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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地區性選民手冊



閲讀地區性選民手冊
爲甚麽有些在地區性選民手冊裏的議案和候選人
不在我的選票上？

在您選票上的議案和競選反映出您所登記投票的
選區。該地區性選民手冊可能包含多個選區，並
包括您選區以外的議案和競選。

甚麽是提案説明？

提案説明是由每個選區的律師所撰寫，陳述如果
該選票議案通過成爲法律後的影響。

一項議案的贊成或反對委員會是如何成立的？

選擇出版地區性選民手冊的選區有責任任命同意
撰寫聲明的委員會成員。

聲明是遊說選民投票支持或反對一項議案的方
法。金郡選舉部對聲明的内容或準確性概不負
責。

地區性選民手冊裏的候選人是如何排列的？

地區性選民手冊裏的候選人次序依其在選票上的
次序而排列。		

候選人聲明的字數限額是根據每個選區内的登記
選民數目而定。

金郡選舉部對聲明
的內容或準確性概
不負責。

i

2您將收到兩本選民手冊

金郡選民在此次選舉中將收到兩本選民手冊。
除了此選民手冊外，您還將會收到一本來自州
務卿的選民手冊，該手冊包括州動議案和議
案，以及州府職位。

親愛的選民：

如果你們被問及在管理選舉運作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甚麽，你們很可能認為是達到準確性。這的確是
我在2009年就任時所許下的重要承諾之一。有效且負責任地運用你們所支付的稅款來支持選舉也同
樣重要－這意味着選擇（有時是艱難的決定）為選民提供怎樣的服務。在任何選舉中無論有多少人
投票，我們都會為每位登記選民編制及寄出一份選票和選民手冊，如你們一樣的選民大約有120萬
位，而選舉部必須做足準備去處理最終填投及交回的任何數量選票。	

每一年，我們會就很多決定因素進行研究，考查和報告，我們靠這些因素來籌備選舉和作出支持服
務選擇。我們其中的職責是為你們和特殊利益相關者提供此項資訊。你們可以在第12頁查閲一些我
們的業務統計。如要查看選舉部年度報告的完整副本，請瀏覽此網站：	tinyurl.com/lnwcz88，或
向我們的辦公室索取一份副本。	

你們在報告上所看到的優秀數字是透過減少選民錯誤，連同我們工作人員所實施的創新和效率工作
而得出來的。我們非常感謝眾多位在此選民手冊中表達其信息的名人，以及為我們“做一位明智的
選民”活動效力的人士。當投票上的錯誤減少，我們的運作成本也會降低。當選民錯誤減少，這亦
意味着可點算更多合資格的選票，這也是我的主要承諾之一。

我歡迎你們提出任何問題及建議！	

此致，

Sherril Huff, 選舉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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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資格

如要在華盛頓州登記投票，您必須是：

•	美國公民

•	華盛頓州的合法居民

•	在選舉當日已年滿18歲

•	沒有受到懲教部的監管

如何登記

•	在州務卿的網站進行登記：
www.sos.wa.gov

•	從金郡選舉部的網站下載一份登記表格

•	親臨金郡選舉部辦公室或選民登記附屬辦事處進行登記

登記的截止日期

雖然您可以在任何時候登記投票，然而在每次選舉之前都有登記的截止日期。2014年11
月4日普選及特別選舉的截止日期如下：

•	10月6日－登記投票或更新選民登記資料的截止日期

•	10月27日－尚未在華盛頓州登記的人士親臨登記的截止日期。您可親自前往位於連
頓（Renton）的選舉部辦公室，或在西雅圖的選民登記附屬辦事處。

保持您的選民登記資料新確

如果您搬遷了或更改了姓名，又或者您的簽名改變了，請更新您的選民登記資料。簡單
地提交一份新的登記表格，更新您的資料。

登
記
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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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選舉當日已年滿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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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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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前往我們的選民登記

