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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適用型住房建设計劃是什麼？

經濟適用型住房建设計劃實施的核心是在未來10年內，保證市場型和
經濟型住房的平衡發展。我們將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實現這一計畫。

如果一個家庭需要為住房支付一半以上
的收入，他們可用於滿足基本生活需求

的支出則會剩餘很少。

市場型住房單位

此類市場型住房單位將填充西雅圖住

房市場的整體需求，為市民提供更多

數量、更多樣化的住宅以供選擇。

+30000
經濟型住房單位

此類新建或現有經濟型住房單位將僅

用於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

要增建這些經濟型住房，我們需要將

經濟型住房建設率擴大三倍。

+20000

背景簡介

2014年9月，埃德・默里市長及市
議會召集了眾多社區領導者，組
成了經濟適用型住房建设計劃顧
問委員會， 以提高西雅圖住房的
經濟性。 

該顧問委員會由包括租房者、房
主、營利性和非營利性開發商，
及建築專家在內的共28位委員組
成。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委員會
就經濟適用型住房建設達成了共
識，并發表了包含60多項建議的
報告書。

市長呼籲經濟適用型住房建设計
劃顧問委員會的建議付諸實際。
具體措施包括保障房客權益、更
新並提高房屋稅款，增加經濟適
用的商住混合房屋的開發與建設
等。

十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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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們正在同更多社區成員探討關於經濟適用型住房建设計劃的建議。
在我門即將開展的行動中，有至少六項需要您的意見與建議： 

當前工作

2016年1月，大規模的公眾參與過程已啟動，經濟適用型
住房建设計劃號召全部社區成員加入並參與討論。

為進一步解決住房危機，來自各個社區的居民們已參與
其中。我們希望聽取您的意見與建議，特別是關於如何
實施經濟適用型住房建设計劃的創新想法。居民可以通
過很多方式參與經濟適用型住房建设計劃。

您的想法將成為經濟適用型住房建设計劃實施的一部
分，特別是在您自己的社區內發揮重要作用。

社區參與

社區居民們在2015年11月的經濟適用型住房建设計劃開放日上
留下的反饋。

自從2015年7月，埃德・默里市長的經濟適用型住房建设計劃起始後，西雅
圖市政府和市議會已為實施該計畫做好了鋪墊工作。但是，我們仍有很多步
驟需要繼續，以進一步推動計畫的實施。

至今成就
初步

 + 2015年9月，市議會通過了31609
號決議，為市政府各部門實施
經濟適用型住房建设計劃提供
了指引。

 + 2015年10月，市議會通過了
118505號條例，更新並擴展了
多戶型住房稅款優惠項目。該
項目鼓勵房屋開發商在每棟住
宅中建設20%的限制租金型單
位。 

 + 2015年10月，市議會通過了
124882號條例，加強了被迫遷
租客的協助。

未來行動

 + 加強房客權益保障
 + 更新並增加西雅圖房屋徵稅
 + 建設公平機會房屋計劃

 + 對新開發的住宅實行強制性經濟
適用型單位要求

 + 建設住房及醫療援助福利

我們需要您的幫助

請閱讀下文以瞭解這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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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一月 2016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向市議會提交議案

社區意見, 起草與研究 社區意見

預計立法通過時間

市議會商討

加強房客權益保障
目前，埃德・默里市長和市議會正在努力加強對房客權益
的保護，特別是那些居住在低標準房屋或不幸受到房東違
規行為侵犯的房客。 

未來相關立法可能包括：

立法將保護房客免受無事先通告而增長房租的侵害。

+ 房東加漲租金時，房屋必須滿足相應標準。
+ 增強針對房東違規行為對房客施行的保護（例如因房
客抱怨而對其進行報復）。

+ 將預防及懲處房東違規行為的責任由西雅圖警察部門
轉交至市建設及檢查部。

+ 如房東加漲房租數額超過10%，則需提前60天通知房
客。

+ 精簡針對違反房屋法規行為的懲處結構。

聯絡方式： Geoff.Tallent@seattle.gov

此項富有創意的房產稅徵收方式已4次經過西雅圖選民的
批准，並已成為全美國的典範。我們的房屋稅徵收方式在
過去的30年中通過為低收入家庭、老年人和殘障人士提供
租房協助，以及保護租賃房屋的方式來保障房屋的經濟適
用性。迄今為止，來自房屋稅徵和市政府的資金已創造
了12500以上的經濟適用型住房，幫助了800多個低收入家
庭購買首套住房，并為6500個家庭提供了緊急房屋租賃協
助。埃德・默里市長已經提議更新2016年的房屋稅徵，並
將總徵收額提高至了兩億九千萬美元，以解決西雅圖日益
嚴重的住房危機。

