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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本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  (DEIS) 對申請人——Cherry Street Owner, LLC（ JDS 

Development Group 和  Two Bridges Senior Apartments LP 的附屬公司）；Two Bridges 

Associates, LP（CIM Group 和 L+M Development Partners 的合資企業）；以及 LE1 Sub 

LLC——所提出的對現有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 (LSRD)（提案動議）的小幅修改

以促成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提案開發項目）範圍內三棟全新多用途大樓的開

發做出考慮。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的規劃用地範圍包括克林頓街和蒙哥馬利街

之間的中間街區；櫻桃街、克林頓街和南街；以及羅格斯坡和派克坡之間的中間街區。 

如下所述，這三個項目位址——4 號位址 (4A/4B) 、5 號位址和 6A 號位址——位於兩橋地

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邊界範圍內，曼哈頓下東城附近社區第 3 分區（CD 3）的 C6-4  用

地規畫區。（本文件中的位址編號與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中使用的編號相對

應。）4 號位址 (4A/4B) 為 Cherry Street Owner, LLC 所管控，佔據 248 號街區 15、70 及 

76 號地塊的東北角。5 號位址為 Two Bridges Associates, LP 所有，佔據 247 號街區 1 和 2 

號地塊。6A 號位址為 LE1 Sub LLC 所有，佔據 246 號街區 5 號地塊。C6-4 區屬於商業

區，針對商業、社區設施或住宅用途允許的 大建築容積率 (FAR) 為 10.0（若採用包容

性計劃，則 大建築容積率可高達 12.0）。這三個提案開發項目都有各自獨立的開發商、

許可證和融資；但是，由於三個開發項目位址都位於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規劃

用地範圍內，並將在相同的施工期間進行開發，因此在進行環境審查時將他們一併考慮。

因此，這三個提案開發項目的潛在環境影響會被累計考慮。  

這三個提案開發項目合起來總計有大約 2,527,727 總平方英尺 (gsf) 的新建第二用途住宅面

積，大約 10,858 總平方英尺的第六用途零售空間，以及大約 17,028 總平方英尺的社區設

施空間。根據這個總住宅建築面積，假設每戶住宅單位的總建築面積為 850 平方英尺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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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三棟提案新建大樓將包含總計多達 2775 戶新建住宅單位，其中 25% 或多達 694 戶將

被指定為永久性平價住宅，2包括大約 200 戶低收入老年公寓新建住宅單位。兩橋地區大

尺度住宅開發項目許可證將限制每個位址的新建住宅單位數量。 

這三個提案開發項目也包含總計大約 22,779 平方英尺的新建公共和私人開放空間。在 5 

號位址，現有的大約 22,440 平方英尺羅格斯坡私人開放空間將擴增大約 11,110 平方英尺，

達到大約 33,550 平方英尺（大約 0.77 英畝）的總面積將專門用作公共開放空間。在這三

個開發項目位址上，總面積大約 80,020 平方英尺的公共和私人開放空間將會增設新的景

觀美化、鋪路、座椅及遊樂區等便利設施加以改建。提案動議也將在每個位址增設額外

的防災措施、新的景觀美化以及一樓零售空間。提案開發項目不會新建停車位；但是 5 

號位址現有的 103 個平面停車位將會遷往此位址提案新建大樓的地下停車場。  

提案動議受到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 (CEQR) 的約束。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CP) 代表都市

規劃委員會 (CPC) 擔任主管環境審查機關。  

B. 受提案動議影響的區域 

受提案動議影響的地區位於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邊界內的曼哈頓下東城附近社

區第 3 分區。三個開發項目位址分別是 248 號街區 15、70 和 76 號地塊上的 4 號位址

（4A/4B）；247 號街區 1 和 2 號地塊上的 5 號位址；以及 246 號街區 1 和 5 號地塊上的 

6A 號位址。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範圍內的其他位址——246 號街區 1101 - 1057 

號地塊上的 6B 號位址和 245 號街區 1 號地塊上的 7 號位址——則不受提案動議的影響。

6B 號位址目前被三棟共有 57 戶住宅單位的三層大樓所佔據，而 7 號位址目前則被一棟有 

250 戶住宅單位和 30 個停車位的 27 層樓高的住宅大樓所佔據。 

                                                      

1 在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 (CEQR) 分析中假設個別住宅單位面積將為 850 平方英尺；但是個別住

宅單位的法定 低規格為 640 平方英尺。如果提供較大的單位，則住宅單位和平價住宅單位的數

量都會減少。 

2 根據區劃決議第 23-154(a) 節和第 23-90 節中「R10 計劃」的規定，有一部分平價住宅單位將被定

為永久性平價住宅。經與申請人協商確定，根據紐約市房屋維護與開發局 (HPD) 的監管協議，其

餘的平價住宅單位將定為永久性平價住宅。在本文中，永久或永久性平價住宅應指「R10 計劃」

和監管協議規定的永久性平價住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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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前兩橋地區都市計劃更新區域 (TBURA) 於 1961 年 1 月 15 日被指定為都市計劃更新區域。

該地區佔地 14 英畝，位於曼哈頓下城的東河邊，西側是市場街，南側是南街，東側是蒙

哥馬利街，北側是櫻桃街。前兩橋地區都市計劃更新區域的開發受到兩橋地區都市更新

計劃 (TBURP) 的管理，其目標包括消除衰敗區域和恢復該地區的住宅特色；提供設計完

善的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住房；提供便利的娛樂、商業和社區設施空間；實現

高品質的城市設計、建築、街道和開放空間元素；並且藉由鼓勵該地區的發展和就業機

會來強化紐約市的稅收基礎。兩橋地區都市更新計劃 初於 1967 年由都市規劃委員會 

(CPC) 和紐約市估算委員會 (BOE)  批准。多年下來，兩橋地區都市更新計劃經歷修訂並

開發出兩橋地區都市計劃更新區域。兩橋地區都市更新計劃於 2007 年 6 月到期。 

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特別許可申請 初由紐約市都市規劃委員會 (CPC) 於 1972 

年 5 月 17 日批准（第 CP-21885 號），並於 2013 年 8 月 23 日進行 後修訂（第 M120183 

ZSM 號）。在 2013 年所做的修訂是為了允許在 5 號位址開發一棟全新的多用途大樓，以

及擴增現有的零售空間，並搬遷重置該位址現有的 103 個附設平面停車位。當時的提案

並未開發實施。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包括 6 塊前兩橋地區都市計劃更新區域宗

地，根據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許可證（請參見附錄 A），原先預計分 7 個階段進

行開發。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的規劃用地範圍包括克林頓街和蒙哥馬利街之間

的中間街區；櫻桃街、克林頓街和南街；以及羅格斯坡和派克坡之間的中間街區。經過

修訂的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許可證仍然有效。  

所有開發項目位址都位於 C6-4 用地規劃區範圍內，該分區自 1961 年以來已在項目區域中

劃分。C6 區屬於商業區，可以用作需要在中心地理位置從事廣泛的大群體商業活動的空

間。C6 區允許在多用途大樓中設置公司總部、社區設施及高層住宅面積。C6-4 區也允許

商業、社區設施或住宅用途的 大建築容積率 (FAR) 為 10.0（若採用包容性計劃，則

大建築容積率可高達 12.0）。由於 C6-4 區所劃分的分區一般都擁有良好的公共交通運輸

服務，因此通常不需要在路外停車空間。新社區設施或商業空間允許每 4000 平方英尺 

(zsf) 設置一個停車位， 多限於 100 個停車位，或者多用途大樓開發案可以置 225 個停車

位。所有的新設停車位都必須位於封閉大樓內部。C6-4 區沒有建築高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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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項目位址 

4 號位址 (4A/4B) 

4 號開發項目位址 (4A/4B) 包括 248 號街區 15 號、70 號和 76 號地塊，地塊總面積為 

69,210 平方英尺 (sf)。假設大樓建在單一規劃用地上，以 4.85 的建築容積率來計算，現有

可建造建築總面積大約為 335,434 平方英尺 (zsf)。現有多達大約 495,086 平方英尺的可建

造建築面積尚未建造（根據包容性計劃， 大建築容積率可高達 12.0）。70 號地塊的所

有者為 Two Bridges Senior Apartments LP，76 號地塊的所有者為 Two Bridges Housing 

Development Fund Company, Inc.。目前，76 號地塊以及 70 號地塊的部分地段正由申請人 

Cherry Street Owner, LLC 根據合約進行購買（Two Bridges Senior Apartments LP 將保留 70 

號地塊剩餘地段的所有權）。70 號地塊現有的兩橋地區海倫海斯老年住宅位於羅格斯坡 

80 號大樓，為一棟總面積大約 85,615 總平方英尺（109 戶）的 10 層樓高的住宅大樓（屬

第二用途），並且有 4 個附設平面停車位以及 3,928 平方英尺的開放空間。76 號地塊現包

含櫻桃街 235 號，為一棟總面積大約 11,575 總平方英尺，部分閒置的單層商業大樓，設

有屬於第六用途的零售空間以及 280 平方英尺的開放空間。15 號地塊現由羅格斯坡 82 號

兩橋地區大樓所佔據，為一棟總面積大約 255,447 總平方英尺（198 戶）的 21 層樓高的多

用途住宅大樓，設有 11 個封閉式附設停車位，在毗鄰櫻桃街 235 號和羅格斯坡 80 號的大

樓北側，還有 11,660 平方英尺的私人但可開放給公眾進入的鋪設開放空間。70 號地塊

（羅格斯坡 80 號）和 15 號地塊（羅格斯坡 82 號）的現有住宅大樓包含平價住宅單位，

包括羅格斯坡 80 號的平價老年公寓。4 號位址 (4A/4B) 位於羅格斯坡街道西側的櫻桃街以

南和南街以北的區段間。4 號位址 (4A/4B) 有三個現有的路邊停車位，分別位於櫻桃街、

羅格斯坡和南街。為了促成這個開發項目的開發，需要進行依法當然取得權益的規劃用

地合併。15 號地塊將成為合併後規劃用地的一部分。  

5 號位址 

5 號位址為 Two Bridges Associates, LP 所有，包含 247 號街區 1 號和 2 號地塊，位於櫻桃

街、南街、羅格斯坡街道以及傑佛遜街原邊界線（已從地圖上移除）之間。以建築容積

率 4.24 計算，5 號位址現有可建造建築總面積大約為 615,071 平方英尺。現有多達大約 

1,125,301 平方英尺的可建造建築面積尚未建造（根據包容性計劃， 大建築容積率可高

達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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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 號位址的 Land’s End Ii 開發案包括兩棟位於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的 26 層樓高的低

收入戶租賃公寓大樓（共計 634,983 總平方英尺，490 戶）；南街有一座含有 103 個停車

位的鋪設平面停車場；在羅格斯坡的私人開放空間和櫻桃街 265 號大樓的西側之間有一

個鋪設區域；兩棟大樓間設有私人遊樂場和造景休息區。在櫻桃街 265 號大樓的一樓留

有一小部分空間作為當地社區零售用途。5 號位址沿著羅格斯坡街區設有羅格斯坡私人開

放空間，內有遊樂場、休息區以及一座籃球場。5 號位址在櫻桃街有 4 個現有的路邊停車

位，在南街有 5 個現有的路邊停車位。  

位址的 (E) 指定地 

位於 5 號項目位址的 2 號地塊被列為受空氣品質、噪音和危險物質影響的 (E) 指定地，在

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CP) 的 (E) 指定地資料庫中歸類為 E-312，在 2013 年兩橋地區 

(Health Care Chaplaincy) 環境影響評估聲明報告 （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 (CEQR) 第 

12DCP157M，M120183ZSM 號）中成立。危險物質 (E) 指定地規定開發位址的第一期工

程必須呈報給紐約市環境維護辦公室 (OER) 審查和批准，並且提交一份土壤和地下水測

試方案。紐約市環境維護辦公室 (OER) 將根據測試結果確定是否需要採取補救措施。如

果根據測試結果需要採取補救措施，則需要提出整治計劃交由紐約市環境維護辦公室 

(OER) 審查和批准。開發項目申請人必須完成紐約市環境維護辦公室 (OER) 認為必要的

補救措施，並且提供文件證明補救措施已圓滿完成。此外，在開發項目開挖時期和工程

施工期間，需要實施紐約市環境維護辦公室 (OER) 批准的施工相關健康和安全計劃。 

(E) 指定地針對空氣品質的影響，規定提案大樓的暖通供水系統應以天然氣為唯一的化石

燃料，並且將設備安置在提案大樓 高部分。提案大樓的暖通供水系統也需要經過設計，

以確保每小時的平均二氧化氮 大濃度不超過國家環境空氣品質標準 (NAAQS)。為了達

到這個標準，建議在提案大樓內使用具低氮氧化物 (NOx) (<16 ppm) 燃燒器的暖氣加熱鍋

爐，以及具低氮氧化物 (NOx) (<20 ppm) 燃燒器的熱水加熱鍋爐，並且將鍋爐堆放在距離

櫻桃街邊界線至少 260 英尺或者距離羅格斯坡街道邊界線至少 236 英尺的位置。暖氣和熱

水設備的 大容量需為每小時 6 MMBTU。  

(E) 指定地針對噪音的影響，規定未來應在社區設施設備上採用高達 38 分貝的窗戶/牆壁

衰減措施，以維持 45 分貝的室內噪音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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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號位址 

6A 號位址包括 246 號街區 1 號和 5 號地塊，其中 5 號地塊為 LE1 Sub LLC 所有。開發位

址位於也包含 1 號地塊的新合併規劃用地之上。6A 號開發項目位址位於克林頓街西側的

南街。5 號地塊的土地目前空置；1 號地塊現由南街 275 號一棟總面積大約 262,877 平方

英尺 (zsf/gsf) 的 19 層樓高（256 戶）的住宅大樓所佔據，在面朝南街方向設有 34 個附設

平面停車位。6A 號開發項目位址用地總面積大約為 71,357 平方英尺，以建築容積率 3.53 

計算，現有可建造的建築總面積大約為 262,877 平方英尺。現有大約 593,407 平方英尺的

可建造建築面積尚未建造（根據包容性計劃， 大建築容積率可高達 12.0）。現有的兩

個路邊停車位可用來從南街出入這座停車場。 

C. 提案動議 

促成提案開發項目的必要動議 

每個提案開發項目都需要對先前批准的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做出小幅修改（

初由 CP-21885 批准；由 M 120183 ZSM 進行 後修訂）。3（關於先前授予的大尺度住宅

開發項目證書、授權和特別許可【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特別許可證】的摘要說明，請參

見附錄  A）。對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特別許可證的提案修改意見（請參見 

表 B，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用地區劃計算請參見附錄 B）將實現在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

發項目範圍內三棟新建多用途大樓的開發案。在這三個開發項目位址中每一個位址的新

建多用途開發案都要遵守適用於區劃決議下這些位址的 C6-4 區相關法規，並且不需要任

何自由量裁和批量豁免來促成提案開發項目的實施。不過，先前批准的兩橋地區大尺度

住宅開發項目位址設計方案對可開發 大建築面積、地塊覆蓋率、大樓的地點和兩橋地

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位址的其他開發特徵有所限制，如附錄 B 中的表 B（大尺度住宅

開發項目用地區劃計算）所示。儘管提案動議不會改變相應用地規劃區所規定的 大建

築容積率、建築面積或建築外圍結構，但是要求的小幅修改將對批准的開發位址設計方

案進行修改，使開發提案能利用現有的未使用建築面積，在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

                                                      

3 對提案開發項目的小幅修改一經批准，M 120183 ZSM 許可證就會被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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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邊界範圍內順利施工。因此，為了促成下面所述和表 S-1 中所摘要說明的提案開發項目，

都市規劃委員會 (CPC) 要求必須對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許可證進行修改。  

提案對 4 號位址 (4A/4B) 的小幅修改是要修訂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的宗地邊界，

將 4A 和 4B 號宗地合併以形成新的 4 號宗地。提案也將修訂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

目許可證，對位址設計方案進行修改，以便在相應的 C6-4 用地規畫區法規所允許的建築

外圍結構內使用開發位址上現有的未使用建築面積。這些修改將促成 70 號地塊一棟大約 

1008 英尺高的新建住宅大樓開發案，而其中一部分並將作為一樓零售空間。新建大樓將

懸挑在羅格斯坡 80 號 70 號地塊上的現有 10 層樓高的老年公寓大樓和 76 號地塊上的單層

商業大樓的上方。其將為 15、70 和 76 號地塊上的現有開放空間提供包括鋪路、植物和座

椅等新建便利設施。不會提供新的停車位。15、70 和 76 號地塊上的現有大樓將予以保留；

但是 70 號地塊（羅格斯坡 80 號）現有大樓的一樓和 西邊的部分將重新劃分格局，用以

引入一樓零售空間並為新開發案提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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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1 

