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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責。74 西雅圖市

提案説明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Seattle Ethics and Elections
206-684-8500
ethicsandelections@seattle.gov

第1號提案

西雅圖公園區

西雅圖市第1號提案是關於設立一個都市公園區－西雅
圖公園區。

此提案將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35.61章的規定
設立一個都市公園區，稱為西雅圖公園區，以資助、維
修保養、運作和改善公園，社區中心，游泳池及其它康
樂設施和項目。其邊界將與西雅圖市的邊界一致，而其
董事會則由西雅圖市議會成員組成。該公園區可以徵收
產業稅，目前限於每$1,000估值價徵收75¢；而且可以
與市政府以合同方式進行某些活動。

贊成設立一個都市公園區，由西雅圖市議會成員擔任該
西雅圖公園區專員委員會的當然成員，負責監管。

反對設立一個都市公園區。

本議案的全文在第79頁開始。

西雅圖第1號提案如獲通過，
將設立西雅圖公園區，這是
一個具有與西雅圖市相同邊
界的都市公園區。該西雅圖
公園區將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市政機關，具有華盛頓州修訂法
（RCW）第35.61章中州法律所授予的所有權力，可在此網頁查
看：http://apps.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35.61
。該公園區的理事會將由西雅圖市議會的議員組成。該公園區
其一的權力是徵收一項年度產業稅，每一千元估值價可徵收高
達$0.75（或對於價值$440,000的房屋而言是每年$330），以
增加收入來提供持續資金去維修保養，運作和改善公園、社區
中心、游泳池及其它康樂設施和項目。作為一個獨立於西雅圖
市的稅務機關，該公園區可以徵收超出目前州法律限制西雅圖
的“最高限額”之額外產業稅。只有該理事會或州法律改變方
可解散該公園區或推翻其行動，而非透過地方動議案。

當市政府將此議案提呈到選票上，市長和議會也通過了一條法
令，授權市長與選民所通過而設立的公園區簽署一個地區間協
議。根據擬議的地區間協議，市政府將維持其目前支持西雅圖
公園系統的常務資金，而該公園區為補充城市資金會徵收一項
產業稅，在該區運作的首六年，每年會徵收大約四千七百九十
萬元。這將會是每一千元估值價徵收$0.33或價值$440,000的
普通房屋，將會是每年$145。根據擬議的地區間協議，市政府
將保留對所有公園產業的擁有權，而該公園區也不會聘請自己
的員工。若該地區間協議被採納，市政府和/或該公園區在日
後可對其進行修訂。

相關法令，擬議的地區間協議和支出計劃，可在此網站查
看：http://go.usa.gov/8YQA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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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熱愛我們的公園，請投票
贊成第1號提案！

西雅圖擁有美國最好之一的公園系統，但多年來，我們卻一直忽略此
非常獨特的遺產。幾乎每個公園和社區中心都縮減日常維修保養。我
們現在面臨二億六千七百萬元的維修保養積壓－而它正在增長。 

是時候重新投資於我們的公園，向公衆開放，方便他們使用。當目前
的公園徵稅到期之際，是時候設立一個西雅圖公園區，為我們的公
園，球場和社區中心提供穩定的特定資金，並保證方便大衆使用。 

建立西雅圖人應擁有的公園系統

第1號提案將解決各種公園系統之需，包括：主要維修保養，如更換
漏水屋頂，更換鍋爐和改良關鍵電氣；持續維修保養，如清潔洗手
間，收集垃圾，以及割草；恢復為小孩和長者所設的社區中心之人員
編制，開放時間和活動。購置新的公園和空地，以滿足增加的需求；
資助林地公園動物園和西雅圖水族館的主要維修保養；以及集資去保
護棲息地和空地。 

所有這些關鍵工作對於一所價值$400,000房屋的屋主而言，每月僅比
即將到期的徵稅多繳納$4。

專用的公園資金有利於我們大家

如今，我們的公園必須與其它如警察、消防和民生服務等城市服務競
爭，因此，當預算緊縮時，公園就被淘汰。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西雅圖第1號提案將提供我們所需的資源，去確保我們的公園能為西
雅圖各處的每個鄰里區和社區服務。我們的公園系統是我們偉大的民
主體制之一部分，其將來自社會各階層和所有種族及族群的人士帶到
一起，平等地共享大自然的美麗和休閒效益。讓我們確保這珍貴遺產
能得以加強，供後人享用。　

