................... 41 

 品質保證............................................................................................................................ 43 

[標註方塊]：服務的文化 ........................................................................................................ 43 

[標註方塊]：打破各自為政的局面 ........................................................................................ 44 

 中央辦公室重組..................................................................................................... 45 

 人力資源............................................................................................................................ 45 

 策略 A.1：實施人力資本管理（Human Capital Management）系統 ....................... 46 

 策略 A.2：透過提高員工敬業度和認可度來賦予工作人員能力 .............................. 46 

 學習與發展........................................................................................................................ 47 

 策略 B.1：啟動學習管理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 ................... 48 

 策略 B.2：將訓練與鄰里模式相結合 .......................................................................... 48 

 供應鏈管理........................................................................................................................ 49 

 策略 C.1：創建採購長（Chief Procurement Office）................................................. 49 

 策略 C.2：重新設計採購和供應商管理流程 .............................................................. 49 

 財政.................................................................................................................................... 50 

 策略 D.1：實施物業預算編列 ..................................................................................... 50 

 合規部與環境健康和安全部（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EH&S） ................... 51 

 策略 E.1：定期報告系統層面面臨的挑戰 .................................................................. 51 

 策略 E.2：進行一年兩次的全系統風險評估分析，現場監控和技術援助 .............. 52 

 策略 E.3：對建築系統進行根本原因故障分析 .......................................................... 53 



2020 年 11 月 16 日──僅供討論，不可分發 

4 
 

 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 53 

 策略 F.1：確定 IT 部的整體策略方向。 ..................................................................... 53 

 策略 F.2：縮小部門間和部門內在主要 IT 服務和業務方面的差距 ......................... 54 

 策略 F.3：制訂網路安全計畫，改善測試職能 .......................................................... 54 

 策略 F.4：針對 IT 服務管理（IT Service Management, ITSM）流程進行標準化 ..... 55 

 社區參與和夥伴關係........................................................................................................ 55 

 策略 G.2：加強與社區夥伴的合作 ............................................................................. 56 

 策略 G.3：與住戶合作以改善生活品質 ..................................................................... 57 

[標註方塊]：多樣性、包容性和公平性 ................................................................................ 57 

[標註方塊]：公共住房基金 .................................................................................................... 58 

 機會均等............................................................................................................................ 59 

 對外事務............................................................................................................................ 59 

 策略與創新........................................................................................................................ 59 

 策略 J.1：建立資料治理 ............................................................................................... 60 

 策略 J.2：投資新技術 ................................................................................................... 61 

 策略 J.3：賦予 NYCHA-Stat 權力，要求作出營運決策 .............................................. 61 

 法律部（Law Department） ............................................................................................ 62 

 策略 K.1：減輕物業一級工作人員過重的負擔，在社區一級實施統一的

業務流程........................................................................................................................ 62 

 策略 K.2：為每個案件設計前置干預措施 .................................................................. 63 

 住房組合規劃......................................................................................................... 63 

A. 基本建設專案.................................................................................................................... 63 

1. 策略 A.1：進行持續的內部重組和能力建設。 .......................................................... 64 

 策略 A.2：實施資料驅動和策略資本規劃 .................................................................. 65 

 策略 A.3：繼續採用綜合計畫管理資訊軟體系統 ...................................................... 66 

 策略 A.4：向 HUD 申請公用事業減免，以獲取節省的費用 .................................... 67 

 策略 A.5：實施其他基本建設專案管理改進措施 ...................................................... 68 

B. 房地產開發........................................................................................................................ 69 



2020 年 11 月 16 日──僅供討論，不可分發 

5 
 

C. 變革藍圖和公共住房保護信託基金................................................................................ 71 

D. 房屋租賃............................................................................................................................ 72 

 策略 D.1：實施 PACT 授權途徑試行專案 ................................................................... 73 

 策略 D.2：準備增加憑證和工作量 ............................................................................. 74 

 就業與復甦策略..................................................................................................... 74 

 變革管理計畫......................................................................................................... 76 

 瞭解變革準備和目前狀態................................................................................................ 76 

 根據未來狀態調整............................................................................................................ 78 

 執行變革............................................................................................................................ 79 

 加強變革............................................................................................................................ 80 

 實施計畫................................................................................................................. 80 

附錄 A——NYCHA 組織結構圖 .................................................................................................... 83 

附錄 B——詳細顧問建議 ............................................................................................................ 83 

附錄 C——NYCHA 人口統計資訊 ................................................................................................ 83 

附錄 D——詳細實施圖 ................................................................................................................ 83 

附錄 E——KPMG 建議交叉比對 ................................................................................................. 83 

附錄 F——住戶調查結果............................................................................................................. 83 

附錄 G——社區住房組合 ............................................................................................................ 83 

附錄 H——全市總裁理事會信函 ................................................................................................ 83 

附錄 I——擬議理事會委員會章程 ............................................................................................. 83 

 

  



2020 年 11 月 16 日──僅供討論，不可分發 

6 
 

執行摘要 

紐約市房屋局（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NYCHA）的變革藍圖轉型計畫是住戶、員

工和利益相關者針對如何重組和改革本機構多次參與互動和幾百次對話之後的累積結果。 

轉型計畫是對 NYCHA 的治理和領導結構、物業管理體系以及中央支援職能進行重大且永

續變革的願景。本計畫包括一系列策略，將使本機構邁向更光明的未來，但這只是一段漫

長旅程的開始。隨著我們完成本計畫，將目標轉向在資源緊缺的環境中實施這些結構和流

程變革的艱巨任務。我們將在制訂實施計畫時，評估每一種可能變革的成本效益，並開始

做些困難的選擇，這將決定本機構將在未來幾年如何發展。 

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與紐約

市為了回應 2019 年 1 月的和解協議（HUD 協議）而制訂本轉型計畫，是 NYCHA 徹底且全

面的變革藍圖倡議三個主要成分的其中一個。變革藍圖也包括穩定策略，將籌集資本，

使 NYCHA 的房產完全符合 HUD 協議的標準並強化我們的社區；就業與復甦策略，促進健

康和安全的生活條件，增加住戶的經濟和教育機會。   

在 2020 年 3 月，各種計畫相關活動正方興未艾，但由於 COVID-19 疫情開始延燒，所有現

場會議被迫叫停。NYCHA 的當務之急是迅速有效地因應疫情，包括消滅病毒、檢視弱勢

住戶的福祉、食物供給以及改變我們對維修工作訂單的回應方式，以限制可能的病毒傳播

途徑。NYCHA 在這些工作當中學會靈活地改變我們的工作方式，並創造性地思考哪些服

務是不可或缺的，以及我們如何提供這些服務。  

NYCHA 迅速回應的其中一個重要例子是修訂租金困難協定，這是為了解決突然喪失收入

而制定的一項政策。在 COVID-19 之前，政策依賴於臨時重新認證流程，這對住戶來說十

分耗時，並且往往需要物業管理處住房助理親自予以協助。   公共住房租賃管理部（Public 

Housing Tenancy Administration）和房屋租賃部（Leased Housing Department）重新設計針

對客戶的自助服務入口流程，結合資訊科技以精簡所需的資訊，與客戶聯絡中心

（Customer Contact Center, CCC）合作建立一套程式碼，允許住戶透過電話要求調整租金。

NYCHA 從 2020 年 4 月到 2020 年 7 月一共處理了 13,258 件租金困難申請案件。這比 2019 

年同期的申請數量增加將近 450%。   

COVID-19 的經驗告訴我們，NYCHA 是可以改變我們的經營方式的。正如在 2012 年超級颶

風桑迪為 NYCHA 的核心業務職能帶來氣候彈性一樣，我們必須從 COVID-19 對住戶和員工

的影響中吸取教訓，以指導永續經營。 

我們需要設計與實施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以回應我們住戶的迫切需求，並滿足 HUD 協

議的明確義務。為了達成這些目標，NYCHA 已經確定支撐轉型計畫的五項指導原則：  

1. NYCHA 將在整個住房組合中實施新的政策和程序來改變其經營方式。例如，

NYCHA 必須依照聯邦法規展開工作，遵守鉛安全工作規範，正確檢驗和整治黴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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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並採用符合害蟲綜合管理方案（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一致的有效害

蟲防治方法。  

2. NYCHA 必須具備靈活性，能迅速回應物業的情況。例如，NYCHA 必須快速回應供

暖和電梯故障問題，有效地安排工作順序，以解決出現黴菌的根本原因，並防止住

宅單元內再次發生害蟲滋生的現象。  

3. NYCHA 將自我監控，以確保服務的品質。例如，NYCHA 的三個新部門——品質保證

部（Quality Assurance）、環境健康和安全部（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以

及合規部（Compliance）——必須審查住戶投訴，並部署專家和勘驗員，以確保住

宅區中的工作人員正確地展開工作，並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4. NYCHA 將按時建立和交付大型專案。例如，NYCHA 必須起草並實施特定職能的行

動計畫，並交付 HUD 協議明確規定的大型專案。這些專案對於整治系統性建築問

題和改善住宅區的生活條件十分重要。其中包括建立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以酌情改善

實物條件和社會服務。 

5. NYCHA 將建立明確的管理結構，以便根據明確的目標衡量個人工作。例如，

NYCHA 需要讓物業經理和維修人員對一套住戶可以信賴的明確定義的指標負責，

如 (1) 在數小時內解決供暖和電梯故障問題，(2) 根據投訴情況，在一到兩週內整治

黴菌狀況，(3) 每年進行含鉛塗料目視評估、臨時控制措施和公寓檢查。NYCHA 必

須重組各個部門，並實施一系列流程改革，以解決目前影響服務的瓶頸問題。 

在與利益相關者針對常見的痛點和關切領域進行討論之後，NYCHA 根據指導原則確定六

項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推動轉型計畫的制訂流程，並將繼續推動計畫的切實實施：(1) 

創造服務文化，(2) 打破藩籬，(3) 賦予員工權力，(4) 加強與住戶的夥伴關係，(5) 利用資

料推動決策，以及 (6) 成為企業和政府利益相關者更好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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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總結三組主要的組織性變革： 

 變更 NYCHA 的治理和行政領導結構 

 變更 NYCHA 物業管理和維護作業 

 變更中央辦公室職能如何支持物業營運  

轉型計畫也包括許多業務流程改進，這些改進集中在住戶和員工確立的服務交付痛點上，

例如年度審查流程和彈性工作制計畫，以及 NYCHA 如何透過科技和供應鏈管理提高生產

力、改善住戶夥伴關係、擴展住戶經濟機會、透過學習和發展賦予員工權力等方面的新構

想。下表說明本計畫稍後概述的某些業務流程改進策略，以及對住戶的預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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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行動 對住戶的影響 

彈性工作制 評估現有方案並確定新的資

源分配 

 

在一整週內改善建築物和地

面的清潔情況。能在下班時

間和週末安排維修。 

 

物業預算編列 物業經理將對自己的預算有

更大的控制權 

 

可以更快地解決建築物的惡

劣條件 

 

工作訂單改革 

 

透過加強地方級的控制來改

善熟練技工的工作訂單順序 

 

更快完成工作訂單，更透明

的工作訂單流程 

 

年度重新認證 

 

精簡住房助理的工作量及審

查流程 

 

為住戶和第 8 節方案的參與

者提供透明的租金計算，加

強電子入口網站的可用性 

 

 

儘管需要本計畫提議的變革才能修復組織和我們展開業務的方式，但僅憑組織和流程變革

無法解決 NYCHA 遺留下來的所有挑戰，即要有意義地改善實物條件並為本機構取得永續

的成功定位，我們必須將大量資金投入 NYCHA 的住房組合。因此，NYCHA 設想，組織變

革將與穩定策略中描述的重大資本投資同時發生，此策略制訂 NYCHA 的第一套涵蓋整個

住房組合的資本投資計畫，並建立在 NYCHA 2.0、PACT 和其他先前措施的基礎上。  

同樣地，穩定策略以及正在進行的 NYCHA 2.0 工作將為我們的住宅區改建專案吸引數十億

美元的投資。因此，就業與復甦策略為擴展住戶就業和經濟機會提供路線圖。  

  



2020 年 11 月 16 日──僅供討論，不可分發 

10 
 

[標註方塊] 參與方法 

儘管本轉型計畫是由 NYCHA 的領導階層組織並與監測團隊合作，但這些價值觀和構想卻

來自於我們的住戶、工作人員和其他深切關心 NYCHA 未來的倡導者。它代表著與工作人

員、住戶和利益相關者的多次互動和幾百次對話的累積結果。2020 年 3 月中旬，本計畫

的各種活動正方興未艾，但由於 COVID-19 疫情爆發，所有現場活動被迫叫停。   

我們在疫情開始之初暫停了某些活動，利用這段時間回顧我們聽到的意見，並將這些想法

提煉成本轉型計畫中所含的關鍵價值觀和目標。 

我們也對數千名 NYCHA 住戶做了調查，並收到 6,191 份回覆，其中表達對 NYCHA、住宅區

和公寓的看法。還有人詢問關於房屋局計畫重新開始公寓維修工作的問題。我們收到數千

個關於住戶所面臨的困難的評論，並且利用調查結果為每個住宅區、社區、行政區和機構

制定一套基線方案。分析結果如下： 

• 57% 的 NYCHA 住戶會驕傲地把他們的住宅區稱為家 

• 51% 的人覺得他們的住宅區很安全 

• 44% 的人會建議親朋住在同一棟大樓裡。 

調查結果顯示出 NYCHA 眼前的艱鉅任務。本計畫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設計的，我們打

算繼續進行年度調查，根據住宅區、鄰里和行政區的相同指標來衡量進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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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CHA 的歷史背景 

A. NYCHA 和紐約市  

紐約市是美國房價第二高的住房市場，供求之間無法配合導致許多紐約市住戶買不起穩定

的住房。1 供應差距不成比例地給收入較低的紐約人帶來負擔，這座城市長久下來一直艱

難地試著為這些人服務。 

自紐約市房屋局成立 85 年以來，為本市住房市場貢獻將近 20 萬套平價住房，至今仍擁有

超過 17 萬套住房的所有權。NYCHA 透過公共住房和第 8 節住房補助券方案（Housing 

Choice Voucher）為將近 60 萬人提供住房，比亞特蘭大、邁阿密或紐奧良的人口還要多。  

雖然紐約市房屋局成立於 1934 年，但它的起源要追溯到 19 世紀，當時房屋局試圖監管一

個無法或不願為低收入紐約人服務的房地產市場。紐約州第一次嘗試監管住房狀況是在 

1867 年通過的《廉租住房法案》（Tenement House Act），規定每個單元都必須設有逃生

通道，並且每個房間都要有一扇窗，不過它卻沒有明確規定窗戶必須朝外。隨後的 1879 

年法案糾正了這種疏忽，導致下東區和部分 SoHo 商業區的街道上仍然林立著只有 25 英尺

寬的啞鈴（或稱「舊法」）廉租房。1901 年的法案規定在所有新建築中增設垃圾場、照

明和消防安全措施。2 

《廉租住房法案》規定了建築物標準，雖然有效地改善了住房條件，但卻沒有解決城市所

面臨的迫在眉睫的威脅——缺乏平價住房。到了 1930 年代，城市的住房倡導者尋求對供

給方施加新的干預，探索政府融資或擔保來建造新的住房單元。3 

NYCHA 首任理事長 Langdon Post 宣稱：「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紐約市所謂的住房改革——

作為住房問題的解決方案——最後證實因監管不力而失敗。」4 Post 和他的同事相信「只

有廣泛的政府補貼住房計畫才能充分解決這個問題。」NYCHA 的早期領導人知道，本市

迫切地需要更多住房單元來滿足日益成長的需求，如果沒有可替代的住房來安置這些流離

失所的人們，就不可能對剝削的房東實施現行的廉租法。 

1930 年代初，聯邦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RFC）和公共工程管

理局（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PWA）在紐約建設了三個限制股息的住宅區專案，包括

下東區的 Knickerbocker 村，但是這項方案建立在吸引私人開發商的基礎上，因此無法大

規模展開。 5 在沒有私人市場解決方案的情況下，紐約市和州政府轉而採用以前在美國只

                                                      
1 2017 NYCHVS 
2 紐約市房屋局，住房條例的失敗 (1936)，第 5-11 頁。 
3 參見 Louis H. Pink，住房新的一天 (1928)；紐約市房屋局，即將實現的目標 (1937)；Charles Yale Harrison，

什麼決定補貼價值！(1937)。 
4 住房條例的失敗，第 3，19 頁 
5 參見 Emily Rosenbaum 和 Samantha Friedman，住房劃分：幾代移民如何在紐約住房市場上取得成功 

(2007)，第 98-100 頁；Richard Plunz，紐約市的住房史：美國都市的居住型態與社會變遷 (1990)，第 207-

2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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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過一次的構想，就是政府所有和經營的民用住房。於 1934 年成立的紐約市房屋局，

正是所有紐約人都應該擁有一個安全舒適的居住環境的一個強有力的聲明。6 

NYCHA 的住宅組合是由紐約市、州和聯邦資金所建，有 10 萬多套聯邦住房單元、5.4 萬多

套州住房單元以及 3.5 萬多套市住房單元。紐約市和州的住宅區獲得他們最初的資金來源

支持，直到其中一些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被納入聯邦計畫7。最後一波聯邦化浪潮在 2010 

年，當時有 21 個住宅區被納入聯邦資助平台。  

大多數建築施工都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 1949 年的《住房法案》（Housing Act）

提供資金，一直持續到 1954 年的《住房法案》和 1960 年代末的「城市重建」計畫。從 

1950 年到 1970 年間，房屋局每年建造 6,000 多套住房單元，以任何時代的標準來看，這

都是非常驚人的速度。 8 

NYCHA 的住宅區開發專案（以及聯邦公共住房計畫）最初的設計目標是自給自足，所有

的營運和資本支出都由住戶租金支付。到了 1960 年代初，當許多第一批住宅區達到第一

個 20 年的資本循環週期時，顯然租金已不足以資助持續營運，更不用說資本財維修費了。

1969 年《住房和城市住宅區法案》（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Act）將租金限制在

家庭收入的 25%，並且首次引入聯邦營運補助。9  

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隨著住戶人口結構繼續發生變化，新的公共住房建設逐漸停止，

並大幅削減補助金額。10 房屋局以修復的褐砂石建築及其他統包收購的形式繼續增建新的

住宅區。在計畫實施了 40 年之後，許多住宅區即將錯過他們的第二個資本結構調整週期，

開始長期下降到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嚴重資本赤字。  

在 1990 年代，NYCHA 被認為是公共住房領域為數不多的成功案例之一，HUD 轉向旨在幫

助處境更為艱難的其他住房管理機構的專案。雖然其他城市獲得大量 HOPE VI 重建住宅區

的撥款，NYCHA 往往無法符合重建住宅區的可負擔性要求，因此獲得的經費不多。當 

HUD 轉而為 Moving-to-Work 這類示範性方案提供監管靈活性時，NYCHA 並沒有好好地利

用。到了租賃援助示範（Rental Assistance Demonstration, RAD）計畫在 2013 年開始時，

NYCHA 的資本赤字急劇增加，組織為了應付日益積壓的維護工作而焦頭爛額。 

紐約市如今擁有 350 萬套住宅單元，其中包括 220 萬套出租單元。120 萬套出租單元受到

一定程度的房價管制，其中包括 988,000 套租金穩定或租金管制單元。NYCHA 擁有並營運 

                                                      
6 參見即將實現的目標，第 5 頁。 
7 這些住宅區與於 21 個「聯邦化」住宅區分離，後者在 2010 年作為稅收抵免交易的一部分被納入聯邦計

畫。 
8 有 6 個住宅區在 1960 年代末作為合作公寓出售。房屋局也為二戰後的退伍軍人建了 11 個 Quonset 棚屋臨

時住宅區。在 1950 至 1970 年間，房屋局一共建了超過 120,000 套住宅單元。 
9 1969 年《美國住房和城市住宅區法案》，1969 年 12 月 24 日。《公法》91-152。 
10 1950 年，75% 的 NYCHA 家庭是白人；到了 1990 年，這個比例降為 1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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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425 套住宅單元，佔所有房價管制單元的 14%，所有出租單元的 8%，以及所有居住單

元的 5%。11   

然而，紐約市的住房存量與住戶的收入不成正比。有將近三分之一的紐約家庭用超過 50% 

的家庭收入付房租。12 紐約出租公寓中，只有 14% 的租金低於 800 美元，只有 7% 低於 

500 美元。NYCHA 住宅組合的平均租金為 525 美元。在 2017 年住房空置調查中發現的 

79190 套可用出租單元中，只有 3532 套——4% 的出租單元的租金低於每月 800 美元。

NYCHA 的創立就是為了直接解決這個問題——為市場能夠或無法服務的人提供住房。在紐

約，只有 30 萬套租金低於 800 美元——其中 133,000 套住房都屬於 NYCHA 所有。13 NYCHA 

的候補名單（175,000 個家庭申請公共住房，130,000 個家庭申請第 8 節住房補助方案）顯

示了城市對這些住房的迫切需求。14   

在成立之初，房屋局的目的是為家庭提供臨時住房，前提是這些家庭的向上流動性最終會

使他們進入私人市場購買住房。儘管房屋局從未意識到這種向上流動的願景，但它確實促

成了一些改變：在這個日益難以進入和不穩定的市場中，85 年來，房屋局一直是維護住

房可負擔性和穩定性的堅定燈塔。 

沒有 NYCHA 的紐約將是一個更加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城市——保護這些房屋對城市的未來

至關重要。 

B. 目前挑戰  

NYCHA 無疑正處於歷史的轉捩點。2019 年 1 月，NYCHA 與 HUD 和紐約市簽署了和解協議。

在簽署 HUD 協議後，美國紐約南區地方法院（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SDNY）檢察官

辦公室和 HUD 部於 2018 年 6 月撤回了一份提交給聯邦法院的訴狀，該訴狀附在一份擬議

的同意法令之後。也根據 HUD 協議於 2019 年 2 月任命一名獨立監測員（簡稱「監測

員」）。   

要實現轉型，NYCHA 必須正視它近年的錯誤行為。美國紐約南區地方法院的調查發現，

NYCHA 沒有按照 HUD 法規的要求提供「體面、安全和衛生的住房」，在聯邦檢查方面時

採取欺騙行為，並在沒有遵守含鉛塗料法規後虛假地證明其符合規定。   

HUD 協議已經並將繼續對 NYCHA 產生深遠的影響。例如，HUD 協議要求紐約市在十年內

對基本建設專案進行歷史性的 22 億美元的投資。NYCHA 也必須在六個關鍵合規領域或

「支柱」中實現一套雄心勃勃的績效指標——(1) 含鉛塗料、(2) 黴菌、(3) 害蟲和廢物管理、

(4) 電梯、(5) 供暖和 (6) 檢查。 

                                                      
11 NYCHA 也透過第 8 節住房補助券方案為 83,225 個家庭提供住房補貼。 
12 2017 紐約市住房空置率調查（NYCHVS），https://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nychvs.html。  
13 2017 NYCHVS 
14 https://www1.nyc.gov/assets/nycha/downloads/pdf/NYCHA-Fact-Sheet_2020_Final.pdf 

https://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nychv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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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D 協議也要求 NYCHA 對其組織結構進行更改，包括建立三個新部門並提交組織計畫。

這三個新部門是合規部、環境健康和安全部和品質保證部。這三個部門為 NYCHA 建立了

一個新的問責結構，並且已經運作了一年多。他們已經發揮了關鍵作用，通過在個別物業、

個別設備或系統內建立明確的程序和監督，幫助推動了整個機構各個層面的營運改進。  

單獨執行其中一個需求將是一個艱巨的挑戰。在全球疫情期間，NYCHA 與監測員以及我

們在  HUD 和美國紐約南區地方法院的同事們正在同時承擔這些任務。這就是為什麼 

NYCHA 認為 HUD 協議和歷史上的這個時刻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HUD 協議要求「監測員和 NYCHA 應共同制訂一份『組織計畫』，闡明對 NYCHA 的管理、

組織和工作人力結構（包括工作規則）以及必要或適當的整體政策的變更，以實現 

NYCHA 在本協議項下的義務的持續遵守」。   

2019 年 9 月，NYCHA 成立了策略與創新辦公室（Office of Strategy & Innovation），以協調

與監測團隊的所有工作，包括開始與監測員合作制訂組織計畫。本轉型計畫代表 NYCHA 

組織必須如何改變的協作願景。它提出對 NYCHA 管理和組織結構的一系列改變，並為改

變廣泛的政策和實踐制定其他策略。 

 
透過組織變革和業務流程變革來實現這個願景將是一項持續不斷的工作。我們認識到，此

次轉型計畫是正在進行中的 NYCHA 轉型流程的開始，我們的成功將通過我們能否以及何

時成功地實現這些變更來衡量。  
 

如上所述，HUD 協議中的績效指標集中在六個主要支柱領域。NYCHA 之所以未能在這些

領域達到基本績效水準，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住房組合的資本化程度歷來不足，加上營運模