提案開發項目 

用途（總平方英尺） 4 號位址 (4A/4B)1 5 號位址 3 6A 號位址 6 總計 

第二用途（住宅） 629,944 總平方英尺 2 1,227,932 總平方英尺 4 669,851 總平方英尺 

2,527,727 總平方

英尺 

住宅單位 660 戶住宅單位 

1,350 戶住宅單位 

（100 戶老年公寓） 

765 戶住宅單位 

（100 戶老年公寓） 

2,775 戶住宅單

位 

（200 戶老年公

寓） 

平價住宅單位數 

25 %（ 多 165 戶住宅單

位） 

25 %（ 多 338 戶住宅單

位） 

25 %（ 多 191 戶住宅單

位） 

多 694 戶住宅

單位 

第六用途（零售） 3,124 總平方英尺 5,319 總平方英尺  

2,415 總平方英尺 10,858 總平方英

尺 

社區設施 無 17,028 總平方英尺 

無 17,028 總平方英

尺 

附設停車位 無 103 個地下停車位 

無 103 個地下停車

位 

私人開放空間 無 19,579平方英尺 5 3,200 平方英尺 22,779 平方英尺 

大建築高度 ±1,008’ ±798’ 
±730’ 

 

大建築寬度 ±121’ ±283’ 
±137’ 

大建築深度 ±85’ ±110’ 
±150’ 

備註： 

1 不包括 4 號位址 (4A/4B) 的現有開發面積（位於羅格斯坡 80 號/70 號地塊上的 85,615 總平方英尺住宅[109 戶]、3,928 平方英尺開放空間以及 4 個

平面停車位；位於羅格斯坡 82 號/15 號地塊上的 227,895 總平方英尺住宅[198 戶]、27,552 總平方英尺社區設施、11 個封閉式附設停車位以及 

11,660 平方英尺開放空間；以及位於櫻桃街 235 號/76 號地塊上的 11,575 總平方英尺零售空間和 280 平方英尺開放空間）。如果沒有提案開發項目

（不實施動議），4 號位址 (4A/4B) 的現有開發案將得以保留，並且 76 號地塊大樓的現有零售空間將重新出租。在提案開發項目中（若實施動議），

羅格斯坡 80 號大樓的 10 戶現有單位將會遷往新大樓，在羅格斯坡 80 號會剩下總共 99 戶住宅，而新建大樓將有多達 670 戶新建單位（包括那 10 戶

搬遷的老年公寓單位）。若實施動議，櫻桃街 235 號的現有零售空間將會重新出租，而 15、70 和 76 號地塊上的 15,868 平方英尺現有開放空間將增

設便利設施加以改建，包括新的鋪路、植物及座椅。若實施動議，羅格斯坡 82 號/15 號地塊上的現有住宅大樓和附設停車場將予以保留，但是羅格斯

坡 80 號/70 號地塊上的 4 個停車位將被移除。 
2 從總數中減去 8,079 總平方英尺的社區空間和 5,113 總平方英尺的一樓公共面積，以便確定分析單位數。 
3 不包括 5 號位址的現有開發案（櫻桃街 265-275 號的 634,983 總平方英尺住宅建築面積 [490  戶]和 2,024 總平方英尺零售空間），不論是否實施動

議，這些都將保持不變。  
4 為了確定分析單位數，將總住宅建築面積減去 81,683 總平方英尺的住宅便利設施空間，其中包括大樓便利設施（大約 55,356 總平方英尺）和地下

停車位（大約 26,327 總平方英尺）之後，得出 1,146,249 總平方英尺，大約為 1,350 個住宅單位（每戶為 850 平方英尺）。 
5 新建開放空間。5 號位址的現有開放空間（大約 64,152 平方英尺）也將增設便利設施加以改建，包括遊樂設備、籃球場、景觀美化、步道和座椅。 
6 不包括 6A 號位址/1 號地塊上的現有開發案（南街 275 號的 262,877 總平方英尺住宅建築面積 [256 戶]和 34 個附設平面停車位），不論是否實施動

議，這些都將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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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對 5 號位址的小幅修改也將修訂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許可證，對位址設計

方案進行修改，以便在相應的 C6-4 用地規畫區法規所允許的建築外圍結構內使用開發位

址上現有的未使用建築面積。這些修改將促成一棟新建多用途大樓開發案，在共用地基

上建造的兩座高樓（約分別為 748 英尺和 798 英尺高）中提供住宅和社區設施空間，取替

原來的鋪砌平面停車場。本開發案將把現有的 103 個平面停車位遷移至提案大樓中的新

建地下車庫；但不會增建新的停車位。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的現有兩棟 26 層樓高的住

宅大樓將予以保留，同時將擴增櫻桃街一樓沿街的零售空間。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大樓

之間的現有私人庭院將會重新進行造景，同時也將擴建現有的羅格斯坡私人開放空間，

增設包括遊樂設備、籃球場、景觀美化、步道及座椅等新建便利設施加以重建，並專門

用作公共開放空間。 

提案對 6A 號位址的小幅修改也將修訂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許可證，對位址設計

方案進行修改，以便在相應的 C6-4 用地規畫區法規所允許的建築外圍結構內使用開發位

址上現有的未使用建築面積。這些修改將促成 5 號地塊一棟新建 730 英尺高的大樓開發

案，並設有零售空間和住宅面積，取替原來的鋪砌平面停車場。不會提供新的停車位。1 

號地塊上南街 275 號的現有 19 層樓高的住宅大樓將予以保留。除了小幅修改之外，在不

受環境審核的約束之下，根據紐約市區劃決議第 32-435 節，6A 號位址開發項目也需要取

得證書來豁免對區劃決議中定義為「寬街」的克林頓街沿街一樓零售空間的規定。  

將會連同對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許可證的小幅修改提案一起佈發限制性聲明。

預期限制性聲明將會： 

 提供給「與環境有關的項目組件」(PCREs)（即對環境分析有實質意義的某些開發項

目組件）的實施；以及 

 提供給緩解任何重大不利影響的必要措施。 

D. 提案開發項目描述 

4 號位址 (4A/4B) 開發項目 

提案 4 號位址 (4A/4B) 開發項目是大約 632,376 總平方英尺、以住宅為主的新建多用途開

發，將懸挑在 76 號地塊（櫻桃街 235 號）上的現有單層大樓和 70 號地塊（羅格斯坡 80 

號）上的現有 10 層大樓的上方。新大樓將高達大約 80 層（大約 1008 英尺高，包括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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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網在內），且將提供大約 629,944 總平方英尺的住宅面積（除了羅格斯坡 80 號剩下的 

84,923 總平方英尺住宅面積以外）。新開發將包含多達 660 戶新建單位（另外還有即將從

羅格斯坡 80 號遷往新建大樓的 10 戶）， 4其中 25% 將被指定為永久性平價住宅（多達 

165 戶）。羅格斯坡 80 號現有大樓的部分建築將融入新建大樓，包括 10 戶住宅單位（將

被配置為老年公寓）。預期提案開發項目將會包括一個社區空間和一樓零售空間，這些

將引入羅格斯坡 80 號現有大樓的底層。位於 15 號地塊（羅格斯坡 82 號）的現有 21 層大

樓將予以保留；76 號地塊（櫻桃街 235 號）上總面積大約 11,575 總平方英尺的零售大樓

也將予以保留並且重新出租。此外，還將在羅格斯坡 80 號現有大樓的底層額外引入大約 

3,124 總平方英尺的零售空間。4 號位址 (4A/4B) 的總體開發面積總計大約 985,013 總平方

英尺，比現有開發面積多出 632,376 總平方英尺。70 號地塊（羅格斯坡 80 號）和 15 號地

塊（羅格斯坡 82 號）上現有大樓的住宅單位將仍為平價住宅，符合約束各個大樓的現行

監管協議。  

在提案 4 號位址 (4A/4B) 大樓施工期間，會將 10 戶住宅單位從羅格斯坡 80 號大樓遷往 4 

號位址 (4A/4B) 的新建大樓。羅格斯坡 80 號大樓的另外 9 戶住宅單位將進行翻新。4 號位

址 (4A/4B) 的申請人擬在施工期間將居住在這些單位的大約 19 名住戶遷往羅格斯坡 80 號

大樓內類似的新裝修單位，或者可以在必要時搬到鄰近大樓內的單位。由於羅格斯坡 80 

號大樓的單位在施工前就已經開放入住，因此不會重新出租，而是會進行翻新，作為臨

時或永久性住宅單位提供給搬遷或裝修單位的住戶。大樓內現有 9 個空置單位在裝修之

後可供入住。由於羅格斯坡 80 號大樓受到美國住宅與都市發展部 (HUD) 監管協議的約束，

因此只能按照住宅與都市發展部 (HUD) 批准的搬遷計劃重新安置住宅單位和住戶。此類

批准應由住宅與都市發展部 (HUD) 授予，不屬於提案動議的一部分。到目前為止，4 號

位址 (4A/4B) 的申請人已向住宅與都市發展部 (HUD) 提交計劃並等候批准。4 號位址 

(4A/4B) 的申請人表示他們將協調開發項目施工，以儘量減少對這些租戶的干擾，並且盡

可能確保這些單位的住戶能在整個施工過程中留在大樓內。將不會有任何住戶需要永久

遷離 4 號位址 (4A/4B) 。  

                                                      

4 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表格將把 4 號位址 (4A/4B) 的新建住宅開發數量限制為 660 戶住宅

單位，另外還有即將從現有大樓遷來的 10 戶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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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4 號位址 (4A/4B) 開發項目也會在這個位址實施額外的防災措施，在 70 號地塊周圍

設計並實施專門為了保護羅格斯坡 80 號的現有大樓和 4 號位址 (4A/4B) 新建大樓的物理

策略。如位址設計方案所示，將在 15、70 和 76 號地塊上面積大約 15,868 平方英尺（0.36 

英畝）的現有私人開放空間裝設新的鋪路、植物及座椅。羅格斯坡和櫻桃街上的現有路

邊停車位將被拆除，而南街上目前的路邊停車位將予以保留；不需要新建路邊停車位。 

5 號位址開發項目 

提案 5 號位址開發項目將會是總面積大約 1,244,960 總平方英尺的多用途開發項目，將在

共用地基上建造兩棟高樓。新開發將與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的現有大樓垂直，與南街平

行，高達大約 63-70 層（ 大高度分別為 748 英尺和 798 英尺，包括機械篩網在內）。提

案開發項目將提供多達 1,350 戶住宅單位（平均規格為 85 平方英尺/單位），5其中 25% 

被被指定為永久性平價住宅（多達 338 戶，包括大約 100 戶低收入老年公寓新建住宅單

位），以及大約 17,028 總平方英尺的社區設施空間。開發項目將維持現有的 103 個附設

地面停車位，將這些車位遷往提案新建大樓的地下樓車庫。提案開發項目也要在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大樓的單層擴建部分，將櫻桃街沿街的一樓零售空間擴增大約 5,319 總平

方英尺。現有的大樓（櫻桃街 265-275 號 634,983 總平方英尺的住宅面積和 2,024 總平方

英尺的零售面積）將予以保留。這些大樓的住宅面積（490 戶）將仍為平價住宅，符合該

開發案的長期監管協議。  

5 號位址開發項目將擴增羅格斯坡的現有私人開放空間，將羅格斯坡私人開放空間和櫻桃

街 265 號大樓之間現有的鋪砌平面停車區域改換成開放空間便利設施。除了羅格斯坡的

現有私人開放空間以外，這個區域的總面積大約 33,550 平方英尺（大約 0.77 英畝），並

專門用作公共開放空間。將於擴增的羅格斯坡開放空間區域裝設新建便利設施，包括遊

樂設施、籃球場、景觀美化、步道和座椅。此外，5 號位址開發項目會將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之間（庭院區域）大約 29,664 平方英尺的現有私人開放空間擴增大約 2,649 平方英

尺，使私人開放空間的總面積達到大約 32,313 平方英尺（0.74 英畝）。庭院區域將納入

新的景觀美化、座椅及遊樂區。  

                                                      

5 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表格將把 5 號位址的新建住宅開發數量限制為 1,350 戶住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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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號位址開發項目將於新大樓實施額外的防災措施，並且在位址周圍採用物理策略以助於

保護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大樓。將關閉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北邊的現有兩處路邊停車

位，並在櫻桃街的這個區域單獨建造一條中央路邊停車位。南街上現有的兩處路邊停車

位將用於接通住戶和訪客下車點以及新建大樓地下樓車庫。南街上現有的其他兩處路邊

停車位可能會進行修改。櫻桃街和南街上的傑佛遜街人行道路邊停車位將予以保留。不

需要新建路邊停車位。  

6A 號位址開發項目 

提案 6A 號位址開發項目將會是位於 5 號地塊上的總面積大約 672,266 總平方英尺的多用

途開發項目。依照目前的計劃，預期這棟大樓將高達大約 63 層（大約 730 英尺高，包括

機械篩網在內），且將提供多達 669,851 總平方英尺的住宅面積（多達 765 戶住宅單位），
6其中 25% 將被被指定為永久性平價住宅（多達 191 戶，包括大約 100 戶低收入老年公寓

新建住宅單位），以及大約 2,415 總平方英尺的零售空間。提案動議也將在這個位址實施

額外的防災措施，包括將重要的基礎設施組件安置在洪水位以上，並且實施有助於保護

新建大樓的物理策略。6A 號位址開發項目也將在此位址提供大約 3,200 平方英尺（0.07 

英畝）的新建私人開放空間。1 號地塊上的現有大樓（南街 275 號）和附設平面停車場將

予以保留。南街上的現有路邊停車位將予以保留；不需要新建路邊停車位。  

E. 目的和需要  

依照開發項目申請人的意圖，提案動議的目標和目的是在曼哈頓社區第 3 分區範圍內建

造多達 2,775 個新住宅單位，其中 25% 或多達 694 個住宅單位將被指定為永久性平價住

宅，其中包括大約 200 戶低收入老年公寓新建住宅單位，在全市推動一項行動計劃，旨

在未來 10 年內建造與保存 20 萬平價住宅單位，以支援各種收入階層的紐約人；在每個位

址提供額外的防災措施；實現高品質的都市規劃、建築、社區設施空間和開放空間元素；

藉由在項目位址建造新大樓、景觀美化和開放空間，包括新建和改建的開放空間（其中 

33,550 平方英尺將劃分為公共開放區域）來加強周圍街景和提升行人體驗；增加位於兩

                                                      

6 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表格將把 6A 號位址的新建住宅開發數量限制為 765 戶住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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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地區附近已有的零售組合；並且鼓勵該地區的開發和就業機會，進而加強紐約市的稅

基。 

以下針對每個提案開發位址說明小幅修改的目的和需要。  

4 號位址 (4A/4B) 

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提案的小幅修改將會透過新建永久性平價住宅和市場租金

價格住房促成 4 號位址 (4A/4B) 的進一步開發；將提供總共多達 660 個新建住宅單位，其

中 25% 指定為永久性平價住宅（ 多 165戶）。（此外，10 戶住宅單位將從羅格斯坡 80 

號遷往新大樓，並將被配置為老年公寓。）4 號位址 (4A/4B) 申請人的意圖是，提案動議

將允許 4 號位址 (4A/4B) 開發項目為兩個非營利機構提供資金，以支援他們為紐約人提供、

支持和保留平價住宅所做的持續努力。4 號位址 (4A/4B) 開發項目也將在 15、70 及 76 號

地塊上的大約 15,868 平方英尺（0.36 英畝）的現有私人開放空間裝設新的輔路、植物和

座椅，改變街景和行人環境，並且在這個位址增加一樓零售空間來提供額外的當地零售

機會。提案動議也會在這個位址實施額外的防災措施，在 4 號位址 (4A/4B) 的 70 號地塊

周圍設計並實施專門為了保護羅格斯坡 80 號的現有大樓和 4 號位址 (4A/4B) 新建大樓的

物理策略。 

5 號位址 

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提案的小幅修改會將平面停車場改換成新建永久性平價住

宅和市場租金價格住房、社區設施空間和零售空間，以促成 5 號位址的進一步開發。新

的 5 號位址開發項目將提供多達 1,350 個新建單位，其中 25% 將被指定為永久性平價住宅

（ 多 338 戶，包括大約 100 戶低收入老年公寓新建住宅單位）。此外，提案的 5 號位址

項目將有助於滿足紐約市老年人對獨立生活設施的持續需求，為了達到為這個位址提供

永久性平價住宅的目的，而建造大約 100 戶低收入老年公寓新建住宅單位。為了實施提

案的小幅修改，提案開發項目也要將 5 號位址羅格斯坡的現有私人開放空間擴建為大約 

33,550 平方英尺（大約 0.77 英畝）。羅格斯坡開放空間將專門用作公共開放空間，其中

包括遊樂設備、籃球場、步道和座椅。5 號位址項目也將擴建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之間