獲得你們所信任的組織熱情的支持

基於一個市民委員會所設立的深思熟慮建議，第1號提案獲得市長 
Murray和市議會一致的支持，並得到幾十個受尊敬，且關注公園的組
織之支持，如Sierra環保會、運動場之友、西雅圖民生服務聯盟、金
郡環保選民、西雅圖青少年足球協會、交通選擇聯盟、西雅圖公園基
金會，第34、37和43號區民主黨人，Forterra以及和其它許多組織。 

請支持為我們的公園提供穩定的特定資金。 

請投票贊成第1號提案西雅圖公園區！

第1號提案並非一項公園徵稅。     

第1號提案給我們公園一個全新的
永久徵稅區。

西雅圖擁有國内一些最美麗，最廣泛使用的公園。我們的市民曾為公
園籌款，為公園的活動擔任義工，並爭取保留它們。我們希望確保我
們的稅款能關注到我們的公園，並為後代維持可負擔得起的項目。請
投票反對第1號提案。

第1號提案會設立一個全新且獨立的機構，其將會接管我們的公
園。此機構將永遠存在－我們將無法改變它。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
（RCW）第35.61章，此機構將會是一個都市公園區（MPD）。其不會
有新的民選領導。本議會卻偏偏選擇讓自己去管制此公園區。該都市
公園區不用向西雅圖民眾負責。

該都市公園區，無須經公眾投票，便可將您的產業稅提高至每$1,000
估值價徵收高達75分。州法律允許都市公園區去出售，商業化和私有
化公園資產。該都市公園區可資助新的體育館和大型項目，購買，出
售或強制徵收土地，以及從事任何商業活動。“應考慮其對公眾的所
需或利益。”完全不需要你們的投票。  

西雅圖居民對於所確定的首務和提呈於選票的徵稅，一貫都與領導協
作。我們信任該體制。我們曾支持那些徵稅。徵稅讓我們的議會向我
們負責，且資助我們的公園和項目。我們支持讓我們的公園留在城市
常務資金中。除非我們反對第1號提案，否則我們將失去問責制和對
我們公園的控制。

在此秋季，我們將會對更多稅收提案進行投票。在保障西雅圖的宜居
性之競爭中，我們戰敗了。我們正將毀滅性的經濟負擔放於年輕家庭
和我們的長者身上。我們懇請您投票反對第1號提案。 

Our Parks Forever團體主張向選民提交詳細的定期徵稅，供其通
過。我們的公園預算不應夾雜着那些私營機構，如動物園和水族館。
如海濱公園等大型項目應該單獨提供資金。讓我們透過民眾所支持的
徵稅去處理公園維修保養和珍貴的項目。

請投票反對第1號提案。

 反對者使用極具誤導性的恐嚇戰略。第1號提案是為提供極其重要的
公園資金而撰寫，一個由公園倡導者所組成的市民委員會對它進行了
廣泛研究，然後高票通過，並經市議會和市長一致通過。 

此提案要求嚴格的透明度和問責制，包括一個市民監督委員會和年度
業績審計。其增加監督，並非減少：

其不會設立任何新機構或官僚制度。所籌集的資金會特定用於首要的
公園需求上，而非建設體育館。 

所有產業將維持在西雅圖公園和康樂部内，根據城市憲章而管治，並
受到第42號動議案的約束，限制出售公共產業。不會出售任何公園。
而實際上，此議案包括資助在西雅圖各地建設新公園。 

與以往的徵稅不同，第1號提案會維持我們現有的公園，保持它們清
潔，安全和方便大眾使用。 

第1號提案是對市民負責的。請投票贊成第1號提案。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聲明撰寫人：Ken Bounds、
Barbara Wright和Fartun Farah 
www.seattleparksforall.com

聲明撰寫人：Don Harper、
Carol Fisher和John Barber 
www.ourparksforever.com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第1號提案並非關愛我們的公園。而是一個聰明的欺騙。