式在提供所需服務方面存在偏差。因此，NYCHA 目前面臨的挑戰可以總結為三個主要領

域： 

• 營運失調和破碎的組織文化——就其構建而言，組織在管理 300 個住宅區或實

現大規模長期資本計畫的日常需求方面裝備不足。 

• 實物資產不斷惡化——需要 400 億美元的資本，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聯邦、

城市或州的注資。 

• 前所未有的健康和經濟挑戰——已經面臨就業不足和健康差距的住戶，現在又

面臨疫情和經濟衰退的威脅，這增加了 NYCHA 應對這兩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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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CHA 的變革藍圖用有針對性的策略應對了每個主要挑戰：  

• 本轉型計畫描述了 NYCHA 將如何加強其治理和領導結構，對組織進行投資以重新

定位物業的營運方向，改善住戶服務，並專注於實現 HUD 協議的合規目標和績效

指標。  

  

• 穩定策略創造了 NYCHA 有史以來第一個住房組合範圍的資本投資計畫。它建立在 

NYCHA 2.0 的基礎上，NYCHA 2.0 是一項計畫，旨在通過 PACT 計畫、新建設和轉讓

空氣權來解決超過 6.2 萬套公寓的全面維修問題。 

 

• 如果成功，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將流向 NYCHA 的物業。就業與復甦策略描述了這些

投資將如何有助於為住戶創造和擴大就業機會，促進紐約市的健康和經濟復甦。  

  
 HUD 協議義務  

HUD 協議，以及催生此協議出臺的過往歷史，為本轉型計畫奠定了基礎。我們需要設計

和實施一個組織結構，為 HUD 協議中所述的明確義務的完成提供支援，我們也需要以極

大的緊迫感承擔這項任務。根據 HUD 協議的義務，本計畫確定並嵌入了五項關鍵組織原

則：  

1. NYCHA 將在整個住房組合中實施新的政策和程序來改變其經營方式。例如，

NYCHA 必須按照聯邦規章制度展開工作，遵守鉛安全工作慣例，適當檢查和整治



2020 年 11 月 16 日──僅供討論，不可分發 

17 
 

黴菌狀況，並採用與害蟲綜合管理方案（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一致的有效

害蟲防治方法。  

2. NYCHA 必須具備靈活性，能迅速回應物業的情況。例如，NYCHA 必須快速回應供

暖和電梯故障問題，有效地安排工作順序，以解決出現黴菌的根本原因，並防止住

宅單元內再次發生害蟲滋生的現象。  

3. NYCHA 將自我監控，以確保服務的品質。例如，NYCHA 的三個新部門——品質保證

部（Quality Assurance）、環境健康和安全部（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以

及合規部（Compliance）——必須審查住戶投訴，並部署專家和勘驗員，以確保住

宅區中的工作人員正確地展開工作，並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4. NYCHA 將按時建立和交付大型專案。例如，NYCHA 必須起草並實施特定職能的行

動計畫，並交付 HUD 協議明確規定的大型專案。這些專案對於整治系統性建築問

題和改善住宅區的生活條件十分重要。其中包括建立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以酌情改善

實物條件和社會服務。 

5. NYCHA 將建立明確的管理結構，以便根據明確的目標衡量個人工作。例如，

NYCHA 需要讓物業經理和其中央辦公室工作人員對一套住戶可以信賴的有明確定

義的指標負責，例如 (1) 幾個小時內解決的暖氣和電梯故障；(2) 根據投訴情況在一

到兩週內整治黴菌狀況；(3) 含鉛油漆目視評估，每年進行臨時控制和公寓檢查。

NYCHA 必須重組各個部門，並實施一系列流程改革，以解決目前影響服務的瓶頸

問題。 

 政策和程序 

NYCHA 的技術服務團隊經常帶頭設計業務流程的變更，以符合 HUD 協議。同時，幾乎每

個 NYCHA 部門都在幫助確保業務流程更改在實踐中取得成功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合規、

環境健康和安全以及法律部門在起草政策和程序以及提供建議以確保流程符合法律或其他

最佳實踐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社區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確保住戶參與這個流

程，並且得知將會發生什麼。資訊技術定制軟體以將業務流程中概述的步驟自動化並實施

追蹤，人力資源和學習與發展確保工作人員得到雇用和訓練，以遵守每個新的業務流程。

最後，營運部（Operations）必須實現新的業務流程。NYCHA 需要每個業務流程中涉及的

每個實體（從設計到實施）都能協同工作。  

 靈活、反應迅速的行動 

如果鍋爐或電梯發生故障，或者住戶報告有害蟲或黴菌，NYCHA 必須能迅速反應。今天，

NYCHA 努力嘗試在一天之內有效地安排工作順序或在整個行政區部署工作人員來解決問

題。這項計畫中描述的鄰里模式（Neighborhood Model）旨在確保管理者能不斷關注物業，

對任何情況做出快速反應。將熟練技工安置在社區層次可以確保員工就在附近，並且可以

作為一個團隊快速有效地將工作從一個人排序到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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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督我們自己 

今天，NYCHA 努力確保供應商和員工在一致的基礎上提供高品質的服務。從辦公室員工

到物業經理，再到鄰里主任，最後是一個行政區副總裁或營運長，設計一個明確的垂直結

構有助於確保營運中的多層問責。此外，NYCHA 的每個中央辦公室部門都必須為我們的

財產和住戶服務。這些部門既應監控工作品質，又應支援營運部實現其目標。HUD 協議

中明確列出合規部、環境健康和安全部和品質保證部來實現這個功能。此外，新成立的垃

圾及害蟲管理部（Waste and Pest Management Department）將設立一個監察科，而健康家

居部（Healthy Homes Department）也已成立相關單位以確保我們能及時有效地回應黴菌

投訴。  

 交付大型專案 

至少有兩個原因使 NYCHA 難以交付大型專案。首先，有時還不清楚誰是營運部中大型專

案交付的負責人。中央辦公室內的一個專案管理辦公室將領導整個專案組合的專案，行政

區辦事處內的行政團隊（Borough Administration Teams）將幫助在當地實施這些專案。第

二，轉型計畫的鄰里模式的一個重要原則是，NYCHA 工作人員將繼續專注於物業或社區

層面的日常營運。因此，為了交付大型專案，NYCHA 通常需要雇用供應商。更新採購流

程以迅速吸引高品質的供應商對 NYCHA 的成功至關重要。在建築方面，NYCHA 需要一個

單一的管道來反映一系列明確的優先事項，將我們的資本規劃（Capital Planning）和房地

產開發（Real Estate Development）工作結合起來，為每一棟建築制訂一項計畫。 

 明確的資料驅動指標 

HUD 協議要求 NYCHA 根據一組明確定義的資料驅動指標來追蹤自己。NYCHA 不斷收集大

量資料，無論是 X 光螢光測試（XRF）測試結果還是熱中斷報告。現在，NYCHA 必須專注

於用明確的資料治理標準來分析這些資料。一旦分析完畢，營運部必須利用這些資料來選

擇如何應對，以及在訓練、招聘、人員配置和其他投資方面的工作重點。  

資料也將被整合到新的營運模式（Operating Model）和新的治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中，以便讓 NYCHA 的每一級都對我們在不足之處所做的改進負責。顯示符合

或不符合這些指標的報告必須在每個管理管轄區上下流動。執行長和營運長將知道 

NYCHA 是否在整個住宅組合中合規。行政區副主席將知道適用的行政區是否符合規定。

每個鄰里主任（Neighborhood Director）都將知道該社區是否符合 HUD 協議的資料驅動指

標。如果有管理管轄權不能滿足明確定義的資料驅動基準，他們將需要與其他部門的同事

合作設計一個計畫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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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註方塊] NYCHA 的使命和願景 

為了使 NYCHA 應對現在和未來面臨的挑戰和機遇，關鍵的一步是將我們的所有工作建立

在能反映我們目標和抱負的使命宣言和願景聲明的基礎之上。在實施轉型計畫流程的期間，

我們讓執行團隊（Executive Team）和其他員工參與一系列討論，討論如何構建組織使命

和我們對未來狀態的集體願景。由此產生的新使命和願景聲明證實了我們對紐約市住戶和

第 8 節參與者的承諾，也證實了 NYCHA 將繼續為紐約市的社區做出重要貢獻。 

使命宣言  

NYCHA 的使命是為紐約人提供永續、包容和安全的優質住房，同時為經濟流動創造機會。 

願景聲明  

NYCHA 將在組織的各個層面（從物業工作人員到中心辦公室工作人員）重新定位，以改

變為住戶提供服務的方式。NYCHA 也將擴大其人力資本議程，包括在教育、衛生、就業

機會和社區網路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社會投資。  

 治理結構 

HUD 協議的基本條件，加上即將實現的變革藍圖的範圍和複雜性，強調需要加強本機構

的治理結構，並建立一個更加有效、負責和靈活的行政領導團隊的需要。為此，轉型計畫

建議對 NYCHA 理事會和高層領導結構進行改革。 

NYCHA 理事會由七（7）名成員組成，其中包括三（3）名住戶成員，皆由市長任命。市

長指定一名成員擔任理事長。這種結構在《紐約州公共住房法》（Public Housing Law, PHL）

第 402 節以及 NYCHA 的章程中有規定。  

根據 NYCHA 的章程，理事長還兼任 NYCHA 的執行長，並負責監督本機構的業務和事務。

如果理事長不能履行職務，副理事長將承擔理事長的職責。理事會成員的職責包括在定期

會議上對合約、決議、政策、動議、規章制度進行表決。  

紐約州公共住房法將主席定義為全職帶薪職位，這在全國的房屋局中是獨一無二的，在其

它地方理事會的職責通常只集中在政策和組織監督上。NYCHA 歷來由一名理事長和一名

總經理負責監督，不過向這兩人報告職能分配的做法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有所改變。這種

兩分的做法模糊了政策制定和執行之間的區別，也不符合明確區分理事會和工作人員角色

的需要，以及需要強有力的、負責任的領導層來全面實施變革藍圖中詳述的眾多變革。 

在轉型計畫中其它變更發生的同時，NYCHA 也將向紐約州公共住房法提出立法變更，並

向理事會提交一份決議以修訂章程，建立以下的強化治理和領導結構（目前 NYCHA 組織

結構圖請參見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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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理事長和理事會  

NYCHA 治理結構的最重大變化是將理事會理事長和執行長的角色分為兩個職位，CEO 直接

向整個理事會報告。前面提到，這種分離在行業中十分常見，將有助於強化問責制，並且

更完善區分角色和責任。通過紐約州公共住房法的變更，理事長和所有 NYCHA 理事一樣，

將成為由市長任命的兼職無薪職位。主席和理事會全體成員的職責將是制定政策並對本組

織進行監督。為了促進這種職能，NYCHA 提議設立三個新的委員會，並加強理事會內現

有的委員會。擬議的委員會章程見附錄 I，下文也作了簡要說明。   

審計和財務委員會（Audit & Finance Committee）是唯一現存的委員會。它的任務是確保良

好的財務實踐和政策，確保 NYCHA 財務報告的完整性，追蹤財務業績，與內部和外部審

計實體協調，並與 NYCHA 的財務部門密切合作。 

營運合規與資本委員會（Operations Compliance & Capital Committee）的任務是審查 NYCHA 

的持續營運和資本運作，審查 NYCHA 的營運是否符合法律法規要求，並整體追蹤營運和

基本建設專案的績效，並就長期住房組合規劃提供建議。 

住戶和社區事務委員會（Resident & Community Affairs Committee）將負責審查 NYCHA 住戶

和社區事務。該委員會將有助於培養改善我們與住戶合作關係的想法，並幫助解決住房組

合中的安全和安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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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委員會（Governance Committee）的任務是向理事會通報公司治理方面與公共部門有

關的現行最佳做法以及對 NYCHA 的適用性，並根據目前最佳做法向理事會成員訓練和發

展提出建議。我們的目標是製作與 HUD 和行業最佳實踐一致的年度理事會成員訓練。 

NYCHA 希望這些委員會在 2021 年第一季度正式成立。 

B. 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在新的架構下，執行長的職責將是執行理事會的政策方向、聘用和管理紐約市衛生局的高

級領導團隊，並為組織提供有效的領導。為支持這種方法，執行長將領導一個完整的「高

級主管」（C-suite）行政領導結構，由四名直接下屬的執行長負責監督以下所述的重要組

織職能。NYCHA 的章程將被修改以反映這種結構，同時也提供了隨時間變化的靈活性。

市長將任命執行長，但是如果在未來九年或協議期限（如果後者較短）有任何新任命，都

將需要市長、HUD 和美國紐約南區地方法院三方達成一致。 

C. 營運長（Chief Operating Officer, COO）  

營運長向執行「彙報工作，將承擔現有總經理結構的很大一部分。營運長的主要職責是監

督所有參與實施下文所述新鄰里營運模式的組織單位，包括物業管理和維護、社區參與和

合作夥伴關係、公共安全和行政區管理團隊。根據 HUD 協議的要求，品質保證部將繼續

向營運長報告，因為該部門目前向總經理報告。營運長的職能也涵蓋 NYCHA 的租賃住房

計畫，以確保所有住房單元和補貼憑證都在同一行政管理之下。  

D. 資產與資本管理長（Chief Asset & Capital Management Officer, CACMO） 

這是  NYCHA 的一個新職位，將合併現有的房地產開發部（Real Estate Development 

Department）和基本建設專案司（Capital Projects Department）。這個新的職位將更能整

合與協調本機構兩個與建築有關的團隊的現有工作。新團隊將從一系列共同的優先事項出

發，通過策略性的、資料驅動的住房組合規劃和具有成本效益的專案交付和管理，為 

NYCHA 公寓提供全面的維修服務。此團隊也將進行全面鄰里規劃，以便與 NYCHA 新的物

業管理鄰里模式（Neighborhood Model for Property Management）更加配合，強化我們的

鄰近社區和周邊社區，並確定為 NYCHA 住戶提供更好的健康、教育、娛樂和社會服務設

施的機會。此團隊將透過建築材料和施工方法的創新，整合技術以提高住戶的生活體驗，

改善建築性能和管理，從而定位 NYCHA 未來的住房組合。  

這個新的部門將與住房保護信託基金（Housing Preservation Trust）密切合作，詳情見下文

第 10 章。此信託基金的工作人員人數不多，依靠這個新的部門來規劃和監督廣泛的建設

工作。隨著更多住宅區改建為 PACT 第 8 節方案和穩定策略下的管理住宅，NYCHA 的資本

補助必將縮減。現有基本建設專案司的工作將同步轉移，重點放在較小規模的資本置換上，

並在新的住房組合規劃內工作，以確保每棟大樓都有一個計畫。這個新部門也將與物業管

理部門密切合作，以保護我們的投資，並確保專案所有權的順利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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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開發部將繼續監督  PACT/RAD 交易，同時規劃和處理住房保護信託基金。隨著 

NYCHA 從公共住房改建為第 8 節專案援助，資產管理的功能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包括執行

房地產交易的長期交割後要求和第 8 節住房補助金（Housing Assistance Payments, HAP）合

約的規定。    

E. 財務長（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FO） 

財務長負責 NYCHA 的所有預算、會計和財務規劃以及風險管理職能，並向執行長報告。

其職責包括發展和維持適當的財務政策和程序以有效管理營運資金，並就理事會決定所涉

財務問題提供合理建議。財務長也將負責監督 NYCHA 向物業預算編列的過渡，為物業經

理提供對其住宅區的更多控制權。  

F. 行政長（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 CAO） 

行政長向執行長彙報工作，監督行政職能，包括人力資源、資訊技術、總務和供應鏈管理。

行政長在執行和支持行政區管理團隊方面將發揮關鍵作用，這些團隊是 NYCHA 新鄰里模

式的基本成分。 

G. 向執行長彙報的其他職能部門  

除監督四（4）名主管外，執行長也將直接管理通訊、政府間事務、策略與創新、法律等

部門，並根據 HUD 協議的要求，管理合規以及環境健康和安全。   

 NYCHA 的新營運模式  

15 年後，NYCHA 將成為美國第一個慶祝成立一百週年的住房機構。從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到城市重建計畫到今天，NYCHA 對紐約市的實物和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每個時代都對 NYCHA 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期望──作為房東、物業經理和社會服務機構。

今天，本機構執行的一整套職能和活動遠遠超出了市長  Fiorello La Guardia 或理事長 

Langdon Post 在 1934 年的想像。為了建立一個有效和現代化的組織來應對未來的挑戰，我

們必須首先確定紐約市房屋局在 2020 年的義務、期望和責任。 

NYCHA 的規模帶來獨特的挑戰。如果布魯克林的住宅區是一個獨立的公共住房管理機構，

它將成為全國第二大住房管理機構，僅次於 NYCHA 剩餘管理地區。管理美國最大的公共

住房管理機構──也是美國最大的多戶住宅的房東和紐約市的物業管理公司──是一項艱巨的

任務，數十年的資本投資延期和長期資金不足使這項任務變得更具挑戰性。   NYCHA 需要

一個既能認識到這些挑戰，又能最大限度地促進其管理的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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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CHA 的轉型涉及到改變營運結構和我們展開業務的方式。下面總結的鄰里模式代表著

在物業和社區層面重塑組織結構的重要一步。要取得成功，它必須配合新設計的服務交付

方式並發展能支援這些變化的服務文化。   

 鄰里模式：關鍵原則 

NYCHA 的規模給該組織帶來了艱巨的挑戰，可能會迫使個別員工陷入近乎不可能的境地。

目前的組織結構可能會加劇壓力，因為它給前線工作人員帶來了不必要的壓力，而無法建

立永續的流程或為複雜問題提供系統的解決方案。15 例如，一名區域資產經理目前負責兩

個相距 22 英里的地點——白天開車至少一個小時。我們怎麼能一邊堅持「關注一處房

產」，一邊做出這種幾乎不可能做到的安排呢？由 HUD 協議產生的行動計畫也帶來了新

一波合規要求，要求工作人員在沒有相應增加資源的情況下做更多的工作。賦予 NYCHA 

工作人員權力意味著減輕這些不必要的負擔，設計一個能支援他們成功的組織，而不是懲

罰他們未能創造奇跡。 

NYCHA 的住宅區是在現有社區內建造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完全取代了現有社區。16 瞭解 

NYCHA 住宅區的周邊社區環境對於改善服務品質和加強社區聯繫至關重要。許多住宅區

都是朝內建造的，作為自給自足的社區，將住戶與周圍環境和這座城市隔絕開來。一種新

                                                      
15 轉型計畫，物業管理研討會，2020 年 2 月 19 日；KPMG，現狀觀察和成熟度評估，第 10、408、421、

457 頁。 
16 Peter Marcuse：《紐約公共住房的開端》(The Beginnings of Public Housing in New York)。《城市歷史雜
誌》(Journal of Urban History)。1986 年；12(4):35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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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物業為中心的管理模式將用來支援我們的社區，開啟對個人社區需求的新見解，並加

強 NYCHA 住宅區與其周邊社區之間的聯繫。 

這種模式最終將支援並影響本機構的每一個部門。隨著住宅區被選擇改建為 PACT 或住房

保護信託基金，我們將考慮對社區的影響，以確保我們正在建立一個更高效、更易於管理

的遺留住房組合。 

展望未來，NYCHA 將在四個地理（行政區）下組織物業管理──曼哈頓、布朗士區、布魯

克林和皇后區/斯塔滕島。每個團隊將由一名行政區副主席領導，並將監督和支援位於其

各自地理區域內的所有 NYCHA 住宅區，包括混合金融（Mixed Finance）和 NGO1 住宅區，

這些專案目前為有別於住房組合其他部分的功能住宅區。    

這四個行政區組織中的每一個都將被劃分成社區組群──按照社區組群來劃分住房組合符

合普遍的大規模物業管理做法，並將取代 NYCHA 目前分散且混亂的地區結構。例如，在

現有制度下，一名區域資產經理（Regional Asset Manager, RAM）負責監管下東城區的 

Rutgers Houses、斯塔滕島的 Stapleton Houses 和 Canarsie 的 Bay View Houses。另一名負責

監管南布朗士區的 Jackson Houses，以及 Westchester 縣線附近的 Edenwald Houses 和 

Boston Secor。在沒有額外的、不必要的地理挑戰的情況下，這些角色已經夠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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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地理行政區將支援和促進在社區層面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我們將建立 30 個社區組合，

每個社區組合由 4,000 至 8,000 套住宅組成，由一名鄰里主任領導，賦予其更多決策權和

對有效提供服務所需資源的控制權，確保個人物業層面的合規。   新組

成的住房組合比目前的 RAM 住房組合要緊湊得多，也更符合當下背

景。例如，Brownsville 的鄰里主任將監督布魯克林 Rockaway Avenue 和 

Van Sinderen Avenue 之間的九個住宅區。Alphabet City-LES 的鄰里主任

將監督 FDR 附近的三個大型住宅區，以及 B 大道和 C 大道兩旁的五個較

小的住宅區。 

針對紐約市的社區劃分 NYCHA 的住房組合，將有助於鄰里主任瞭解他

們各自社區和住宅區的獨特需求和挑戰。NYCHA 需要更多的監督者來

「關注住宅樓」，他們的住房組合的地點相對較近，這將使每位主任

可以在每個住宅區上花費的時間比目前 RAM 結構要多得多。 

鄰里主任將在轉型計畫中發揮關鍵作用，是 NYCHA 新的管理和服務交

付方式的核心。他們必須成為社區住房組合的管家，沉浸在住戶的日

常節奏中，充分瞭解他們的需求和挑戰。他們必須深入瞭解自己的地

盤，形成對自己住宅區重點要務的看法，並在適當的時候將這些重點

要務傳達給行政區和中央辦公室。 

該社區將成為與中心辦公室互動的主要節點──每個社區都將得到以前中央辦公室職員

（包括人力資源部、供應管理和財務部）的支援，最終目標是提供快速、回應的服務，以

支援物業級別的營運。  

作為這種模式的一部分，我們也將評估每個「合併後」的住宅區──那些沒有現場物業管理

辦公室、由另一個地點的工作人員管理的專案。大多數合併後的物業都是規模較小、往往

分散的住宅區，不過也包括一些較大的住宅區。在分散覆蓋的情況下，這些住宅區並不總

能獲得對他們的具體需求和挑戰給予足夠的關注。一旦鄰里模式正式展開運作，所有合併

的住宅區都將在必要時進行評估，以確定是否有可能進行重新配置或新建物業管理辦公室。

我們將優先考慮距離其目前管理辦公室半英里或更遠的較大地點，這些地點的工作負荷可

以承載全部或部分工作人員。 

 行政區行政團隊 

四個地理區域組織中的每一個都將由一個代表基本中央辦公室支持職能（人力資源、資訊

技術、採購和財務等）的工作人員團隊提供支援。這是一個新的結構，旨在打破物業工作

人員和中央辦公室工作人員之間存在的各自為政的局面，使必要的服務交付支援職能更接

近物業層面，並針對住宅區工作人員經常抱怨他們正在等待「市中心」答覆做出回應。   

行政區行政主任直接向行政區副主席彙報，負責組織所有中央辦公室的支援職能，以改善

對社區和物業層面的服務。雖然各部門的工作人員將被安排在每個行政區辦事處內，但他

們將繼續向各自的中央辦事處主任彙報工作。這將有助於確保在所有行政區一致地實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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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例如，將會指派一名人力資源專員到布魯克林行政區辦公室，負責提供有關職位空缺、

招聘、入職和其他人事行動的資訊和行動。鑒於行政部門名單在全市和整個機構的使用，

這位專員與其他行政區以及中央辦公室 HR 部門進行協調將是很重要的。  

設在行政區的協調員將透過他們的職能部門向他們在中央辦公室的主任彙報工作。這將有

利於更好的發展和職業道路，更加規範的評價，激勵職能部門更加注重經營成果。我們將

使用績效管理工具，確保每一支社區團隊的表現達到既定標準。  

 收租 

NYCHA 和許多房東一樣，由於 COVID-19 疫情，面臨著租金收入的巨大損失。2020 年 1 月

至 9 月期間收取的租戶租金總額僅為 7.51 億美元，而 2019 年 1 月至 9 月的租金總額為 

8.04 億美元。由於疫情，NYCHA 的累計租金收入下降了 4%。州長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發