的現有私人開放空間，並將提供包括新的景觀美化、座椅和遊樂區等的新建便利設施。

從高地附近沿羅格斯坡進入東河水濱的行人將會體驗到的羅格斯坡開放空間的變化。將

在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增設一樓零售空間。提案動議也將在 5 號位址實施額外的防災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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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新大樓的一樓將位於洪水平原海拔之上，並且在位址周圍採用物理策略以助於保護

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大樓。 

6A 號位址 

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提案的小幅修改將會透過新建永久性平價住宅和市場租金

價格住房促成 6A 號位址的進一步開發。新的 6A 號位址開發項目將提供總共多達 765 個

新建單位，其中 25% 指定為永久性平價住宅（ 多 191 戶）。此外，提案的 6A 號位址項

目將有助於滿足紐約市老年人對獨立生活設施的持續需求，為了達到為這個位址提供永

久性平價住宅的目的，而建造大約 100 戶低收入老年公寓新建住宅單位。為了實施提案

的小幅修改，新建開發項目將取代一塊空地，並為克林頓街和南街的街景和行人環境提

供新的一樓零售空間，以增加當地的零售機會。提案動議也將在這個位址實施額外的防

災措施，包括將重要的基礎設施組件安置在洪水位以上，並且實施有助於保護新建大樓

的物理策略。6A 號位址提案開發項目也將在 6A 號位址創造大約 3,200 平方英尺（0.07 英

畝）的新建私人開放空間。 

F. 分析架構 

2014 年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是評估提案開發項目對

各種分析環境領域的潛在影響的研究方法和影響標準的通用指南。環境影響評估聲明 

(EIS) 在披露影響時，會考慮提案開發項目對其環境背景的潛在不利影響。未來建造年度

進行了審查以評估提案動議的潛在影響。因此，此環境背景並不是目前的環境，而是未

來的環境。因此，替代方案的技術分析和審議包括對現有情況、無提案開發項目前景中

（無動議情境下）的情況以及有提案項目前景中（實施動議情境下）的情況的描述。不

實施動議和實施動議之間的增量差異經過分析以確定提案開發項目的潛在環境影響。表 

S-2 摘要說明三個開發項目位址中的每個位址的不實施動議和實施動議之間的增量差異。

為了理解當一項或多項開發項目無限期延期或 終未能實施時，提案開發項目的累積影

響可能會發生什麼變化，環境影響評估聲明 (EIS) 將在單獨的章節「項目置換」中對某些

置換進行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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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2 

每個項目位址的遞增量 
 4 號位址 (4A/4B)—增量 5 號位址—增量 6A 號位址—增量 

土地使用 

住宅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如果是，請具體說明如下    

描述住宅結構的類型 +80 層樓 1/2 號地塊：+63, 70 層樓 5 號地塊：1 棟 63 層樓高的大樓 

住宅單位數量 + 多 660 戶住宅單位 1/2 號地塊：+ 多 1,350 戶住宅單位 5 號地塊：+ 多 765 戶住宅單位 

低收入到中低收入的單位數量 + 多 165 戶住宅單位 1/2 號地塊：+ 多 338 戶住宅單位 5 號地塊：+ 多 191 戶住宅單位 

總建築面積（平方英尺） 
+629,252 總平方英尺 1/2 號地塊：+1,227,932 總平方英尺 

1 號地塊：沒有變化  

5 號地塊：+668,252 總平方英尺 

商業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如果是，請具體說明如下：    

描述類型（零售、辦公室和其他） 不適用 零售 零售 

總建築面積（平方英尺） +3,124 總平方英尺 1 號地塊：+5,319 總平方英尺 5 號地塊：+2,415 總平方英尺 

製造業/工業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如果是，請具體說明如下：    

使用類型    

總建築面積（平方英尺）    

開放式儲存區（平方英尺）    

如果有任何未公開的活動，請具體說明    

社區設施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如果是，請具體說明如下    

類型 
沒有變化  

1 號地塊：沒有變化  

1/2 號地塊：一般社區設施用途 不適用 

總建築面積（平方英尺） 沒有變化 1/2 號地塊：+17,028 總平方英尺 不適用 

空地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如果是，請說明    

其他土地用途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如果是，請說明 

76 號地塊：沒有變化 

1/2 號地塊：19,579 總平方英尺私人開放空間（新）；+ 

33,550 平方英尺（總計專用公共開放空間，包括新建和擴建的

現有開放空間） 5 號地塊：3,200 平方英尺私人開放空間（新） 

停車 

車庫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如果是，請具體說明如下：    

公共車位數量 不適用 0（沒有變化） 不適用 

附設車位數量 沒有變化 2 號地塊：+103 不適用 

地塊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如果是，請具體說明如下：    

公共車位數量 沒有變化 0（沒有變化） 1 號地塊：沒有變化 

附設車位數量 (4) 附設車位 2 號地塊：(103) 1 號地塊：沒有變化 

人口 

住戶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如果「是」，請說明數量 1,419 2,838 1,580 

簡單地解釋住戶人數的計算方式 根據哈頓社區第 3 分區簡介，平均每戶人數為 2.15 人（資料出處：美國人口普查局，2000 年和 2010 年普查 SF1 人口司——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2011 年 12 月]）。假設在實施動議情況下

老年公寓單位平均每戶人數為 1.5 人。 

業務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如果是，請具體說明如下：    

數量和類型 待定/零售，社區設施 待定 待定/零售 

按業務統計的工人人數和類型 大約 42 個零售，28 個社區設施  大約 16 個零售，17 個社區設施 大約 8 個零售 

不是工人的非住戶人數和類型 待定 待定 待定 

簡單地解釋業務數量的計算方式 零售包括餐飲：333 平方英尺/員工社區設施：1,000 平方英尺/員工 

其他（學生、訪客、演唱會觀眾等）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如果有，請說明數量    

簡單地解釋數量的計算方式  

用地區劃 

用地區劃分類 C6-4   

可開發的 大建築面積 沒有變化 沒有變化 沒有變化 

土地用途調查區域或提案開發項目方圓 400 英尺以內的主要土

地用途和用地區劃分類 沒有變化 沒有變化 沒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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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年度 

每個提案開發項目都將在同一個階段進行開發；預期每個開發項目的施工期為 30 到 36 個

月。因此，預期開發項目完成且開始運作的 2021 未來建造年度會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 

(EIS) 中進行審查，以評估提案動議的潛在影響。 

現有情況 

針對環境影響評估聲明 (EIS) 中評估的每個技術領域，對開發項目位址和相關調查區域的

現有情況做了描述。分析架構從評估現有情況開始，因為這樣可以 直接地衡量與觀察

這些情況。對現有情況的評估並不代表所衡量提案動議的情況，而是作為預測有無實施

提案動議的前景情況以及分析潛在影響的起點。 

無動議情境 

對於無動議情境，假設開發項目位址將繼續維持現狀，包括 5 號位址的羅格斯坡開放空

間將保留私人開放空間。4 號位址 (4A/4B) 的 76 號地塊大樓（櫻桃街 235 號）現有的零售

空間將重新出租。開發項目位址不再進行新的開發。表 S-3 摘要說明三個開發項目位址不

實施動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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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3 

無動議情境 

用途（總平方英尺） 4 號位址 (4A/4B)1 5 號位址 6A 號位址 新的總計 

第二用途（住宅） 

現有：313,510 總平方英尺 

新的：0 

現有：634,983 總平方英

尺 

新的：0 

現有：262,877 總平方

英尺 

新的：0 0 

住宅單位 

現有：307 個住宅單位 

新的：0 

現有：490 個住宅單位 

新的：0 

現有：256 個住宅單位 

新的：0 0 

平價住宅單位數 

現有：307 個住宅單位 

新的：0 

現有：490 個住宅單位 

新的：0 

現有：128 個住宅單位 

新的：0 0 

第六用途（零售） 

現有：11,575 總平方英尺（重

新出租） 

新的：0 

現有：2,024 總平方英尺 

新的：0 

現有：0 

新的：0 0 

社區設施 

現有：27,552 總平方英尺 

新的：0 

現有：0 

新的：0 

現有：0 

新的：0 0 

附設停車位 

現有：15: （4 個地面停車位，

11 個車庫停車位） 

新的：0 

現有：103 個地面停車位 

新的：0 

現有：34 個地面停車

位 

新的：0 0 

私人開放空間 

現有：15,868 平方英尺 

新的：0 

現有：64,152 平方英尺 

新的：0 

現有：0 

新的：0 0 

空地 

現有：0 

新的：0 

現有：0 

新的：0 

現有：20,177 平方英

尺 

新的：0 0 

備註： 

1 羅格斯坡 80 號/70 號地塊：85,615 總平方英尺 [109 戶]的住宅面積，3928 平方英尺的開放空間和 4 個平面停車位；羅格斯坡 82 號/15 

號地塊：227,895 總平方英尺的住宅面積 [198 戶]，27,552 總平方英尺的社區設施空間，11 個封閉式附設停車位以及 11,660 平方英尺的開

放空間；櫻桃街 235 號/76 號地塊：11,575 總平方英尺的零售空間和 280 平方英尺的開放空間。 
 

 

附錄 C 和圖 S-19 確定預期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 (EIS) 提出的各種技術分析考慮的調查區

域中將到 2021 年完成的「無建造」開發項目。 

實施動議情境 

在實施動議情境中，上述提案開發項目將在開發項目位址施工（另請參見表 S-2）。 

假設除了修改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之開發項目位址的建築面積、住宅單位數量、

地塊覆蓋率和開放空間面積之外，對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許可證的小幅修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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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每個開發項目擬定大樓周邊結構和位址設計方案控制。由於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

項目位址設計方案將提供 大建築周邊結構和開發計劃方面的控制措施，因此環境影響

評估聲明 (EIS) 假設提案計劃和設計的細節為合理的 壞開發情境。 

開發項目置換分析 

如果對三個開發項目的累積影響分析都確定重大不利影響和緩解需求，則會提供進一步

的細節以確定每個開發項目的緩解要求。為了理解當一項或多項開發項目無限期延期或

終未能實施時，提案開發項目的累積影響可能會發生什麼變化，環境影響評估聲明 

(EIS) 將在單獨的章節「項目置換」中對此類置換進行定性分析。分析僅限於在三個開發

項目的累積影響分析都確定影響和緩解需求時對特定地點或設施的評估。對相關技術領

域的評估主要針對的是那些受影響的區域。 

G. 提案可能帶來的影響 

土地使用、用地區劃和公共政策 

本章的分析得出的結論認為，提案不會對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政策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對大尺度住宅開發開發項目 (LSRD) 許可證的小幅修改將實現在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

項目範圍內三棟新建多用途大樓的開發案。儘管提案動議不會改變相應區劃分區規定准

許的 大可允許建築容積率、建築面積或大樓周邊結構，但要求的小幅修改將可利用未

使用的現有建築面積，進行比先前批准的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位址設計方案允

許的更大規模的開發。根據提案動議，提案大樓本身將比周邊區域的現有大樓更大更高。

提案開發項目將包括住宅、社區設施、零售和新建開放空間用途，並且不會增加兩橋地

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範圍內尚未存在的任何用途類型。提案大樓將產生多達大約 2,775 

戶新建住宅單位，其中 25% 或 694 戶將被指定為永久性平價住宅，其中包括大約 200 戶

低收入老年公寓新建住宅單位。永久性平價住宅將可支持市長的平價住宅計劃。提案開

發項目也將創造新建社區設施用途、新建零售空間、位於 5 號位址羅格斯坡開放空間的

專用公共開放空間，以及擴建和改建的現場私人開放空間。5 號位址的平面停車位將會遷

移至新建大樓地下樓停車場。  

提案開發項目位於紐約市的海岸區。提案開發項目將提供防災措施，旨在支援紐約市採

用的曼哈頓濱水地區防災相關的防災措施，其中包括 2020 年願景：紐約市綜合濱水區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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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因此審查了提案開發項目以確保符合紐約市濱水復興計劃 (WRP) 的政策。濱水復興

計劃 (WRP) 分析的結論是，提案開發項目將支持紐約市採用的防災政策，並符合相關的

濱水復興計劃 (WRP) 政策。  

社會經濟條件 

直接住宅遷移 

篩選等級的評估發現，提案開發項目不會由於直接住宅遷移而對社會經濟造成重大不利

影響。提案開發項目不會直接迫使來自社會經濟條件調查區域的任何住戶遷移。  

在 4 號位址 (4A/4B)，會將 10 戶住宅單位從羅格斯坡 80 號大樓遷往 4 號位址 (4A/4B) 的

新大樓。羅格斯坡 80 號大樓的另外 9 戶住宅單位會進行翻新。4 號位址 (4A/4B) 的申請人

擬在施工期間將居住在這些單位的大約 19 名住戶遷往羅格斯坡 80 號大樓內類似的新裝修

單位，或者可以在必要時搬到鄰近大樓內的單位。由於羅格斯坡 80 號大樓的單位在施工

前就已經開放入住，因此不會重新出租，而是會進行翻新，作為臨時或永久性住宅單位

提供給搬遷或裝修單位的住戶。大樓內現有 9 個空置單位在裝修之後可供入住。由於羅

格斯坡 80 號大樓必須符合住宅與都市發展部 (HUD) 管理協議，因此住宅單位和住戶只能

依照住宅與都市發展部 (HUD) 批准的搬遷計劃搬遷。此類批准應由住宅與都市發展部 

(HUD) 授予，不屬於提案動議的一部分。到目前為止，4 號位址 (4A/4B) 的申請人已向住

宅與都市發展部 (HUD) 提交計劃並等候批准。4 號位址 (4A/4B) 的申請人表示他們將協調

開發項目施工，以儘量減少對這些租戶的干擾，並且盡可能確保這些單位的住戶能在整

個施工過程中留在大樓內。將不會有任何住戶需要永久遷離 4 號位址 (4A/4B) 。無論申請

人是否有能力為大樓內這 19 戶住戶提供更換單位，這種程度的潛在直接住宅遷移遠低於

依照城市環境品質評估法案 (CEQR) 規定需要進行評估的 500 個居民的臨界值，並且不會

對環境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直接商業遷移 

篩選等級的評估發現，提案開發項目不會由於直接商業遷移而對社會經濟造成重大不利

影響。開發項目位址（5 號位址）的一項業務，即 Stop 1 食品市場，可能需要在施工期間

暫時遷移，這是該社區的一項便利設施。5 號位址的申請人承諾與 Stop 1 食品市場合作，

如果確定可行，在施工期間繼續營運，並且在新空間可以使用時提供機會號讓該業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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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租用大樓空間。不過，即使 Stop 1 食品市場沒有重新租用這個空間，它的遷移也不會

構成城市環境品質評估法案 (CEQR) 定義的重大不利環境影響。潛在的失業（大約 10 名

工人7）遠低於 100 名僱員的評估臨界值，因此潛在的遷移在這方面不會改變鄰里的社會

經濟特徵。此外，雖然 Stop 1 食品市場對調查區域的居民和開發項目位址來說是便利貨

源，但其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並非該調查區域所獨有；可以輕易地在近距離內獲得類似產

品和服務的替代來源。 後，沒有規定或公開採用的計劃旨在保護鄰里內這種規模的市

場（大約 2,100 總平方英尺 [gsf]）。  

間接住宅遷移 

經初步評估後發現，提案開發項目不會由於間接住宅遷移而對環境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根據城市環境品質評估法案 (CEQR) 規定，間接住宅遷移分析的目標是確定開發項目是否

可能引入一種趨勢或加速社會經濟條件變化的趨勢，這些趨勢可能會使弱勢人群遷移，

使鄰里的社會經濟特徵發生變化。根據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指南，弱勢人群定義為生活在未受租金控制、租金穩定或其他