事實上，它會設立被市議會所控制的都市公園區，這將永久改變西雅
圖公園的管理方式 － 使情況更壞！

雖然目前的公園維修保養可能是個問題，但沒有理由放棄所遺留的徵
稅制度，此制度讓選民有權為公園項目和維修保養確定稅收的優先次
序。  

贊成第1號提案的一票會將我們寶貴的公園資源之控制權永久地轉給
議會，其完全不用對選民負責。

任何當前或未來的議會都可以將我們的公園私有化，建設體育館或牢
籠更多動物園大象....甚至為私營發展而增加稅收 － 所有這一切都
無須公眾投票。

我們很遺憾金郡環保選民和Forterra組織並沒有就我們的關注與這些
公園倡導者談論。他們大部分時間也許是對的 － 但這次他們錯了。

真的熱愛我們的公園！請投票反對第1號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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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線（North Highline）消
防區為北高線消防區內的地區
提供緊急醫療及消防護衛服
務。本區專員委員會要求選民
通過一項服務費。  

服務費並不是一項產業稅。此服務費是一項使用費，目的是以
合理的比例來分配本區提供服務的費用，使其與產業所獲得的
可衡量服務相稱。該服務費將基於一個行業公認的標準公式，
考慮到火勢走向，建築物的平方英尺，以及建築物類型。 

本區專員委員會認為該服務費是最公平、最穩定、最可靠和最
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去資助本區的運作，以及維持令人滿意的服
務水平。

本提案要求選民授權徵收服務費，從2015年至2020年，為期六
年。如獲選民通過，服務費將於每年的11月30日之前確定，然
後於隨後一年收取。 在每年確定服務費之前，本區專員委員
會將舉行一個公眾聽證會，而每年業主將有權就服務費提出申
訴。 

第1號提案

應否授權北高線（North Highline）消防區每年徵收
服務費，為期六年，但所收金額不可超出其運作預算
的百分之六十，並禁止徵收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
52.16.160節中所允許的額外產業稅？

應

否

 

提案説明

投票贊成北高線（North 
Highline）消防區的第1號提案，
則是投票支持以一個公平可靠的方式為我們社區保證持續的優質消防
和緊急服務。北高線消防區依賴於產業稅，而這正受到經濟影響而資
金不足。北高線消防區為了保障我們已削減了開支，但現在我們的消
防區需要我們的幫助。北高線消防區比2008年的員工數量減少11人；
救火喉和其它必要的消防設備，以及安全裝置都需要更換；我們的消
防車也變得陳舊。 

第1號提案在將產業稅從每$1000估值價徵收$1.50降至$1的同時，還
會有助於使我們的社區和我們的消防員安全。一個更公平的服務費會
帶來不少資金，該服務費基於以下因素：如建築物大小和使用以及風
險。低收入長者可獲豁免，而減少風險將可以降低服務費。我們有權
就估值價提出申訴，而每六年可對該服務費作出投票。  

請幫助保護我們的生命，家庭和企業。支持我們的北高線消防區。支
持那些保障我們安危的人員。支持我們的社區。請投票贊成！

  在史諾夸米峽（Snoqualmie Pass）消防及拯救的緊急救援人員是我
們的家人和鄰居，透過保護我們的生命和財產來服務鄰居，並且保護
我們所居住和享樂的美好地區。

未有提交聲明。

對一項選票議案的贊成及反對聲明是由轄區委任的委員會所提交。沒
有人願出來做委員會成員及撰寫反對聲明。如果您希望在未來參與某
個委員會，請與您的轄區聯絡。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Mike Marrs消防局長
206-243-0330
office@northhighlinefd.org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聲明撰寫人：

Barbara Dobkin和Martha Koester
safety1st2014@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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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責。第51號史諾夸米峽（Snoqualmie Pass）消防護衛區

 史諾夸米峽（Snoqualmie 
Pass）消防及拯救為金郡和基
蒂塔什（Kittitas）郡大約22
平方英里的服務地區範圍提供
緊急醫療和消防護衛服務。本區專員委員會要求選民通過一項
服務費，來替代於2008年由選民通過，即將到期的六年服務
費。

一項服務費並不是一項產業稅。此服務費是一項使用費，目的
是以合理的比例來分配本區所提供服務的費用，使其與產業
所獲得的可衡量服務相稱。該服務費將基於一個行業公認的標
準公式，考慮到火勢走向，建築物的平方英尺，以及建築物類
型。於2015年開始，該服務費將擴至單一家庭住宅。