佈 202.8 號行政命令，宣佈 90 天內不得強制執行任何驅逐住宅或商業租戶的行動。紐約

法院將這條禁令延長至 10 月 1 日。國會在三月份通過《冠狀病毒援助、救濟、經濟保障

法案》（CARES），禁止在 2020 年 8 月 24 日之前因未支付租金而驅逐租戶。所有三項驅

逐禁令現在都已到期。此外，紐約立法機構在六月份通過《租戶安全港法案》（Tenant 

Safe Harbor Act），禁止在 COVID-19 緊急事件期間驅逐因經濟困難而未支付租金的租戶。

這條禁令將無限期持續，只有在所有與 COVID-19 有關的商業和集會限制到期後才會失效。

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最近也發佈了指導

意見，禁止因未支付租金而驅逐收入大幅損失的租戶。疾控中心的禁令將於 2021 年 1 月 

1 日到期。   NYCHA 將繼續審查所有有關驅逐的法律、法規和行政命令，但我們預計租金

收入的大幅下降將持續到 2021 年。 

然而，在 COVID-19 之前，拖欠房租的家庭數量多年來已經在增加。拖欠租金的家庭被定

義為欠款大於零的家庭。從 2019 年 9 月到 2020 年 9 月，拖欠租金的家庭數量增加了 20%

（7,342 戶），從 2019 年 9 月的 36,663 戶增加到 2020 年 9 月的 44,005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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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拖欠租金家庭總數 

 

累計收租率追蹤 NYCHA 應該收取的金額與實際現金收入，這是 HUD 衡量我們表現的方式。

NYCHA 過去的資料在滾動的基礎上遠遠高於 90%。然而，從 2019 年 8 月開始，NYCHA 的 

12 個月收租率降到 90% 以下，而且一直在逐月下降。2020 年 2 月累計收租率為 88%，到 

2020 年 9 月已降到 84%。收租確實遵循季節性趨勢；然而，去年同期（2019 年 9 月），

累計收租率為 89%。NYCHA 預計，到年底，租金收入將損失 6,700 萬美元。 

以下是截至 2020 年 1 月的報告，顯示了前一年的滾動 12 個月平均值和當下 2020 年 9 月

的報告。 

累計收租率（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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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收租率（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 

 

 

NYCHA 至少在 15 年前或更久以前就不再在管理辦公室收取款項，而是搬到一個中央地點

（銀行）郵寄租金。這種變化的一個主要考慮因素是住戶和工作人員的安全問題，以及如

何將租金儲存在辦公室中。NYCHA 現在為住戶提供八種不同的房租支付方式：  

 

NYCHA 認為，現有的收租方式已經綽綽有餘。如果住戶不付房租，不是因為沒有選擇，

而是因為缺乏經濟來源或其他問題。為了解決拖欠問題，NYCHA 一直在探索各種應對措

施，包括組織一個長期拖欠租金問題工作小組（Chronic Rent Delinquency Working Group）。

PHTA 正在研究一項關於解決/收取因 COVID-19 積累的租金欠款的提案，該提案加強和改

進了我們目前的還款協議政策，將家庭按收入水準分類（以幫助確定優先順序和確定最佳

方法），並探索修改其他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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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作業——工作訂單改革 

熟練技工在 NYCHA 住宅區的營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工作人員處理一系列直

接影響住戶生活品質的任務，例如處理管道和電力緊急情況，回應數千種不同的建築和公

寓服務需求，以及執行許多其他關鍵工作項目。因此，在建築物日益破損/老化和工作規

則複雜的情況下，改進制度以確保有效和高效地部署與追蹤熟練技工，是轉型計畫的一個

關鍵要素。  

在實施轉型計畫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從住戶和工作人員那裡聽說，將熟練技工搬到離物業

更近的地方，將大大提高 NYCHA 高效提供維護服務的能力。這種轉變將使 NYCHA 更接近

它在 1990 年代初至中期所採行的結構。在過去 20 年間，預算限制和成本削減壓力導致該

機構削減了將近 3,000 名員工──包括許多熟練技工──迫使本機構轉向更集中的模式。隨著

我們回歸分散管理的模式，我們將需要額外的工作人員來覆蓋範圍。 

為了支援鄰里模式，我們正在皇后區西部社區開始一項試行計畫，以測試一種指派和部

署熟練技工工作的新方法。需求最高的工種──包括油漆工、木匠和水管工──將轉移到個

別住宅區，在那裡他們將受到社區管理人和規劃師的監督和調度。需求較高的工種將轉移

到社區層面，在那裡將由 2-4 個住宅區共用。將熟練技工下放給位於各個地點的團隊的好

處是多方面的。有了現場團隊的持續存在，住戶和工作人員可以形成促進問責的關係。隨

著時間的推移，工作人員對他們所服務的建築和系統所面臨的獨特問題有了專門的瞭解，

使他們能提供更好的服務。在需要對多個熟練技工進行排序的複雜工作訂單情況下，團隊

成員可以更輕鬆地進行溝通以解決問題和安排工作。最後，工作人員無需花費大量工作時

間往返於不同地點之間，從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NYCHA 之前曾試圖下放熟練技工，但都以失敗告終。認識到這一點，當 NYCHA 在 2019 年

底與稱為 Carpedia 的工作訂單績效改善專家合作時，就採用了參與式設計方法。與自上而

下的設計和實施方法不同，參與式設計已經成為本機構的標誌，即讓所有利益相關者參與

設計流程，以確保結果符合他們的需求。最初的幾個月，住戶討論了從他們的角度對工作

訂單流程問題的意見。然後，由行政區的住宅區工作人員組成的員工焦點小組根據現場情

況繪製工作訂單流程，其中很少有流程是跨行政區標準化的。Carpedia 經過這個流程確定

五個有待改進的領域：1) 績效管理，2) 人員配置，3) 工作範圍，4) 指派任務，以及 5) 管

理用品。請參見附錄 B 中建議的完整清單。 

Carpedia 也對 NYCHA 積壓的工作訂單進行了資料分析，以確定額外的資源需求，並建議之

前的試行計畫從 10 月 1 日持續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此期間，員工將參與完善流程。

試行計畫評估時間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如果試行專案產生預期的結果，那麼

到了 2021 年底，整個 NYCHA 住房組合都將進行同樣的變革。此外，也計畫在整個住房組

合中實施試行專案變更流程，包括將 Kronos 員工的工作時間與 Maximo 工作時間對應，以

及使用「以工作為基礎的方法」。以工作為基礎的方法的透明度更高，全面追蹤從住戶最

初撥來電話到完成住宅中的所有工作，並安排所有需要的工種，在第一次拜訪公寓時便完

成服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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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熟練技工試行專案推廣到所有的住宅區，NYCHA 將探索在社區層面增加一名維修監

工，類似於房屋局在 1960 年代初至 1990 年代所扮演的角色。歷史上 NYCHA 的營運分兩

個軌道──管理軌道，負責監督物業經理和住房助理執行行政任務，以及維護軌道，負責監

督技工和維修工人進行維修。如今，這兩條線路雜揉在一起，作為維護軌道的一部分，住

宅樓管理員向管理軌道的物業經理彙報工作。雖然目前的區域資產經理可以來自這兩個軌

道，但絕大多數來自管理階層。隨著社區層面的維護工作越來越多，可能需要一名知識淵

博的維護代表來協助鄰里主任，他可以監督維修人員的分配，並為住宅區維修人員提供專

業的技術建議。   

 彈性工作制（Alternative Work Schedules, AWS） 

為支援鄰里模式和不斷努力升級物業條件，NYCHA 正專注於建立更靈活、反應更靈敏的

管理員和維修人員工作時間表，認識到了每個物業的情況在正常營業時間以外和週末可能

會發生巨大變化。   

NYCHA實施這個流程的第一步是延長管理員的服務時間。管理員負責地面和走廊的清理以

及其他管理員作。由於 NYCHA 和 Local 237（代表 NYCHA 住宅區工作人員的工會）在 2018 

年底達成了一項協議，建築服務工人現在被安排實行彈性工作制（Alternative Work 

Schedules, AWS），時間表包括每週四個 10.5 小時的工作時間——與 NYCHA 物業傳統的週

一至週五上午 8:00 至下午 4:30 的時間表相比，有所改變。這些時間表於 2019 年 4 月在選

定的住宅區中首次引入，在所有住宅區的實施於 2020 年 2 月完成。從那時起，大約 75% 

的建築服務工人被指派到另一種工作制。 

AWS 的預期目的有兩個。首先，專案設計者的目標是在一週以內重新分配工作人員的工

作時間，並延長工作人員在現場的時間，提高對住戶擔憂問題的回應能力，特別是那些與

垃圾有關的問題。根據 AWS 的規定，住宅區工作人員在一週內任何一天的工作時間比例

從 92.5%（週一，用於處理週末產生的碎片）到週五的 62.5%，以及週六和週日的 30% 不

等。然而，儘管最初被認為是增加週末值勤的一種方式，但這種變化實際上卻導致週末工

作人員人數的減少。按照傳統的時間表，100% 的管理員從週一到週五的工作時間是從上

午 8:00 到下午 4:30，週六和週日每天工作 5 個小時的公式是「1/3+1」。在 AWS 時間表中，

每天在現場的管理員越來越少，只有 30% 的管理員在週六和週日工作 10 個小時。對於 30 

名管理員來說，週末現場管理員的數量實際上減少了兩名（從 11 名減為 9 名）。 

其次，本計畫旨在降低住宅區工作人員的加班成本。此前，週末的所有工作，無論是計畫

內的還是計畫外的，都會獲得員工正常工資的 1.5 倍的補償──這與工作日加班的薪酬相同。

相反地，根據 AWS，工作人員週末工作的工資是正常工資的 1.2 倍，所有其他加班工資是

他們工資的 1.5 倍。然而，AWS 非但沒有降低成本，反而增加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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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AWS 倡議一開始，我們就從許多住戶和員工那裡聽說，本計畫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奏

效。17 2020 年 6 月，為了實施這項轉型計畫，NYCHA 延請非營利性政府創新顧問機構 

Public Policy Lab 來評估管理員 AWS 方案並提出建議。18 顧問選擇了三個物業管理地點，追

蹤員工並進行了訪談。為了評估全市住戶和員工對 AWS 及其預期利益的看法，NYCHA 也

發送一份調查給 NYCHA 住戶和員工。大約 90% 的員工和 68% 的住戶回答了相關的調查問

題，他們表示，AWS 在實施後的一年裡沒有讓他們的住宅區受益。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受

訪者的工作年限和居住年限上大體上是一致的。  

由於他們的追蹤工作和採訪幾個住宅區的員工，以及全市調查的結果，公共政策實驗室發

現，AWS 沒有通過它被要求衡量的所有方面（責任、訓練、工作效率、士氣、安全和員

工關係）。他們提出建議供 NYCHA 考慮，表示應移除大多數管理員的 AWS，並大幅修改

其餘的 AWS，原因如下： 

o 需要大幅增加觀察人員（最高可達 55%），在目前 AWS 計畫下的延長工作時間內

才能足夠的覆蓋範圍 19 20 

o 除了週一，沒有足夠的工作人員來完成縮減後的每週計畫的必要任務。  

o 流動工作人員的好處很有限，因為監督者報告說，在需要的時候派遣缺乏經

驗（而且有點不負責任）的流動工作人員去現場並沒有幫助。  

• 即使加派必要水準的工作人員，AWS 也無法實現預期效果。 

o 而且發現晚間延後下班也是徒勞無益的。儘管官方政策規定，工作人員可以

在晚間在整個住宅區中結對工作，但出於安全考慮，管理員只能在管理辦公

室附近工作，而不能在大樓內工作。  

o 正如 Public Policy Lab 所寫的那樣，AWS「削減工作人員之間的友情和信任。

管理員過去按照傳統的作息時間一起工作，但現在他們發現他們的工作是相

反的；這導致一些工作人員沒有對自己的工作負責，給第二天的管理員留下

了額外的工作。按照 AWS 的時間表工作會增加管理員個人生活的壓力。一

些管理員對工作時間過長和早起表示失望，因為這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家庭日

常生活」。 

因此，研究表明，為管理員提供 AWS 不僅在財務上是不可行的，而且即使能獲得全額資

金，它也無法實現預期效果。公共政策實驗室建議將以建築物為基礎的管理員（管理員 J）

改回傳統的排程，而以任務為基礎的管理員（管理員 G 和 X）則安排每天上午 7:00 到下午 

3:30，每隔一個週末輪流。NYCHA 正在考慮這些建議；然而，HR 部門表示擔心，考慮到

更喜歡傳統的排程，管理員 X 和 G 會選擇自我降級為管理員 J。如果週末工作是可選的，

而不是強制性的，因為週末的宗教、育兒或其他衝突，員工可能比較歡迎稍微低一點的基

                                                      
17 轉型計畫，住戶管理委員會早餐會，2020 年 2 月 12 日；物業管理研討會 I 和 II。 
18 KPMG 路線圖，第 46 頁；KPMG，現狀觀察和成熟度評估，第 62 頁。 
19 考慮到邊際費率在 80% 徘徊，值得注意的是，加班費比雇用新員工更符合成本效益。 
20 雖然仍可能需要增加許多工作人員，但需要注意的是，由於在 COVID-19 期間觀察工作人員人數，可能會

誇大這個百分比。在 COVID-19 期間，缺勤人數會比平均水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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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資。因此，NYCHA 目前仍在審查以這些建議為基礎的試行專案。將管理員轉移到新

的時間表將需要大量投資。考慮到傳統管理員工作時間表的明顯好處，NYCHA 現在必須

權衡改變管理員 AWS 的好處，而不是取消管理員的 AWS。  

最終的發現是，管理員 AWS 對於員工和住戶來說都是一項昂貴而繁重的工作；然而，顧

問的另一項觀察是，住戶和工作人員都表示，AWS 比較適合維修人員。NYCHA 已經在努

力擴大 AWS 的覆蓋範圍，計畫於 2021 年 1 月開始。維修人員 AWS 倡議將使上班的住戶能

在晚上和週末安排住宅內的預約。維修人員 AWS 倡議和管理員 AWS 倡議之間存在顯著差

異。與管理員 AWS 不同的是，這裡沒有清晨輪班。此外，與週末 20% 的差額不同，週六

工作的員工將有 25% 的差額。週日上班的員工將獲得 50% 的標準加班費。與管理員 AWS 

類似，AWS 計畫中的維修人員在自願報名 AWS 輪班時將獲得 1,500 美元的一次性獎金。 

除了傳統的上午 8:00 到下午 4:30 的時間表外，維修人員 AWS 計畫 I 將包括每個月兩個週

末，每週工作四天，從上午 8:00 開始，下午 6:30 結束。AWS 計畫 II 也將包括每月兩個週

末，每週工作四天，計畫從上午 8:30 開始，下午 7:00 結束。最後，AWS 計畫 III 將包括每

三週只有一天週末工作，每週工作四天，從上午 8:00 開始，下午 6:30 結束。時間表 I 和 II 

約佔維修人員工作指派的 68%，而傳統時間表將佔 16%。AWS 計畫 III 也將佔 16%。地點

和輪班首選項選擇將從 2020 年 11 月 2 日開始，至 2020 年 11 月 27 日結束。計畫增加 56 

名維修人員，或者說每  2.5 個住宅區大約增加一名員工。此外，緊急情況服務部

（Emergency Services Department, ESD）亦會增派兩名緊急服務助理。顧問公司的另一項

建議，即加強監管的計畫，目前正在研究中。  

 物業經理和物業預算編列 

NYCHA 物業經理是每個住宅區的負責人，負責監督由住房助理、文書助理和秘書組成的

團隊，以確保地點的持續營運。物業經理也負責監督住宅樓管理員，負責管理現場的所有

維修活動。轉型計畫鄰里模式的一個關鍵要素是為 NYCHA 物業經理提供有效管理他們的

地點所需的工具和資源，並能使他們根據住戶和物業的最佳利益做出即時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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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辦公室的結構很重要，因為這是為 NYCHA 住戶提供服務的一個關鍵點。改善服

務品質的一個關鍵是賦予物業經理更多的自主權，讓他們對自己管轄的住宅區擁有更多自

主權。     

「自主權」的一個重要成分是對物業預算的合理參與和控制。NYCHA 正在加強物業預算

編列流程，以加強訓練與授權物業經理來編列與管理他們的物業預算。目前的流程要求物

業經理向行政區辦事處提交資金申請，營運領導層只考慮行政區批准的申請，以便最終納

入預算。   

NYCHA 聘請 BDO PHA Finance 提供諮詢服務，並協助 NYCHA 執行 HUD 的資產管理要求。

為此，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期間，物業經理將接受基本和高級預算編列概念、總帳帳戶結

構、財務報告工具的有效使用以及 HUD 資產管理概念的訓練。從便利 2021 年預算和五年

營運計畫開始，物業經理將在編列各自物業的預算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具體地說，物業

經理將直接向營運領導提交住宅區管理合約、物資、設備和其他除個人服務外（OTPS）

資金的申請，以供考慮。這種新的「從下到上」的方法將使 NYCHA 能更嚴格地遵守 HUD 

的資產管理要求（24 CFR 990），對物業預算實施更多的地方控制，最重要的是，確保 

NYCHA 住戶得到更好的服務。   

NYCHA 將採用分階段的方法，將物業管理人員納入預算流程，並過渡為物業提供服務的

其他部門（例如熟練技工），將其納入物業預算編列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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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進度和目標 

在最初階段，物業經理將開始採取更多的「自主權」方式來管理每一處物業。現將包括物

業經理針對特定預算責任小組（Budget Responsibility Group, BRG）的維修材料和合約細項

提供預算金額。BRG 細項將有一個總預算，但物業經理的主要責任，將是與預算部門一起

協助編制 BRG 細項內的預算金額。NYCHA 已經就新的預算流程和技術要求對所有物業經

理進行了訓練。我們調查了參加初始訓練課程的物業經理和工作人員，發現： 

• 68%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非常瞭解自己的總帳帳戶結構 

• 7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非常瞭解自己的可自由支配帳戶 

• 8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知道自己的預算聯絡人是誰 

• 67% 的人說 FPAD 的訓練很容易進行 

• 72%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有輸入預算申請所需的資訊 

所有物業經理都按照要求在 10 月中旬的最後期限前在 FPAD 資料庫中提交他們的 2021 年

預算申請。為此，預算聯絡處（Budget Liaisons）資料庫技術和要求內容方面為每位物業

經理提供一對一的支持。訓練結束後，預算聯絡處主動聯繫了每一位物業經理，安排了一

次後續會議。預算聯絡處至少與每個物業經理會面一次，但往往需要多次會面，以克服物

業經理對資料庫的不熟悉，並協助他們擬定預算申請。 

NYCHA 也打算在區域而不是行政區部署熟練技工，以增加對特定工作訂單活動的回應時

間。建議在 2021 會計年度期間完成的長期目標是，完成位於社區或物業級別的熟練技工

的建模，這與上面討論的試行專案保持一致。這將取決於是否有足夠的資源用於人員配備，

以及是否有足夠的工作訂單來維持該物業的全職熟練技工。預計的好處包括更快的訂單回

應時間和更高的成本效益。這是典型的資產管理需求。   熟練技工的建模可能包括幾種變

化方式，關於如何部署熟練技工以及家庭、老年人和各種類型的住宅。    

第二階段目標 

NYCHA 將在 2021 會計年度繼續擴大資產管理模式，為 2022 會計年度預算年度做準備。這

包括為物業管理人員提供關於物業營運的額外訓練，並瞭解物業預算編列和財務報表。此

外，NYCHA 將審查目前的成本分配方法，並制訂一項實施計畫，以提高按服務收費的費

用。   成本分攤允許本機構在合理的基礎上分配間接成本。服務費被用來代替成本分攤計

畫或收回間接成本，這是根據 24 CFR 990 第 H 分部的某些活動所要求的。    

 替代管理方案 

NYCHA 的一些規模較小的住宅區目前由私人物業管理公司管理。在新的鄰里模式下，這

些公司將繼續按照合約條款管理這些住宅區，但將向負責該地區的鄰里主任報告，社區主

管將監督和升級這些地點的問題。NYCHA 將繼續探索私人物業管理的機會，因為它提供

了方法來減輕我們的規模所帶來的挑戰。我們會評估策略性物業或物業群，以尋求私人管

理的機會。任何新的私人管理合約都將要求公司向各自的鄰里主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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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HUD 的 24 CFR § 964.225 (b)，所有住房機構「應充分認真地考慮尋求與 HA 簽訂管理合

約的住戶管理公司」。住戶應在解決當地物業管理和生活品質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

NYCHA 將向尋求組建住戶管理公司（Resident Management Corporations, RMC）的住戶代表

尋求支持。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HUD 規定允許使用 RMC。從歷史上看，RMC 在實施此

方法的城市中沒有表現出希望。但是，RMC 地點的物業條件通常是有問題的，而且由於維

修不善，任何物業經理都很難維護這些單元。不管 RMC 的過去歷史如何，NYCHA 都會將此

模式作為物業管理結構中的一種選擇，用於已透過住房保護信託基金進行改造、注資並過

渡到第 8 節平台的物業。21 為了支援尋求替代方案的住戶，並認識 RMC 在創造賦予住戶權

力和就業機會方面的潛力，NYCHA 將繼續對所有出現的住戶管理公司給予適當考慮。  

 勞資談判  

NYCHA 的工作人力絕大多數是工會工人，只有大約 3.5% 員工被稱為管理人員。將近 70% 

的工作人力隸屬於國際卡車司機協會（Citywide & HA Unique），其他大約 12% 勞動力的職

稱為各種 DC37。2020 年 6 月，為實現工作規則和其他節約生產力，NYCHA 聘請一家勞工

管理公司 Littler Mendelson 來評估重新協商集體談判協議的機會。對話仍在進行中，但由

於紐約市正在進行有關可能裁員的對話，形勢變得十分複雜。NYCHA 認識到，HUD 可以

根據 HUD 協議第 64 段第 b 條廢除工會的合約。NYCHA 將繼續與工會領導進行協商和討論，

並做出合理的努力以實現優先事項的變更，例如允許更廣泛職責的新職稱結構，晚上和週

末的額外輪班工作制度以及其他工作規則變更。 

 公共住房租賃管理 

2020 年初，NYCHA 成立了公共住房租賃管理部（Public Housing Tenancy Administration, 

PHTA），該辦公室將以前從事申請和租賃管理工作的團隊合併在一起。PHTA 對公共住房

候補名單的管理和應用提供策略指導和監督；實施方案政策；監督租賃執行活動；並管理

關鍵倡議的實施，以改善服務交付和 NYCHA 作為房東的效力。    

為了支援新的鄰里模式，PHTA 正在努力改進各種政策和流程，以改善住戶體驗並減輕物

業管理級別的行政負擔。 

PHTA 下屬的三個部門是： 

申請和租賃管理部（Applications and Tenancy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ATAD）負責管理

公共住房的候補名單以及申請和轉讓活動。其中包括：  

• 維護和管理租賃選擇和指派計畫 

• 確定申請人的資格；篩選申請人和新家庭成員 

• 處理公共住房轉讓   

• 監控空置率和公寓的入住遷出記錄，確保及時流動 

 

                                                      
21 儘管第 8 節法律條款並沒有強制要求尋找 RMC，但 NY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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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務部門，監督租賃執行活動以支持物業管理，並著眼注於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該

部門有幾個職能領域： 

租賃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Tenancy Administration, OTA）——根據 Escalera & Tyson/Randolph 

同意判決書成立了 OTA。OTA 會密切審查退租和申訴案件，以在可能的情況下協助解決可

解決的違規案件，並確保所有必須移交給法律部的案件都要提交支持文件。OTA 也負責監

控所有理事會退租案件的法律訴訟狀態。 

 
公共住房合理住宿協調員（Public Housing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 Coordinator, PHRAC）

——PHRAC 審查未經物業管理部門批准的合理住宿要求。PHRAC 會取得做出決定的其他必

要資訊。PHRAC 透過跨部門流程來確定是否應批准該住宿要求，並將其決定通知物業管理，

以及如何實施該住宿要求（如果適用）。   

 
公共住房租賃政策小組（Public Housing Tenancy Policy Unit, PHTPU）——PHTPU 作為租賃政

策的主題專家，涉及房屋佔用、租金計算、租金收取以及退租和申訴，並致力於實施新政

策。團隊也採用最佳實踐和應用技術解決方案，致力於現代化和簡化現有的政策和流程。 

 
公共住房租賃營運部（Public Housing Tenancy Operations Department），由以下三個部門

組成：  

房屋法院分庭（Housing Court Unit, HCU）——HCU 是一項試行專案，旨在減輕物業管理的

行政負擔，集中進行法庭案件準備以及出庭布魯克林、皇后區和斯塔頓島內房東和租戶法

院的訴訟程序。我們將對此分庭進行擴展以直接與法律部合作，並將這些職能與「鄰里模

式」保持一致。此變更將有助於改善租金收取，確保一致執行與租賃相關的政策和程序，

並減少出庭人數。 

 
低收入住房稅收抵免（Low 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 LIHTC）部門——LIHTC 部門負責監控