限制租金的政府規章保護的私人單位租戶，其收入或貧困狀況表明他們可能無力支付大

幅調高租金。就提案開發項目來說，調查區域內的大多數居民不屬於城市環境品質評估

法案 (CEQR) 定義的易受遷移影響的弱勢人群；據估計，88% 的調查區域出租單位於受租

金控制、租金穩定或其他政府規章保護的大樓內，這些規定保護租金免受由於市場條件

變化引起的市場影響。那些不易受遷移影響的人包括居住在調查區域中紐約市房屋管理

局 (NYCHA) 公共住房高度集中區內的居民。可以合理地得出結論：調查區域內絕大多數

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居住在受租金控制、租金穩定或其他限制租金調高的政府規章保

護的住房內，因此不容易受到城市環境品質評估法案 (CEQR) 定義的由於租金調高而導致

遷移的影響。 

雖然提案開發項目會造成當地人口增加，總體而言，家庭平均收入會比調查區域的平均

家庭收入更高，但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引入或加速現有的社會經濟條件變化趨勢。已經在

調查區域內觀察到高收入和新的市場租金價格住宅開發趨勢。調查區域中非租金保護單

                                                      

7 對 Stop 1 食品市場的工作人員估計是根據 2017 年 2 月 21 日由 AKRF 公司工作人員親自觀察，並

假設這家 24 小時食品市場需要多達三班工作輪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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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每個月的平均租金（ 低第 10 百分位）目前是單間套房大約 1,900 美元到三房單位 

3,300 美元；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通常負擔不起這麼高的租金。預期提案開發項目將會

引入比在未來不實施動議以市場租金價格為主的計劃開發項目更高比例的平價住宅。在

這方面，相較於不實施動議時，其中預期開發項目將繼續推動調查區域中的市場租金價

格開發項目和住宅租金上漲的趨勢，提案開發項目將有助於維持調查區域中對於更廣泛

收入範圍的家庭來說平價住房的庫存。  

間接商業遷移 

經初步評估後發現，提案開發項目不會由於間接商業遷移而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提案開

發項目將有助於引入新的住宅、商業和社區設施用途。開發項目位址和更廣闊的社會經

濟調查區域擁有完善的住宅和零售市場，因此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將新的經濟活動引入開

發項目位址或調查區域。  

儘管一些零售商店可能會間接遷移，但它們的遷移並不會構成城市環境品質評估法案 

(CEQR) 定義的重大不利環境影響。截至 2015 年，調查區域中的零售貿易行業商店僅佔

曼哈頓零售店的不到百分之三，佔紐約市零售店的不到百分之一。儘管那些易受間接遷

移影響的商店能促進當地的經濟活動，但對紐約市或地區來說並沒有實質性的經濟價值，

而且他們的遷移不會顯著影響周邊風貌。因間接遷移而騰空的店面不可能保持閒置；反

而更有可能轉向更能充分利用市場的零售或社區設施的其他用途。提案動議可能會促使

當地對鄰里零售和服務產生更多的需求。然而，由提案開發項目引入的額外人口並不會

多到實質上改變鄰里的零售特徵。因此，提案開發項目可能產生的有限的間接零售遷移

不會使附近商業帶內發生重大變化，也不會對社會經濟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對特定行業的不利影響 

經初步評估後發現，提案開發項目不會由於對特定行業的不利影響而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評估考慮是否有大量的居民或工人依賴受影響的業務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或者提案開發

項目是否會導致行業內特別重要的產品或服務的損失或實質性減少。提案開發項目不會

顯著影響調查區域內外任何行業或任何類別業務的商業條件。提案開發項目可能導致一

項業務，即 Stop 1 食品市場暫時遷移，但這並不代表任何紐約市行業、業務類別或就業

類別中的一大批業務。儘管這項業務對社區來說是一種便利，但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在

社會經濟調查區域的其他地方、更廣泛的貿易區以及整個紐約市內都可以找得到。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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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可能遷移的業務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對於調查區域內外的其他業務的可行性會非常

重要。 後，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導致顯著的間接商業遷移，因此不會大幅度減少就業，

也不會對任何特定行業或業務類別的經濟可行性造成影響。 

社區設施和服務 

公立學校 

項目位址位於社區學區 (CSD) 1，學區中有小學和中學選擇計劃。考慮到該地區的地理面

積較小，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CP) 與紐約市學校建設管理局 (SCA) 協商後確定，包括社

區學區 1 和分區 1 在內的地區範圍分析適用於公立學校。因此，儘管在分區等級的利用率

會增加，潛在顯著影響是根據對整個社區學區 1 的分析來確定的。如下所述，在整個社

區學區 1 中，在保守地假定 200 戶永久性平價住宅單位可能不是專門為老年人開發的情況

下，提案開發項目將對公立小學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提案動議不會對分區內的中學或高

中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小學——社區學區 (CSD) 1 分區 1  

在有提議的開發項目前景（兩種情境下）中，社區學區（CSD）1 分區 1 的小學利用率將

高於 100％，提議的開發項目將導致集體利用率比無動議的情況下提高超過 5個百分點。

但是，如下所述，考慮到該地區的特點，潛在的重大影響是根據對整個社區學區 1 的分

析來確定的。 

小學——社區學區 1，「選擇區」 

在社區學區 1，假設 200 戶永久性平價住宅單位將用於老年公寓，提案開發項目將會比不

實施動議時增加 5 個百分點以上，而小學的利用率將保持在 100% 以下，因此不會造成重

大不利影響。然而，在保守假設 200 戶永久性平價住宅單位可能不是專門為老年人開發

的情況下，提案開發項目將會比不實施動議時增加 5 個百分點以上，而小學的利用率將

僅超過 100% 一點。因此，在這種情境下，提案開發項目將對整個社區學區 1 中的公立小

學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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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社區學區 1 分區 1 

在有提案開發項目前景中（兩種情境），儘管中學的集體利用率比不實施動議時提高  

5 個百分點以上，但社區學區 1 分區 1 的利用率仍將低於 100%。因此，提案開發項目不

會對分區內的中學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高中  

在有提案開發項目前景中（兩種情境），公立高中的利用率將保持在 100% 以下，且提案

開發項目的集體利用率不會提高 5 個百分點或以上。因此，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對高中造

成重大不利影響。  

公共圖書館 

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對圖書館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對於調查區域內的圖書館（西沃德公園圖書館、且林士果廣場圖書館和漢密爾頓魚類公

園圖書館），提案開發項目引起的流域人口增長低於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中列舉的 5% 臨界值。因此，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導致圖書館服務

交付的明顯變化。 

公共資助的托兒所 

在保守假設 200 戶永久性平價住宅單位可能不是專門為老年人開發的情況下，提案動議

將對公共資助的托兒所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在有提案開發項目前景中，假設 200 戶永久性平價住宅單位將用於老年公寓，調查區域

內公共資助的托兒所將超負荷營運；但是，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導致需求比不實施動議時

增加 5 個百分點以上。因此，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對托兒所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然而，在

保守假設 200 戶永久性平價住宅單位可能不是專門為老年人開發的情況下，調查區域內

的托兒所將超負荷營運，且利用率的提高將超過 5 個百分點。因此，在後一種情境下，

提案開發項目將對托兒所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開放空間 

提案開發項目不會直接迫使任何公共開放空間資源的遷移。如「陰影」和「緩解措施」

中所討論，提案開發項目產生的陰影將對兩個開放空間資源造成影響——櫻桃克林頓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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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場和莉蓮  D. 沃爾德遊樂場。如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所述，根據對間接影響的定量分析，若實施動議，總體、主動和被動開放空間比

例的降低將對其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直接影響 

不會有公共開放空間由於提案開發項目而遷移。在兩種情況下，提議的開發項目的陰影

在範圍和/或持續時間上足夠大到會對以下開放空間資源的使用或植被情況造成顯著影響：

櫻桃克林頓遊樂場在 12 月 21 日分析日（使用但非植被）、3 月 21 日/ 9 月 21 日分析日

（使用和植被）以及 5月 6日/ 8月 6日分析日（僅使用）中；以及莉蓮 D. 沃爾德遊樂場

在 3月 21日/ 9月 21日分析日（僅使用）。此外，這兩個開放空間資源的主動區域受陰影

的影響要小於被動區域，如「陰影」中所述。「緩解措施」中討論了緩解開發項目產生

的陰影面積對這兩個開放空間資源影響的可能緩解措施，並在這兩個遊樂場中加入了專

項資金以加強維護。提案開發項目不會造成影響開放空間資源的任何重大不利操作空氣

品質或噪音影響。  

間接影響 

由於引入大量的新住宅人口，提案開發項目將會提高調查區域資源的利用率。在有無提

案開發項目前景中，開放空間調查區域總體、主動和被動開放空間比例仍將低於紐約市

每 1000 個居民 1.5 英畝的總體開放空間中位數，城市的規劃目標是每 1,000 個居民 2.5 英

畝的總體開放空間。在提案開發項目中，調查區域的總體開放空間比例將減少 7.36%，主

動開放空間比例將減少 8.17%，而被動開放空間比例將減少 6.45%。根據城市環境品質評

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如果動議在目前低於紐約市每 1000 個居民 1.5 

英畝的中等社區開放空間比例的地區，會使開放空間比例減少 5% 以上，則可能會對開放

空間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因此，如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所述，間接影響定量分析表明，提案開發項目中總體、主動和被動開放空間比例

的降低將對開放空間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根據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通常會進一步對可能對

開放空間資源造成顯著定量影響的開發項目進行定性評估，以確定影響的總體意義。雖

然提案開發項目會導致對開放空間資源的需求增加，但他們也將為大樓內的住戶提供進

一步完善的新建私人空間。這些開放空間便利設施將有助於滿足一些住戶的被動和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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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放空間需求。5 號位址現有的羅格斯坡私人開放空間將專用於公共開放空間，形成大

約 33,550 平方英尺（0.77 英畝）的新公共開放空間。羅格斯坡開放空間將擴建和增設主

動和被動用途的便利設施加以重建，例如遊樂設施、籃球場、步道和座椅。提案開發項

目將開發大約 33,550 平方英尺的專用公共開放空間，這雖然可以減少重大開放空間不利

影響，但仍不足以避免重大開放空間不利影響。 

如上所述，定量分析發現提案開發項目中總體、主動和被動開放空間比例的降低將超過

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指南的 5%，提案開發項目會對

開放空間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緩解措施分析中描述了開放空間影響的可能緩解措施，包

括對項目位址附近現有空地進行翻新的資金。可能進行重建的資源包括柯爾曼遊樂場、

雅各大約瑟夫船長遊樂場和小花遊樂場。 

陰影 

提案開發項目將對兩個陽光敏感的開放空間資源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陰影分析顯示，提案開發項目投射的增量陰影會影響 34 個陽光敏感資源。然而，這些新

陰影中的絕大多數在範圍和持續時間上會受到限制，並且通常僅發生在一些季節。因此，

陰影不會對這 34 個陽光敏感的資源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櫻桃克林頓遊樂場和莉蓮 D. 沃爾德遊樂場這兩個陽光敏感的資源將受到陰影的重大不利

影響。這些開放空間資源包含籃球場、手球場、遊樂場/健身器材、休息區、樹木和景觀

美化。 

在 12 月 21 日、3 月 21 日/ 9 月 21 日和 5 月 6 日/ 8 月 6 日這幾個分析日，開發項目產生

的陰影將從下午稍早開始落在櫻桃克林頓遊樂場上，並且大部分時間都保持不變。櫻桃

克林頓遊樂場下午漫長的時間和大量遞增的陰影將顯著影響這些分析日的用戶體驗以及 3 

月 21 日/ 9 月 21 日分析日的植被情況。  

在 3 月 21 日/ 9 月 21 日的分析日，提案開發項目將在莉蓮 D. 沃爾德遊樂場投下一大片新

陰影 1 個小時，其中有 15 分鐘的一段時間，增量陰影會把幾乎整個太陽都遮住。較小的

增量陰影會在遊樂場上多持續 50 分鐘。考慮到 3 月 21 日/ 9 月 21 日分析日的氣候可能很

涼爽，因此陽光照射的區域對用戶來說很重要，並且考慮到增量陰影的大範圍和持續時

間較長，提案開發項目的增量陰影將顯著影響莉蓮 D. 沃爾德遊樂場的用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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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正在與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CP) 和紐約市公園和娛樂部門 (NYC Parks) 磋商，探索

針對這兩個開放空間資源重大不利陰影影響的可能緩解措施，並將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

草案 (DEIS) 和環境影響評估聲明決案 (FEIS) 之間進行進一步改善。如「緩解措施」中所

述，可能的緩解措施包括加強維護的專項資金，以緩解對櫻桃克林頓遊樂場的用戶和樹

木以及莉蓮 D. 沃爾德遊樂場的用戶的重大不利影響。 

歷史和文化資源 

提案動議不會對歷史和文化資源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考古學資源  

由 AKRF 公司於 2017 年 7 月準備的三個開發項目位址階段 1A 考古記錄研究確定，5 號

和 6A 號位址中未被用過的部分對垃圾填埋場和垃圾填埋場的建築物具有中度至高度敏感

性，對歷史時期路基沉積物和早期木制水管的敏感度較低。4 號位址 (4A/4B) 被確定對這

兩類資源的敏感度較低。第 1A 階段研究建議在 5 號和 6A 號位址以考古監測的形式進行

進一步考古分析，並為 4 號位址 (4A/4B) 準備一份意外發現計劃。所有其他的考古分析都

將與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 協調進行。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LPC）在 2017年 7

月 19日的評論函中贊同 1A階段考古文獻研究的結論和建議。  

如果考古監測確認了 1A 階段研究中確定的考古敏感區域記憶體在考古資源，則將進行額

外的考古調查（例如上述的階段 2調查或階段 3資料恢復）。根據城市環境品質評估法案

（CEQR）規定，如果在任何已完成的考古調查中發現重要的（例如符合國家註冊資格的）

考古資源，在提議的開發項目的施工工作中造成的破壞或清除這些資源將構成重大不利

影響。但是，如上所述，目前只在開發項目位址的某些地點發現了潛在的考古資源。如

在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CEQR Technical Manual）所述，「如果沒有現場測

試或挖掘，就不能確定位址的實際而不是潛在的敏感值。」8將會利用額外的考古調查並

且與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 磋商來確定是否存在任何重大考古資源。隨著 4 號位址 

(4A/4B) 意外發現計劃的完成，在 5 號和 6A 號位址其他考古調查的完成，紐約市地標保

護委員會 (LPC) 同意這些調查的結論，即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對考古資源造成重大不利影
                                                      

8 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2014 年 3 月）：9-10 頁 

(http://www.nyc.gov/html/oec/downloads/pdf/2014_ceqr_tm/09_Historic_Resources_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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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申請人將簽訂限制性聲明，要求這些額外的考古調查（包括任何相關的意外發現和

考古監督議定書）在與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 磋商下進行。  

建築資源 

開發項目位址上沒有已知或潛在的建築資源。因此，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對開發項目位址

的建築資源造成任何直接或間接影響。  

曼哈頓大橋、羅斯福快速道和東河堤這三個建築資源的部分區域位於調查區域中。提案

開發項目不會消除或嚴重阻礙曼哈頓大橋或羅斯福快速道重要的公共景觀，因為對這些

歷史資源的所有重要元素的景觀都將予以保留，並且從附近有利位置觀察到的任何景觀

變化，都會符合紐約市建成環境不斷演變的本質。此外，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引入與歷史

資源背景不相容的任何視覺、聽覺或大氣因素。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對位於調查區域中的

東河堤部分產生不利影響。由於河堤處於水邊或低於水邊，因此只有從毗鄰東河的地點

才會看得到，並不包括開發項目位址可見的任何部分。開發項目位址與東河堤之間沒有

任何有意義的物理或視覺關係。 

調查區域中的所有建築資源都不具有陽光敏感的特性，因此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引入顯著

的新陰影，或是導致調查區域中歷史建築資源或歷史景觀中現有陰影的持續時間顯著延

長。 

位於 5 號和 6A 號位址的新大樓施工將在羅斯福快速道部分區域的 90 英尺範圍以內進行，

這個歷史資源旨在承受連續車輛使用的振動影響。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 (DEIS) 和環

境影響評估聲明決案 (FEIS) 之間，申請人將與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 和紐約市交

通局 (NYCDOT) 進行磋商，以確定羅斯福快速道是否需要施工保護計劃 (CPP)。如果紐約

市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 和/或紐約市交通局 (NYCDOT) 要求準備施工保護計劃 (CPP)，