本區專員委員會認為該服務費是公平、最穩定、最可靠和最具
成本效益的方法去資助本區的運作，以及維持令人滿意的服務
水平。

本提案要求選民授權徵收服務費，由2015至2020年收取，為期
六年。如獲選民通過，服務費將於每年的11月30日之前確定，
然後於隨後一年收取。在每年確定服務費之前，本區專員委員
會將舉行一個公眾聽證會，而每年業主將有權就服務費金額而
提出申訴。

第1號提案

應否授權史諾夸米峽（Snoqualmie Pass）消防及拯救
每年徵收服務費，最長為六年，但所收金額不可超出其
運作預算的百分之六十，並禁止徵收華盛頓州修訂法
（RCW）第52.16.160節中所允許的額外產業稅？

應

否

提案説明

第1號提案聲稱該消防服務費並不
是一項稅收，而是一項使用費。記
住，消防服務費是強制性的，會包括在您的產業稅單上。如果我們通
過的話，您必須繳納。

該消防服務費並不公平。在通常情況下，產業稅是基於產業價值的上
限百分比，較豪華的房屋會比同等大小但不算昂貴的房屋支付更多。
相反地，消防服務費卻基於平方英呎與倍數因子的比例，並無考慮到
家庭的支付能力。  

該消防服務費明顯地提高開支上限。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
52.18.010 節將消防服務費設定可最高達運作預算的60％。此舉會從
開支限額中除去正常的制約與平衡，任由專員去挑選一項預算，然後
將消防服務費設至高達60％。您願意在六年內參加每個月的專員會議
以及公眾聽證會，去嘗試和控制該消防服務費增加嗎？您是有權就該
費用提出上訴。但並不意味着您有任何機會贏得上訴。

請反對該消防服務費。考慮在十一月選舉中一項解除徵稅限額，但無
須放棄我們對開支增長限額的控制之提案，以滿足我們社區的消防局
需求。

 

 由該消防服務費籌集的稅收是運作預算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該消
防服務費將公平地分配給所有獲得史諾夸米峽（Snoqualmie Pass）
消防及拯救服務的業主。自2012年收入下降以來，專員們一直都沒有
作出不必要的稅收增長。一項解除最高徵稅限額的提案將不會讓本部
門恢復到之前的收入。而該消防服務費則會將收入恢復到2012年的水
平。請通過第1號提案。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Jeremy Jay Wiseman消防局長
425-434-6333
jwiseman@snoqualmiepassfirerescue.org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聲明撰寫人：
Gerald Betts和Jeremy Martin 
eaglei178@msn.com

聲明撰寫人：
Ernst Schubert 
rejectspfrprop1@hotmail.com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第1號提案設法更新和擴大該消防服務費範圍，將其延伸到包括單一
家庭住宅。我們需要繼續支持我們勇敢的先遣人員，但擴大該消防
服務費範圍是一個非常冒險的財務方法。如獲通過，這將授予兩人權
力，去大幅增加您產業稅單上的金額。在谷歌搜索“華盛頓州修訂法
（RCW）第52.18章”，然後自己細讀。請投票反對。讓我們在十一月
嘗試其它方法。

自從之前的消防服務費（FBC）獲
得選民通過後，我們的消防局就面
臨多項挑戰：收入減少，運作和保養器材成本增加，裝備和培訓先遣
人員成本增加，如保險、公用事業、通訊、通貨膨脹以及求助電話量
等常務開支也增加。我們致力的消防員已縮減了回應時間，並全面提
高了集體技能。我們很幸運能有我們的鄰居來保護我們。如今，我們
必須通過第1號提案及再次授權一項消防服務費去支持他們。

此項重要的議案會重拾過去幾年所失去的收入，提供大約15％的運作
預算，並使我們的先遣人員能維持我們所有人所享用的優質服務水
平。該專員委員會也公開同意將降低目前與消防服務費一併徵收的產
業稅徵稅，從而平衡消防局的收入來源。如果沒有該消防服務費，我
們將看到對我們的消防局顯著的負面影響。我們呼籲大家投票贊成第
1號提案。



金郡選舉部對聲明、辯論或反駁内容的有效性或正確性概
不負責。78 東貝爾斯（East Pierce）消防及拯救

第1號提案 

維修保養及運作開支的產業稅徵稅

東貝爾斯（East Pierce）消防及拯救消防專員委員會（原名為
第22號貝爾斯郡消防護衛區）採納了第752號決議案，有關一項
資助維修保養及運作開支的提案。如獲通過，第1號提案將授權
本區不需遵守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84.52章所限制的徵稅
率與百分比，而向區内所有須納稅產業徵收一項產業稅： 