NYCHA 對 LIHTC 專案的遵守情況。該部門為 LLC1 住房組合提供監督和支援服務。該部門就

各種任務向工作人員提供指導，例如單元租金和年度重新認證，以確保遵守 LIHTC 政策。

該部門也充當投資者與 NYCHA 的合作夥伴 HDC 之間的聯絡人，以應對 LIHTC 的報告要求，

並與各種審計的協調員合作。  

 
RAD/PACT 改建住宅單元——此單位透過與房地產開發部、營運/物業管理部和房屋租賃部

的合作，協調物業管理活動以確保成功轉換，同時，聯絡紐約市各部門，以完成所有與交

接相關的任務。  

 
年度重新認證——NYCHA 的年度重新認證（年度審查）流程由每個物業管理辦公室的住房

助理執行；但是，大多數的流程和政策都是 PHTA 辦公室制定的。NYCHA 在 2017 年實施

了新的線上重新認證流程。從那以後，住戶和員工對該系統提出了許多投訴。住戶和員工

都發現該系統難以操作，經常導致租金計算錯誤。此外，流程的困難導致 NYCHA 處理的

延遲，導致該組織不符合 HUD 要求，無法滿足每月 95% 的 PIC 提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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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CHA 與市長經濟機會辦公室（Mayor’s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的服務設計工作

室（SDS）在 2020 年 1 月共同發起一項專案。SDS 的工作範圍集中在住戶和員工如何在此

流程中取得雙贏。該研究調查集中在兩個關鍵問題上：   

1. 我們如何確定住戶對房租重新認證流程的擔憂，以簡化流程並建立資源以減輕負擔

和促進住戶及時續租？ 

2. 我們如何為住房助理提供必要的支援、工具和範例，以更有效地指導住戶進行房租

重新認證並有效達到本機構每月 95% 的 PIC 提交率？ 

SDS 的參與產生了一些建議，著重於改善住房助理、住戶和雙方使用的技術的流程。請參

見附錄 B 中完整的建議清單。針對住房助理的建議側重於建立中央辦公室與住宅區之間的

凝聚力，促進學習發展和問責制，重新調整角色目標，並相應調整工作量。NYCHA 將會

優先考慮減少住房助理的整體工作量，包括：  

1. 藉由實施與《透過現代化提供住房機會法案》（Housing Opportunities Through 

Modernization Act, HOTMA）相關的政策變更來減少年度審查的次數；以及 

2. 擴大房屋法院分庭試行專案範圍。該試行專案於 2019 年 3 月在布魯克林、皇后區

和斯塔頓島的各個行政區推出，共有 15 名住房助理。國王和皇后縣法院、雷德胡

克和斯塔頓島社區司法中心的所有職能以及相關的後勤職能都由該分庭處理。為了

支持房東和租戶法院計畫，我們計畫擴展房屋法院分庭，使其與鄰里模式保持一致，

以簡化與所有五個行政區中房屋法院訴訟相關的流程。 

我們也認識到，住房助理的角色存在內在的緊張關係，因為工作人員經常被迫逾越房東管

理的核心職能，以幫助住戶應對租賃的各個方面。工作人員往往覺得自己是在以「社工人

員」的身分行事。需要與住房助理進行新的討論，設計出能為這兩項職能提供更佳服務的

角色。為了提高整個住宅區的績效，物業經理必須參與其中以共用最佳實踐並應對挑戰。

促進跨住宅區學習可以使地點之間的聯繫正式化，並提高政策解釋和實施的凝聚力。   

改善住戶體驗的建議包括透過增加可用性和透明度來培養自給自足的流程。參與 SDS 調查

的住戶認為，由於不熟悉而且這個流程不公平且繁瑣，他們感到「一團糟」。   NYCHA 的

優先事項是，包含講解常用定義的資訊、解釋如何使用資訊以及關於明確指示住戶可以在

何處進行提問，清楚地向住戶傳達租金計算流程。   NYCHA 將簡化所需的文件數量並改善

溝通以減少不必要的報警，從而減輕年度重新認證的負擔。此外，我們認識到住房助理和

住戶有時需要額外的支援，因此 NYCHA 打算在現有的社區合作夥伴網路的基礎上，確保

所有住宅區都知道何時、如何以及誰加入了推薦網路。我們也認識到，有些住戶仍然需要

使用個人設備或安全可靠的公共設備。NYCHA 將對資訊亭進行改進，以確保住戶的隱私，

增加數位貨車（Digital Vans）的使用和供應，並與外部合作夥伴合作，為住戶建立更多的

接觸點。 

最後一組建議集中於用於年度審查的電子入口網站。根據最初的研究結果，NYCHA 授權

與 SDS 協作展開工作，以開始改進電子入口網站的設計流程。   NYCHA 的資訊技術（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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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一直與 SDS 和 PHTA 團隊合作，以簡化電子入口網站點按體驗。我們預計設計工作將

持續到 2020 年 12 月，然後在 2021 年 2 月開始對住戶和員工進行用戶測試。當務之急是

在 2021 年 3 月啟動新的電子入口網站畫面，以配合季度重新認證。   

 技術服務團隊 

為了遵守 HUD 協議，我們一直針對核心組織原則進行積極重組——NYCHA 必須全神貫注

於解決故障，並在六個核心支柱領域中的五個領域提供即時監督和流程改進，包括 (1) 鉛、

(2) 黴菌和緊急洩漏、(3) 害蟲和廢物管理、(4) 電梯和 (5) 供暖。  

由於轉型計畫將某些職能下放到了物業或社區一級，因此，NYCHA 必須同時建立明確的

問責制和監督結構。為此，我們建立了集中的團隊，可以確保隨著時間的推移改善核心的

合規性相關服務的交付。現在，每個核心支柱領域都有集中的單位或部門，這些單位或部

門是實施 HUD 協議文本中所規定的行動計畫和其他義務的運行點。為了打破各自為政的

局面，這些部門得到了「支柱團隊」的支持，其中包括來自中央辦公室部門的代表，這些

代表對執行每個行動至關重要。這些部門和其他營運結構在這些支柱領域內的工作，由環

境健康和安全部以及合規部內的專項小組進行審查和監督，這將在第 7 章中進一步討論。  

 

每個部門所需的核心職能和能力將與 HUD 協議的組織原則保持一致：  

1. 大型專案：每個單位內部的合約管理員和專案管理人員將採購供應商或在業務結

構內工作來管理大型專案的實施。從門清掃器到屋頂通風機再到兩年一次的風險評

估，這些單位必須能在特定的時間內完成整個住房組合的專案。我們在大型專案的

採購流程中發現的一個痛點是，營運部很難為許多合約編寫範圍。所有的範圍編寫

職能，包括以前在技術服務部（Tech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TSD）工作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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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將移交給基本建設專案司的設計部門（Capital Projects Division, CPD）。CPD 目前

擁有架構師和工程人員，他們能處理營運部的範圍編寫職能。 

2. 資料分析：每個部門都聘請了資料分析師和績效管理專業人員來直接與績效追蹤

和分析部（Performance Tracking and Analytics Department）合作。使用工作訂單、

XRF 和其他資料，每個部門必須能使用分析學來決定應在該部門內部還是在垂直營

運結構內部部署工作人員。這些部門與策略和創新部門合作，也將分發「異常情況

清單」，以顯示每個管理轄區是否正在履行 HUD 協議的資料驅動義務。  

3. 政策專業知識：每個部門都聘請了技術顧問，並與外部專家合作，以確保 NYCHA 

重新編寫和反覆運算新的政策和程序，以使其與最佳實踐以及地方、州和聯邦法規

保持一致。每個部門也必須確認新的業務流程在實施時是可行的。專案經理直接與

資訊技術部門合作，確保 NYCHA 系統的建立符合流程中的每一個新步驟。  

4. 熟練技工：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工作人員或具有技術專長的供應商，可以將其部

署到房屋住宅區中，以進行需要更專業技能的工作。例如，營運分析與合約管理部

（Operational Analysis & Contract Management）擁有一支由專業油漆工組成的團隊，

負責解決使用含鉛油漆成分導致的住宅中出現的問題。由於電梯和供暖系統中的工

作需要技術專業知識，因此電梯服務和維修部（ Elevator Service and Repair 

Department）以及供暖管理服務部門集中管理這些人員和職能。黴菌評估和整治辦

公室（Office of Mold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與能處理複雜黴菌案例的專業供

應商簽訂合約。害蟲防治部門擁有一支專門研究滅鼠方法的滅蟲團隊，廢物管理

（Waste Management）團隊將在自己的領導下組建一個集中化的壓實機維修部門。  

5. 自我監控：這些部門和單位中，有許多已經或將要建立獨立的監控部門或專項小

組，他們將前往物業，以確認分散的營運模式仍在提供一致的優質服務。除了內部

監控之外，合規部和環境健康和安全部也負責監控這些部門和其他營運部的工作。

如下所述，這些部門也增設專門從事於與這些高技術支柱領域相關的工作人員。  

其他部門也已將人員指派到「支柱團隊」，透過跨部門工作來幫助每個技術服務團隊履行 

HUD 協議規定的義務。為了進一步轉型，我們現在需要完成重組，以將職能和主題專業

知識整合到這些部門中。  

 營運分析與合約管理（Operational Analysis & Contract Management, 

OACM）  

設立 OACM 的目的是合併管理與規劃、維護、維修和熟練技工以及技術服務等部門內的現

有職能，並監督新部門的創建。  

集中式油漆整治和 （Team for Enhanced Management, Planning, and Outreach, TEMPO）：一

些油漆團隊和供應商將繼續集中處理所有的油漆整治工作、公共空間工作和週期性油漆噴

塗工作。將建立 TEMPO 擔任快速回應部門，以便快速處理有 6 歲以下兒童居住或來訪的

住宅單元中的 RRP 工作。含鉛油漆整治和 RRP 工作的快速回應在 CU6 單元中的合併，為

鉛支柱領域的整治工作提供了一種集中化的方法，從而確保了單一的問責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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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支柱相關技術服務：OACM 也將吸收技術服務部目前嵌入的其他一些職能，包括消防安

全、地面和工業衛生以及廢物監管人員，以減輕支持服務部（Support Services）的負擔，

該部門的任務是處理兩個合規性支柱領域（電梯和供暖）並管理緊急情況服務部。   

管理與規劃：OACM 將繼續包括管理和規劃部（Management and Planning），該部門將側

重於代表營運部管理大型專案合約，並在整個住房組合中進行營運變更。違規部

（Violations）將轉移到管理和規劃部。 

 健康家居 

過去，健康家居部擁有三個部門，包括 PAIS（害蟲）、鉛和黴菌。今年早些時候，PAIS在

新的副主席的領導下與廢物管理部門合併。未來，目前由維護，維修和熟練技工部門負責

的兩個石棉單位以及技術服務部下屬的一個石棉單位將合併為健康家居部下的一個部門，

並配備一名專職主任。  

這些變更確保了健康家居部針對核心任務的側重方法：環境健康危害。同時，健康家居部

可以在兩個主要支柱領域承擔責任和管理：鉛，透過其鉛危害管制部（Lead Hazard 

Control Department）；和黴菌，透過其黴菌評估和整治辦公室。  

隨著鄰里模式的實施，健康家居部將評估調整其某些核心職能的機會（例如，用於處理黴

菌投訴的 RCC 和用於鉛整治的除塵技術人員），提供清楚的溝通管道，以確保這些部門可

以直接進入營運模式。 

 電梯保養與維修  

NYCHA 擁有並營運著 3,100 多部電梯，佔了將近 5% 的所有紐約市電梯。NYCHA 的電梯由

擁有 473 名工作人員的電梯服務和維修部（Elevator Service and Repair Department, ESRD）

管理，所面臨的獨特挑戰包括高負荷運行、配件快速老化以及建築物外牆腐爛，這些問題

導致了電梯井的結構問題。NYCHA 雇用 207 名電梯機械師和 193 名電梯機械師助手，其中

39 名 ESRD 機械師擁有紐約市建築局（NYC Department of Buildings）頒發的主管、聯合主

管或勘驗員執照。電梯機械師的任務是對出現故障的電梯進行糾正性維護，並定期進行預

防性維護。  

電梯機械師和助手成對分組，並按區段進行劃分。ESRD 暫時將繼續使用區段模式；但是，

隨著鄰里模式的實施，ESRD 將評估重組社區配置的潛在好處。 

 供暖管理服務  

供暖管理服務（Heating Management Services, HMSD）負責為 NYCHA 住戶提供充足的暖氣

和熱水。HMSD 維護一套廣泛而多樣的供熱系統，包括 1,500 多台鍋爐以及數千英尺的管

道和分配設備，這些設備在建築物中產生和循環熱量。HMSD 與能源財政及永續發展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Finance and Sustainability）、基本建設專案司、物業管理及緊急情

況服務部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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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熱廠技術員（Heating Plant Technicians, HPT）在現場充當 HMSD 的眼睛和耳朵，並且是

發生供暖中斷時的第一道防線。這些技術純熟的員工是紐約市最後一批懂得如何操作 

NYCHA 已有數十年歷史的供暖系統的人。他們依賴於經驗豐富的監管人員的知識，這些

監管人員負責監管住宅區的地理物業群。雖然物業群團隊的任務是不斷檢查和維修住宅區

內的供暖設備和資源，但中央指揮部則位於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運行的「供熱台」，使

用即時儀錶盤（顯示住戶對供熱的投訴情況）以及 NYCHA 的建築管理系統（該系統從鍋

爐房內的敏感監視器收集資料），來監察整個住房組合。  

HMSD 內部結構和在組織內部的結構非常適合管理 NYCHA 的供熱資源和設備物業群也與鄰

里模式相容。隨著 NYCHA 過渡到新的營運模式，HMSD 打算將物業群重新分組，以便更能

配合鄰里地理區劃，進而與鄰里主任進行更順暢的溝通並且提供更佳的服務。此外，為了

更能協調整個營運部的職能，以前由 TSD 負責的燃油部門已轉移到 HMSD。 

 緊急情況服務  

緊急情況服務部（ESD）會在住宅區或全市的其他 NYCHA 物業結構發生緊急情況時，提供

緊急情況管理、協調和現場回應。ESD 人員處理緊急情況和高級通訊、管理和回應非工作

時間的維護電話，並全天候管理 NYCHA 的三層無線電系統。ESD 為 NYCHA 監督者和現場

工作人員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溝通方式，以確保員工安全，協調重大緊急事件並提高生產力。

在此計畫下，ESD 的營運和結構不會改變。 

 廢物管理與害蟲防治 

害蟲綜合管理方案將我們的害蟲管理重點轉移到預防上，並確保 NYCHA 及時收集、妥善

儲存和處理廢物，同時要求滅蟲人員和維修人員努力防止害蟲在我們的建築物內滋生，從

而引導資源解決害蟲的根本原因。作為減少害蟲種群的整體策略的一部分，我們必須集中

精力確保廢物得到妥善處理、收集、清除或儲存在防蟲容器中。  

在過去，廢物管理和害蟲防治職能是分開處理的，沒有注重以統一的方式在整個住房組合

中實施最佳做法。害蟲防治（官方稱作 PAIS）部門以前設立於健康家居部，而廢物管理職

能則是分散的，除了一個負責壓實機維修的單位，該單位是維護、修理和熟練技工部

（Maintenance, Repairs and Skilled Trades）的一部分。為了協調這兩項職能並在支柱領域

發揮自己的專項領導作用，NYCHA設置了廢物管理和害蟲防治部門副部長，並將所有相關

人員（包括負責壓實機維修和維護的團隊）移至新部門。  

廢物管理部門將幫助在整個住房組合中推出新倡議，以確保定期檢查場地，並正確收集和

儲存廢物或每天清除廢物。害蟲防治部門將幫助確保在整個住房組合中正確實施害蟲綜合

管理方案，並使所有社區對協議規定的各自的交付成果負責。 

NYCHA需要一個能提供永續支持和跨職能工作、集中政策並進行策略思考的組織結構，因

此我們成立了廢物管理部門，來重點關注這個影響工作人員和住戶生活品質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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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管理部門將幫助在整個住房組合中推出新倡議，以確保定期檢查場地，並正確收集和

儲存廢物或每天清除廢物。 

廢物管理部門的工作重點是： 

• 整個住房組合的人員安排和清潔計畫表 

• 制訂並實施針對物業的個人廢物管理行動計畫 

• 編目、監控和執行設備維修計畫 

• 維護現有的內部和外部壓實機——糾正性和預防性維修 

• 與 DSNY 和第三方廢物收集機構協調，及時提供廢物收集服務 

• 研究和測試新型廢物管理設備，以更有效地移動「廢物堆」，同時減少管理員在住

宅區處理大宗廢物所需的時間。 

為了減少工作人員的收集、儲存和搬運負擔，廢物管理部門將重點放在廢物流上，例如在

所有合併處增加廢物的回收利用和移除大宗廢物。 

地面清潔倡議——用日常地面清潔過程中收集的所有材料填充住宅區大宗廢物集裝箱和外

部壓實機，並確保定期與私人散裝供應商進行交流，在必要時增加容量以確保及時服務。 

• 紙板打包機 

• 散裝破碎機  

• 床墊回收 

• 電子廢棄物回收利用 

• 可能的情況下，在地面層上增加漏斗門 

• 水池內的食物殘渣處理裝置 

為了更有效地儲存廢物，需要對設備進行升級：  

• 83% 的內部壓實機超出其使用壽命 

• 73% 的外部壓實機超出其使用壽命 

我們也專注於集裝箱化的長期願景，採用最先進的地下氣動系統（Polo Grounds）等新型

技術和創新，並重新設計垃圾場，在住宅區創造更清潔、更安全和更健康的環境。 

NYCHA 廢物管理計畫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涉及住戶。我們需要住戶的合作，以妥

善處理所有廢棄物、大宗廢物和可回收利用物。這要透過廣泛的住戶參與、教育和增加所

有住宅區的標識來實現。 

害蟲防治——根據轉型計畫，各行政區指派的執行例行性預防和糾正性維護害蟲防治職能

的滅蟲員將由每個鄰里主任直接負責，最終負責實現 HUD 交付成果，並將害蟲防治部門

的指令指派給每個行政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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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保證 

品質保證部（Quality Assurance, QA）的任務是向管理階層和監管人員提供客觀的保證，使

住戶能從工作人員和供應商那裡獲得高品質的服務。QA 部門負責確保維護和修理工作符

合行業標準，與現有政策和程序保持一致，提高績效和加強問責制。QA 部門將識別並解

決風險，部署第三方承包商進行訓練並指導業務流程改進。為了建立營運一致性，我們將

在 QA 部門內創建一個新的專案管理辦公室（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PMO）。PMO 的

目的是協調所有四個行政區的各種營運倡議的執行。PMO 將確保專案設計和執行的一致

性。PMO 也將在 QA 部門內工作，以確保服務交付並且所有營運都應遵守程序。PMO 將

包括一名主任和四名工作人員，每個行政區一名。 

[標註方塊]：服務的文化 

在過去 30 年來，NYCHA 的工作人員與住戶之間的關係已逐漸式微。22 幾乎沒有相互信任，

導致了妨礙績效和結果的惡性循環。從每週都會出故障的電梯到壞了幾個月的壓實機，住

戶理所當然地抱怨條件的惡化。 

在進行規劃活動時，我們聽到了許多這樣的例子：沒有修理就關閉的工作訂單，以及那些

官僚主義的流程——在未向住戶解釋的情況下就拖延看似簡單的修復工作。最重要的是，

住戶說他們無法從住宅區工作人員那裡得到答案，然而他們認為這些住宅區工作人員的工

作就是提供這些服務。23 這凸顯了目前集中式營運模式的挑戰之一，該模式使一線員工失

去了權力，並在如何傳達、解釋和實施政策和程序方面遇到了困難。缺乏信任會給住宅區

工作人員帶來困難的工作環境，他們發現很難進入公寓並執行現場規則。24 在這種動態之

下，受雇的住戶尤其要努力捍衛和作為員工代表 NYCHA 的權益，而自己作為住戶卻又面

臨著服務不足的問題。  

根據本計畫，NYCHA 將組織並重新致力於服務文化，即為我們的住戶、第 8 節方案的參與

者、紐約市以及為彼此提供服務。雖然個別工作人員每天都為我們的住戶提供出色的客

戶服務，但 NYCHA 的文化並沒有加強和系統化這些工作。25 因此，不同住宅區和地理位

置的住戶體驗極不一致，整個住房組合的服務幾乎沒有任何標準。26 每一名員工，包括那

些日常無需和住戶打交道的員工，都必須有一種客戶服務的心態，一種為住戶及其同事超

越自我的渴望，從而導致文化的根本性變革。每次做決策時都必須牢記一個問題：這是否

改善了我們住戶的生活？ 

                                                      
22 KPMG，現狀觀察和成熟度評估，第 211 頁。 
23 轉型計畫，住戶管理委員會早餐會，2020 年 2 月 12 日。  
24 轉型計畫，物業管理研討會 I，2019 年 12 月 9 日 
25 KPMG，現狀觀察和成熟度評估，第 9, 11 頁。 
26 轉型計畫，CCOP MOU 協商；轉型計畫，宣導者參與會議，2020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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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透過訓練、溝通和實施支持來解決我們的文化問題。服務文化需要一支有權力

的工作人力，他們瞭解自己在組織整體使命中的角色，有一套明確的準則可以借鑒，並且

能受到激勵，每天以一種能讓住戶滿意的方式行事。  

為瞭解目前的文化並構想我們想要採用的服務文化，我們請員工敬業度委員會（Employee 

Engagement Committee, EEC）（一個來自 NYCHA 的員工義工小組，負責解決 NYCHA 文化方

面棘手的問題）分享他們在目前組織文化中的經驗。該小組確定了現有的痛點，如監管支

援不足、紀律流程不一致、缺乏溝通和包容，所有這些都導致一種不顧責任、脫節和不友

善的職場文化。 

透過一系列集思廣益的會議，EEC 確定了 NYCHA 可以採取的一些行動，以使用四個高級目

標來有意義地為 NYCHA 構建服務文化。這些策略與小組對本計畫策略 A.2（參見第 # 頁）

的建議相吻合，其中一些活動已列入實施計畫。  

• 優先考慮工作場所文化，領導層應設定期望的規範和行為，以創造一個積極、透

明、溝通和公正的工作場所。 

• 透過師徒制和指導計畫培養工作人力，從工作人員那裡尋求關於工作場所擔憂和

政策制定的回饋意見，改進監督訓練，並將內部工作人員用於特殊專案。 

• 準確地評估績效，確認正面和負面結果，建立更公平的紀律處分流程以及更頻繁地

對住戶進行調查，使工作人員擔負起責任。 

• 利用積極的視覺更新（例如更新油漆畫和 NYCHA 品牌的海報）來改變 NYCHA 住宅

區的外觀和感受，以提高工作人員的自尊心，並向工作人員、住戶和訪客傳達關

於本機構使命和願景的統一資訊。  

改變 NYCHA 的文化將需要房屋局 11,000 多名員工中的每一名員工做出承諾，同時還需要

建立一種能加強和嵌入新工作方式的系統。建立一個永續發展的文化，為我們的住戶提供

適當的服務，這需要數年的時間，但必須這樣做。沒有它，NYCHA 無法繼續發展。 

[標註方塊]：打破各自為政的局面 

NYCHA 作為一系列垂直機構營運，彼此之間幾乎沒有系統性聯繫。27 計畫和專案是孤立設

計的，導致重複或不相容的工作。資本規劃與物業管理之間的差距導致對實物資產管理的

理解存在分歧。 28 住戶外聯與物業管理之間的代溝往往會使住戶、合夥夥伴和宣導者在

尋找合適的聯絡點時感到困惑 。29 

NYCHA 需要一種跨職能協作和持續改進的文化，首先要從每個員工對組織的使命感和價

值觀的承諾開始。為 HUD 協議每個支柱領域建立的跨部門工作團隊，都顯示了協作和共

                                                      
27 KPMG，變更準備情況報告，第 15 頁；轉型計畫，物業管理研討會 I；轉型計畫，物業管理研討會；轉型

計畫，機構合作夥伴研討會，2020 年 3 月 12 日；轉型計畫，季度領導層會議，2019 年 12 月 16 日；轉型

計畫，CEP 領導早餐會，2020 年 2 月 4 日。  
28 轉型計畫，物業管理研討會 I。 
29 轉型計畫，機構合作夥伴研討會；轉型計畫，住戶管理委員會早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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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見解的價值。透過轉型計畫，我們將利用這個勢頭將這種工作方式整合到所有正在進行