將根據技術政策和程式通知 (TPPN) #10/88 準則以及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 的指導

文件對地標性建築的保護計劃和國家公園管理局的保存技術筆記，臨時保護 #3 進行準備：

在相鄰施工中保護歷史建築。施工保護計劃 (CPP) 實施後，不預期施工會對位於 5 號和 

6A 號位址 90 英尺範圍內的羅斯福快速道部分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沒有其他建築資源位於

開發項目位址的 90 英尺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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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對開發項目位址或調查區域中的任何歷史建築資源造成任何直

接或間接重大不利影響。 

城市設計和視覺資源 

提案動議不會對城市設計和視覺資源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提案動議不會對城市設計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提案新建大樓會根據在主要和次要調查區

域中修建的新開發項目的體量、材料和形式實施，包括在 4 號位址 (4A/4B) 正西邊的曼哈

頓廣場一號目前正在修建中的 80 層樓高的大樓，以及目前正在進行施工的多元化、多用

途 Essex Crossing 開發項目。在提案開發項目中，這三棟新建大樓都會包括底層設計開發

項目，為周邊地區增添主動的底層用途，從而為附近調查區域的街區帶來活力。這些開

發項目組成也將提升行人對該開發項目位址和周邊地區的城市設計特徵的體驗。  

提案動議不會對調查區域的觀景廊或視覺資源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提案開發項目會為該

區域增加三棟新高樓，但不會消除任何向公眾開放的重要觀景廊或完全擋住任何視覺資

源的公共景觀，因而不會對歷史街區的建築環境產生任何重大改變或對整個地區進行重

新規劃。另外，提案新建大樓不會阻擋在主要或次要調查區域中任何現有的觀景廊或影

響人們觀賞視覺資源。因此，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對城市設計和視覺資源造成重大不利影

響。 

行人風情況 

進行了風洞評估，以評估開發項目位址的行人風情況，確定若實施動議，行人風是否有

可能超過安全標準。提案開發項目將主要或全部在行人活動通常較少的冬季月份（11 月

到 4 月）期間，導致一些升高的行人高度風條件。然而，這些條件與紐約市內可比地點

的條件類似。已經對在實施動議情況下減少或 小化行人風影響的潛在措施進行了評估，

包括種植凋存樹種（冬季會保留樹葉的闊葉樹）和建造如頂篷或護欄等建築元素。行人

風分析結果表明，如果採取一些措施，潛在的行人風情況不會對城市設計造成重大不利

影響。對每個提案開發項目的限制性聲明包括定義環境情況的一些條款；據此，對 終

的大樓設計或樹木種植規劃的變更可能需要經過風洞分析，以確認其在解決高架行人風

情況影響方面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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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將視需要繼續與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CP)、紐約市交通局 (NYCDOT) 和紐約州交

通部 (NYSDOT)，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 (DEIS) 和環境影響評估聲明決案 (FEIS) 之間

針對降低高架風情況採取的措施進一步磋商。  

自然資源 

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對自然資源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儘管提案動議會干擾城市環境品質評

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中所述的某些棲息地，包括「鋪設的道路/路

徑」、「城市空地」、「有樹的修剪過的草坪」以及「城市結構外部」，這四種生態社

區只會為城市環境中不常見的野生物種提供有限的棲息地。失去這些棲息地可能會對野

生物種造成不利影響，使牠們無法在調查區域附近找到合適的棲息地；但是，這些常見

物種中的個別損失不會對其在紐約大都市圈的種群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此外，所有景觀

美化和補植樹和/或移除樹木的恢復都要遵照當地法律第 3 條和紐約市法規第 5 章第 56 條

來進行，並有可能會因為改善現有野生物種棲息地品質而使自然資源受益。 

提案動議會考慮設計特徵以 小化夜間和白天鳥類發生碰撞的可能性，從而 小化對候

鳥族群數量的影響。與提案新建大樓在夜間發生碰撞的可能性很小，並且對候鳥沒有顯

著影響。提案大樓白天發生碰撞的可能性取決於提案大樓的設計和玻璃覆蓋以及附近植

被的存在。為了盡可能減少白天鳥類發生碰撞的可能性，將考慮設計特徵，例如與樹木

相鄰的開發項目位址大樓的前兩層使用圖案或多孔玻璃。因此，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在個

別或族群層面上對野生動物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提案開發項目的增量陰影不會對東河的水生資源（浮游生物或魚類）造成顯著不利影響。

因此，開發項目產生的陰影不會對東河的水生生物群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因此，提

案動議不會對自然資源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此外，提案開發項目將包括大約 22779 平方英尺的新開放空間，包括私人和公共開放空

間，大約 80020 平方英尺的現有私人開放空間將會增設一些便利設施加以改建，包括新

的景觀美化、包含新樹木及其他植物的開放空間，也會擴大可滲透性地面的面積。此外，

在 5 號位址，羅格斯坡開放空間將專門面向公眾開放，總面積大約為 33550 平方英尺（大

約 0.77 英畝），包括對大約 22440 平方英尺的現有開放空間以及大約 11110 平方英尺的

新開放空間加以改建。這些開發項目因素可能會為目前在調查區域中及其附件發現的野

生物種提供新的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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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質 

提案開發項目不會造成任何與危險物質相關的重大不利影響。全部三個開發項目位址均

高於海平面大約 10 英尺。開發項目位址附近原來的海岸線大致從目前開發項目位址的中

間向東西方向延展，因此三個開發項目位址均包含不明來源的填充物。另外，三個開發

項目位址歷史上曾有汽車修理廠和石油儲罐。儘管這些位址的歷史說明可能存在地下污

染（在 5 號位址發現了這類污染，這是唯一進行了地下勘探的位址），但危險物質評估

的結論是，考慮到在每個開發項目位址的施工過程中都遵循了與具危險物質 (E) 的指定地

相關的施工要求，不預期在提案開發項目的施工過程中及施工完成後會造成與危險物質

相關的重大不利影響（在之前的環境審查過程中，5 號位址的區域 2 處已經拿到了上述指

定地）。會根據以下措施進行施工活動：  

 遵循具危險物質 (E) 的指定地要求，即在進行任何會干擾地下環境的施工前，申請人

應提交每個開發項目位址的階段 I ESA 和抽樣方案（用於任何額外地下勘探）到紐約

市環境維護辦公室 (OER) 獲取審查和批准。在施工前、中、後也應向紐約市環境維護

辦公室 (OER) 提交一份記錄地下勘探結果的報告以及一份列明後續措施的緩解行動計

劃 (RAP)（如土壤管理、灰塵控制、為工人和社區進行大氣監測、健康和安全措施、

為每幢新樓進行水汽控制）獲取審查和批准。對每個開發項目位址，發放紐約市建設

許可之前，紐約市環境維護辦公室 (OER) 要求必須提交一份說明已正確執行緩解行動

計劃 (RAP) 措施的記錄。 

 在每個開發項目位址的開發項目開挖時期，應正確關上任何已知或意外遇到的儲罐，

然後移除任何污染的土壤並向環境保護局 (DEC) 和/或紐約市消防部門（如適用）登

記。如發現任何石油洩漏現象，應向環境保護局 (DEC) 報告並根據適用的要求進行處

理。 

 如果在任何開發項目位址的施工中需要進行排水，應進行測試以確保地下水符合紐約

市環保局 (DEP) 污水排放規定。必要的話，應根據環保署 (DEP) 許可/批准要求在將水

排放到紐約市的下水道系統之前進行預處理。 

 在開發項目位址對任何結構進行拆除或翻新之前或過程中，應遵循與含石棉材料  

(ACM) 和鉛基塗料 (LBP) 相關的市、州及聯邦規定。4 號位址 (4A/4B) 的區域 70 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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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現有的單層社區活動室大約於 2004 年修建，不預期會包括 LBP 或大量 ACM，但

近期在房頂部位有時可能會出現 ACM。 

運用這些措施，不預期提案開發項目會造成與危險物質相關的重大不利影響。 

水和下水道基礎設施 

分析發現預期提案動議不會對紐約市的水供應或污水和雨水運輸和處理基礎設施造成任

何重大不利影響。相較於不實施動議，提案開發項目會增加開發項目位址的水消耗量和

污水產生量。根據環保署 (DEP) 在開發項目位址附近實施的兩項消防栓水量測試並經環

保署 (DEP) 確認，提議的開發項目會使每日水需求量增加 1,022,347 加侖，但預期現有的

基礎設施能完全滿足開發項目的水量需求。因此，預期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對紐約市的水

供應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相較於不實施動議，提案開發項目每日會多產生 588010 加侖生活污水，大約為 Newtown 

Creek 污水處理廠 (WWTP) 每日平均污水流量的 0.12%，因此不會超過污水處理廠可允許

的 大負荷。預期污水增量不會對紐約市的生活污水處理系統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也不

會超過 Newtown Creek 污水處理廠 (WWTP) 的 大負荷。 

相較於現有情況，不預期開發項目位址的雨水徑流總量和峰值雨水徑流率會發生大的變

化。採用所選的 佳管理措施 (BMP)，在無提案動議前景下，峰值雨水徑流率會降低，

因此預期提案動議不會對紐約市下游合流下水道系統或紐約市污水處理系統造成重大影

響。 

固體廢物和衛生服務 

分析發現，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對固體廢物和衛生服務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提案開發項目

不會直接影響固體廢物管理設施。相較於不實施動議，提案開發項目共計每週會產生大

約 59 噸固體廢物，其中大約 98%（57 噸）會由紐約市衛生局 (DSNY) 處理，2%（1.30 噸）

會由私人卡車處理。這意味著紐約市衛生局 (DSNY) 每週要額外處理大約 5 貨車的固體廢

物。相較於現有情況和不實施動議，預期在實施動議情況下產生的商業垃圾會減少，因

此私人卡車每週要處理的固體廢物量也會減少。相較於紐約市衛生局 (DSNY) 每天處理的

大約 12260 噸，或私人卡車處理的 9000 噸固體廢物，提案開發項目所產生的將由紐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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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 (DSNY) 處理的額外固體廢物幾乎可以忽略不計。9因此，提案開發項目所產生的

額外固體廢物不會對垃圾管理能力產生過重的負荷。此外，提案開發項目不會與固體廢

物管理計劃 (SWMP) 中所述的紐約市的固體廢物管理目標產生衝突，也不會要求對其有

任何修訂。 

能源 

初步分析的結論是，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對能源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預期提案開發項

目額外的能源需求量大約為每年 326881 百萬英國熱量單位 (BTU)。能源需求量代表相較

於無提案開發項目前景（不實施動議），在有提案開發項目前景中（若實施動議）將會

多消耗的能源總量。如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所述，

大多數開發項目產生的能源需求增量不會對能源產能產生顯著影響，僅對可能顯著影響

能源運輸或生產的開發項目建議進行詳細的評估。提案開發項目產生的能源需求增量相

較於 Consolidated Edison (Con Edison) 所服務的紐約市和威徹斯特郡的總需求，幾乎可以

忽略不計。因此，提案開發項目不會造成任何重大不利能源影響。 

運輸 

提案開發項目會對交通、公共運輸（地鐵車站因素）及行人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提案開

發項目不會對地鐵和公共汽車長途運輸或停車負荷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交通 

根據對開發項目產生的車次的詳細分配，確定有必要對 31 個十字路口在工作日上午、中

午和下午尖峰時段進行詳細分析。詳細分析的結論是，在有提案開發項目前景中，工作

日上午尖峰時段在 6 個十字路口，中午尖峰時段在 5 個十字路口，下午尖峰時段在 10 個

十字路口，會對交通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表 S-4 對受影響的區域按車道組和所分析時間段分類做了摘要說明。緩解措施分析中描述

可以緩解預期的交通影響的可能措施。 

                                                      

9 關於紐約市衛生局 (DSNY)：http://www1.nyc.gov/assets/dsny/about/inside-dsny.shtml，2017 年 7 月

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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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4 

重大不利交通影響摘要 

十字路口 工作日上午 工作日中午 工作日下午 

EB/WB 街 NB/SB 街 尖峰時段 尖峰時段 尖峰時段 

南街 派克坡   SB-L 

南街 克林頓街    EB-LT 

南街（南部） 
蒙哥馬利街 

  WB-LTR 
    NB-LT 

SB-TR   

南街（南部） SB-LT   SB-LT 

麥迪臣街 派克街（東部） EB-LT   EB-LT 

麥迪臣街 蒙哥馬利街     NB-LTR 

東百老匯 
派克街（東部） 

    EB-L 
NB-L NB-L NB-L 

派克街（西部） EB-TR EB-TR EB-TR 

迪威臣街 市場街   NB-L   

運河街 艾倫街   EB-LTR 

迪蘭西街 艾倫街  WB-L WB-L 

迪威臣街 包厘街 WB-L    

東百老匯 且林士果廣場 
    NB-R 
  SB-L SB-L 

窩扶街/奧利弗街 且林士果廣場 

EB-L（窩扶街） EB-L（窩扶街） EB-L（窩扶街） 

EB-LTR（窩扶街） EB-LTR（窩扶街） EB-LTR（窩扶街） 

  WB-R 
SB-TR SB-TR SB-TR 

（窩扶街） 中央街 WB-T     

受影響十字路口/車道組總數 6/10 5/8 10/18 

備註：L = 左轉，T = 通過，R = 右轉，DefL = 事實上左轉，EB = 東行，WB = 西行，NB = 北行，SB = 南行。 
 

 

公共運輸 

初步公共運輸篩選評估結果說明有必要對東百老匯大道至羅格斯街地鐵站（F 線）工作日

上午和下午高峰時段的地鐵站流通因素和控制區域進行詳細分析。也在工作日上午和下

午尖峰時段進行了地鐵長途運輸（F 線）分析。 

長途運輸分析顯示，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對地鐵長途運輸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地鐵站分析

結果發現工作日上午和下午尖峰時段在 S1 樓梯，以及工作日上午尖峰時段在 P3 樓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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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重大不利影響。與紐約市捷運局 (NYCT) 確定可行緩解措施的討論在「緩解措施」中

介紹。  

行人 

在關鍵區域的人行道、街角及人行橫道對工作日尖峰時段行人狀況進行了評估。根據對

徒步出行的詳細分配，選取了 18 條人行道、16 個街角以及 12 條人行橫道在工作日上午、

中午和下午尖峰時段進行了詳細分析。如表 S-5 中所概述，工作日上午和下午尖峰時段在

一條人行道、工作日上午尖峰時段在兩條人行橫道、工作日中午尖峰時段在一條人行橫

道以及工作日下午尖峰時段在兩條人行橫道發現了重大不利影響。如緩解措施分析中所

述，已經確定了可以緩解對行人的影響的可能措施（如擴寬人行橫道、調整信號燈時間

等）。 

表 S-5 

重大不利行人影響摘要 

行人因素 

工作日上午 

尖峰時段 

工作日中午 

尖峰時段 

工作日下午 

尖峰時段 

在羅格斯街和派克街之間的 

麥迪臣街的北人行道 
受影響  受影響 

羅格斯街和麥迪臣街 

北人行橫道 
受影響   

羅格斯街和麥迪臣街 

西人行橫道 
受影響  受影響 

羅格斯街和櫻桃街 

南人行橫道 
 受影響 受影響 

 

車輛和行人安全 

從紐約州交通部 (NYSDOT) 取得 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調查區域十字路

口的事故資料。在此期間，調查區域的十字路口共發生 278 起受傷事件以及 96 起行人或

自行車相關的事故。經篩選事故資料發現在 2013 至 2016 年期間有 3 個事故高發地區，即

艾倫街和運河街十字路口、包厘街和運河街在曼哈頓橋處的十字路口以及且林士果廣場/

公園路在窩扶街/勿街處的十字路口。表 S-6 為對找到的事故高發地區、主要趨勢、開發

項目具體影響以及建議的安全措施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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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6 

事故高發地區摘要 

事故高發十字路口 主要趨勢 尖峰時段開發項目具體影響 建議的安全措施 

艾倫街和運河街 無 交通增量：54 輛車  在所有人行橫道安裝行人倒數計時器 

包厘街和運河街 無 交通增量：62 輛車 在東人行橫道安裝行人倒數計時器 

且林士果廣場/公園路和窩扶街/勿

街 無 交通增量：61 輛車  無建議 

來源：紐約州交通部事故資料；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  

 