在2015年，住房部門接受了五千七百萬的資金，用於新建900
座經濟適用型住房給低收入家庭。

西雅圖房屋徵稅
更新並增加房屋徵稅

時間表
一月 2016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向市議會提交議案 最終決定將以選票議案方
式寄予您

預計全體選民投票
選票提案

市議會商討
社區意見

聯絡方式： Todd.Burley@seattle.gov

社區意見, 起草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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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提出的強制性經濟適用型單位項目保證新建的商業
型和多戶型建築包含經濟適用型單位。如開發商在建築
中不包含經濟適用型單位，則需支付一筆經濟適用型住
房資金。該項目屬於2015年出台的整體協調的一部分。

 + 2015年11月，西雅圖市議會針對商業型建築為強制性
經濟適用型單位項目制定了框架。

 + 現在，我們正在制定針對居住型建築的強制性經濟適
用型單位項目框架（請見下）。

這一框架僅啟動強制性經濟適用型住房項目，而不能實
施項目。在2016年，市政府和議會將在全西雅圖範圍內
劃實施強制性經濟適用型單位項目的區域。每一次變更
項目細節前，我們都將聽取社區成員的意見和建議。南湖區（South Lake Union）和市中心將是第一批實施強制性經
濟適用型單位項目的社區。在2017年前，市內其他社區將不會實施強制性經濟適用型單元項目。

聯絡方式： Geoffrey.Wentlandt@seattle.gov

新開發的建築必須包含強制性經濟適用型單位，或支付經濟適
用型住房資金。

強制性經濟適用型單位
在發展的同時保證經濟適用性

時間表
        一月 2016                四月                               七月                           十月                          一月 2017                       四月

向市議會提交議案

社區意見, 起草與研究

社區意見, 起草與研究

社區意見, 起草與研究

預計立法通過時間

強制性經濟適用型單位項目在南湖區（South Lake Union）
／市中心的實施

市議會
商討

市議會
商討

公平機會房屋計劃

據估計，美國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擁有犯罪紀錄，有將近
一半的兒童擁有一位帶有犯罪紀錄的父母。由於犯罪背景
調查在房屋租賃申請中的廣泛應用，擁有被逮捕或犯罪紀
錄的租房者面對很大障礙。

西雅圖民事權利辦公室正在召集來自不同背景的社區民
眾，籌劃一項既可以減小擁有犯罪紀錄的市民在房屋租賃
中面對的障礙，又能保證房屋出租者的安全性和經濟利益
的立法決策。
 

聯絡方式： Loren.Othon@seattle.gov

確保租房著擁有公平、平等的機會

時間表
四月 2016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強制性經濟適用型單位項目在其他社區的實施

社區意見, 起草與研究

針對居住型建築的強制性經濟適
用型單位項目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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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型公共交通

在西雅圖，公共交通費用平均占據17%的家庭支
出，是僅次於住房支出的第二大家庭支出項目。因
此，公共交通對我們城市的經濟性和宜居性起著重
要的作用。在2015年11月，西雅圖選民通過了關於
擴大公共交通覆蓋範圍的政策，形成了40年以來增
加最大的公共交通覆蓋網。今天，70%以上的西雅
圖市民居住在公交車站的步行範圍內。

另外，在2015年通過的徵稅為提高交通安全、維

護街道和橋樑，以及創造經濟型交通選擇提供
了資金。在2016年3月，海灣公共交通局（Sound 
Transit) 將西雅圖的輕軌擴展到了大學區（University 
District）和國會山區（Capitol Hill）。

建設住房及醫療援助福利

目前，華盛頓州政府正在和聯邦政府商議一項全新的永久
性住房及醫療援助福利。這一福利預計最早將於2016年春
季被批准，旨在為長期無固定住所和需要重大醫療保健援
助的人士提供住房協助。