徵稅年份 收取年份
每$1,000估值價 
概約徵稅率 徵稅額

2014 2015 $0.53 $4,700,000

2015 2016 $0.52 $4,800,000

2016 2017 $0.50 $4,800,000

2017 2018 $0.48 $4,900,000

完全按照第752號決議案的規定，用於維修保養及運作，以及保
持消防和緊急醫療服務現有的水平。第1號提案應否被通過﹖

應

否

提案説明

請投票支持東貝爾斯（East 
Pierce） 消防及拯救－維持現有服
務水平及改善消防員人手編制。

本消防區需要我們的支持以提供優質的客戶服務。

東貝爾斯消防及拯救需要我們的支持。請投票贊成更新該徵稅，維持
優質的客戶服務，並聘請所需的消防員和緊急醫療輔助人員，從而提
高效率和服務。報案量空前之高，聘請12名消防員/緊急醫療輔助人
員將提供更快的回應時間，並使人員編制更接近國家標準。

消防車上有三名消防員可改善消防員能力並減少火災損失。

由於經濟下滑，東貝爾斯消防每年失去超過二百五十萬元，現要求更
新該為期4年的維修保養及運作徵稅，以取代失去的收入及填補空缺
職位。東貝爾斯消防及拯救目前主要以兩人消防車隊形式運作，通過
聘請所需的消防員/緊急醫療輔助人員，東貝爾斯消防及拯救便可改
善人員編制，以三人消防車隊形式運作，這比兩人消防車隊所執行救
援的效率快25％。 

本消防區為了應對經濟衰退的收入損失，多年來已降低了成本。 

東貝爾斯消防及拯救減少了基礎建設支出，運作預算以及加班費用。
在沒有顯著服務水平削減的情況下，員工也採取減薪/讓步。 

請‘投票贊成，更新該徵稅’。

這永無終止！該消防區永遠不滿足
於其所得到的金額，總希望得到更
多。當您把該消防區計劃所收取的所有不同產業稅加起來，此維修保
養和運作徵稅意味著一間價值$250,000的房屋，每年將要大約平均繳
納$620。此徵稅並沒有針對性目的。他們幾乎可以任意使用稅款。一
旦依賴於此項額外徵稅，他們將不願放棄。

我們的消防局長和消防員都躋身於美國最高的薪酬中。我們的消防區
並不是最富有，也不是最繁忙的。起薪及福利如下：年薪$124,000。
為何要支付白金級工資呢？

他們想要更多消防員？？？那麽，他們則必須進一步加強其義務消防
員項目！！！義務消防員有着大量有意義的工作並不會對職業消防員
造成威脅；而是增加人手編制和降低納稅人成本的保證。 

請擊敗該徵稅。無須感到有甚麼可内疚的。勇敢發言－投票反對！我
們必須要求我們民選的消防專員為我們納稅人倡導，而不是為管理層
和工會。除非我們打破這種重複循環，否則該額外徵稅和公債券將永
無終止。

由於經濟衰退的持續影響，需要該徵稅去幫助填補所失的收入，以及
增加最低人員編制以改善救援服務。額外消防員會提供更快捷的救
援，減少火災損失和傷亡。即使有了該徵稅，你們的消防稅仍低於
2008年和其它大小相似的貝爾斯（Pierce）郡消防區。 起薪顯著低於

所列的。我們的消防員獲取該行業中的可比工資。

請投票贊成。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Jerry E. Thorson消防局長
253-863-1800
info@eastpiercefire.org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聲明撰寫人：William Sandlian、
Margaret Drotz和Raymond Bunk 
dad1073@yahoo.com

聲明撰寫人：Rose Hill、Jacquelyn 
Whalen和Richard Willner 
253-848-5836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該消防區提議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收取一千九百二十萬元額外資金，
並將其用於任何符合維修保養和運作要求的事項上。聘請更多人員只
會惡化該消防區長期的財政問題。執行和指揮人員的平均成本負擔從
每人$124,000至$300,000。   