停車場 

若實施動議，在工作日上午、中午、晚上和深夜時間，預期公共停車場利用率會提高到

路外半英里內停車場容量的 113%、132%、116% 和 112%。在相應的工作日尖峰時段，

上述利用率水準意味著短缺的停車位數量分別為 293、755、373 和 274 個。預期在工作日

尖峰時段，由於提案開發項目多出的停車需求需要以沿街停車位補充，或由距離開發項

目位址半英里外的路外停車場補充。或者，機動車主可選擇替代的交通方式。如城市環

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及下面的停車分析方法部分所述，由

於可用的交通方式有很多，由曼哈頓的開發項目引起的停車位短缺不會對停車造成重大

不利影響。 

空氣品質 

提案動議不會對空氣品質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由提案開發項目產生的直徑小於 10 微米的

懸浮顆粒濃聚物 (PM10) 將不會超過調查區域國家環境空氣品質標準的十字路口，且直徑

小於等於 2.5 微米的懸浮顆粒增量濃聚物 (PM2.5) 將不會超過紐約市 PM2.5 的 低減讓標

準。此外，與提案開發項目有關的停車設施所致的一氧化碳濃聚物以及 PM2.5 將不會對

空氣品質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經研究，由提案開發項目的供熱和熱水系統排放和散發的二氧化氮 (NO2) 和 PM10 以及這

些 5 號位址建築物的熱電聯供系統 (CHP) 等產生的排放都不會超過國家環境空氣品質標

準。將 PM2.5 的排放與紐約目前 PM2.5 的 低減讓標準進行比對後發現，提案開發項目 

PM2.5 的預期 大增量將低於對當地影響的現行年標準 (0.3 µg/m3)，也低於對鄰域影響的

標準 (0.1 µg/m3)。空氣品質模型分析也表明，24 小時內 PM2.5 濃聚物的平均增量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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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值將不會超過現行的 低減讓標準。為確保這些提案動議的供熱、熱水和熱電聯供

系統的排放不會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將會限制提案開發項目的某些行為。  

對羅格斯坡 80 號現有大樓的供熱和熱水系統排放進行分析之後發現，這些排放將不會對 

4 號位址 (4A/4B) 的提案住宅用途的空氣品質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溫室氣體和氣候變化 

溫室氣體排放 

提案開發項目將與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中規定的紐

約市減排計劃保持一致。 

提案開發項目中的建築能源使用和機動車能源使用每年 多將產生大約 21000-22000 公噸

二氧化碳等量物 (CO2e)。與開發項目施工相關的溫室氣體 (GHG）排放總量（包括直接

排放和與施工材料相關的上游排放）將大約為 250000 公噸。 

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定義了五大目標，用以評估這

些開發項目與紐約市減排目標的一致性：(1) 有效率的建築物；(2) 清潔的能源；(3) 可持

續的交通運輸；(4) 施工排放量；(5) 施工材料的碳密度。  

申請方已經表明，他們正在對即將付諸實踐的特定能效測算方式和設計開發項目進行評

估，同時他們也要至少達到紐約城市建築法規所要求的能效。2016 年，作為紐約市執行

旨在實現 OneNYC 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策略的一部分，紐約市大幅提高了建築能源效率要

求的嚴格性。2016 年，紐約市也公佈了一項實現建築區域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方案。如

果紐約未來能夠採納該方案中所提及的未實施措施或者其他未實施措施，則這些措施將

被應用於任何一個與新建大樓（即建造於該大樓獲批前的大樓）或現有大樓（即建造於

該大樓施工後的大樓）類似的開發項目，且提案開發項目將按照此類開發項目的要求實

施一切措施。因此，提案開發項目將支援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中定義的建造高效建築的目標。 

5 號位址正在考慮納入一套汽電共生系統。如果納入該系統，該系統則可在就地發電的同

時順便進行供熱，並且能藉由燃燒天然氣來減少對電網的電力需求。其中產生的熱力可

以抵消部分或全部為 5 號位址供暖和共熱水所需的天然氣。儘管 5 號位址的未來汽電共生

系統可以降低建築淨能耗（由於電力和燃料的結合使用），但是根據紐約市現行的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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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密度，該共生系統將會使 5 號位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 10%，大約為這些開發項目

未來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 3%。 

總 體 而 言 ， 提 案 開 發 項 目 將 支 援 城 市 環 境 品 質 評 估 審 查 技 術 手 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中定義的建造高效建築的目標。由於臨近公共交通運輸系統、

依靠天然氣、堅持實施施工空氣品質控制措施、以及紐約市施工使用再生鋼鐵並納入水

泥替代物，因此提案開發項目也可以支援其他溫室氣體目標。所有這些因素都表明，提

案開發項目將有利於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實現。 

因此，由於堅持能源效率，加之其自身的地理優勢和自然優勢，提案開發項目將與城市

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中指出的紐約市減排目標保持一致。  

對氣候變化的適應力 

這些開發項目的新施工採用抗洪設計，預期可以抵抗 2050 年之前的洪水，如有必要，該

設計未來可根據本世紀末之前的洪水評估情況對更改與加強開發項目，以抵抗本世紀末

之前的預期洪水。可以避免所有重要設施在 2100 年前遭到洪水的衝擊，可以升高所有達

到洪水標準的住戶的住宅海拔，也可以藉由設計（利用獨立可部署障礙物或者嚴重洪災

狀況下的快速重建）防止洪水標準以下的非重點住戶早 2050 年前免受洪水襲擊。開發項

目設計的任何內容都不能在結構上或以其他方式排除日後採取額外的洪水保護措施（如

防洪屏障），以保護開發項目元素免受預期可能在 2100 年發生的洪水損害。 

噪音 

該分析表明，提案開發項目不會造成重大不利噪音影響。提案開發項目產生的交通流量

不足以產生重大噪音影響（來自機動車）。假設這些提案新建大樓的機械系統（如暖通

空調系統 [HVAC]）的設計將滿足現行噪音法規，且能夠避免達到可能會明顯增加周圍噪

音的水準。因此，提案開發項目不會造成任何與建築機械系統相關的重大不利噪音影響。 

由於該區域現在周圍的噪音水準較高，大樓噪音衰減必須確保內部噪音水準達到城市環

境品質評估審查 (CEQR) 標準。這三棟提案新建大樓的設計包含聲學認定的窗戶以及用以

代替通風系統的中央空調。提案新建大樓將提供足夠的噪音衰減以實現城市環境品質評

估審查 (CEQR) 的內部 L10(1) 噪音水準，即 45 分貝及以下的居住區或社區水準以及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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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及以下的商用水準。窗戶/牆面噪音衰減系統以及通風方式要求將被納入噪音 (E) 設計

法規，如下所示： 

為了保證可接受的內部雜訊環境，開發項目位址的大樓外牆或未來開發必須按照

兩橋地區大尺度住宅開發項目環境影響評估聲明 (EIS) 表 17-9 所示提供 起碼的

大樓外牆噪音衰減，確保內部 L10(1) 噪音水準不超過 45 分貝及以下的居住區或

社區水準以及 50 分貝及以下的商用水準。為了維持這些區域的關窗條件，也必須

提供通風替代方式，它可以使大樓空氣流通且不會降低大樓外牆的聲學性能。 

周邊風貌 

提案動議不會對周邊風貌造成重大不利影響。開發項目位址和周邊地區包含曼哈頓下東

區附近的整個兩橋片區以及毗鄰唐人街的部分。如環境影響評估中所述，提案動議將不

會對土地使用、區劃和公共政策；社會經濟條件；歷史文化資源；城市規劃和視覺資源；

或者噪音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即使由於開放空間利用率的增加、兩塊開放空間上的陰影

以及交通量、行人和公共運輸乘客的增長會造成重大不利影響，這些影響會至少得到部

分緩解，因而不會導致重大徹底的改變，不會改變周邊風貌。此外，申請人的意圖是提

案動議會對周邊風貌產生益處。開發項目位址上的新開發將取代未開發的位址，其新建

的混合用途大樓具有底層設計項目，可為周邊地區提供主動的底層用途，進而為街區帶

來活力。這些項目因素——除已經擴建和劃分為公眾專用的羅格斯坡開放空間以及項目

位址上新建的和改建的私人開放空間—— 旨在加強開發項目位址和周邊地區的城市設計

條件，進而有助於周邊風貌。此外，緩解措施將盡可能減少或消除開發項目對研究區域

的開放空間和東百老匯-羅格斯街地鐵站的預期影響。 

施工 

提案開發項目的施工可能會對施工期交通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導致施工高峰期間停車位

短缺，以及在施工期間也會產生噪音。 

環保成效 

 施工期間將實施一項減排計劃以盡可能降低開發項目對空氣品質的影響，並且將納入

一些可行措施，如灰塵控制、使用超低硫柴油 (ULSD)、應用 佳技術和更加先進和

清潔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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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利用報告和緩解行動計劃 (RAP) 記錄地表下調查結果，在施工之前、之時和之後都

設立監管流程（如每一棟新建大樓的土壤管理、灰塵控制、工人所在地和社區空氣監

控、健康和安全以及蒸汽控制）。這些報告將交由紐約市環境維護辦公室 (OER) 進行

審核與批准。 

 開發項目施工不僅要納入紐約市噪音控制法案所要求的噪音管控措施，也要採取安裝

消音器（在可行之處）等措施；並且 

 若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 和紐約市交通局 (NYCDOT) 認為開發項目合乎時宜，

則與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 和紐約市交通局 (NYCDOT) 共同制定一份施工保護

計劃 (CPP)，用以保護佛蘭克林ꞏ德拉諾ꞏ羅斯福附近的區域。 

上述措施實施後，開發項目施工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將大幅降低。但是，如下所述，即使

採取了諸多措施，與提案開發項目相關的施工活動將會在施工期間對運輸和噪音造成重

大不利影響。關鍵技術區域的附加資訊摘要說明如下。 

運輸 

根據將施工交通量預測與操作出行量分析結果的比對，提案開發項目的施工工作可能會

對交通和行人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其在施工高峰期間對停車位短缺的影響摘要說明如下。  

交通 

在施工高峰期間，開發項目產生的車輛交通量將低於 2021 年提案開發項目全面建成時所

能實現的水準。因此，經操作交通運輸分析鑒定，施工高峰期間對交通的潛在影響，將

屬於在有提案開發項目前景中（若實施動議）確定的重大不利影響範圍。如緩解措施分

析中所述，除了且林士果廣場和窩扶街/奧利弗街的十字路口之外（這個路口遭受的影響

是無法緩解的），14 個調查區域十字路口已確定的所有重大不利交通影響都能獲得充分

緩解。提案開發項目施工期間的任何重大不利施工交通影響，也同樣能因為實施緩解措

施分析中所述的措施而緩解。施工期間同樣可能對且林士果廣場和窩扶街/奧利弗街的十

字路口交通造成無法緩解的重大不利影響。 

停車 

施工高峰期間的施工活動預期將產生 多 355 個停車位需求。保守地假定，在不實施動

議時停車空間的使用，在工作日中午時段總共會有 646 個停車位短缺，而施工工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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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個停車位，這將導致在施工高峰期間有 1001 個停車位短缺。由施工工人駕車通勤所

致的停車位需求本質上是臨時性的。預期在工作日尖峰時段，由於提案開發項目多出的

停車需求將需要以沿街停車位補充，或由距離開發項目位址半英里外的小巷停車設施補

充。或者，機動車主可選擇替代的交通方式。如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中所述，由於可用的交通方式有很多，由曼哈頓的開發項目引

起的停車位短缺不會對停車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公共運輸 

在施工高峰期間，開發項目產生的公共運輸交通量將低於 2021 年提案開發項目全面建成

時的水準。此外，施工工人的出行時間將與大多數人的通勤尖峰時段錯開（此時的通勤

人數通常也較多）。儘管如此，因為在交通運輸分析中確定了在通勤尖峰時段會對樓梯

產生重大不利影響，所以對東百老匯 F 火車站進行了施工高峰期間的額外計數和分析，

以確定不預期提案開發項目的施工會對公共運輸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行人 

在施工高峰期間，開發項目產生的行人出行量將低於 2021 年在提案開發項目全面建成時

的水準。儘管操作交通運輸分析中已經確定了在提案開發項目全面建成時，尖峰時段在

一條人行道和三條人行橫道會對行人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但是施工工人將在行人數量

少的非尖峰時段出行。因此，施工高峰期間可能出現的潛在行人影響預期在提案開發項

目的全面建成交通運輸分析所確定的重大不利行人影響範圍內，也因此施工期行人影響

同樣可以藉由緩解措施分析中描述的建議措施來減輕。  

空氣品質 

將在施工期間對每一個開發項目位址實施一項減排計劃，以盡可能降低施工活動對周圍

社區的影響。並且將納入一些可行措施，如灰塵控制、使用超低硫柴油 (ULSD)、空載限

制、柴油設備消減、 可行的排氣管消減技術以及使用更新的設備。實施這些減排措施

後，經過對施工相關的非道路和道路氣體排放進行離差模型分析判定，PM2.5、PM10、

年平均二氧化氮 (NO2)  排放量和一氧化碳濃聚物分別將低於國家環境空氣品質標準所規

定的 低減讓標準。因此，提案開發項目施工不會由於施工來源而對空氣品質造成重大

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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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 

詳細的模型分析結論是，提案開發項目的施工工作可能導致以下地點施工噪音水準長期

超過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中的噪音影響標準：在面

朝櫻桃街開發項目位址的住宅外牆，羅格斯街 64 號的東側、南側和西側外牆，羅格斯坡 

80 號，羅格斯坡 82 號的北側、東側和部分南側外牆，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的部分北側、

東側、西側外牆，毗鄰 6A 號位址的住宅，南街 286 號的部分北側和西側外牆以及 4 號位

址 (4A/4B) 以西的住宅部分北側和東側外牆。這種程度的、長時間的建築噪音水準將會構

成重大不利影響。  

對於開發項目施工噪音的其他接收者而言——包括開放空間、住宅區以及機構接收者—

—由提案開發項目施工產生的噪音有時可以被察覺到，但是這僅限於施工期間，且該噪

音通常不會超過附近區域的平均噪音水準，因此，不構成重大不利噪音影響。  

振動 

開發項目施工區域周圍的住宅大樓 有可能因為受到振動而出現結構性或建築性受損。

在直接毗鄰開發項目施工區域的建築物或其他結構物體中，由施工產生的振動在 25 英尺

之內，所導致的 PPV 水準介於 0.50 至 2.0 in/sec 之間，這對於一棟非歷史性建築或結構而

言通常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可感知的、會招致麻煩的潛在振動水準而言， 有可能產生超過 65 VdB 限制的就是打

樁機。打樁機可能對距離其 550 英尺內的接收者產生可感知水準的振動（如超過 65 

VdB），具體距離取決於土壤條件。但是，打樁機只會在特定地點和有限時間內運行，

因而不會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因此，提案開發項目不會產生重大不利振動影響。 

替代方案 

根據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對提案開發項目的替代

方案進行了分析。從環境影響評估聲明 (EIS) 中選擇供審議的替代方案通常是可行的，並

且有可能降低、消除或避免提案動議的不利影響，同時滿足動議的部分或全部目標。對

兩個替代方案——無動議替代方案和無法緩解的重大不利影響替代方案都進行了分析。

此外，也將一種小密度替代方案列入考慮範圍，藉由降低每個提案開發項目的密度以消

除其中的重大不利影響——無論是已緩解還是無法緩解。但是，這種替代方案需要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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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密度，這將大幅度減少提案開發項目可提供的永久性平價住宅數量，同時在很大

程度上損害了開發項目的初衷和目標。因此，這種小密度替代方案被認為是不可行的，

不列入進一步考慮範疇。 

無動議替代方案 

無動議替代方案假設在無提案開發項目前景中（不實施動議），開發項目位址將會繼續

像現有情況一樣，但是 4 號位址 (4A/4B) 部分空置的零售大樓將重新出租。開發項目位址

不再進行新的開發。無動議替代方案也考慮了適當調查區域中批准或計劃開發的開發項

目，這些開發項目很可能在分析年份完成。 

在這種替代方案下，不會發生與小學、幼稚園、開放空間、陰影、運輸和施工期交通和

噪音有關的重大不利影響。相較於提案動議，無動議替代方案不會出現與提案開發項目

相關的預期公共利益——提供大量新建永久性平價住宅，城市設計改進，包括有新零售

空間的活躍街景以及新增和經過改善的公共和私人開放空間。 

沒有無法緩解的重大不利影響替代方案 

沒有無法緩解的重大不利影響替代方案考慮了提案開發項目中確定的全部影響，以明確

針對不同類型的影響需要採取的避免措施。提案開發項目將對公立小學、公共資助的托

兒所、開放空間、陰影、行人以及施工期行人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所有這些不利影響根