的計畫和新專案中，包括每個住宅區的日常營運。將指派中央辦公室工作人員以支持物業

管理業務，並將其組織為跨部門工作團隊。   

本機構目前的結構會導致各自為政的局面，因為各個部門的地理分區不一致。例如，物業

管理使用六區結構——其中兩個是非地理疊加層。電梯團隊使用的分區雖然與行政區不一

致，但卻能在資產上平均分配工作人員。住戶參與部（Resident Engagement）劃分 15 個

區域，而住戶管理委員會（Resident Associations）則劃分 9 個區域。NYCHA 的結構看起來

很不同，具體取決於您與哪個部門交談。NYCHA 的新營運模式必須建立自然的交互點，

包括跨部門的相符區域。  

即使在部門內部也可能存在各自為政的局面，何況 NYCHA 的業務規模比美國任何其他房

屋管理機構都大。如果布朗士區區組建自己的房屋局，那麼它將比芝加哥、洛杉磯、西雅

圖和丹佛的房屋局加起來還要大。我們將授權現有和新的專案管理辦公室，促進各部門

和各級人員之間的資訊共用。 

 中央辦公室重組  

本轉型計畫的一個基本主題和目標是重新調整 NYCHA 的營運方向，以改善社區和個別住

房開發水準的服務。物業管理員工抱怨說「等待市中心房源」反映出 NYCHA 工作人員工

作流程繁瑣，急需簡化。讓中央辦公人員直接參與社區和物業營運，並形成一種居民和物

業優先的服務文化。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將實施一系列影響到每個部門的管理改進策略，

不斷發展中央辦公室的職能和結構，以支援鄰里模式。 

 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部（Human Resources, HR）負責管理 NYCHA 人力資本計畫的所有層面，包括招

聘、勞動關係、時間和休假以及職業發展。人力資源流程有時會由專案領域內的人力資源

聯絡人來推動，但這些流程都是非正式且臨時的，而且許多流程多年來一直受到預算削減

的影響。因此，許多部門經理對人力資源流程的運作、招聘等基本任務無法給出確定的方

案。30    

從中央辦公室職員到行政區/社區團隊，人員的分權化分佈完全重新定義了人力資源聯絡

員的角色。指派到行政區的員工不會成為聯絡人，而是負責代表他們指派的行政區提供人

力資源服務。由於 NYCHA 透過城市的公民服務系統工作，與中央職能部門的協調仍然十

分關鍵。然而，透過瞭解行政區/社區的營運需求，可以加強對職位空缺和徵聘的追蹤和

優先次序安排。   

 

 

                                                      
30 KPMG，現狀觀察和成熟度評估，第 3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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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 A.1：實施人力資本管理（Human Capital Management）系統 

NYCHA 目前沒有對等的 HR 管理系統。HR 部門的資料很難與財務部門統一，通常會有不同

的職位空缺資料。31 NYCHA 目前的人力資源流程基本上都是靠人力進行，而且大都依賴於

一個自製的資料庫。HR 部門已經開始實施以雲端為基礎、商業現成的人力資本管理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HCM）系統，以實現目前流程和所需理想新流程的自動化。

這個系統將發揮重要作用，幫助人力資源團隊成員輕易存取執行任務所需的所有相關資訊，

提高人力資源效率，逐步淘汰自建資料庫，並使 HR 部門採取的行動更加透明。   

HCM 解決方案的目標是為所有 NYCHA 員工提供全自動化的人力資源相關服務。HCM 將

提供端到端的人力資源服務，從最初的員工招募、招聘到入職，直到離職/退休。它還

包括一些功能，能使員工和 HR 人員管理員工福利資訊、紀律流程、休假、學習管理

（訓練）和認證。 

合適的技術手段將確保 NYCHA 在 HCM 中的資料得到維護、安全、可存取，並且具備與

其他內部和外部系統的必要介面。此外，也將為 NYCHA 普通員工，特別是在全市各處

物業工作的團隊成員，提供安全的 HCM 行動或自助維修元件。 

 

 策略 A.2：透過提高員工敬業度和認可度來賦予工作人員能力  

NYCHA 員工經常覺得與組織的方向脫節。32 職業道路不明確，績效評估粗略，回饋多半毫

無組織章法。我們的住宅區工作人員大約佔 NYCHA 所有工作人力的 70%，他們都想做好

工作，但是經常受到內部流程、資源不足和惡劣實物條件的影響。員工十分焦慮，士氣低

落，我們營運中面臨的挑戰持續增加。33 工作人員往往太晚參與規劃流程，許多員工認為

在擬定一些影響他們日常工作的政策和計畫時，沒有人詢問他們的意見。 34  

NYCHA 意識到如果想要建立良好的工作環境，需要滿足員工的共同需求或利益，致力於

他們的共同福利，使雇用關係更加愉快，讓他們更加願意配合公司的安排。透過員工協會

組織這類活動有助於滿足員工的一些興趣和要求。 

員工協會有助於營造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環境，所有員工都有更高的幸福感，並更有動力為

雇主的組織成功做出貢獻。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價值觀是讓員工呈現真實自我、形成包容性

政策和流程的基礎，而這樣的政策和流程使得房屋局的決策具有可信度。這些協會致力於

提高其成員和同事的文化意識、教育進步和職業發展機會。  

員工敬業度委員會就是這樣的組織。為了更能理解目前所面臨的挑戰，並制定出能引起員

工共鳴的、有效的員工賦權策略，我們要求 NYCHA 的員工敬業度委員會主持集思廣益會

                                                      
31 KPMG，現狀觀察和成熟度評估，第 372 頁 
32 KPMG，現狀觀察和成熟度評估，第 366-70 頁。 
33 KPMG，變革準備情況報告，第 10 頁。 
34 轉型計畫，EEC 會議，202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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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討論如何修復 NYCHA 與員工的關係。EEC 的任務是思考如何賦權 NYCHA 員工，為 

NYCHA 確定了五個高水準的目標： 

• 使員工獲得成功，透過領導能力和軟技能訓練支持專業發展，為發展人員提供更

大的自主權、更明確的期望和合適的資源。  

• 提升安全感，對住宅區進行安全改進，解決資金問題，並對待所有部門都同樣重

視和尊重。  

• 強化晉升途徑，從內部晉升並啟動職業發展計畫，如導師制、工作跟學計畫和跨

機構訓練計畫。  

• 對員工表示肯定，重新啟動員工認可計畫和周年紀念獎，舉辦社會活動和其他激

勵措施來提高士氣。  

• 不斷提高，規範工作人員回饋管道，改善領導層的溝通，並繼續投資改善工作環

境。  

EEC 關於改進 NYCHA 的意見在實施計畫（第 11 章）中有詳細說明。我們將繼續與 EEC 目

前和未來的夥伴小組合作，共同建立、驗證和實施賦權員工的策略，並改善 NYCHA 的組

織文化，最終為我們的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  

EEC 是 NYCHA 如何打破各自為政、攜手共進的一個例子。要徹底改變一個既定的文化是很

困難的，但我們相信這個跨職能和深思熟慮的團隊是最適合的領導團隊。我們可以公開、

誠實地討論 NYCHA 所面臨的挑戰和失敗，開始修復目前本機構與員工之間已經破裂的信

任。  

 學習與發展 

轉型計畫的一個關鍵組織原則是，NYCHA 將自我監控以確保品質。NYCHA 在實現這個目

標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成立了三個新的監督部門：品質保證部、環境健康和安全部以及

合規部。然而，能看到工作是如何完成的只是成功的一半。在發現錯誤之後，我們必須能

透過訓練來糾正這種行為。現在，NYCHA 不會根據品質控制審查的結果來調整我們的工

作方式。 

我們也從工作人員、住戶和外部合作夥伴那裡瞭解到，還需要更多從客戶服務到基本程序

性標準的訓練，例如打開和關閉工作訂單。作為物業經理，我們有責任確保我們的員工有

必要的工具來做好自己的工作。為了確定整個房屋局的訓練範圍，合規部從採購部獲得訓

練合約，並與 NYCHA 各部門的訓練連絡人會面，全面記錄並繪製 NYCHA 現有的訓練情況。

主要的結論是，我們需要對本機構的訓練進行集中追蹤和監督，並改善工作人員獲得訓練

的機會。  

針對這些發現，為了更好地結合訓練功能與新的鄰里模式，NYCHA 將對學習與發展部

（Learning & Development Department, L&D）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使員工更易獲得訓練機

會並適應不斷發展的 NY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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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 B.1：啟動學習管理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 

2020 年 10 月，NYCHA 推出了 NYCHA 大學，這是一個線上入口網站，業務部門可以使用此

入口網站為工作人員提供直接訓練、追蹤學習進度和績效並保持合規性。35NYCHA 大學將

成為整個機構按需學習內容的來源，為每位員工提供方便和靈活的機會，既可以參加所需

的訓練，也可以參加自願性、自定進度的專業發展課程。NYCHA 大學也將為員工提供他

們在 NYCHA 學習的「成績單」，以便更容易識別差距或確定職業發展的下一步。NYCHA 

大學的特色包括： 

• 增強的搜尋功能以及網路式搜尋設計，使工作人員更容易找到可用的訓練和相關

資源。 

• 自動通知訓練和註冊確認要求。 

• 講師指導的訓練登記，在這裡，工作人員可以搜尋現有的訓練，表示對未來的課

程感興趣，或者進入目前已經報滿的訓練計畫的等待名單。 

• 活動日曆，與工作人員的興趣和時間表吻合的近期導師訓練。   

• 成績單歷史和報告，方便查看員工訓練歷史。領導層也可以根據這些資訊生成報

告和分析。 

• 用戶和管理人員幫助資源，包括深入、分步的指導、教程和其他資源。 

 策略 B.2：將訓練與鄰里模式相結合 

在新的鄰里模式中，鄰里主任將在 L&D 的協助下制訂年度社區訓練計畫。在執行這個流

程的期間，主任將使用上一年的訓練進度和績效報告來設定學習目標，並確定具體的訓練

需求和目標。訓練計畫將考慮現有的訓練資源，並在需要時總結一個建立和採購新訓練材

料的計畫。  

L&D 也將創建管理學院（Management Academy），這主要是針對物業經理的一項夥伴方

案，包括個人輔導和指導的機會，能接觸到機構內跨職能和多樣化的經驗，團隊成員可以

獲得運用技能的經驗學習專案以及參與專業和行業協會的機會。而且，由於物業經理的職

業軌跡只是紐約市眾多職業生涯中的一個，因此 L&D 將推進獨立發展計畫（Independent 

Development Plans, IDP），它作為 NYCHA 大學的一部分，幫助員工制訂實現可行的長期目

標。   

L&D 建立可行的適應性訓練以支援鄰里模式，然而其能力還要依賴與紐約市衛生局關鍵職

能部門的聯結，尤其是監控營運和指示程序變更的職能部門。與合規部和績效管理分析部

門的聯繫，使 L&D 能看到最需要訓練的板塊。 

 

 

                                                      
35 KPMG，現狀觀察和成熟度評估，第 4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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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鏈管理 

NYCHA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商業夥伴。來自供應商、選拔官員和其他外部組織的回饋是一致

的：我們需要改變我們與外界的互動方式。36 我們的供應商經歷的流程既複雜又不透明，

使他們無法確定自己的狀態，也無法為自己制訂計畫。徵求建議書（Request for Proposal, 

RFP）流程從編寫範圍到合約開始，可能需要經過一年多的時間——這對於處於持續危機

中的機構來說，並不理想。37 收到款項是一項困難的工作，幾乎沒有透明度也沒有緊迫性，

而且發票可能因技術問題而多年未付。 

不出所料，NYCHA 糟糕的商業行為沒有吸引許多合格供應商，因為許多人根本不願意參

與這個流程。 38 有限的競爭導致低品質和高價格，同時當我們面對表現不佳的供應商時，

我們進行違約或換合作方的能力也受限了。 

鑒於 NYCHA 目前的住房組合和組織狀況，以及我們對供應商的依賴及補充工作人員的能

力，我們無法承擔合約表現不良的後果。為了支援鄰里模式的推進，NYCHA 必須在每個

消費類別中吸引最合格、最有效和最專業的供應商，這就要求 NYCHA 的經營方式發生巨

大變化。 

 策略 C.1：創建採購長（Chief Procurement Office）  

NYCHA 聘請一名新的採購長（Chief Procurement Officer, CPO），他將臨時向總顧問報告，

並監督管理局的採購、材料管理和供應商多樣化部門。CPO 的任務是挖掘 NYCHA 作為商

業夥伴的潛力，改進我們的流程以確保我們只吸引最好的供應商。我們將這些職能移交給

法律總顧問，以使他們更符合法律部的公司事務採購專業知識。一旦重新設計了採購和供

應商管理流程，採購長和這些部門將向行政長報告。 

 策略 C.2：重新設計採購和供應商管理流程  

NYCHA 聘請了一名外部顧問來分析本機構的採購流程，並提出改進建議，以提高績效和

機構名聲。該團隊與整個機構的業務部門、供應管理部及法律部密切合作，並於 2020 年 

8 月提交了一套詳細的建議。 

根據這些建議，NYCHA 將轉向混合採購模式，依靠由買方、合約專家、律師和業務部門

代表組成的跨職能採購團隊（P-teams）。目前，NYCHA 的採購流程涉及所有這些相同的

職能部門，雖然這些協調是臨時性的。這種混合模式平衡了業務部門的需求和整個機構的

目標，同時實現了協作和集中的合規性。新任採購長的任務是為混合模式開發新的程序。 

NYCHA 也將針對有關內部效率的若干建議採取行動，包括改變採購工作流程和提出對積

極規劃的新要求。最後，一旦流程改進啟動，NYCHA 將加強策略採購和供應商管理的方

                                                      
36 轉型計畫，機構合作夥伴研討會；宣導合作夥伴研討會 I 和 II。 
37 KPMG，現狀觀察和成熟度報告，第 388-89 頁。 
38 KPMG，現狀觀察和成熟度報告，第 1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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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為了吸引和留住所有品類中最好的供應商，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方式來參與和管理市場。

請參見附錄 B 中關於供應管理的整套建議。 

 財政  

財務部掌管著 NYCHA 的財務規劃和分析、會計、現金管理、工資、風險管理以及投資活

動。財務部負責制定財政政策，包括年度五年期營運和資本計畫、投資組合以及 NYCHA 

及其子公司的年度財務報表的發佈。財務部的運作遵循美國公認會計原則（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和聯邦財務管理要求。  

 策略 D.1：實施物業預算編列 

如前所述，NYCHA 聘請  BDO PHA 金融機構提供與  NYCHA 為公共住房管理局（Public 

Housing Authorities, PHA）實施 HUD 的資產管理規則相關的諮詢服務。HUD 於 2005 年修訂 

24 CFR 990，並於 2007 年開始實施，以將 PHA 過渡到資產管理。HUD 資產管理模型的目

標是讓 PHA 能根據資產管理模型管理其財產，符合更廣泛的多家族管理行業的管理規範。

PHAs 也必須實施根據專案的管理、預算編列和會計，所有這些都是資產管理的基本成

分。   

NYCHA 很早就已採取 HUD 資產管理原則。BDO 已經從開始到實施全面審查 NYCHA 的預算

流程、物業預算編列方法和中央辦公室的收費服務方法，以提供改進方案。NYCHA 計畫

進一步加強物業預算編列，這在本計畫的物業經理和物業預算編列（Property Managers & 

Property-Based Budgeting）段落有進一步的詳細說明。目前，NYCHA 根據 HUD 原則經營 

148 處資產管理物業（Asset Management Properties, AMP）。某些 AMP 與 NYCHA 平行合

併，另一些則交叉合併，包括個別的住宅區分組。根據資產管理規則，PHA 必須為每個物

業建立預算編列和會計系統，以允許每個物業分析其實際收入和支出。HUD 允許 PHA 直

接向一個 AMP 收取服務費，如果服務只提供給這個 AMP 或不超過兩個 AMP。一旦一個職

能部門服務三個或更多 AMP，將按照中心辦公室成本中心（Central Office Cost Center, 

COCC）收費或按一個服務收一次費（使用 HUD 規則規定的費用標準）。   

NYCHA 計畫將物業管理職能與服務交付點（在 AMP 級別）更接近，這將改變 NYCHA 的財

務狀況，並改變 NYCHA 一直以來物業人員配置公式。一旦結構變化最終確定，NYCHA 將

模擬財務變化。例如，NYCHA 將會根據先前所討論的熟練技工試行專案，分析為了實現

工作人員整合或社區住房組合所需的額外交易。NYCHA 將在分配變動的情況下考慮這些

工作人員的額外費用，可能是從 COCC 收費方法或 AMP 直接收費。   

金融部門正在評估作為區行政團隊一部分的管理人員和工作人員，將如何給物業提供最大

支援，並作為鄰里模式的一部分進行實施。這可能包括分配財務規劃和分析（Financial 

Planning & Analysis, FPA）和應付帳款（Accounts Payable, AP）工作人員。FPA 工作人員可

以協助物業經理修改物業預算（在預算內將資金從一個帳戶轉移到另一個帳戶）。此外，

FPA 也定期製作報告，供物業經理監控其預算。工作人員可以提供如何有效地存取與使用

報告的訓練。AP 工作人員可以和行政區副總裁/鄰里主任合作，確保付款必要的三方配合，



2020 年 11 月 16 日──僅供討論，不可分發 

51 
 

解決物業收據問題，並幫助簡化收據流程。工作人員將能針對每個行政區未付供應商款項

最高的物業，並提供額外的支援。雖然行政區管理團隊的結構仍在制定中，但這項來自財

務部的提議很好地例證了加強物業與中心辦公室職能之間的聯繫。   

 
 合規部與環境健康和安全部（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EH&S） 

合規部和 EH&S 部門在推動各個層面（整個機構、各個物業以及各個設備或系統）的改進

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作為監督的一個關鍵成分，這些部門側重於發現故障，同時提供即

時監督並隨時提出改進流程的建議，包括下列每一個核心支柱領域：(1) 鉛，(2) 黴菌和緊

急洩漏，(3) 害蟲和廢物管理，(4) 電梯，(5) 供暖，和 (6) 檢查。  

合規部的任務是確保 NYCHA 遵守法律法規，並在為我們的住戶提供安全、平價住房的整

體任務時遵守道德規範。EH&S 部門負責監督、分析和評估房屋局展開的影響紐約市住戶、

員工和不動產的環境健康和安全的所有事項和工作。  

合規部和 EH&S 的任務包括： 

• 監督 NYCHA 是否遵守聯邦、州和地方法律法規； 

• 確保 NYCHA 監管報告和聲明的準確性； 

• 制定和維護符合法律法規的更新程序； 

• 就環境健康和安全問題向工作人員提供建議； 

• 確保 NYCHA 公共住房評估系統（Public Housing Assessment System, PHAS）和所有其

他檢查的完整性； 

• 維護 NYCHA 住戶、員工、承包商和公眾投訴的溝通管道；  

• 對投訴做出適當的回應；  

• 透過溝通和特別倡議促進合規；  

• 對營運團隊展開的工作進行現場監控和審查，發現不足之處，提供改進建議；以及 

• 確保 NYCHA 管理階層和工作人員接受相應的訓練。 

 策略 E.1：定期報告系統層面面臨的挑戰 

EH&S 和合規部負責報告，那些妨礙 NYCHA 遵守 HUD 協議或其他法律法規的系統性、住房

組合內的挑戰。例如，合規部和 EH&S 每月聯合向營運部和執行團隊發佈一份「鉛異常報

告」。報告中包含了聯合鉛合規保證計畫的調查結果。   

EH&S 每個月還會發佈一份報告，根據現場監控和其他分析匯總專業團隊的調查結果。

EH&S 有專門負責各種協議的團隊，包括鉛監督團隊、室內空氣品質團隊（負責處理黴變

和其他事項）、供暖監督團隊、害蟲綜合管理方案監督團隊和電梯監督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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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報告結果一致，則可以向營運部和執行團隊提出可行的建議，然後由合規部和 EH&S 在

隨後的報告中對其進行追蹤。我們將使用此報告和回饋結構來推動全系統流程改進或綜合

解決工作流程中發現的常見缺陷。  

 策略 E.2：進行一年兩次的全系統風險評估分析，現場監控和技術援助 

為了使用資料分析來追蹤所有住宅區的績效，合規部與績效追蹤和分析部（Performance 

Tracking and Analytics Department, PTAD）合作，開發了一個風險評估架構，使用關鍵資料

點來確定哪些住宅區有更高的 HUD 協議和其他法律法規的不合規風險。合規部和 PTAD 致

力於彙編關鍵指標矩陣，以分析所有住宅區，並建立一種演算法來權衡這些指標，以及為

住宅區指定風險評分。使用這種評分演算法，合規部和 PTAD 可以確定需要在合規性監控、

技術援助和集成工作方面特別關注哪些住宅區。由於與營運和 HUD 協議相關的指標對本

倡議最為重要，因此大部分指標都與這方面有關。然而，與住宅區的日常管理以及住戶和

工作人員生活品質有關的幾個指標也包括在內。 

合規部隨後使用此風險評估計畫對得分較低的住宅區進行現場監控。   

現場監控： 

合規部和 EH&S 與品質保證部合作，根據風險評估的分析，每月對住宅區進行兩次現場監

控。一週內，合規部、QA 和 EH&S 的工作人員（統稱為「現場監控團隊」）對一般物業

管理和營運區域進行調查，包括：供暖、電梯、害蟲、日常檢查和垃圾、年度認證、住戶

檔案、租金收取，一般維護和維修、回收和清潔、黴菌、鉛、吸煙標牌和投訴、違規、犯

罪、空置率和採購。現場監控團隊調查 HUD 協議所涵蓋的主題和其他高風險領域。  

現場監控團隊完成在住宅區的工作後，共同起草現場監控報告。在現場考察後的大約三十

（30）個自然日內，將分配高級營運人員和執行人員向住宅區頒佈監控報告。住宅區工

作人員必須準備一份包含時間架構和交付期限的糾正行動計畫，以解決實行監控期間發現

的缺陷。然後，合規部直接與住宅區工作人員協作，透過一個線上追蹤程式來追蹤、管理

和消除缺陷。住宅區工作人員必須每週進行更新，及時更新對已知缺陷的改正，保證報告

的即時性。當一個住宅區修繕了大部分已知缺陷時，會向住宅區工作人員和高級營運團隊

發放一份結束備忘錄。      

技術援助： 

當一個住宅區的報告中，有多個領域或一個領域的缺陷難以糾正時，合規部會派一個團隊

返回現場提供技術援助。根據住宅區現場監控報告的調查結果，合規部將為工作人員建立

技術援助指南（Technical Assistance Guide, TAG），是依據 NYCHA 標準程序和與缺陷領域

有關的任何適用法律或法規。合規部提供針對目標住宅區的現場監控報告中提到的每個缺

陷領域的糾正措施和指導方案。TAG 針對的是因缺陷和/或負責或確保遵守適用標準程序、

法律或法規的特定工作人員/職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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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團隊安排一次住宅區參觀以審查 TAG。在參觀之前，合規團隊將 TAG 提交給區域資產

經理（Regional Asset Manager, RAM）、物業經理和物業維修監工以瞭解情況。在參觀當

天，合規團隊來到住宅區，與物業經理和物業維修監工（或其他對接人）和/或參與初始

現場監控（或在現場監控報告中指定）的工作人員一起審查 TAG。參觀的具體目的是為工

作人員提供現場技術援助，回答工作人員可能提出的任何問題，並安排更多的時間表和日

期，以糾正缺陷。在住宅區的初始現場監控報告發佈的幾個星期後進行參觀。 

 策略 E.3：對建築系統進行根本原因故障分析 

EH&S 的電梯監督團隊對 30 天內反復出現故障的電梯進行「根本原因故障分析」。同樣，

EH&S 的供暖監督團隊對所有超過 12 小時才能解決的大修進行「根本原因故障分析」。這

些是針對系統或設備的分析，同時可以確定可能導致嚴重故障的部件、人員編制或其他因

素。  

隨後，EH&S 向電梯服務和維修部門或供暖管理服務部門直接提供建議。此後，EH&S 將追

蹤這些建築系統的建議是否得到實施，並定期報告每個事項的實施情況。  

 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透過創新和技術開創新業務、提高營運能力，對於成功改變 NYCHA 的核心業務和服務、

豐富住戶體驗十分重要。由資訊長（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領導的 NYCHA IT 部曾

作為核心的營運支持職能部門向總經理彙報工作。但是，IT 部要想更主動、靈活、快速應

對 NYCHA 的飛速變化，就必須積極參與各種支持所有部門的關鍵決策。作為轉型計畫的

一部分，IT 部將調整為向行政長（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 CAO）報告的核心支持職能