該消防區缺乏成本控制，因而並不保證對公眾不會造成額外的稅務負
擔。 

勇敢發言－投票反對！

受到過去五年估值價25％的下
降之影響，東貝爾斯（East 
Pierce）消防及拯救於2014年
8月的選票上提呈了一項維修
保養及運作徵稅。此提案授權本消防區以每$1,000估值價概約
徵收$0.53至$0.48的稅率，每年收取四百七十萬元至四百九十
萬元，為期四年－從2015年至2018年。本提案讓選民有機會去
維持消防局服務，目前的人員及後備隊水平，並且聘請額外消
防員，以應對不斷增長的緊急求助需求。

由於全國經濟衰退，本消防區從2010到2013年的資本不足為一
千萬元，或每年約二百五十萬元，因此必須在沒有顯著的服
務水平削減之情況下，減少支出。自2009年以來，本消防局已
減少加班，基礎建設支出及防範開支，連同在維修保養，教育
和培訓等方面作出超過$300,000的削減。目前尚未購買新的裝
備。人員也接受減薪或無薪假期。多個職位懸空。為了維持或
更換陳舊的消防車和緊急救護車，資金是必要的。

通過此提案將維持目前的服務水平，而否決此提案將導致進一
步的服務削減。 



Jurisdiction King County Elections is not authorized to edit statements, 
nor is it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s therein. 79西雅圖市

此法令乃關於設立一個西雅圖公園區；要求舉行一個特別選舉，
與2014年8月5日初選同時舉行，向居住在本市内的選民提呈一項
設立西雅圖公園區的提案。

鑑於，根據城市憲章第十一條，公園和康樂部（“DPR”）負責城
市的公園和公共綠地之管理和控制；以及

鑑於，公園和康樂部管理一個佔地6,200英畝的公園系統，有465
個公園和廣泛的自然區域，包括田徑場、網球場、遊樂區和兩個
特色花園；以及長達25英里的林蔭大道和長達120英里的小徑，連
同眾多康樂設施，包括26個社區中心、8個室內游泳池、2個室外
（夏季）游泳池、2個小型工藝品中心、4個高爾夫球場和一個室
外體育館；以及

鑑於，在2014年公園及康樂主要的維修工作所積壓的成本估計為
二億六千七百萬元；以及

鑑於，本市的綜合規劃，2011年公園發展規劃及2014年公園遺產
規劃等都概述有關保護和改善公園、空地、設施和活動的關鍵戰
略，目標和投資；以及 

鑑於，本市目前和未來的可用資金有限，難以支付對其現有公園
和康樂設施及項目作出必要的保留和維修保養，以及作出針對性
投資，為預測及應對未來需求而設立創新項目；以及 

鑑於，根據第31454號決議案（2013年5月），市長和市議會設立
了一個公園遺產市民諮詢委員會（“遺產委員會”），以確保市
民參與制訂一個可能的選票議案，有關公園及康樂設施和項目的
資助、運作、維修保養、發展和購置；以及

鑑於，該遺產委員會在被正式委任，經過無數小時公開會議，聽
取公眾證言和審議後，建議市議會透過向居住在西雅圖市邊界內
的選民提呈一項選票議案去設立該西雅圖公園區（“西雅圖公園
區”），從而發動設立一個都市公園區；以及

鑑於，該遺產委員會建議，如果設立一個都市公園區的話，會採
取措施去提供市民對公園區資金的持續監管；以及

鑑於，華盛頓州修訂法第35.61章和其它州法律規定，可透過所
提議的稅區之選民批准向其所提呈的一項選票議案，而去設立一
個都市公園區，而該都市公園區有一定的法定權力，包括有權徵
稅和徵收各種稅款和費用，用以製造收入來提供持續的資金去維
持，運作和改善公園、社區中心、游泳池和其它康樂設施及項
目；以及 

鑑於，西雅圖市議會已決定所設立的都市公園區，將被稱為西雅
圖公園區，這包括西雅圖市邊界內的整個區域，其將加強和穩定
可用於當前和日後在本市内的公園項目、活動和服務的資金；以
及 

鑑於，西雅圖市議會認為向居住在本市邊界内的選民提呈一項選
票提案，從而設立一個全市範圍的都市公園區，是為了本市及其
居民和企業的利益；此提案將提供穩定的持續資金，用於維修保
養，運作和改善本市各地的公園、社區中心、游泳池和其它康樂
設施及項目；以及