據緩解措施分析所述都可以獲得部分或充分緩解。預期提案開發項目會對交通、公共運

輸及施工期交通和噪音造成無法緩解的重大不利影響。交通、公共運輸及施工期交通和

雜訊分析的結論是，在沒有嚴重損害提案開發項目的既定目標的情況下，不可能制定出

合理的替代方案來消除提案開發項目無法緩解的重大不利影響。 

緩解 

社區設施和服務——公立小學 

如上所述，若實施動議，在保守地假定 200 戶永久性平價住宅單位可能不是專門為老年

人開發的情況下，提案開發項目將對社區學區 1 的公立小學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針對這類重大不利影響的可能緩解措施將與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CP)、紐約市教育局 

(DOE) 和紐約市學校建設管理局 (SCA) 磋商制定，並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 (DEI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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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聲明決案 (FEIS) 之間進行進一步改善。考慮到社區設施中提出的評估標準，

緩解措施將反映小學影響的性質和範疇。紐約市教育局 (DOE) 和紐約市學校建設管理局 

(SCA) 將繼續監測該地區學校席位的需求趨勢。紐約市教育局 (DOE) 和紐約市學校建設

管理局 (SCA) 對確定需求的回饋可分階段進行，包括行政舉措和/或擴大現有學校。城市

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中列出了針對公立學校影響的可能

緩解措施。這些措施可能包括但不限於，將行政職能轉移到其他地點，從而為教室騰出

空間；在與提案開發項目有關的大量或紐約市教育局 (DOE) 可用的學校調查區域中的其

他地方留出空間；和/或重建或重新編制學區內的現有學校空間。其他措施可以在與紐約

市教育局 (DOE) 和紐約市學校建設管理局 (SCA) 磋商後確定，不會產生額外容量，但可

能有助於緩解容積率限制。如果沒有在必要時實施這些措施，提案開發項目會對公立小

學造成無法緩解的重大不利影響。 

社區設施和服務——公共資助的托兒所 

若實施動議，在保守地假定 200 戶永久性平價住宅單位可能不是專門為老年人開發的情

況下，提案開發項目將對托兒所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針對這類重大不利影響的可能緩解措施將與紐約市兒童服務管理局（ACS）磋商制定，

可能包括為托兒所提供位址內的合適空間，位址以外合理距離內的合適地點（以紐約市

兒童服務管理局（ACS）提供商可負擔的費率），或者在與紐約市兒童服務管理局

（ACS）磋商之後確定可行的情況下，資助或制定計劃或物理改進以增加現有設施容積

率，或者在開發項目預定位址之內或者周圍提供新的托兒所。提案開發項目的限制性聲

明要求申請人與紐約市兒童服務管理局(ACS) 合作，考慮實施上述的一項或多項措施以提

供額外容量的必要性，如果必要，在 1.5 英里的調查區域中或在社區委員會 3 內實施以緩

解對公共資助的托兒所的重大不利影響。如果沒有在必要時實施這些措施，提案開發項

目會對公共資助的托兒所造成無法緩解的重大不利影響。 

開放空間 

如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所述，根據對間接影響的定

量分析，若實施動議，總體、主動和被動開放空間比例的降低將對其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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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中列出了針對開放空間影響的

可能緩解措施。這些措施可能包括但不限於，在調查區域中創造新的開放空間；籌集資

金對當地現有公園進行改善、翻新或維護；或改善現有的開放空間增加其用途或容積率，

以滿足該地區已知的開放空間需求，比如提供額外的主動開放空間設施。在提案開發項

目中，在 5 號位址，現有大約 22,440 平方英尺的羅格斯坡私人開放空間將擴建至大約 

33,550 平方英尺（0.77 英畝），專用於公共開放空間，並增設主動和被動用途的便利設

施加以重建，如遊樂設施、籃球場、步道和座椅。提案開發項目將開發大約 33,550 平方

英尺的專用公共開放空間，這雖然可以減少重大開放空間不利影響，但仍不足以避免重

大開放空間不利影響。 

申請人正在與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CP) 和紐約市公園和娛樂部門 (NYC Parks) 磋商，探索

針對開放空間影響的可能緩解措施，並將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 (DEIS) 和環境影響評

估聲明決案 (FEIS) 之間進行進一步改善。開發項目位址附近現有開放空間的翻新資金已

被確定為潛在的可行緩解措施。柯爾曼遊樂場、雅各大約瑟夫船長遊樂場和小花遊樂場

已被提案作為重建的可能候選對象。  

這三個開放空間資源的重建可以提供高達 3.5 英畝的再生開放空間。可改進或整合入重建

公園特徵類型的代表性示例描述如下： 

 柯爾曼遊樂場——各種公園特色的全面重建；合成草皮及野外照明設施的安裝；遊樂

場及室內瀝青小路部分的重新規劃，以更好地利用尚未充分利用的鋪設區域進行公共

娛樂，並創造更加綜合的公園體驗；以及沿公園街道臨街面邊緣處理的改善。這可能

包括安裝新的遊樂設施、花灑淋浴、照明、座椅、鋪路和安全表面；改善座椅和通道；

以及更換人行道。 

 雅各大約瑟夫船長遊樂場——遊樂場的全面重建，包括改善周邊條件、供水服務、照

明；新景觀和加強位址綠化；更換遊樂場設施和安全表面；以及加強座位。  

 小花遊樂場——對遊樂場進行全面重建以修復和更換顯著惡化的地方，並重新利用尚

未充分利用的區域，包括翻修公共洗手間；修理或更換長椅、遊樂設施安全表面和圍

欄；庭院翻新；培育新種植地和地面覆蓋物以加強位址的綠化；以及安裝燒烤設備、

新野餐桌、飲水機和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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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正在與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CP) 和紐約市公園和娛樂部門 (NYC Parks) 磋商，探索

針對這些開放空間影響的可能緩解措施，並將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 (DEIS) 和環境影

響評估聲明決案 (FEIS) 之間進行進一步改善。如果對開放空間的重大不利影響無法獲得

充分緩解，提案開發項目將會對開放空間造成無法緩解的重大不利影響。 

陰影 

提案開發項目投射的增量陰影在範圍和/或持續時間上足夠大到會顯著影響開放空間的兩

個陽光敏感資源——櫻桃克林頓遊樂場和莉蓮 D. 沃爾德遊樂場。  

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確定了幾項措施，可以緩解對

開放空間造成的重大不利影響，包括修改提案開發項目中的高度、形狀、規模或方向，

以從資源角度消除或減少資源的增量陰影的範圍和持續時間；將光敏設備重新放置在開

放空間內以避免陽光損失；搬遷或更換植被；以及進行額外的維護以減少物種損失的可

能性。申請人正在與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CP) 和紐約市公園和娛樂部門  

(NYC Parks) 磋商，探索針對陰影影響的可能緩解措施，並將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 

(DEIS) 和環境影響評估聲明決案 (FEIS) 之間進行進一步改善。可能的緩解措施包括在櫻

桃克林頓遊樂場和莉蓮 D. 沃爾德遊樂場加強維護的專項資金，以緩解對櫻桃克林頓遊樂

場的用戶和樹木以及莉蓮 D. 沃爾德遊樂場的用戶的重大不利陰影影響。如果確定了可行

的緩解措施，影響將被視為得到部分緩解。由於重大不利陰影影響無法獲得充分緩解，

提案開發項目將會對這些資源造成無法緩解的重大不利影響。  

運輸 

交通 

如交通運輸分析中所討論，對工作日上午、中午和下午尖峰時段在 31 個十字路口進行了

交通狀況評估。若實施動議，如上面表 S-4 中所概述，工作日上午尖峰時段在 6 個十字路

口、工作日中午尖峰時段在 5 個十字路口以及工作日下午尖峰時段在 10 個十字路口，可

能會對交通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如下所述，大多數預期發生重大不利交通影響的地區都可以藉由實施標準的交通緩解措

施（如信號燈時間變化和車道重新劃線）得到充分緩解。提案交通緩解措施將由紐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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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 (NYCDOT) 批准執行。如果這些措施被認為是不可行的，並且找不到替代的緩解

措施，那麼所確定的重大交通不利影響將無法緩解。 

南街和蒙哥馬利街十字路口以及且林士果廣場和窩扶街/奧利弗街十字路口的重大交通不

利影響無法得到緩解；預期這些十字路口將面臨不可避免的重大交通不利影響。  

公共運輸 

如交通運輸分析中所述，在工作日上午和下午尖峰時段對東百老匯大道 - 羅格斯街站（F 

線）的地鐵站循環系統和控制區域進行了分析。若實施動議，預期提案開發項目將在工

作日上午和下午尖峰時段對羅格斯街和麥迪臣街西北角的地鐵站 S1 階梯，以及在工作日

上午尖峰時段對 P3 月臺的樓梯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已探討可能的幾項方案來緩解所確定

的影響。針對提案開發項目考慮的緩解措施包括在羅格斯街和麥迪臣街的東北角建造一

個新的地鐵入口（街道階梯 S2），並拓寬街道階梯 (P3) 並連接夾層樓梯 (ML7)。這些措

施將充分緩解已確定的重大不利影響。除了改進這些樓梯之外，也將加裝兩台新的電梯，

以使車站符合 ADA 垂直環量規定。因為南端月臺的柱狀結構會妨礙在新街道和夾層樓梯

旁建造電梯，所以這些電梯將位於車站北端。紐約市捷運局 (NYCT) 已經進行概念性工程

研究，並且目前看來緩解措施似乎是可行的。如果這些措施在後期的工程階段被認為是

不可行的，並且找不到替代的緩解措施，那麼對樓梯的重大不利影響將無法緩解。  

行人 

在週日上午、中午和下午尖峰時段，對 18 條人行道、16 個街角以及 12 條人行橫道進行

了行人狀況評估。若實施動議，如上面表 S-5 中所概述，提案開發項目將對工作日上午和

下午尖峰時段在一條人行道、工作日上午尖峰時段在兩條人行橫道、工作日中午尖峰時

段在一條人行橫道、以及工作日下午尖峰時段在兩條人行橫道經過的行人造成重大不利

影響。 

如上所述，預期新增的 S2 階梯將使往返於東百老匯大道 - 羅格斯街地鐵站的人行道發生

改變。因此，羅格斯街與派克街之間的麥迪臣街北行人行道以及羅格斯街與麥迪臣街十

字路口的北部和西人行橫道的確定重大不利影響也將得到緩解。為了適應新增的 S2 階梯，

位於羅格斯街和傑佛遜街之間的麥迪臣街北人行道需要進行拓寬。隨著羅格斯街東側往

來新 S2 步行道的人流量增加，羅格斯街與麥迪臣街十字路口東部行人行道出現了新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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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利影響。針對行人採取的可能緩解措施包括普遍認為可行的信號燈時間變化和人行

橫道拓寬，以及羅格斯街和麥迪臣街東北角北人行道的拓寬（與提案地鐵站緩解措施相

關），以促進行人行走空間的增加。與交通相似，提案行人緩解措施將由紐約市交通局 

(NYCDOT) 批准執行。如果沒有紐約市交通局 (NYCDOT) 批准，重大行人不利影響將無

法獲得緩解。 

施工 

提案開發項目的施工也會對周邊地區造成一些臨時性干擾。與提案開發項目相關的施工

活動會對運輸和噪音方面造成臨時性的重大不利影響。下文闡述了緩解這些臨時性重大

不利影響的可能措施。 

交通運輸 

在施工高峰期間，開發項目產生的交通和行人出行量將低於 2021 年提案開發項目全面建

成時所能實現的水準。因此，施工高峰期間對交通和行人的潛在影響，將屬於在有提案

開發項目前景中（若實施動議）確定的重大不利影響範圍。在交通運輸中針對提案開發

項目全面建成時確定的交通和行人緩解措施可在施工期間的任何時間由紐約市交通局 

(NYCDOT) 酌情決定予以執行，以解決當時的實際情況。對於公共運輸來說，預期在施

工期間將不會發生對地鐵樓梯的影響。  

噪音 

沒有找出切實可行的緩解措施可以充分緩解施工期噪音影響。如下所述，確定的施工期

噪音影響仍將無法緩解。 

根據現場觀察，已確定會受施工期噪音影響的大樓似乎有隔音玻璃窗和其他通風方式

（壁掛式空調機、立櫃式空調機和窗式空調機）。在現配有壁掛式空調機、立櫃式空調

機和窗式空調機的大樓中，對於其所有受影響的接收者，預期更換窗戶也不會顯著改善

外牆噪音衰減量或者顯著降低內部噪音水準。這些空調機是維持關緊窗戶的必要條件，

但仍將允許施工噪音通過進入大樓。因此，沒有切實可行的緩解措施可以進一步降低或

完全消除這些地點可能出現的重大不利施工期噪音影響。預期為 4 號位址 (4A/4B) 西側住

宅更換窗戶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這些大樓目前正在施工中，預期將配有高品質的雙層玻

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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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考慮和評估，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 (DEIS) 和環境影響評估聲明決案 (FEIS) 之間採

取進一步措施以減少或消除這些重大施工期雜訊影響的可能性，例如使用更安靜的施工

設備、更改施工後勤計劃以及替代隔音牆或其他隔音措施。如果確定了可行的緩解措施，

影響將被視為得到部分緩解。在沒有可行的緩解措施的情況下，提案開發項目會造成不

可避免的不利施工期噪音影響。 

開發項目置換 

表 S-7 摘要說明一個或多個提案開發項目無限期延期或 終未實施情況下的提案開發項目

預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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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7 

開發項目置換影響摘要 

 

有提案開發項目前景——

僅 5 號和 6 號位址 

有提案開發項目前景——僅 

4 號 (4A/4B) 和 6A 號位址 

有提案開發項目前景——

僅 4 號 (4A/4B) 和 5 號位

址 僅 4 號位址 (4A/4B) 前景 僅 5 號位址前景 僅 6A 號位址前景 

公立小學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公共資助的托兒所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開放空間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陰影——12 月 21 日櫻桃克林

頓遊樂場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陰影——莉蓮 D. 沃爾德遊樂場 

3 月 21 日/9 月 21 日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陰影——3 月 21 日/12 月 21 

日櫻桃克林頓遊樂場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陰影——櫻桃克林頓遊樂場 

6 月 6 日/8 月 6 日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交通 

是，除了南街/派克坡，

迪威臣/派克街和窩扶/中

央街 

是，除了南街/派克坡，迪威

臣/市場街，艾倫/迪蘭西

街，且林士果廣場/東百老匯

和窩扶/中央街 

是，除了南街/派克坡，

迪威臣/派克街和窩扶/中

央街 

是，除了南街/派克坡，麥迪臣/派克街，東百

老匯/派克街，運河/艾倫街道，迪威臣/市場

街，艾倫/迪蘭西街，包厘/迪威臣/多耶斯街，

且林士果廣場/東百老匯和窩扶/中央街 

是，除了南街/派克坡，迪威

臣/市場街，艾倫/迪蘭西街，

且林士果廣場/東百老匯和窩

扶/中央街 

是，除了南街/派克坡，麥迪臣/派克街，

東百老匯/派克街，運河/艾倫街道，迪威

臣/市場街，艾倫/迪蘭西街，包厘/迪威臣/

多耶斯街，且林士果廣場/東百老匯和窩扶

/中央街 

地鐵站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人 是 是 是 是，除了羅格斯/麥迪臣街 E 人行橫道 是 是 

施工——交通 

是，除了南街/派克坡，

迪威臣/派克街和窩扶/中

央街 

是，除了南街/派克坡，迪威

臣/市場街，艾倫/迪蘭西

街，且林士果廣場/東百老匯

和窩扶/中央街 

是，除了南街/派克坡，

迪威臣/派克街和窩扶/中

央街 

是，除了南街/派克坡，麥迪臣/派克街，東百

老匯/派克街，運河/艾倫街道，迪威臣/市場

街，艾倫/迪蘭西街，包厘/迪威臣/多耶斯街，

且林士果廣場/東百老匯和窩扶/中央街 

是，除了南街/派克坡，東百

老匯/市場街，艾倫/迪蘭西街

和窩扶/中央街 

是，除了南街/派克坡，麥迪臣/派克街，

麥迪臣/蒙哥馬利街，東百老匯/派克街，

運河/艾倫街，迪威臣/市場街道，艾倫/迪

蘭西街，包厘/迪威臣/多耶斯街，且林士

果廣場/東百老匯和窩扶/中央街 

施工——行人 是 是 是 是，除了羅格斯/麥迪臣街 E 人行橫道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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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50  