部門。   

2020 年 5 月，NYCHA 聘請了新的 CIO，以改進 IT 部提供服務的模式，提高其客戶服務的品

質和效率及部門可靠程度，改善其與 NYCHA 其他部門和關鍵利益相關者的關係。此項改

進工作涵蓋整個 IT 部，不僅需要改變技術路線圖，更重要的是，還需要改變塑造整個組

織內部文化和 IT 價值的基本原則和嵌入式流程。       

 策略 F.1：確定 IT 部的整體策略方向。  

NYCHA IT 部將分三個步驟來確定策略方向：  

 第 1 步：評估目前 IT 部的成熟度和滿意度  

NYCHA IT 將雇用一家獨立的 IT 諮詢公司對部門進行成熟度評估，並對 IT 產品和服務目前

的客戶滿意度進行基準評估。評估結果將包括 NYCHA IT 部與同類 IT 組織的對比結果，以

及短期和長期的改進建議。  

 第 2 步：評估基礎設施和應用架構的穩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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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部聘請了獨立的技術諮詢公司 GCOM Software LLC 來完成初步的基礎設施全面評估，並

為 IT 資料中心託管架構的穩定和現代化提供建議。在制訂行動計畫和技術投資推薦策略

前，IT 部將與其他部門包括人力資源、營運和基本建設專案司共同審查這些建議。同時，

為解決部門對遺留住房應用程式的依賴，NYCHA IT 部將選擇第三方服務，以記錄支援「公

共住房和租賃住房」（Public Housing and Leased Housing）的關鍵業務系統的核心業務需

求。我們將使這些用例與我們目前的自訂應用程式互相配合，並與更新的、具有潛力的、

性價比更高的商用現成（commercial off-the-shelf, COTS）軟體和服務對比來驗證其價值。  

 第 3 步：發佈 IT 策略和技術的現代化計畫  

NYCHA IT 部將把評估結果與內部策略規劃研討會結果和 KPMG 報告建議結合起來，以確定

該部門的使命、指導原則和 IT 的未來目標。CIO 將提出一系列業務導向的倡議，並確定可

衡量的目標，旨在彌補評估中發現的差距，並為共同實現業務和技術目標開闢一條康莊大

道。   

 策略 F.2：縮小部門間和部門內在主要 IT 服務和業務方面的差距  

NYCHA IT 部致力於成為客戶的密切合作夥伴，其目標與客戶業務目標保持一致。但大多數

內部和外部的利益相關者目前都認為，IT 僅僅是提供和維持系統可用性的工具或手段。過

去兩年中，IT 部面臨了美國政府前所未有的飛速變化，其中大部分時候，IT 部處於被動且

要按需展開業務。由於不同的 IT 單位與業務部門的接觸程度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便

出現了資源配置不均的情況。此外，由於部門內部各流程獨立，且在某些情況下多餘，便

出現了客戶體驗失衡的情況。這種分散工作的方式使得 IT 需求難以預測和管理，並滋生

了孤島式文化，不利於保證服務品質。    

我們將建立客戶體驗管理架構來加強 IT 部與 NYCHA 其他部門之間的策略夥伴關係，其中，

業務關係經理（Business Relationship Managers, BRM）將致力於瞭解指派部門的業務需求

和期望，並在整個執行過程中引導其在 IT 方面的要求。NYCHA IT 部將採取新的 IT 需求獲

取流程，此方法定義明確，專用於獲取和管理所有客戶需求，並將利益相關者的期望與 IT 

能力和策略優先順序聯繫起來。此外，IT 部將重新調整其職能和服務，以消除冗餘，建立

獨立的產品交付制衡機制，並簡化端到端客戶體驗。   

 策略 F.3：制訂網路安全計畫，改善測試職能  

作為全美最大的公共住房管理機構，NYCHA 有責任保護大量私人和敏感資訊的儲存、交

易及各方面安全，而這些資料經手了多個應用程式、網路基礎設施和工作人員。出現網路

安全威脅、內部系統故障或資訊暴露的風險取決於我們的安保強度。NYCHA 將首次設立

資訊安全長（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 CISO），將 IT 部目前的安全審計職能擴展為

全面的網路安全和《IT 風險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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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 F.4：針對 IT 服務管理（IT Service Management, ITSM）流程進行標

準化  

NYCHA IT 部將引進國際技術產業聯盟（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 ITIL）

最佳實踐架構和一套相關工具和流程，以簡化 IT 營運管理。2019 年 11 月，NYCHA 首次使

用了 ITSM 領先平台 ServiceNow 的模組，但由於流程缺陷、訓練缺位、工作人員準備不足，

產品潛力尚未發揮到最大程度。NYCHA 將建立獨立的 ITSM 職能部門，以管理 ITIL 新流程

（包括事件、問題、變更、管理、服務資產和配置的管理）的採用和整個部門的流程整合

問題，並將三個獨立的服務台整合完善為單一綜合服務台和一級客戶服務中心。這將成為

加強和提高 NYCHA IT 部向客戶和利益相關者所提供的全套基礎設施、應用程式、安全產

品和服務可靠性的基礎。  

 社區參與和夥伴關係  

社區參與和夥伴關係部（Community Engagement & Partnerships, CEP）將 NYCHA 住戶與關

鍵計畫和服務相聯繫，並讓住戶參與本機構的關鍵優先事項中。CEP 為 NYCHA 住戶管理委

員會（RA）的廣泛網路體系提供支援，並管理經濟機會、青年、老年人和社會服務領域

的夥伴關係、方案和倡議。CEP 透過六個部門與住戶和合作夥伴合作： 

住戶參與（Resident Engagement, RED）：讓住戶參與關鍵倡議，以幫助住戶表達意見、提

高教育水準和培養意識。RED 支援 NYCHA 的 RA 網路，包括監督住戶管理委員會選舉、訓

練和「租戶參與」（Tenant Participation）基金管理。RED 也負責管理一個青年委員會和

「資深冠軍」（Senior Champion）（或資深義工）網路體系，支援其他由住戶領導的團體，

並監督「住戶領導學院」（Resident Leadership Academy）等主要專案。 

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 CD）：實施有針對性的策略參與，以支持新房屋建設

和/或房屋修復和現代化專案。CD 協助召開公眾會議和研討會，並幫助公眾進行個性化參

與，以徵求意見，提高意識和理解程度，並幫助我們的房產開發和修復住宅組合計畫中的

住戶成功改建。  

住戶經濟賦權與可持續發展（Resident Economic Empowerment & Sustainability, REES）：透

過以下四個關鍵領域的方案、政策和夥伴關係，使住戶有能力增加收入和資產：就業與晉

升、業務發開、成人教育訓練、金融知識和資產建設。REES 管理的主要專案包括 NYCHA 

住戶訓練學院（Resident Training Academy）、家庭自給自足專案（Family Self-Sufficiency 

Program）和業務通道專案（Business Pathways Programs）。REES 也推薦住戶應聘因美國

住房與城市發展部 1968 年頒佈的法律第 3 節和其他 NYCHA 招聘要求而產生的工作崗位。 

家庭夥伴關係（Family Partnerships, FPD）；利用夥伴關係，將 NYCHA 住戶與青年、老年

人和社會服務聯繫起來。為某些「高危」人群提供單獨的社會服務評估和轉介，以解決租

房問題並幫助其生活長期穩定。FPD管理 NYCHA 與紐約市贊助建立的社區和老年中心的關

係，並監督家庭重返計畫（Family Reentry Program）等重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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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倡議（Health Initiatives, HI）：管理夥伴關係和機構間合作，將住戶與預防保健資源

相聯繫，營造更健康的室內環境，培養住戶的衛生領導能力。HI 管理的主要專案包括 

NYCHA 無煙社區和 NYCHA 農場。 

公私夥伴關係辦公室（Office 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OPPP）：為 CEP 和其他競爭性機

構的撥款提供集中管理。OPPP 管理政府與私人資助機構的關係，並擔任公共住房基金

（Fund for Public Housing）的聯絡人。 

目前，CEP 部門根據功能區的不同，採用「區」的服務模式或以行政區為基準的模式。在

地方一級，工作人員與住戶領袖和主要的外部利益相關者、地方服務提供者和 NYCHA 地

方辦事處合作，將 NYCHA 住戶與高品質的服務聯繫起來，並使他們參與其中。 

 

 策略  G.1：與  CCOP 談判一項新的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並根據 24 CFR §964 加強參與 

NYCHA 需要加強與住戶領導層的夥伴關係。理事長在一月份開始與全市主席理事會

（Citywide Council of Presidents, CCOP）討論新的諒解備忘錄，該備忘錄將正式確定 NYCHA 

和住戶領導層如何根據 24 CFR §964 條款的規定進行合作，該條款要求 NYCHA 將住戶參與

房屋局「整體任務和業務」的「所有層面」。該規則包括關於住戶管理委員會、住戶管理

公司、住戶訓練和住戶機會的指導方針。  

MOU 將針對其中多項準則，包括：住戶管理委員會選舉和增加住戶的參與；NYCHA 與住

戶領導層之間從住宅區層面到 NYCHA 理事會之間的會議頻率；住戶對基本建設改進、物

業預算編列和住戶服務的投入，以及制訂聯合領導的住戶滿意度評估。RA 並不是與住戶

的唯一接觸點--我們需要根據新闡述的使命，重新定義與每個住戶的關係。作為我們 MOU 

的一部分，並為支持我們共同決策，NYCHA 將讓住戶參與有關入住、一般管理、維護、

安全、住戶訓練和就業、社會服務、現代化優先事項以及其他計畫實施的新倡議的工作組。

每位住戶都應該知道並有機會對 NYCHA 的未來提出意見。NYCHA 將利用其溝通管道，確

保住戶在實施轉型計畫時瞭解最新情況。這包括與關鍵倡議和新工具（如住宅區的智慧型

螢幕）相關的資訊宣傳活動，以快速分享準確和及時的資訊。我們必須承諾為他們提供持

續的住房保障和機會。 

 策略 G.2：加強與社區夥伴的合作  

社區組織也需要與 NYCHA 建立新的夥伴關係。在參與中，我們聽到，我們可能遲遲不承

諾實施有前景的專案，而且我們不斷變化的優先事項可能會讓合作夥伴感到無所適從。

NYCHA 已經建立了成功以夥伴關係為基礎的服務協調模式，以及一套專為公共住房住戶

提供的計畫和服務。然而，還需要新的投資才能加深合作機會，為住戶提供更多的專用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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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 管理著一個由 150 多個社區合作夥伴組成的正式網路，這些合作夥伴與 NYCHA 合作，

將住戶與工作人力、老年人、青年和社會服務聯繫起來。為了強化這個網路，深化對住戶

的支持，CEP 將透過公共住房基金，展開一項私人資助的工作，擴大 NYCHA 現有的方案，

增加工作人員，擴大關鍵夥伴關係工作的能力，並制訂與 NYCHA 藍圖計畫一致的新方案

和夥伴關係。   

 
 策略 G.3：與住戶合作以改善生活品質 

NYCHA 絕大多數的住戶都知道並遵守規則。不過，如果有一名住戶沒有妥善處理廢物，

或者沒有尊重鄰居，就會對物業的每一名住戶和工作人員的生活品質產生一連串的影響。

目前，情況往往會升級到物業經理必須對住戶提出正式投訴，租客被帶去進行行政聽證，

或在法院對住戶提起訴訟。NYCHA 需要實施一種高效和有效的方式，與其住戶合作，解

決生活品質問題。住戶管理委員會作為住戶的代言人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重大決策上應

該有一席之地，但我們也必須努力賦予特定的住戶群體權力，他們可以幫助與 NYCHA 的

工作人員攜手合作，在問題出現之前和之後，讓住戶對改善生活品質提出意見，並支持教

育和執法。  

NYCHA 可與綠色城市力量（Green City Force）等組織簽訂合約，在住宅區層面展開強有力

的教育、宣傳和合規運動。透過這種模式，NYCHA 將能為住戶提供津貼和體驗式學習機

會，以支援他們的長期職業發展。對於需要全時投入的倡議，NYCHA 將複製其新的無煙

大使（Smoke Free Ambassador）模式，該模式雇用住戶教育同伴和其他參與方式，以積極

主動地解決這個領域潛在的租賃執行問題。其他住房管理機構則支付津貼給每個物業的住

戶大使團隊。在 NYCHA，利用這些平行模式是賦予住戶權力和執行規則的有效方式。  

雖然社區層面的參與是提高生活品質的關鍵成分，但是物業管理也需要在特定的住戶出現

問題之後，在執行租約時進行個別干預。為了填補這個差距，NYCHA 建議，將獲得授權

與物業管理部門合作的住房助理學員（Housing Assistant Trainees），在行政聽證會或終止

租賃流程進行之前先解決此問題。住房助理學員可以幫助住戶進行年度重新認證；在租房

的過程中為租戶提供入住服務；協助進行非正式會議；通知租戶停電和緊急情況；以及租

戶搬遷。  

 [標註方塊]：多樣性、包容性和公平性 

NYCHA 致力於創造多元化、包容性和促進公平的工作場所。為推進這些目標，NYCHA 將

採用市第 45 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45, EO45）的目標，即：代表紐約市對公平、包

容和機會的承諾。在市政府的支持下，NYCHA 將展開為期一年的工作，分析各種做法、

政策和組織文化是如何造成不平等的；根據最新的業績衡量標準解決差距問題；並使我們

新的業務結構和業績架構符合種族和社會平等原則，以實現和推進 EO45 的目標。NYCHA 

也將加入正在進行類似轉型的其他城市機構的學習社區，以分享最佳做法和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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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註方塊]：公共住房基金 

公共住房基金創造和利用資源和關係，以提高紐約市房屋局住戶的機會和生活品質，同時

提高公共住房對我們城市的重要性。作為非營利組織（501c3），公共住房基金擴大並支

援 NYCHA 的重要使命，即為紐約人提供永續、包容和安全的優質住房，同時促進經濟流

動的機會。 

 

2025 年願景 

公共住房基金將投資於領導力培養、工作人力技能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重點關注 NYCHA 

的 10 萬名青年和年輕成年人（14-24 歲），作為我們為所有 NYCHA 住戶創造經濟機會和

公平的承諾的核心。  

公共住房基金將為 NYCHA 的轉型計畫提供強有力的支持，提升 NYCHA 住戶對紐約市經濟

復甦和未來的多樣性和公平性的影響。 

 

價值觀/運作原則 

道德：我們透過誠實、透明和負責任來展示最高的道德標準。  

參與：我們讓合作夥伴、公眾和住戶參與並激勵他們接受並推動 NYCHA 的轉型計畫。  

平等：我們設計和實施各種專案，賦予住戶能力，增加經濟機會，進而促進住戶的公平。  

 

目標（12/20 之前的策略計畫）  

• 高影響力計畫（High Impact Programs） 

o 領導力培養青年委員會、住戶領導力、住戶參與/聯繫、家庭領導力/經濟流

動性。 

o 工作人力技能/機會，NYCHA 事業，商業途徑，NYCHA 創業，教育。 

 

• 健康社區健康大使，健康環境/健身，農業健康/食品，預防暴力。 

 

• 強大的 NYCHA 推廣和宣傳 

 

• 籌款成功 

 

• 良好的治理 

 

• 卓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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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均等  

住房機會均等部（Department of Equal Opportunity, DEO）促進和監督住房機會的均等  

在就業、公共住房和支付現行工資方面的合規性。NYCHA 承包商。住房機會均等辦公室

的任務是促進整個機構的機會均等。包容性和非歧視原則，對生活或工作在 NYCHA，接

受 NYCHA 的服務，或由 NYCHA 承包商支付的個人。DEO 對歧視行為進行調查，並提供機

會均等訓練和；援助服務。我們重視包容性，提供機會均等的服務。不分種族、膚色、性

別/性（包括懷孕、性別認同）、宗教；民族血統、殘疾、外籍人士和公民身分、年齡、

婚姻狀況、家庭關係等。狀況、軍事狀況、夥伴關係狀況、誘發性遺傳特徵、性傾向、過

去的逮捕或判刑記錄、失業狀況、以前的工資歷史、消費者信用記錄、照顧者身分或家庭

受害者身分。暴力、性犯罪、跟蹤或約會暴力。 

 對外事務  

對外事務包括政府間關係辦公室（Office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和通訊部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DOC）。政府間關係辦公室負責擔任 NYCHA 與州和市立

法機構以及各政府機構的聯絡人。它與州立法機構和市議會的成員就與房屋局業務有關的

監督問題、立法或撥款進行合作。此辦公室也負責編制 NYCHA 的年度立法方案，並協助

法律部編寫供州立法機關（State Legislature）審議的立法，以及對可能影響機構方案或職

能的其他立法提案提出意見。 

政府間關係辦公室與 DOC 密切合作。DOC 透過若干溝通管道，向包括媒體、住戶、員工、

社區夥伴和公眾在內的多個受眾開發和傳播 NYCHA 的資訊。該部門也充當針對時事和目

前課題向媒體進行詢問和宣傳的關鍵點。在與其他部門和外部夥伴的合作下，DOC 確保 

NYCHA 得到準確和一致的代表。  

NYCHA 的宣傳工作主要針對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 媒體關係（Media Relations)，包括代表 NYCHA 與新聞媒體的所有聯繫。  

• 住戶通訊（Resident Communications），包括 NYCHA 的語言服務部門（Language 

Services Unit）和住戶出版物，如 NYCHA Journal.；  

• 數位通訊（Digital Communications），包括 NYCHA 面對公眾的網站和社交媒體，如 

NYCHA 的推特和臉書頁面管理；  

• 數位和印刷品中的員工通訊（Employee Communications），包括在 NYCHA Connect 

上的通訊。  

 策略與創新  

策略與創新辦公室（Office of Strategy & Innovation, OSI）成立於 2019 年，與 NYCHA 的各個

部門合作，在為住戶提供服務的方式上做出積極的改變。聯合策略規劃和績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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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Planning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團隊，目標是確保我們使用服務設計

和資料驅動技術，以及引入創新工具來提高營運效率和住戶的體驗。   

 策略 J.1：建立資料治理  

當物業在獲得、維護和利用資料時，其可以成為一種強大的資產，透過使用及時和可行的

資訊，改變像 NYCHA 這樣大型複雜組織的營運品質。NYCHA 利用綜合系統和各種系統展

開活動，如對公寓進行維修，完成住戶的年度重新認證，採購材料和用品，對住宅區進行

資產改良，與第 8 節方案業主進行交易，以及處理對供應商的付款。在這些系統中，往往

在沒有明確和一致的規則的情況下建立數以百萬計的具有各種屬性的記錄。資料治理

（Data Governance）是組織和實施有效使用資料的原則、政策、程序和標準的做法。將有

助於 NYCHA 回答關於其大量資料的一些基本問題。是否需要有高度自信才能做出正確的

決定？我們是否已實現資料在主要系統之間的無縫共用？資料是否安全並受到保護？我們

是否有明確傳達的共同理解和一致定義？  

作為整個轉型計畫的一部分，IT 部的權力下放模式打算重新界定和加強與本機構四個核心

領域的關係，他們是各種系統的使用者和所生產資訊的消費者：營運部、資產與資本管理

部、監管與合規部、財務與行政部。IT 部門將與其他組織夥伴一起，在建立資料治理架構

和流程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以支持營運、戰術和策略決策。 

企業資料治理和策略將有助於 NYCHA 實現以下效益： 

• 提高利用分析技術在整個機構（從住宅區到中央辦公室部門）作出資料驅動決策的

能力。  

• 提高物業管理和一線工作人員在日常工作中利用資料的能力。  

• 提高 NYCHA 資產（如鍋爐、電梯、屋頂風扇等）的位置、狀態和生命週期的能見

度，這將加強規劃和預防性維護工作。  

• 透過建立企業範圍的資料字典，提高跨多個系統（Maximo、Siebel、Oracle）採集

和報告資料的準確性。 

• 透過明確定義角色，如將資料管理員納入業務單位，對 NYCHA 業務的所有方面的

資料管理和準確性實行問責。 

NYCHA 將資料治理視為本組織的長期目標，將包括以下階段：  

1. 發出徵求建議書（Request for Proposal, RFP），以制定 NYCHA 資料治理結構 

2. 建立 NYCHA 資料治理組織（Data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3. 為資料治理組織配備人員 

4. 制定資料治理流程架構和技術   

5. 運作資料治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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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 J.2：投資新技術  

NYCHA 的員工每天都要依靠技術來完成他們的工作。他們在 Maximo 中處理工作訂單，在 

Oracle 中輸入採購訂單，在 Siebel 中記錄住戶投訴，並使用無數其他工具和系統。但是，

雖然這些技術對我們服務住戶的能力至關重要，但它們也維護了現狀，抑制了變革。  

為了改善對住戶的服務，重塑 NYCHA 的形象，並成為物業管理的領導者，我們必須投資

於最先進的技術，以提供對建築物和系統內部狀況的可視性。例如，NYCHA 已經開始安

裝新的最先進的建築管理系統（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BMS），以提供物業的即時

回饋，如供暖設備故障、水電使用和室內溫度感測器讀數。 

除此和其他智慧型建築技術外，NYCHA 也將投資建立企業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並將其整合到整個機構中。企業 GIS 將是一個統一的工具，各

部門的多個用戶可以共用和分析空間資料。企業 GIS 背後的真正創新將是三維的、地理定

位的 NYCHA 物業「數位雙胞胎」，資產管理工作人員可以將即時 Maximo 工作訂單和其他

建築性能和條件資料視覺化。 

企業 GIS 將促進業務部門和基本建設部門之間的數位協作，打破各自為政的局面，並將關

鍵資料匯總到單一地點，實現全面的資產規劃：資產年限、使用壽命和保修；實物需求評

估（Physical Needs Assessment, PNA）的狀況資料；以及大樓管理系統的性能資料。資料

整合到位後，資產管理團隊可以將工作訂單等資料作為資產性能的代用，通過空間分析，

為資源配置、資金選擇流程以及全方位的建設管理提供參考。 

此外，NYCHA 也在進行技術轉型，採用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這是建築、工程和施工（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AEC）專業人

士用來更有效率地規劃、設計與建造建築物的流程。BIM 整合資產的詳細資訊，並生成了

與 GIS 相容的 3D 表現形式，使基本建設專案司的設計人員與營運維修人員的工作資訊相

同。這種整合的結果是從規劃到設計到施工再到維護的直線對傳。或者換一種說法，就是

在建築生命週期的每一步都要進行資料化的決策。 

 策略 J.3：賦予 NYCHA-Stat 權力，要求作出營運決策 

「如果無法衡量，就不會有改進」，這是管理思想家 Peter Drucker 經常說的一句話。為了

達成本計畫中提出的組織目標，NYCHA 工作人員必須有明確定義的衡量標準和系統性的

業績審查流程。NYCHA 最初於  2001 年實施了房屋局生產力追蹤系統（Authority 

Productivity Tracking System, APTS），作為對管理人員進行問責的工具，並為 NYCHA 的行

政人員提供分析資料和實現更有效和高效服務的能力。這個流程經歷了各種反覆，最後形

成目前的 NYCHA 統計、趨勢和追蹤（Statistics, Trends, and Tracking, STAT）會議。過去幾

年來，這些會議一直在零星舉行。作為轉型計畫的一部分，NYCHA 打算優先考慮在該局

各級進行定期和一致的績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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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的 NYCHA STAT 會議將召集行政人員對整個 NYCHA、行政區、社區和住宅區層面的業