附屬辦事處

金郡選舉部在位於西雅圖市中心的附
屬辦事處提供有關選民登記事宜的方
便親身服務。

提供的服務：

•	登記投票
•	更改或更新您的地址或姓名
•	選民登記卡
•	有關非傳統地址/無家可歸的

選民，以及郵寄地址與居住
地址等資訊和協助

•	取消一個選民登記

沒有提供的服務：

•	補發選票
•	接受已填寫的選票
•	接受對選民登記資料的質疑
•	處理受質疑的簽名事宜
•	方便投票
•	地圖或選民數據檔案
•	候選人申報

如欲獲得上述服務，請聯絡金
郡選舉部：
206-296-VOTE(8683)。

聯絡資料

電話：
206-296-VOTE	(8683)
1-800-325-6165
TTY	Relay:	711

電郵：			
elections@kingcounty.gov

上網：			
www.kingcounty.gov/elections

郵寄或親臨：			
919	SW	Grady	Way
Renton,	WA		98057

金郡選舉部辦公時間是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選民登記附屬辦事處*	
金郡行政大樓
500	4th	Ave.,	Room	440
Seattle,	WA		98104

該選民登記附屬辦事處的辦公室時間
是星期一至五，早上8時30分至下午

1時，下午2時至下午4時30分

*請注意，此地點僅提供與選民登記相關的
服務。



透過郵寄方式

您一旦收到您的選票，就可以填寫並透過美國郵政服務交回。			

選票必須蓋上11月4日或之前的郵戳。郵寄選票需要一等郵件的
郵資。

24小時投放箱

無須透過美國郵政服務或使用一張一等郵票，便可將您的選票交回到一個選票投放箱。

Burien	City	Hall
（布萊恩市政廳）
400	SW	152nd	Street,	Burien	98166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Crossroads購物中心）
南面入口
15600	NE	8th	Street,	Bellevue	98008

Federal	Way	City	Hall
（費多威市政廳）
33325	8th	Avenue	S,	Federal	Way	98003

Issaquah	City	Hall
（伊薩夸市政廳）	
130	E	Sunset	Way,	Issaquah	98027

King	County	Elections
（金郡選舉部）
919	SW	Grady	Way,	Renton	98057

Lake	Forest	Park	City	Hall
（湖林公園市政廳）
17425	Ballinger	Way	NE,	
Lake	Forest	Park	98155

Regional	Justice	Center
（區域司法中心）
401	4th	Avenue	N,	Kent	98032
停車場入口附近

Redmond	City	Hall
（雷德蒙市政廳）
15670	NE	85th	Street,	Redmond	98052

西雅圖選票投放箱地點：

Ballard	Branch	Library
（巴雷分區圖書館）
NW	57th	Street和22nd	Avenue	NW的十字路口,	
Seattle	98107

King	County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金郡行政大樓）
500	4th	Avenue,	Seattle	98104

選票投放箱於10月16日起，每日24
小時開放。

選票投放箱於選舉日，11月4日，
晚上8時關閉。

交
回
您
的
選
票

全新的

安排的投放小貨車

無須透過美國郵政服務或使用一張一等郵票，便可將您的選票交回到一個選票投放小貨車。小貨
車只會於下列日期和時間内停放在這些地點：

Auburn	City	Hall
（奧本市政廳）
25	West	Main	Street,	Auburn,	98001

Kirkland	City	Hall
（科克蘭市政廳）
123	5th	Avenue,	Kirkland,	98033

Sammamish	City	Hall
（史曼米須市政廳）
801	228th	Ave	SE,	Sammamish	98075

SeaTac	City	Hall
（西塔市政廳）
4800	S	188th	Street,	SeaTac,	98188

Shoreline-Aurora	Square	Shopping	
Center
（岸線奧羅拉廣場購物中心）
15505	Westminster	Way	N,	Shoreline,	98133	

Tahoma	School	District	Building
（塔何瑪校區大樓）
25720	Maple	Valley-Black	Diamond	Rd	SE,	
Maple	Valley,	98038

White	Center	at	Greenbridge	Library
（位於綠橋圖書館的白中心）
9720	8th	Avenue	SW,	Seattle,	98106