S-7（續） 

開發項目置換影響摘要 

 

有提案開發項目前景——

僅 5 號和 6 號位址 

有提案開發項目前景——僅 

4 號 (4A/4B) 和 6A 號位址 

有提案開發項目前景——

僅 4 號 (4A/4B) 和 5 號位

址 僅 4 號位址 (4A/4B) 前景 僅 5 號位址前景 僅 6A 號位址前景 

施工——噪音 

是，在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部分北側外牆以及

東側和西側外牆，面朝櫻

桃街開發項目位址的住宅

外牆，毗鄰 6A 號位址的

住宅以及南街 286 號的部

分北側和西側外牆 

是，在羅格斯街 64 號東

側、南側和西側外牆，羅格

斯坡 80 號，羅格斯坡 82 號

的北側和東側和部分南面外

牆，4 號位址 (4A/4B) 以西

住宅的部分北側、東側外

牆，面朝櫻桃街開發項目位

址的住宅外牆，毗鄰 6A 號

位址的住宅以及南街 286 號

的部分北側和東側外牆 

是，在羅格斯街 64 號的

東側、南側和西側外牆，

羅格斯坡 80 號，羅格斯

坡 82 號的北側、東側和

部分南側外牆，4 號位址 

(4A/4B) 內住宅的部分北

側和東側外牆以及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的部分北

側，東側和西側外牆  

是，在羅格斯街 64 號的東側、南側和西側外

牆，羅格斯坡 80 號，羅格斯坡 82 號的北

側、東側和部分南側外牆，以及 4 號位址 

(4A/4B) 號內住宅的部分北側和東側外牆 

是，在櫻桃街 265 號和 275 

號的部分北側、東側和西側外

牆 

是，在面朝櫻桃街開發項目位址的住宅外

牆，毗鄰 6A 號位址的住宅，以及南街 

286 號的北側和西側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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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 

本份環境影響評估聲明中提出的分析認為提案開發項目不會在空氣品質、水品質、有害

物質或操作噪音方面造成無法緩解的重大不利影響。施工分析中提出的分析結果表明，

施工活動可能會對提案開發項目工作區附近的接收者造成無法緩解的重大不利施工期噪

音影響。但是，按照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提案開

發項目的施工工作不會使其長期暴露於高水準的噪音，長期暴露於 85 分貝以上的噪音水

準，或城市的偶發和不可預測的方式暴露於高分貝水準的噪音的短期影響中。因此，提

案開發項目的施工工作不會對公共健康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不可避免的不良影響 

不可避免的重大不利影響被定義為符合以下兩個標準的影響： 

 沒有合理切實可行的緩解措施來消除影響；和 

 沒有合理的替代方案來滿足提案動議的目的和需求，消除影響，並且不會造成其他或

類似的重大不利影響。 

如緩解措施分析中所述，提案開發項目中已確定的若干潛在影響是可以得到緩解的。但

是，如下所述，在某些情況下，提案開發項目的影響將無法獲得充分緩解。 

社區設施和服務 

公立小學 

如社區設施評估和緩解措施分析中所討論，在實施動議情境下，在保守地假定 200 戶永

久性平價住宅單位可能不是專門為老年人開發的情況下，提案開發項目將對社區學區 1 

的公立小學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針對這類重大不利影響的可能緩解措施將與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CP) 、紐約市教育局 

(DOE) 和紐約市學校建設管理局 (SCA) 磋商制定，並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 (DEIS) 和

環境影響評估聲明決案 (FEIS) 之間進行進一步改善。考慮到社區設施中提出的評估標準，

緩解措施將反映小學影響的性質和範疇。紐約市教育局 (DOE) 和紐約市學校建設管理局 

(SCA) 將繼續監測該地區學校席位的需求趨勢。紐約市教育局 (DOE) 和紐約市學校建設

管理局 (SCA) 對確定需求的回饋可分階段進行，包括行政舉措和/或擴大現有學校。城市

環境品質評估審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中列出了針對公立學校影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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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措施。這些措施可能包括但不限於，將行政職能轉移到其他地點，從而為教室騰出

空間；在與提案開發項目有關的大量或紐約市教育局 (DOE) 可用的學校調查區域中的其

他地方留出空間；和/或重建或重新編制學區內的現有學校空間。其他措施可以在與紐約

市教育局 (DOE) 和紐約市學校建設管理局 (SCA) 磋商後確定，不會產生額外容量，但可

能有助於緩解容積率限制。如果沒有在必要時實施這些措施，提案開發項目會對公立小

學造成不可避免的不利影響。 

公共資助的托兒所 

如社區設施評估和緩解措施分析中所詳述，在實施動議情境下，在保守地假定 200 戶永

久性平價住宅單位可能不是專門為老年人開發的情況下，提案開發項目將對托兒所造成

重大不利影響。  

針對這類重大不利影響的可能緩解措施將與紐約市兒童服務管理局 (ACS) 磋商制定，可

能包括為托兒所提供位址內的合適空間，位址以外合理距離內的合適地點（以紐約市兒

童服務管理局 (ACS) 提供商可負擔的費率），或者在與紐約市兒童服務管理局 (ACS) 磋

商之後確定可行的情況下，資助或制定計劃或物理改進以增加現有設施容積率，或者在

開發項目位址之內或者周圍提供新的托兒所。作為一個城市機構，紐約市兒童服務管理

局 (ACS) 不直接提供新的托兒所，而是與需求地區的供應商簽訂合同。紐約市兒童服務

管理局 (ACS) 也致力於建立公共/私營夥伴關係，以便在有需求的地區開發新的托兒所。

為了實施這項舉措，紐約市兒童服務管理局 (ACS) 可能會提供資金資助（如果有），以

促進提供新設施。 

提案開發項目的限制性聲明要求申請人與紐約市兒童服務管理局 (ACS) 合作，考慮實施

上述的一項或多項措施以提供額外容量的必要性，如果必要，在 1.5 英里的調查區域中或

在社區委員會 3 內實施以緩解對公共資助的托兒所的重大不利影響。根據社區設施評估

中提出的分析報告（該報告解釋了公共資助的托兒所的目前清單和保守的未來背景預

測），為避免重大不利影響，提案開發項目引入的永久性平價住宅單位數量需要減少到 

534 戶永久性平價住宅單位，這將產生大約 61 名符合公共托兒服務條件的兒童。增加 61 

名符合條件的兒童將使調查區域中托兒所利用率提高不到 5%。假設有 694 戶永久性平價

住宅單位，其中沒有一套將專門作為老年單位，提案開發項目將產生 80 名符合條件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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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並需要提供 19 個托兒空間，以將利用率的提高降至 5% 以下。如果沒有在必要時實

施這些措施，提案開發項目會對公共資助的托兒所造成不可避免的不利影響。 

開放空間 

如開放空間和減災分析中所討論，根據對間接影響的定量分析，若實施動議，總體、主

動和被動開放空間比例的降低將對開放空間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如城市環境品質評估審

查技術手冊 (CEQR Technical Manual) 所述。在提案開發項目中，在 5 號位址，現有大約 

22,440 平方英尺的羅格斯坡私人開放空間將擴建至大約 33,550 平方英尺（0.77 英畝），

專用於公共開放空間，並增設主動和被動用途的便利設施加以重建，如遊樂設施、籃球

場、步道和座椅。提案開發項目將開發大約 33,550 平方英尺的專用公共開放空間，這雖

然可以減少重大開放空間不利影響，但仍不足以避免重大開放空間不利影響。  

申請人正在與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CP) 和紐約市公園和娛樂部門 (NYC Parks) 磋商，探索

針對開放空間影響的可能緩解措施，並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 (DEIS) 和環境影響評估

聲明決案 (FEIS) 之間進行進一步改善。開發項目位址附近現有開放空間的翻新資金已被

確定為潛在的可行緩解措施。柯爾曼遊樂場、雅各大約瑟夫船長遊樂場和小花遊樂場如

緩解措施分析所述，已被提案作為重建的可能候選對象。緩解措施將部分緩解對開放空

間的影響。如果對開放空間的重大不利影響無法獲得充分緩解，提案開發項目將會對開

放空間造成不可避免的重大不利影響。 

陰影 

如陰影面積和緩解措施分析中所討論，提案開發項目的大樓會對櫻桃克林頓遊樂場和莉

蓮 D. 沃爾德遊樂場導致開發項目產生的增量陰影，其範圍和/或持續時間足夠大到會顯著

影響資源的使用或植被情況，如下所述：  

 櫻桃克林頓遊樂場在 12 月 21 日分析日（使用但無植被）、3 月 21 日/ 9 月 21 日分析

日（使用和植被）以及 5 月 6 日/8 月 6 日分析日（僅使用）；以及 

 莉蓮 D. 沃爾德遊樂場在 3 月 21 日/9 月 21 日分析日（僅使用）。  

申請人正在與紐約市都市規劃局 (DCP) 和紐約市公園和娛樂部門 (NYC Parks) 磋商，探索

針對這兩個開放空間重大不利陰影影響的可能緩解措施，並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 

(DEIS) 和環境影響評估聲明決案 (FEIS) 之間進行進一步改善。可能的緩解措施包括加強

維護的專項資金，以緩解對櫻桃克林頓遊樂場的用戶和樹木以及莉蓮 D. 沃爾德遊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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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的重大不利影響。如果確定了可行的緩解措施，影響將被視為得到部分緩解。由於

重大不利陰影影響無法獲得充分緩解，提案開發項目將會對這些資源造成不可避免的重

大不利陰影影響。 

運輸 

如交通運輸和緩解措施分析中所討論，工作日上午和下午尖峰時段在南街和蒙哥馬利街

十字路口和工作日上午、中午和下午尖峰時段在且林士果廣場和窩扶街/奧利弗街產生的

重大不利交通影響無法獲得緩解；預期這些十字路口將面臨不可避免的重大交通不利影

響。  

提案開發項目將對羅格斯街和麥迪臣街西北角的東百老匯 - 羅格斯街地鐵站 S1 樓梯和 P3 

月臺樓梯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根據與紐約市捷運局 (NYCT) 的磋商，對於 S1 樓梯的重大

不利影響可以從十字路口東北角現有的 S1 樓梯在羅格斯街對面開設一個新的地鐵入口來

加以緩解，並且對 P3 樓梯的重大不利影響可以將現有的 5.0 英尺寬的樓梯拓寬兩英尺來

加以緩解。在這個地鐵站的任何樓梯改裝都要求相應的改進必須符合美國殘疾人法案 

(ADA)；因此，需要添加兩台符合美國殘疾人法案 (ADA) 標準的電梯。這些緩解措施的

可行性將由紐約市捷運局 (NYCT) 和紐約市交通局 (NYCDOT) 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 

(DEIS) 和環境影響評估聲明決案 (FEIS) 之間進行進一步審查。如果緩解措施被認為是不

可行的，並且找不到替代的緩解措施，提案開發項目將對 S1 和 P3 樓梯造成不可避免的

不利影響。 

施工 

交通 

在施工高峰期間，開發項目產生的車輛交通量將低於 2021 年提案開發項目全面建成時所

能實現的水準。因此，經操作交通運輸分析鑒定，施工高峰期間對交通的潛在影響，將

屬於在有提案開發項目前景中（若實施動議）確定的重大不利影響範圍。然而，施工期

間同樣可能對南街和蒙哥馬利街十字路口以及且林士果廣場和窩扶街/奧利弗街十字路口

的交通造成無法緩解的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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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 

如施工和緩措施解分析中所討論，對施工期噪音的詳細分析確定了提案開發項目的施工

有可能產生施工期噪音，這種雜訊水準會對某些雜訊接收者產生重大不利施工期影響。  

根據現場觀察，已確定會受施工期噪音影響的大樓似乎有隔音玻璃窗和其他通風方式

（壁掛式空調機、立櫃式空調機和窗式空調機）。在現配有壁掛式空調機、立櫃式空調

機和窗式空調機的大樓中，對於其所有受影響的接收者，預期更換窗戶也不會顯著改善

外牆噪音衰減量或者顯著降低內部噪音水準。這些空調機是維持關緊窗戶的必要條件，

但仍將允許施工噪音通過進入大樓。因此，沒有切實可行的緩解措施可以進一步降低或

完全消除這些地點可能出現的重大不利施工期噪音影響。預期為 4 號位址 (4A/4B) 西側住

宅更換窗戶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這些大樓目前正在施工中，預期將配有高品質的雙層玻

璃窗。  

將考慮和評估，在環境影響評估聲明草案 (DEIS) 和環境影響評估聲明決案 (FEIS) 之間採

取進一步措施以減少或消除這些重大施工期雜訊影響的可能性，例如使用更安靜的施工

設備、更改施工後勤計劃以及替代隔音牆或其他隔音措施。如果確定了可行的緩解措施，

影響將被視為得到部分緩解。在沒有可行的緩解措施的情況下，提案開發項目會造成不

可避免的重大不利施工噪音影響。 

提案開發項目的增長誘導因素 

除了環境影響評估聲明中確定和分析的開發項目之外，不預期提案開發項目會引起任何

顯著的額外增長。  

提案開發項目將僅限於開發項目位址，其中包括 248 街區，15 號、70 號和 76 號地塊（4 

號位址）；247 街區，1 和 2 號地塊（ 5 號位址）；以及位於曼哈頓下東區附近的 246街

區，5 號地塊（6A 號位址）。提案開發項目將藉由引入多達 2,775 戶新住宅單位來增加開

發項目位址的密度，其中 25% 或多達 694 戶將被指定為永久性平價住宅，其中包括大約 

200 戶低收入老年公寓新建住宅單位；大約 10,858 總平方英尺的新零售空間；大約 17,028 

總平方英尺的額外社區設施空間；以及大約 22,779 平方英尺的新開放空間——包括公共

和私人開放空間。在 5 號位址，現有的大約 22,440 平方英尺羅格斯坡私人開放空間將擴

增大約 11,110 平方英尺，達到大約 33,550 平方英尺（大約 0.77 英畝）的總面積將專門用

作公共開放空間。在這三個開發項目位址上，相較於現有條件，總面積大約 80,020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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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尺的公共和私人開放空間將會增設新的景觀美化、鋪路、座椅及遊樂區等便利設施加

以改建。這些用途將與周邊地區的現有用途保持一致。如社會經濟條件評估中所討論，

雖然提案開發項目會增加新的人口，總體而言，家庭的平均收入將高於調查區域的平均

家庭收入，但在調查區域中已經觀察到有高收入和新的市場租金價格住宅開發趨勢。預

期提案開發項目將會引入比在未來不實施動議以市場租金價格為主的計劃開發項目更高

比例的平價住宅。在這方面，相較於不實施動議時，其中預期開發項目將繼續推動調查

區域中的市場租金價格開發項目和住宅租金上漲的趨勢，提案開發項目將有助於維持調

查區域中對於更廣泛收入範圍的家庭來說平價住房的庫存。因此，不預期提案開發項目

會引入或加速社會經濟條件變化的趨勢。 

此外，提案開發項目不包括引進或擴大可能導致間接開發的基礎設施負荷（例如下水道、

中央供水）；任何提案基礎設施改進都將用於支持開發項目位址本身的開發。  

資源不可逆和不可挽回的承諾 

自然和建築資源將用於提案開發項目的施工和營運。這些資源包括施工中使用的材料；

在開發項目施工和營運期間消耗的燃料和電力形式的能源；以及開發、建設和營運開發

項目各個組成部分所需的人力（即時間和人力）。  

這些資源被認為是不可挽回的，因為極不可能再將它們用於除了提案開發項目之外的其

他目的。提案開發項目構成開發項目位址作為土地資源的不可逆和不可挽回的承諾，從

而使土地用於其他目的至少在短期內是不可行的。 

這些土地資源和材料的承諾與提案開發項目的好處互相權衡比較。如開發項目描述中所

述，提案開發項目將在開發項目位址創建多達 694 戶永久性平價住宅單位，包括大約 200 

戶低收入老年公寓新建住宅單位。這一棟永久性平價住宅將為紐約市長的住房的生產目

標做出實質性貢獻——Housing New York: A Five-Borough, Ten-Year Plan（紐約住房：五

區十年計劃）。提案動議也將在每個位址實施額外的防災措施，並且創造新的景觀美化

以及在項目位址劃分專用公共和私人開放空間來改變周圍的街景和行人體驗。再者，開

發項目位址的新底層零售將使已經位於兩橋地區附近的零售組合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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