績進行完全透明的審查。在這些會議上，物業管理團隊的成員，從鄰里主任到物業維修監

工，都將解釋關鍵績效指標的趨勢，如租金收取、租金拖欠、年度重新認證、維修和熟練

技工工作訂單、供應商工作訂單、公寓準備時間和重新入住的周轉時間等。預算部、人力

資源和法律等支持部門的高級代表將出席會議，並可就具有挑戰性或不確定的問題提出有

益的見解。這個流程強調問責制，但也突出了工作人員需要協助或更多訓練的領域。對所

有需要採取後續行動或糾正行動的事項進行追蹤，必要時上報並及時處理。 

除了對物業管理部門的績效審查外，NYCHA 的 STAT 流程也將包括對基本建設專案司和採

購等關鍵部門的審查。會議還將強調與 HUD 協議的支柱領域有關的指標（黴菌、害蟲、

鉛、電梯和暖氣），以全面、綜合地看待 NYCHA 的業績。   

雖然 NYCHA STAT 的大型會議將每月舉行一次，但其願景是將 NYCHA STAT 的原則納入本機

構的日常運作中。從物業經理每天檢查住房助理的年度審查情況，到物業維修監工審查當

天的工作單，再到採購人員監控用品庫存，所有部門領導每週至少要與工作人員檢討一次

他們的指標，以確定需要注意的領域，以及早期干預可以大大改善結果。NYCHA STAT 將

逐漸灌輸為住戶提供一流服務所需的紀律和重點。   

 法律部（Law Department）  

負責法律事務的執行副主席和總法律顧問以及法律部的律師為 NYCHA 提供法律諮詢和代

表。法律部分為以下業務組：策略倡議和特殊政策；勞動關係和就業；公平住房和就業訴

訟；上訴；公司事務；房地產和經濟發展；商業訴訟；一般訴訟；民事訴訟；員工紀律；

住房訴訟；以及侵權行為。 

作為轉型計畫的一部分，法律部正在與社區參與和夥伴關係、策略與創新以及管理服務部

合作，審查 NYCHA 如何改進住戶租賃條款的執行情況，同時與供應管理部合作製作新的

採購政策手冊。 

在我們舉辦的許多活動中，工作人員和住戶一致提出一個主題，亦即 NYCHA 在執行規則

以改善我們物業住戶的生活品質方面需要做得更好。 

 策略 K.1：減輕物業一級工作人員過重的負擔，在社區一級實施統一的

業務流程 

目前，NYCHA 要求住房助理和物業經理對不支付租金和其他違反租約的住戶提起終止租

賃訴訟程序。NYCHA 的法律部和公共住房租賃管理部對哪些案件被提起訴訟以及為何提

起訴訟幾乎一無所知。此外，彙編檔案和出庭，這兩項工作都需要高度熟悉法律程序，這

些責任往往強加給住房助理和物業經理，他們不得不在專注於物業的其他任務或專注於執

行租約之間做出決定。  

法律部、公共住房租賃管理部及營運部將設計新的租賃執法行動業務流程。作為初始事項，

法律部將與新的「鄰里模式」地理結構互相配合，並在這個流程一開始時直接與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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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合作。律師將與物業管理公司合作，根據具體案件的事實和情況，決定是否應該繼續

進行終止租賃行動。 

第二，NYCHA 將審查一個正在進行的試行專案——中央住房法院單位，並評估是否應將其

擴大到所有不付款案件的範圍。擴大後的住房法院單位也將與鄰里模式保持一致。助理經

理和住房法院單位工作人員將指派至每個行政區，但一些工作人員也將被單獨指派到 

Harlem 和 Red Hook，這兩個區有單獨的社區 

 
擴大後的住房法院單位將集中追蹤法院下令進行的維修，與住戶見面，出庭，準備案件檔

案，並在 Siebel 系統中建立服務申請。集中處理不繳費案件，將有助於確保駐物業的住房

助理和物業經理有更多時間專注於物業中的其他訴訟程序，包括其他違反規章制度的行為。 

此外，使法律部和住房法院單位與業務處的地理結構一致，律師及其他精通法律程序的工

作人員便能在每個案件進行時擁有聯絡點。建立明確的溝通管道，將提供這個流程的透明

度，並使個人都能權衡案件應如何進入流程的下一步。 

 策略 K.2：為每個案件設計前置干預措施 

NYCHA 無法根據案件事實查看某戶家庭的歷史情況，以決定對租約的執行最為恰當的干

預措施。相反地，各住宅區在執行規則的條款和程度上缺乏一致性。  

有了充分的資料，NYCHA 就可以要求統一決策，同時確保我們在法庭上更能把重點放在

涉及「不具希望」和持續拖欠租金或延遲付款的案件上。根據每個案件的具體情況，其他

干預措施（包括快速維修、HRA 撥款、付款計畫或社會服務）可能會成為更為恰當的干預

措施，以確保租賃規則得到執行。這些干預措施可以且應該在我們上法庭前進行。   

 住房組合規劃 

NYCHA 的住房組合需要資金 400 億美元，但目前無法籌集到這筆資金。雖然最初的公共住

房融資模式旨在實現自給自足，並有充足的租金收入進行定期大修，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資金補助沒有跟上需要，很多住宅區已經錯過了兩個甚至三個資本重組週期。這些資金缺

口對住戶的生活品質有重大影響，並給維修人員造成惡性循環，即他們必須反復修復相同

問題，卻明知沒有進行真正需要的修復。此時便有機會對 NYCHA 整個住房組合進行資本

重組，並將其自身定位為紐約市穩定、永續的資源，如自從 1953 年以來所做的那樣。 

A. 基本建設專案  

基本建設專案司（Capital Projects Division, CPD）負責規劃和實施 NYCHA 展開的所有基本建

設工程，其中包括超級風暴桑迪復甦和恢復計畫。CPD 對有限的資源進行策略分配，以確

保 NYCHA 的住房存量能留到下代住戶。  

基本建設投資通常是長期專案，旨在改善或提高未來幾代物業的營運狀況。十年展望和五

年規劃週期要求 CPD 必須展望未來，並利用資料、概念驗證和專業知識推動決策，並利

用這些決策來領導本機構在能源和永續性投資組合、氣候適應、創新設計標準和建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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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發展。CPD 利用自身在規範一致性、設計、能源和建築科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協

調眾多職能部門，以完成 NYCHA 的整體任務。此外，CPD 也已調整自身職能，以預測 

NYCHA 基本建設專案不斷變化的需求，打破了過去存在的各自為政的局面。  

工作類別現在大致分為四方面——(1) 建築圍護工程，包括屋面、砌築和窗戶等外部工程；

(2) 供暖、電梯、管道、燃氣立管、地下蒸汽管和配水管道等建築系統；(3) 公寓和建築內

部裝修；(4) 地面及其他外部場地安全和改進。CPD 也會執行能源績效合約。  

NYCHA 的 2020 年基本建設計畫將使用約 71.14 億美元，用於改善基礎設施、重大現代化

建設、其他系統升級、修復、復原和加固受超級風暴桑迪破壞或影響的住宅區。本計畫的

制訂基礎在於目前聯邦資本融資預期、地方官員和紐約市的籌資情況以及超級風暴桑迪後

預期的災後恢復情況。  

本計畫包括 61 億美元的紐約市基金和聯邦基金，用於修復老化的供暖設備、電梯、外牆

和屋頂。城市計畫包括 12 億美元，用於解決鉛、黴菌、供暖、電梯和害蟲問題。聯邦計

畫包括 7.91 億美元用於解決建築物外部，包括磚瓦和屋頂專案，另有 1.14 億美元用於更

換電梯。州計畫包括 3.5 億美元用於鍋爐，1 億美元用於更換電梯。總的來說，在本計畫

所包含的 71.14 億美元中，47% 來自聯邦年度資本撥款，38% 來自紐約市，7% 來自紐約州，

8% 來自其他來源（社區發展專項撥款、災後恢復和其他）。39  

CPD 正採取以下一些策略以完成這項重要的基本建設專案。 

 

1. 策略 A.1：進行持續的內部重組和能力建設。 

近年來，CPD 整合了不可能再吸引資金資源的第三方大型獨立專案管理公司，最大發揮其

在組織管理中的效能。CPD 也已完成策略性組織調整，以加強管理人員和工作人員的問責

制，並與行業標準保持一致。正在進行的改進措施包括增加技術的提供和使用，使表格標

準化和簡化內部流程，以及尋求不同的專案交付選擇。基本建設專案的核心貫穿 CPD 的

各個部門，並且最終透過集體的努力而得以完成。這些關鍵職能是：  

• 基本建設專案規劃——利用資料驅動的決策，CPD 與 NYCHA 其他司和部門合作，制

訂 NYCHA 的五年基本建設計畫。該部門由四（4）個單位組成。財務規劃，負責監

督五年基本建設計畫的制訂，並確保 NYCHA 及時承付資金；成本估算，負責對基

本建設專案從規劃開始到結束進行估算；實物需求評估單位，負責管理 NYCHA 的

綜合物質需求評估流程；以及合約管理單位，負責監督所有建築/工程和施工管理

合約和任務訂單。  

• 設計——設計部通過顧問和內部專業人員，提供建築和工程服務，以支援 CPD 和 

NYCHA，平衡計畫工作、緊急需求和緊急情況。本部門由三（3）個單位組成。建

                                                      
39 根據《已通過的 2020 會計年度預算》和《2021-2024 會計年度四年財務計畫》的基本建設計畫資訊。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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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工程和規範/標準。備受讚譽的「互聯社區」（Connected Communities）倡議

由設計部負責。  

• 能源與永續發展——該部門是 NYCHA 永續發展議程的管理者，負責規劃和實施能

源和水效率改造，改善 NYCHA 的園區基本建設以提高長期的持續性性，實施試行

專案以測試新的技術和方法，並向 CPD 和 NYCHA 的其他部門提供技術援助。永續

發展的建築是健康的建築，該部門將擴張以協助 NYCHA 進行基本建設、黴菌和鉛

專案。此部門也負責管理 NYCHA 的能源績效合約（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s, 

EPC）、新的建築管理系統（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s, BMS）、綜合廢物管理

計畫、在 NYCHA 的屋頂和停車場等地實行的社區共用太陽能計畫（Community 

Shared Solar）等。  

• 專案管理——三個專案管理團隊和兩名簽約專案經理對基本建設專案從開始到結束

和試運行進行全面監督，確保專案安全、按時、在預算內交付，並符合合約文件規

定的品質。集中營運部門管理並指派人員進行施工檢查，以支持專案管理人員。基

本建設專案的生命週期包括規劃、設計、採購、施工和收尾階段，由專案經理管理。   

• 復甦和恢復——該部門負責監督約 32 億美元的資金，專門用於超級風暴桑迪的災

後恢復和在受到風暴嚴重破壞的建築物上安裝復原措施。本計畫涵蓋了四個行政區 

33 個園區的  220 多棟建築和相關系統。復原部門也負責監督幾個試行專案和 

NYCHA 即將推出的氣候適應計畫（Climate Adaptation Plan），其重點是復原設計策

略。   

• 支持服務部——支持服務部致力於建立一種「卓越服務」的文化，透過提供行政服

務，包括人力資源管理、後勤管理和處理承包商付款、分析和報告、施工安全和品

質、品質保證、內部合規和訓練等，共同負責協助 CPD 工作人員完成任務。   

  策略 A.2：實施資料驅動和策略資本規劃  

利用透過 PNA 流程獲得的資訊和營運資料，CPD 在規劃工作時採用邏輯建築順序，以保護

和維持住宅區內的投資。這個順序從密封建築圍護結構——屋頂和磚瓦工程開始，然後轉

向建築系統、內部裝修和地面。  

在這個方法的基礎上，根據以下流程確定了近期計畫更換電梯和供熱設備的住宅區：  

• 根據剩餘使用年限和 2017 年 PNA 檢查中發現的缺陷進行 PNA 狀況評級。  

• PNA 的評級是按五分制從好到差來評定的。PNA 狀況評級定義如下：  

1. 良好：元件處於全新或幾乎全新狀態；能正常運作；無需修理，無缺陷。 

2. 在好和尚可之間。元件正在正常運作；有一些使用和磨損的痕跡；可能需要

日常維護。 

3. 尚可：元件的使用壽命已經達到一半；能正常運作；需要小修或維護才能繼

續正常運作。 

4. 在尚可與不佳之間。元件的使用壽命已過四分之三；在運作時出現一些故障

或效率低下；有可能在近期內發生故障，需要進行大修才能繼續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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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佳：元件已經達到或接近使用壽命終點；無法運作或即將無法運作；有重

大缺陷，需要更換。  

• 根據使用表現（停電次數）、工作訂單票據和零部件供應情況對運行狀況進行評級

——這些資訊由 NYCHA 營運部的供暖和電梯部門主任和/或副主任每年提供。每年

第二或第三季度，透過 Excel 試算表以電子形式將營運評分提供給 CPD，為年度基

本建設規劃分配流程提供資訊。 

• 考慮規模經濟，以實現投資最大化；此外，由於 NYCHA 的建築通常是一個住宅區

的一部分，佔據園區內的多棟建築，本機構已確定，更換住宅區中所有建築的整個

供暖設備系統和電梯系統，比單獨更換鍋爐或電梯更具成本效益。如果承包商在一

個住宅區時對多個鍋爐或電梯進行施工，在將資源部署到現場時，就會減少與承包

商調動有關的費用。  

基本建設專案的預計費用是根據以下資料來源確定的：PNA 估計的更換成本、RS Means 是

紐約市專案和 NYCHA 最近授予的類似專案建築合約的成本計算資料。此外，NYCHA 也對

基本建設專案分配應用升級係數。 

 策略 A.3：繼續採用綜合計畫管理資訊軟體系統 

CPD 於 2019 年採購高透明度的雲端式自行管理計畫執行資訊系統軟體 e-Builder。這款軟

體對使用者友好，也可用於管理資料，工作人員可以使用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型

手機存取所有文件和專案的現場資訊。採購 E-Builder 是為了取代以前的專案管理軟體，

因為內部或軟體建立者將不再支援該軟體。  

自從 e-Builder 啟動以來，CPD 概述 NYCHA 基本建設流程中的幾乎每一步工作，從專案章

程和啟動到結束，以及某些情況的調試。目前，e-Builder 中有 700 多個現行專案，從規劃

/專案章程到設計、採購、施工、收尾與調試。在九個月的一段時間，專案從舊系統中遷

移出來，這需要與 CPD 內部和外部的利益相關者密切協作。此外，為了準確地追蹤專案

並反映出對一個住宅區的適當供資，所有合約，包括需求合約或有許多任務訂單（多達數

千份）的單項合約在內，都按任務訂單分開，並作為具有特定供資編號的個別專案進行指

派。這就需要建立數千個新的 Oracle 供資編號和數千個新的專案檔案。因此，該系統的架

構提供了方向性和透明度；也消除了 CPD 內部各部門之間曾經傳遞的數百張表格。 

事實證明，當 COVID-19 疫情來襲時，CPD 採用雲端 e-Builder 是一個巨大的資產，因為工

作人員能透過資金或符合 CDC 指導原則來標記受影響的專案。重要的是，工作人員利用

這個雲端軟體立即轉入遠端工作環境，使他們能不間斷地繼續工作。在紐約市疫情最嚴重

的時候，儘管業務方式發生了變化，但 CPD 的認證工資項目仍保持在疫情前的水準，平

均每月七千五百萬美元。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 e-Builder 的無縫交易審批流程，其中

包括供應商提交的電子檔。重要的是，大多數基本建設專案在保持安全和保證品質的情況

下，仍然按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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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D 也試行使用 e-Builder 對其紐約州政府資助的贈款支付協議（GDA）專案進行更詳細的

資產管理追蹤，該專案撥款 4.5  億美元，用於更換紐約市三十五（35）個住宅區的供暖設

備和電梯。 GDA 專案將作為個別資產進行追蹤。然而，鑒於在 e-Builder 中完成這個級別

的資產追蹤需要額外的資源，CPD 也在探索其他選擇。 

 策略 A.4：向 HUD 申請公用事業減免，以獲取節省的費用  

NYCHA 正在向 HUD 提出一項建議，要求進行一系列改革，以獲取所有的水電費節餘，無

論這些節餘是如何實現的。NYCHA 非常感謝 HUD 的同事們多年來在推進能源績效合約

（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s, EPC）方面給予我們的大力支持。至天為止，NYCHA 從 

2013 年自行開發 1,800 萬美元的單一 EPC 專案，到 2020 年融資 3.1 億美元的專案，已經超

過我們 2016 年永續發展議程的目標。NYCHA 的能源專案經過多年的發展，從簡單的照明

改造到利用節省下來的資金贊助蒸汽設備、分離生活熱水，並安裝大樓管理系統以監控水

箱房的運行狀況和公寓的舒適度狀況。隨著 NYCHA 將廣泛的混合資金來源聚集在一起，

我們將需要獲得我們的保護性倡議的全部財政利益。既定的 EPC 和公用事業費率減免架構，

限制並約束 NYCHA 可以累積的費用。   

NYCHA 計畫要求進行以下修改，並正在準備分析支持，以配合該要求，並進行最後提交。    

1. 接受所有公用事業公司的減免優惠。 

允許 NYCHA 保留我們與紐約電力局（New York Power Authority）、紐約市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和我們的天然氣公用事業公司採取的降低

費率行動所帶來的全部財政利益。    

2. 放棄三年水基線。 

允許 NYCHA 用不到三年的資料確定基線。NYCHA 將擁有一到兩年的數量資料，在某些情

況下還有部分年份的資料，這些資料可用於確定資助改造的基線。水資助工程將與電、氣

措施同時進行。  

3. 允許使用所有可用的資金來源，以產生公用事業儲蓄，包括凍結基數。  

允許 NYCHA 利用所有可用來源，包括但不限於基本建設和營運資金，從更換的設備中保

留公用事業和減少廢物專案的全部財政利益；允許 NYCHA 凍結其滾動的基本消費水準，

並對缺失、不完整或不正確的公用事業資料進行任何必要的調整；對預計的燃料變化，如

天然氣轉為電力或天然氣轉為購買的蒸汽進行等量消費調整；與天氣有關的、佔用或符合

《守則》的調整；以及類似的考慮因素。  

4. 取消對 EPC 獎勵的限制。   

 

確保透過 HUD 公用事業獎勵措施節省的所有資金都能用於專案工作，並由 NYCHA 接收。

從 HUD 的能源激勵措施（如凍結基數、額外補助）中為 HUD 提供的節餘往往低於從節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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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得的全部經濟利益。由於激勵措施的限制，節省的費用通常是預計節省費用的 10-

15%，可以為 110,000 個住宅單位的額外建築系統改造提供超過 4,500 萬美元的資金。  

5. 允許結構性融資，為運維降低成本。   

先進技術帶來的成本降低，可以減少營運和維護成本，但沒有列入第三方合約或融資。例

如，NYCHA 提出的氣動廢物循環試行專案，預計將把家政人員從  20 多人減為 2 人。

NYCHA 的外部照明專案藉由安裝 LED 燈技術來提高安全和安保，該技術使燈管壽命大大延

長，達到 7 萬小時，而一般高壓鈉燈的壽命為 2.4 萬 小時，從而減少了對人力和設備的要

求。可以藉由減少營運和維護成本，為這些和其他有彈性和永續技術的創新方法或公私融

資策略提供資金。NYCHA 的個人服務勞務預算每減少 1,000 萬美元，NYCHA 可以資助 1.2 

億美元。 

 策略 A.5：實施其他基本建設專案管理改進措施 

CPD 也正在實施其他改革，為改進目前的做法和改善 CPD 向 NYCHA 住戶提供的服務提供

了機會。 

以下是各項倡議的摘要，以及 CPD 執行各項倡議的進展情況。 

1. 編制最新的基本建設專案程序手冊。 

目前正在更新基本建設專案程序手冊，其中反映出所有流程中的利益相關者，預計將在 

2021 年與訓練方案一起發佈。 

2. 與利益相關者一起制訂專案策略文件。 

目前正在製作統一的專案策略文件。使用 e-Builder，所有新專案現在都會收到一份「專案

章程」，其中包含了專案啟動的行業標準要素。工作人員關於《e-Builder 專案章程》（e-

Builder Project Charter）的訓練已經完成。其他文件，如專案交付執行計畫（Project 

Delivery Execution Plan），其中包括關於時間表、費用和組織結構的詳細資訊，已經為選

定的住房組合完成，CPD 正在分析將此文件推廣到整個住房組合。  

3. 擴大關鍵業績指標的使用範圍。 

CPD 與業績追蹤和分析部合作，確定並監控關鍵業績指標，包括但不限於專案是否按計畫

和在預算範圍內、安全事故發生率、專案時間表、承包商安全和品質業績等。 

CPD 正在努力確保資料的品質和一致性以及更新的及時性，並評估組合和業務要求，以確

定更多的衡量標準。目前正在開發透過 e-Builder 中的報告和儀錶盤進行視覺化，以提供

「一目了然」的故事板，以及深入分析的機制，以查看支援資訊。隨著新報告的推出，工

作人員將接受關於新報告的使用和定制的訓練。 

4. 組成專門的調度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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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D 正在建設一支專門的調度隊伍。已經確定了團隊的角色和職責，並張貼工作說明。聘

用工作已經開始，待調度員上崗後再進行訓練。 

5. 加強對 CPD 的遵守和內部審計監督。 

在加強對 CPD 的遵守和內部審計監督方面，已經開始評估內部作用、責任和程序。正在

對該部進行結構調整，以避免與現有職能重疊，並正在最後確定額外的人員配置需求。 

6. 單獨的品質和安全檢查團隊。 

CPD 已經完成品質和安全檢查團隊的分離，確定新的工作職責，雇用了工作人員，並修改

了現有的範本和政策以適應新的配置。訓練正在持續進行中。 

7. 開發設計團隊計時。 

最後，由 IT 部門引領的計時倡議，最終將使整個 NYCHA 的多個部門受益，而不僅僅是 

CPD 設計部，這項倡議預計將於 2021 年完成。  

B. 房地產開發 

房地產開發部（Real Estat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REDD）負責組建、談判和構建公私合

作關係，以便對房屋局的公寓進行資本重組和修復。REDD 主要負責執行 NYCHA 2.0 計畫，

這是一項專門處理價值 240 億美元的重要基本專案維修的 10 年計畫。作為其《永久共同

負擔能力》（Permanent Affordability Commitment Together, PACT）倡議的一部分，NYCHA 

正在將 62,000 套住宅單位改建為以專案為基礎的第 8 節方案，以提供更穩定的聯邦補助

流，並使 NYCHA 及其發展夥伴能籌集資金，以解決超過三分之一的住房組合的全部資本

需求。「建設保護」（Build to Preserve, BTP）和「轉讓保護」（Transfer to Preserve, TTP）

將為另外 10,000-15,000 套公寓大修提供資金。到 2020 年底，NYCHA 將透過 PACT 改建超

過 9,500 套公寓。這些建築物已經或即將進行全面維修，投資額超過 13 億美元。PACT 專

案另外也包括 1.25 萬套公寓，正在進行住戶參與或前期開發。 

整體而言，這些計畫代表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不僅可以解決 NYCHA 的建築物和公寓的

實物需求，而且還可以投資於支持住戶健康和繁榮的資源和便利設施，包括安全、可步行

的街道、公共空間、社區零售、交通和社會服務。 

為了執行 NYCHA 2.0 計畫，並在執行《藍圖策略》（Blueprint Strategy）中發揮關鍵作用，

REDD 已經重組為以下業務部門，可以支持房地產開發專案的整個生命週期，同時在核心

價值上保持策略一致。新的結構將幫助該部門在流程的每一個階段更有針對性，確保專案

管理的卓越性，並為我們的住戶和整個 NYCHA 工作人力的其他同事提供高水準的客戶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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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組合規劃 

住房組合規劃團隊負責開發和管理 REDD 專案管道，領導社區規劃和參與倡議，並制定政

策和宣傳策略，以支持這些措施的全面成功。在與 NYCHA 其他部門（包括社區發展部）

的合作下，住房組合規劃團隊領導了從專案開始到開發商選擇的所有前期住戶和利益相關

者的參與，此時，交易團隊開始在引導專案到財務結算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住房組合規

劃團隊最近對 NYCHA 的住房組合進行了全面分析，以制訂更明確的、以資料為導向的方

法來選擇納入 PACT、BTP 和 TTP 計畫的房產。此團隊也與全市住戶領導層合作，實施新的

住戶規劃和參與策略，目標是為住戶提供有意義的機會來參與塑造社區的未來。團隊成員

結合了房地產金融、社區規劃、城市設計、建築、研究和住房政策等方面的技能。  

設計與施工 

設計和施工團隊負責為所有 REDD 專案和倡議提供技術服務和專業知識。服務包括物業盡

職調查；環境規劃；《紐約州環境品質審查法》（State Environmental Quality Review Act, 

SEQRA）和/或《國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所要求的環

境審查；根據 HUD 的要求為處置活動準備實物條件評估，如 RAD 基本建設需求評估

（RAD Capital Needs Assessments, RAD CNAs）和根據《美國 1937 年住房法》的第 18 節進

行的折舊評估；分區和代碼審查；設計和規範審查；向建築局和紐約市其他機構提交文件

和許可證；施工監督；以及品質控制。此外，設計和施工團隊確保 PACT 維修範圍滿足 

PACT 物業的實物需求，保持維修品質標準，PACT 維修範圍解決 NYCHA 優先考慮的鉛、黴

菌、石棉、供暖、電梯、廢物管理等問題，並普遍推進為 NYCHA 住戶提供健康住宅的目

標。 

交易 

交易團隊負責執行房地產開發交易，從採購流程開始，到交易的施工結束，包括永久貸款

轉換和/或再融資。交易團隊與 REDD 住房組合規劃合作，編制採購材料，如報價邀請函

（Request for Quotation, RFQ）、徵求建議書（Request for Proposal, RFP）和/或徵求意向書

（Request for Expression of Interest, RFEI），並評估提案，最終為公私夥伴關係指定一個發

展夥伴。然後，交易團隊與選定的開發商合作夥伴、律師、顧問和其他 NYCHA 住宅區合

作，見證專案的財務結算，談判和構建交易條款，以實現房屋局住戶和房地產住房組合的

價值最大化。在交易的財務結算時，交易團隊協調將住宅區開發專案移交給 REDD 的資產

管理團隊。最後，交易團隊介入管理住宅區開發專案向永久融資和/或任何其他再融資的

轉換。  

資產管理 

資產管理團隊負責管理與我們的住宅區合作夥伴之間的持續關係，並監控住房組合中每個

專案的表現。該團隊與 NYCHA 其他部門和 REDD 團隊合作，以確保合規要求和住房組合分

析得到明確界定、追蹤、管理、報告和評級。合規要求包括監控 HUD 的監管要求，監控

勞工和承包商的要求，監控施工，監控驅逐和法律訴訟程序，以及監控專案的其他法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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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管理住房組合細節可以更深入地瞭解專案的財務健康狀況，監控和管理對 NYCHA 的