這一福利有助於將永久性住房協助項目擴大到全州範圍，
以保證長期無固定住所、患有殘疾并需要重大醫療保健援
助的人士能夠擁有住房和醫療援助。

時間表
四月 2016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為居無定所的市民提供服務和住處

與聯邦政府的
協商

確定項目條款

聯絡方式： Robin.Koskey@seattle.gov

州立法會確認該
項目在州財政預
算內

項目預期
獲准時間

預計福利實行
日期

通過地方建築提供商實施
的福利



一月 2016 四月 2016 七月 2016 九月 2016 十二月 / 一月 2017

主題可能包括：

‧ 討論小組志願者
招募

‧ 更新房屋徵稅

‧ 增強房客權益
保護

開啟經濟適用型
住房計劃之參與
活動

經濟適用型住房計劃社區參與計劃
這是關於社區成員在接下來的一年中如何參與經濟適用型住房計劃的概覽。我們歡迎更多公眾參與方式。

社區
會議

社區
討論小組
會議

社區
討論小組
會議

社區
討論小組
會議

全市範圍內對話 
＃1

全市範圍內對話  
#2

全市範圍內對話  
#4

全市範圍內對話  
#5

全市範圍內對話  
#3

社區
會議

社區
會議

全市範圍內對話
這一階段，我們會將通過一系列方法集
中聯絡大量公眾。全市範圍內對話旨
在：

‧ 宣傳經濟適用型住房計劃

‧ 為公眾提供更新的關於經濟適用型
住房計劃的訊息和近期步驟

‧ 討論我們目前正在著手解決的問題

‧ 聽取公眾對經濟適用型住房計劃的
反饋

社區討論小組
社區討論小組由來自各區域的中心和附近的4至6位代表組成。他們將作為評論組，為強制性經濟適
用型單元項目在各區域中的實施問題提供反饋。

更多關於社區討論小組的訊息：

‧ 西雅圖市內共有4社區討論小組，每組中包含40位社區成員

‧ 每個小組中的代表來自西雅圖的各個社區

‧ 社區討論小組從5月起將每月開會，會議將由第三方主持

‧ 各小組將仔細查閱關於土地規劃調整的提議，以促進強制性經濟適用型單位項目在各區域中的
實施

‧ 所有會議和討論過程均向大眾公開

‧ 我們提倡小組成員在討論中考慮自己所在社區的實際情況與需求

社區會議
社區會議是現在進行中的社區組織和討論小組的綜合。在全市範圍內對話的
階段，西雅圖市的工作人員將參與區域會議，他們將聽取公眾意見，並按需
求擴大和增加區域會議。社區會議在經濟適用型住房計劃中扮演重要角色：

‧ 為社區成員提供更新的關於經濟適用型住房計劃的訊息和近期步驟

‧ 聽取社區成員對經濟適用型住房計劃的反饋

‧ 參考社區成員對如何將經濟適用型住房計劃更好地在每一社區中實行的
想法

主題可能包括：

‧ 強制性經濟適用
型單位項目在南
湖區（South Lake 
Union）／市中心
的實施

‧ 針對居住型建
築的強制性經濟
適用型單位項目
框架

‧ 住房及醫療援助
福利

‧ 以及更多...

證實公眾反饋以
繼續下一步

主題可能包括：

‧ 強制性經濟適用
型單位項目在各
區域中的實施

‧ 住房維護項目

‧ 以及更多...

證實公眾反饋以
繼續下一步

主題可能包括：

‧ 強制性經濟適用
型單位項目在各
區域中的實施

‧ 支持購買經濟型
房產

‧ 改進街邊停車
管理

‧ 以及更多...

證實公眾反饋以
繼續下一步社區討論小組

形式

社區
會議

主題可能包括：

‧ 強制性經濟適用
型單位項目在各
區域中的實施

‧ 提高西雅圖市執
照辦理程序

‧ 社會效應投資

‧ 以及更多...

證實公眾反饋以
繼續下一步

您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參與：

‧ 1月26日，“工作中的西雅圖” 活動
‧ 電話討論會
‧ 全新經濟適用型住房計劃網站
‧ 郵件

‧ 4月19日“宜居性對話之夜”
‧ 社區博客
‧ 社交媒體
‧ 電子簡訊

‧ 公聽會議
‧ 網上調查
‧ 電子簡訊
‧ 更多待定內容...

‧ 社區對話之夜
‧ 社區博客
‧ 電子簡訊
‧ 更多待定內容...

‧ 大型峰會式會議
‧ 電子簡訊
‧ 更多待定內容...

You are h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