鑑於，市議會制定了第118056號議會法案，前提是，如果選民批
准成立該西雅圖公園區，市長則會授權與新成立的公園區簽署一
份地區間協議；以及  

鑑於，該地區間協議規定，除其它事項外，持續市政府對所有公
園資產的擁有權，無論是透過市政府或公園資金而購置；將所有

公園區資金支付市政府作公園和康樂服務用途；利用公園區資金
去支付公園和康樂部員工，以保障市政府僱員；而公園區的預算
則要配合市政府的正常預算程序；繼續從城市的常務子基金收入
採取公園資金，包括最低資金基線水平，而每年會經消費者價格
指數進行調整；設立一個社區監督委員會和一個公園區董事會考
慮其建議的準則，以及對本市以社區為基準的公園專員董事會的
資格要求，連同對來自獨立來源就預算、優先事項和徵稅決策的
報告之準則；遵守適用的聯邦，州和地方法律以及城市憲章，包
括但不限於當時的工資、公開會議、公共記錄、道德和非歧視，
以及公園區的終止和解；故而現在，

玆由西雅圖市特此指令如下：

第1節. 選舉－選票標題。市議會指令市秘書長，向作為選舉當然
督導的華盛頓州金郡選舉部部長提呈本法令。市秘書長應要求選
舉部部長在西雅圖市舉行一個特別選舉，與2014年8月5日初選同
時舉行，其目的是向本市邊界內（亦即所提議的公園區邊界）的
選民提呈一項提案，以設立如華盛頓州修訂法第35.61章所授權的
西雅圖公園區。市秘書長會依法向金郡選舉部部長確證一個選票
標題，格式大致如下，包括市律政司可能批准的任何修改：

西雅圖市

第1號提案

西雅圖公園區

西雅圖市第1號提案是關於設立一個都市公園區－西雅圖公園區。

此提案將設立西雅圖公園區，提供持續資金去維修保養、運作和
改善公園，社區中心，游泳池及其它康樂設施和項目。該區的邊
界將與西雅圖市的邊界一致，而其董事會則由西雅圖市議會成員
組成。其可以行使在州法律中賦予都市公園區的權力，包括徵收
產業稅，以及與市政府以合同方式進行公園區活動。

[  ] 贊成設立一個都市公園區，由西雅圖市議會成員擔任該西雅
圖公園區專員委員會的當然成員，負責監管。

[  ] 反對設立一個都市公園區。

第2節. 西雅圖公園區的邊界。西雅圖公園區的邊界將與西雅圖市
的邊界一致。 

第3節. 確證。特此批准並確證，市秘書長向金郡記錄與選舉部部
長確證第1節中的提案，以及與授權相一致，在本法令通過後所採
取的任何其它行動。

第4節. 生效日期。本法令應在市長批准後立即生效及執行；但若
被市長退回並沒有簽署，其則在退回後立即生效及執行；或若在
提呈後十天内，市長沒有批准並退回，其則在提呈給市長後的第
11天生效及執行；或若被市長否決，其則在不通過市長的否決後
立即生效及執行。 

第124467號法令全文



供以下地址所有選民使用：

如果需要獲取此手冊的另一個版本，請致電206-296-VOTE(8683)，
與金郡選舉部聯絡。 

請回收您的選民手冊

919 SW Grady Way, Ste 100
Renton, WA  98057-2906

選舉資訊附有中文和越南文版本
To comply with Section 203 of the Federal Voting Rights Act, King County is required to provide voting 
materials i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To request voting materials, update your language preference or 
register to vote, visit www.myvote.wa.gov or call 206-296-VOTE (8683). 

Để thực hiện theo Mục 203 của Đạo Luật Liên Bang 
về Quyền Bỏ Phiếu, Quận King được yêu cầu phải 
cung cấp các tài liệu bỏ phiếu bằng tiếng Trung 
Quốc và tiếng Việt. Để yêu cầu các tài liệu bầu cử, 
cập nhật lựa chọn ngôn ngữ của quý vị hoặc đăng 
ký bỏ phiếu, ghé đến www.myvote.wa.gov hoặc gọi  
206-296-VOTE (8683) và bấm số 3. 

根據聯邦投票權利法案第203節之要求，金郡需要
提供中文和越南文版的選舉資訊。欲要索取選舉資
訊，更新您的語言選擇或登記投票，請查看網站
www.myvote.wa.gov或致電206-296-VOTE(8683)，
然後按“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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