付款，批准營運預算，並在需要時對專案做出管理相關決定。資產管理團隊也會在專案出

現問題時，與住宅區合作夥伴和物業經理一起解決。 

業務營運  

業務營運團隊為整個 REDD 提供營運和行政支援，並側重於內部流程和程序，以幫助團隊

快速運行。它負責代表該部門管理採購流程，並管理與 REDD 的各種外部顧問的合約和業

務關係。業務營運團隊也負責管理 REDD 的內部預算，並作為該部門與 NYCHA 內其他支援

性業務單位的聯絡人，如資訊技術、人力資源、採購和財務規劃與分析。 

C. 變革藍圖和公共住房保護信託基金 

為了防止情況進一步惡化，並使 NYCHA 的全部住房組合符合 HUD 協議和基本的住房品質

標準，NYCHA 估計需要大約 180 億美元來穩定這些房產。變革藍圖穩定計畫概述 NYCHA 

籌集資金和實施這些改進措施的計畫。穩定計畫解決了資金缺口和 11 萬套公寓的需求，

這些公寓目前還沒有進入 NYCHA 2.0 專案的規劃中，NYCHA 2.0 專案覆蓋 6.2 萬套公寓。   

這筆「穩定成本」將涉及 HUD 協議的所有關鍵領域。   

• 黴菌：全套廚房和浴室維修，通風系統，管道。  

• 鉛：完全消減（不只是整治）。  

• 供暖：用綠色解決方案取代老舊、低效的系統。  

• 電梯：基本建設專案置換。  

• 害蟲：新的垃圾場、室內壓實機。  

• 雜項工作：安保、燃氣立管。  

全面改造這些建築物，除了穩定投資外，也意味著額外的工作，將耗費 70 億美元，共計 

250 億美元。全面改造將包含社區中心和地面、新的外牆和其他改進。  

然而，如果將所有從聯邦、州和城市合作夥伴那裡獲得的資本資金加起來，再加上預計的 

NYCHA 長期儲蓄，我們將面臨超過 110 億美元的穩定資金缺口和超過 180 億美元的全面改

造資金缺口。  

《穩定計畫》是 NYCHA 有史以來第一項針對每一棟樓的全面計畫。為了做到這一點，我

們建議建立公共住房信託基金，並利用新的資金來源，為住戶提供安居房，確保我們不落

下任何一間公寓。一個公共信託機構將能採購和加快大規模的、歷史性的建設，並獲得聯

邦租戶保護憑證（Tenant Protection Vouchers, T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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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Vs 是 HUD 最有價值的憑證，價值幾乎是其他聯邦補助的兩倍。NYCHA 至少有 110,000 

套公寓有資格獲得 TPV，因為它們的狀況很差，符合 HUD 的「折舊」標準。當住房單元變

得「陳舊」時，就有資格獲得 TPV。  

NYCHA 建議用這筆 TPV 補助金作為抵押品來籌集資金。HUD 需要批准將 TPV 集中起來的

計畫，然後再將它們附在具體的公寓上，以便現在就可以用它們來籌集資金進行基本維修。

NYCHA 將能藉由這麼做，籌集足夠的前期資本資金來穩定所有 11 萬套公寓，進一步利用

聯邦資金——每 1 美元聯邦 TPV 補助，NYCHA 可以完成超過 6 美元的資本維修。為穩定策

略提供全部資金也需要國會追加撥款。    

有了公共住房保護信託基金，NYCHA 將能保證一個完全公開的流程，並具有對等的公共

控制。這兩個公共實體之間的關係如下：  

• NYCHA 與公共住房保護信託基金簽訂長期地面租賃合約。  

• 公共住房保護信託基金監督建設管理合約；和  

• 公共住房保護信託基金合約回到 NYCHA   物業管理和維護服務（因此保

留工會工作人力）。  

D. 房屋租賃 

房屋租賃部（Leased Housing Department, LHD）管理 NYCHA 的住房補助券方案（第 8 節）。

這個專案由聯邦政府資助，如果租用符合房屋品質標準（Housing Quality Standards, HQS）

的公共和私人公寓，則 NYCHA 會對符合條件的家庭支付租金補助。第 8 節方案提供租金

補助，由政府提供補助，家庭只需支付剩餘部分；補貼的上限金額稱為支付標準。提供給

房東的補助（或住房補助金）通常是家庭調整總收入的 30% 與 NYCHA 批准的公寓合約租

金之間的差額。 

 共有 24,954 名房東參加了租賃住房計畫，共租賃了 83,225 套第 8 節方案公寓，可容納 

185,127 名授權入住的住戶。公寓平均租金為每月 1,403 美元，住戶平均每月支付 360 美

元，NYCHA 平均每月支付 1,053 美元補貼。第 8 節方案住房住戶的平均年收入為 17,150 美

元。公共住房計畫和第 8 節方案的住房共佔紐約市住房總數的 7%，住戶佔紐約市人口的 

7%。40  

PACT/RAD 和「公共住房保護信託基金」計畫規劃了從第 9 節公共住房補助平台到第 8 節

補助平台的全面住房組合轉換。如果成功轉換，將意味著需要負責管理近 170,000 張憑證。 

                                                      
40 憑證相關資訊參考自 2020 會計年度通過的預算和 2021 到 2024 會計年度四年財務計畫。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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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備進行此平台轉換，LHD 已開始對其營運和政策進行審查。本次審查的目的是確保 

LHD 確定其未來資源需求，以適應該專案的增長。在這次多方面審查中，LHD 將涵蓋諸如

工作量分析、辦公室容量、軟體評估之類的營運成分，以及旨在減少因改建造成住戶流離

失所的政策。  

  

 策略 D.1：實施 PACT 授權途徑試行專案 

PACT 試行計畫——授權途徑是 LHD 正在進行試行專案的政策成分，目標在於減少改建流

程中居住者的迫遷。未經授權的住戶在未改建為第 8 節住房補助方案時，如需接受第 8 節

住房援助，將需要簽署租約，否則他們的機會和權益將會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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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 D.2：準備增加憑證和工作量 

根據 HCV 計畫，將展開定期活動，例如每年或每兩年進行一次年度重新認證，續租/合約

租金增長以及房屋品質標準（Housing Quality Standards, HQS）檢查。還有一些更不頻繁的

活動，例如轉讓要求、臨時重新認證和出庭。在確定合適的人員配備水準時，LHD 的目前

狀態工作量分析會考慮每種活動的類型和頻率。考慮到上述圖表中標出的預期增長「預計 

HCV 專案年度總計」，LHD 更新了其工作量分析，以確保資料的即時性。目前，正在審查

辦公空間、資訊技術和第三方援助對所需工作人員人數的影響及其結果。 

 就業與復甦策略  

經 1992 年《住房和社區發展法》（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修訂的 1968 

年《住房法》（Housing Act）第 3 節，是為了確保 HUD 某些財政援助所產生的就業和其他

經濟機會在最大程度上可行，並符合現行的聯邦、州和地方法律法規，旨在針對低收入和

非常低收入群體，特別是接收政府援助住房和企業經濟援助的低收入群體。 

《美國聯邦法規》第 24 篇第 135 章（24 CFR Part 135）第 3 節條例規定了三個大類中的活

動和要求：簽訂合約和雇用目標、使用第 3 節企業以及提供其他經濟機會。這些規則包括

有關採購、雇用、經濟機會和組建合格企業實體的具體指示。  

對於 NYCHA，所有 HUD 提供的資金，包括公共住房營運基金、資本基金和 HAP 基金、以

及紐約市提供的 CDBG 資金都需要遵守該規則。需要展開招募和其他方法來推進遵守 HCV 

計畫中的第 3 節條例，以協助公共住房計畫的工作。HCV 是年度預算的重要部分，主要是

透過向房東支付住房補助金來實現的；但是，下一步的改革措施一定包含對 HCV 和第 3 節

條例之間 聯繫的評估。此外，公共住房沒有承包門檻。該規則同時適用於承包商和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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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並且無論第 3 節的活動是由第 3 節全部或部分資助的，整個專案或活動都算包含在該

條例範圍內。實際上，NYCHA 已經將第 3 節條例的要求應用於非聯邦資助的工作。 

第 3 節條例適用於房屋的所有建造、重建、改建或修復（包括減少和消除含鉛油漆的危

害），及其他公共建築的建造或改建（不論所有權）。但是，除包安裝的材料的合約外，

第 3 節條例涵蓋的合約不包括購買物資和材料的合約。  

NYCHA 正在起草一份單獨的政策文件，其中包含一整套 NYCHA 第 3 節政策和做法的修改

建議，大致分為四個領域： 

第 1——第 3 節住戶/勞工的雇用 

第 2——業務發開和與第 3 節企業簽訂合約 

第 3——有助於雇用第 3 節住戶或使用第 3 節企業的採購做法 

第 4——根據上述合規努力，為第 3 節住戶創造其他經濟機會 

保持各個方面的聯動、一致必須是第 3 節所有政策的核心。第 3 節會影響到 NYCHA 的每

個部門，需要各個部門都負起責任。NYCHA 在採購、住戶經濟賦權與可持續發展辦公室

（Resident Economic Empowerment & Sustainability, REES）旗下的供應商誠信和多元化部

（Vendor Integrity & Supplier Diversity unit）負責本計畫，確保第 3 節的住戶和企業能獲得

房屋局提供的機會。最近，兩個部門都為所有機構人員引入了新的臨時標準程序和訓練，

以保障合規性。NYCHA 計畫發佈更新的指南，包括擴大第 3 節企業簽約機會的新措施和其

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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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革管理計畫  

雖然 NYCHA 的轉型計畫將為我們的住戶、物業和員工提供實質性的改善和提升，但我們

需要調整和改變我們的營運和互動方式，以實現轉型計畫中討論的許多變化。即使有了良

好的變革管理方式，變革也很難實施，接下來可能會有一個過渡期，而且在變革的過程中，

短期內通常會出現生產力下降。  

組織變革管理對轉型計畫的成功至關重要。研究表明，70% 的變革以失敗告終：有些是無

法帶來收益，有些是直接叫停41。變革管理是提高成功幾率的關鍵所在。有效的變革管理

需要利益相關者的參與、訓練、溝通、領導才能、變革的願景和變革大使。透過軟（定性）

和硬（定量）因素的組合，變革才能成功。成功變革最重要的方面包括領導支持、共同願

景、溝通和中高層管理階層的變革所有權。考慮到所需的變革範圍，組織變革管理必須與

轉型計畫的建立和實施同時進行。 

一刀切的組織變革管理方法、策略和架構，無法有效地實現永續變革，尤其是在整個組織

的轉型中。NYCHA 需要制定一項策略，旨在優化來自不同部門的 11,000 名員工參與度和

接受度，這些員工位於不同的地點、具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任期和經驗，以及作為住戶

身分的員工；此項策略對於他們每個人具有不同的意義。變革管理計畫為 NYCHA 的轉型

計畫奠定了重要基礎。它確立了變革願景和整體方法，並繪製了在過渡期間實現具體目標

和結果的路徑。   

NYCHA 的變革管理方法包括四個階段，包括： 

• 瞭解變革準備和目前狀態——培養參與度，加深對 NYCHA 的瞭解，瞭解 NYCHA 的

發展方向、現狀和發展方向。 

• 根據未來狀態調整——定義 NYCHA 未來的理想狀態，並設計變革管理策略和計

畫。  

• 執行變革——根據回饋和經驗教訓，執行變革管理活動並根據需要更新策略。 

• 強化變革——藉由監控 KPI、評估變革管理方法和學習經驗教訓，維護和加強整個 

NYCHA 的變革和預期行為。  

 瞭解變革準備和目前狀態 

為使 NYCHA 準備啟動轉型計畫，已經開始透過以下概述的近期和計畫展開的活動來瞭解

目前狀態： 

 

• 利益相關者訪談——NYCHA 策略與創新辦公室的變革管理團隊直接與組織內的利

益相關者接觸，以瞭解他們的背景，觀點，優先事項，變革經驗以及對轉型計畫

的瞭解。研究團隊對紐約市各部門的領導進行了 27 次採訪。  

                                                      
41《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N. Anand 和 Jean-Louis Barsoux 關於變革管理的錯誤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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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比對——團隊編制了一份交叉文件，比較過去的計畫，並確定 NYCHA 策略是

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的。本文文件旨在瞭解 NYCHA 路線圖42與不斷發展的

轉型計畫之間的聯繫和差距，以支持內部溝通、變革管理以及向 NYCHA 監測員隊，

HUD 和 SDNY 的外部報告。交叉比對確定了轉型計畫中可能缺失或需要進一步細化

的主題，例如勞動力規劃、招聘和招募、常駐人員訓練和客戶資料管理。  

• 轉型計畫午餐研討會和調查——發起了一系列虛擬午餐研討會，以共用轉型計畫

更新，回答問題並收集工作人員回饋。會後調查已向與會者發佈。這些回饋對於

收集會議回饋，評估目前對轉型計畫的知識和看法以及收集關於策略的意見、建

議和問題非常有價值。這些資訊有助於指導我們的溝通策略。以下是某些關鍵要

點： 

 

 
 

• 變革準備程度調查 43——在整個轉型計畫的實施過程中，將定期發送網路變革準備

程度調查給 NYCHA 全體工作人員，以收集意見並瞭解變革準備情況。調查的目的

是： 

o 評估員工對實施轉型計畫倡議的進展的看法 

o 瞭解員工對轉型計畫帶來的變化的看法和感受 

o 確定變革管理策略和溝通計畫的哪些方面運行良好，哪些方面可以改進 

 
計畫從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開始，以四到六個月為基礎，分發調查給所有 NYCHA 

員工，第一次調查提供了衡量未來進展的基準。從調查中收集到的資料將用於為客

戶量身定制的活動、溝通和訓練提供資訊，以滿足利益相關者的需求並提升準備狀

態。 

                                                      
42 KPMG 制訂了 NYCHA 路線圖，以便為成熟度評估所確定的改進提供機會。  
43 KPMG 於 2019 年 9 月進行了一次變革準備程度調查。調查從主席辦公室發給 600 多位領導，包括從 EVP 

到物業經理。該調查主要關注對於 HUD 協議管理階層和新主席的看法。轉型計畫變革準備程度調查將以 

KPMG 調查的結果為基礎，並且追蹤 NYCHA 在解決 KPMG 變革準備情況報告中概述的風險方面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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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革影響評估——變革影響評估將用於確定受轉型計畫影響的利益相關者以及他們

受到影響的方式和時間，並瞭解他們是否準備好支持變革。變革影響評估將確定、

分類和分析整個 NYCHA 發生的影響，並按利益相關群體查看目前狀態、目標狀態

以及對人員、角色、流程和技術的影響。我們希望確保多個新倡議的時間安排不會

使各部門或個別工作人員感到不知所措。瞭解時間和影響，可以對變革進行整體管

理並有效地進行溝通，並在需要時進行調整。  

 根據未來狀態調整 

為了繼續透過利益相關者參與活動來提高對所計畫變革的認識和理解，我們正在開發一個

變革網路，讓領導參與進來，並專注於賦予工作人員權力。  

• 員工敬業度委員會（Employee Engagement Committees, EEC）：如上文在人力資源

部的討論中所述，NYCHA 於 2017 年創建 EEC，以透過夥伴模式吸引和授權工作人

員。要成為 EEC 的一分子，員工必須提出申請並接受面試。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兩

個 25-35 人夥伴小組，並且第三組也將很快開始。變革管理團隊一直在與 EEC 合作，

制訂切實可行的計畫，將轉型計畫的兩個核心價值觀「服務文化」和「賦予員工權

力」融入到 NYCHA 的文化中。EEC 已開始向利益相關者介紹他們的想法，包括 

NYCHA 高級領導和理事會成員、HUD、SDNY 和監測員。 

• 變革網路：建立一個變革網路是在轉型計畫內

和轉型計畫以外成功進行變革的關鍵。在 EEC 

工作的基礎上，我們正在建立一個由 200-300 名

來自 NYCHA 的工作人員組成的變革網路，包括

代表每個部門和住宅區的至少一名變革大使。

變革網路是一個由利益相關者組成的跨職能小

組，旨在協助實施變革倡議，目前正在與員工

敬業度團隊和其他部門合作建立。變革網路將

負責以下事項： 

o 促進房屋局的透明度和溝通 

o 發現痛點、擔憂和以及與轉型相關的問

題 

o 確定可在整個組織中普及的領先的做法 

o 建立一個可以用於未來倡議的持久結構 

o 讓利益相關者參與實踐，提供共同創造未來的機會 

o 用行動和投入促進變革，提高意識和意願 

此外，正在建立一個變革網路工具包，以支援變革大使。該工具包將概述角色、責任和計

畫的活動，並包括變革大使可以用來促進與受影響工作人員溝通的工具和範本。工作人員

可以自願申請成為變革大使或由 EVP 提名。這個小組的會議頻率為每月一次。變革大使將

收到有關變革的新資訊，向領導層提供回饋，並提出問題，以確保雙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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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計畫：變革管理的一個主要成分

是管理與工作人員的溝通，主動記錄

和回應回饋。透過訪談、焦點小組和

調查，工作人員將瞭解轉型計畫，但

他們需要弄清楚變革的原因和方式。

我們打算制訂並執行一項溝通計畫，

其中包括利用多種管道的資訊傳遞策

略，這些管道與員工接收資訊和喜歡

用來接收資訊的方式一致。  

• 領導一致性：管理階層的支持對於 

NYCHA 變革管理倡議和整體轉型計畫

的成功至關重要。與來自 NYCHA 所有

部門的 40 多名領導人和 EVP 舉行了變革管理會議，以爭取高管們的支持，展示對

轉型計畫的承諾，瞭解變革管理的重要性，並討論建立變革網路。作為部門的負責

人，他們將配備與工作人員交流關於轉型的工具，並將分配員工參與到變革網路中。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和幾年裡，我們將繼續與領導層接觸，為他們提供與團隊溝通轉

型所需的資訊和工具以及回饋管道。  

• 訓練：我們正在努力評估和理解轉型計畫中的訓練需求，並幫助工作人員學習成功

所需的知識和技能。訓練將根據需要納入到每一項倡議中，並將適合於整體、全面

的機構訓練計畫。  

 
 執行變革 

在理解變革的影響並繼續與內部和外部利益相關者互動之後，將執行計畫中的變革。從前

一階段開始的活動將透過不斷改進和收集回饋，並在整個轉型計畫的實施過程中繼續進行，

並製作開發企業級變革管理架構。  

• 持續提升：透過每 4-6 個月進行一次變革準備程度調查，收集變革網路的回饋，定

期與 EVP 會面並與工作人員接觸，我們

將更新訓練和溝通材料，並繼續改進 

NYCHA 的變革管理計畫。我們也將查看

實施狀態，以瞭解失敗/成功案例，並

使用這些資訊改進我們的變革管理方

法。   

• 企業級架構：我們將會根據上面概述的

關鍵活動意見，為持續的變革管理制訂

一個書面的企業級架構。此架構將會根

據 NYCHA 的回饋和透過實施變革管理

服務吸取的經驗教訓進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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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變革 

許多變革倡議在短期內都取得了成功，但最終由於組織缺乏持續的承諾而失敗。若要在整

個組織中維持和加強變革效果和預期行為，需要密切追蹤什麼是有效的，什麼是無效的，

並不斷改進和更新變革資訊和技術，以保持員工的參與度。我們計畫追蹤各利益相關方群

體對新流程的合規性，並根據需要調整變革管理計畫。為了實現持續的永續變革，實現轉

型計畫的全部預期效果，我們將回顧、重複並不斷改進我們的企業級架構，方法是納入利

益相關者的回饋和經驗教訓。  

 實施計畫 

NYCHA 複雜的、整個機構的轉型需要採用反覆運算實施方式，因為本計畫中所述的策略

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賴，並且與協議合規性和行動計畫重疊。為確保員工和利益相關者繼

續有意義地參與 NYCHA 轉型的計畫和推廣，已為每一項倡議制訂了實施計畫。在整個實

施過程中，NYCHA 將監控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以瞭解每個轉

型策略的進展，以及可能需要進行哪些調整以實現長期的永續性和成功。 

A. 方法 

 

與 NYCHA 轉型的所有方面一樣，實施計畫需要大量的跨部門協作。為了制訂每一項專案

計畫，NYCHA 透過一系列的計畫會議邀請那些最接近具體策略的員工參與進來。這些人

（通俗地稱為「業主」）與策略與創新團隊密切合作，為 NYCHA 的轉型制定了一個審慎

的分階段方法。隨後的專案計畫由以下要素組成：  

 

• 實施步驟——完成專案所需的一項或多項具體任務； 

• 專案負責人——負責每個專案或實施步驟的個人； 

• 特定於專案的依賴關係——在所有情況下，一個專案的實施都直接依賴於另一

個專案； 

• 其他依賴項——對策略實施有直接影響的任何具體行動、專案、障礙或後勤； 

• 開始/結束日期和持續時間——在計畫會議期間，每個實施小組負責為每個專案

制訂一個合理的時間表； 

• 資源/成本——已知或估計的全職人力（Full Time Equivalents, FTE）、個人服務

（Personal Services, PS）或除個人服務外（Other Than Personal Services, OTPS），

以完成任何專案或任務的實施；以及 

• 風險——-類似於依賴關係，與計畫或實施任何專案或任務相關的風險。 

總之，這些專案計畫為 NYCHA 提供制訂整個機構的實施計畫所需的依賴關係，時間表和

資源方面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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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路線圖 

最終，這些專案的目標是創建一個全面的、整個機構的實施路線圖，其中包含了 NYCHA 

轉型的規模、廣度、期限和順序。此交付成果將指導 NYCHA 整個流程，無論是作為規劃

工具還是作為視覺工具，以傳達轉型計畫的長期目標。  

作為此做法的結果，NYCHA 能識別依賴關係並為本計畫中描述的轉型策略建立明確的專

案順序。一些例子包括但不限於： 

• 行政區管理團隊——作為第一階段的一部分，從將採購、IT、HR 和財務中心辦公

室的人員重新部署到行政區辦公室開始，按順序部署行政區管理團隊； 

• 社區模式——在開發特定的社區住房組合之前，先將 NGO1 和 Mixed Finance 住房

組合融入社區； 

• 物業預算編列——分階段實施物業預算編列，以確保物業管理人員接受 HUD 資產

管理要求方面的訓練，並具備在未來數年的年度預算規劃期間履行主要職能的能

力；以及 

• 一致的業務流程和最重要的案例干預措施——建立不付款和長期租金拖欠案例的

臨時優先順序排序架構，考慮到 COVID-19 對 NYCHA 住戶的影響，同時實施改進的、

資料驅動的租賃執行流程。 

NYCHA 對持續改進的關注體現在本計畫中描述的眾多業務流程和組織變革中。上面的例

子是每個專案計畫中包含的部門間改進、改革和重組的一小部分。為了實施這些策略重點，

NYCHA 將密切追蹤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無效的，以確保員工和利益相關者繼續參與並

致力於轉型。下面的路線圖說明瞭 NYCHA 多年轉型的複雜性和廣度。參見附錄 D 中更詳

細的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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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NYCHA 組織結構圖 

附錄 B——詳細顧問建議 

附錄 C——NYCHA 人口統計資訊  

附錄 D——詳細實施圖 

附錄 E——KPMG 建議交叉比對 

附錄 F——住戶調查結果 

附錄 G——社區住房組合  

附錄 H——全市總裁理事會信函 

附錄 I——擬議理事會委員會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