Woodinville	City	Hall
（伍德迪威爾市政廳）
17301	133rd	Avenue	NE,	Woodinville,	98072

西雅圖選票投放小貨車停放地點：

Magnuson	Park
（Magnuson公園）
6344	NE	74th	Street,	Seattle,	98115
使用74th	Street入口

Rainier	Community	Center
（雷尼爾社區中心）
4600	38th	Avenue	S,	Seattle	98118

West	Seattle	Stadium
（西西雅圖體育館）
4432	35th	Avenue	SW,	Seattle,	98126

大學校園地點：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Campus
（華盛頓大學校園）
Red	Square,	Seattle,	98105
沒有提供停車位或汽車通道	

開放時間：

11月1日，星期六，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11月3日，星期一，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11月4日，選舉日，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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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簽名證實
您的投票

將選票交回到選舉部之前，請
在您的回郵信封背面的宣言上
簽署。花點時間，細心地簽
署。

在計算任何選票之前，州法律
規定經過特別訓練的選舉部人
員要確保選票信封上的簽名
與您選民登記檔案中的簽名吻
合。假如您忘記簽名或簽名不
吻合，選舉部就不能計算您的
選票。如果有這樣的情況，選
舉部人員將會與您聯絡以便解
決此問題。

方便投票中心可供需要填
寫選票協助的選民使用。
受過訓練的工作人員和特
別的設備可幫助體能有障
礙的選民投出一份隱秘和
獨立的選票。

選民也可在開放時間内於
這些地點交回選票。

King	County	Elections（金郡選舉部）
919	SW	Grady	Way,	Renton	98057

開放時間：
10月17日至11月3日，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11月4日，星期二，上午8時30分至晚上8時

Seattle	Union	Station（西雅圖Union
車站）
401	S.	Jackson	Street,	Seattle	98104

開放時間：
11月3日，星期一，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11月4日，星期二，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Bellevue	City	Hall（表爾威市政廳）
450	110th	Avenue	NE,	Bellevue	98004

開放時間：
11月3日，星期一，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11月4日，星期二，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方便投票中心

如
何
郵
寄
投
票

•	 請仔細閱讀，並依從選票上和選民手冊内的指示。

•	 在填寫您的選票前，請閲讀整張選票的正背兩面。
•	 使用一支黑色原子筆。

•	 將選票頂部的存根撕下並回收。

•	 簽署回郵信封背面的宣言並註明日期。

•	透過郵寄方式將您的選票交回（使用一
張一等郵票），或將其交回到一個選票
投放箱。

請切記在11月4
日，選舉日截
止日期前將您
的選票交回。

!
John Ad

Don’t forget to sign below!

Election Day:  November 4, 2014



您的簽名證實
您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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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假如您忘記簽名或簽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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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此問題。

方便投票中心可供需要填
寫選票協助的選民使用。
受過訓練的工作人員和特
別的設備可幫助體能有障
礙的選民投出一份隱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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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回郵信封背面的宣言並註明日期。

•	透過郵寄方式將您的選票交回（使用一
張一等郵票），或將其交回到一個選票
投放箱。

請切記在11月4
日，選舉日截
止日期前將您
的選票交回。

!
John Ad

Don’t forget to sign below!

Election Day:  November 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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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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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職責 任期
（年）

薪資
（2014）

地區法院法官
（由該選區選民選出）

•	審理和判決輕罪刑事案件，損失金額少於
$50,000的民事案件，小額索償，交通案
件，以及家庭暴力保護令申請。

4 $144,544

金郡檢控官
(由金郡所有選民選出)

•	在刑事案件上代表州和郡
•	起訴郡内的重罪案件及一些輕罪案件
•	擔任郡官員的法律顧問
•	監督家庭支援部門，包括確立生父身份及

子女撫養費

4 $185,907

西雅圖市法院法官
(由全市選民選出)

•	審理和判決輕罪和嚴重過失的罪行，包括
家庭暴力、受影響下駕駛、交通違規、停
車罰單和亂拋垃圾

4 $139,237

在州選民手冊內載有關於州和聯邦職位的資料，包括美國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州議會參
議院和眾議院、最高法院法官和上訴法院法官。

華盛頓州在其初選採用一個
“前兩名”的制度。	

一個前兩名初選允許選民投選每項競選中的任何候選人。在初選中得票最多
的兩名候選人會進入普選。候選人必須得到該項競選中所投票數的至少1％
方可進入普選。

前兩名初選適用於黨派職位。其不適用於選區委員會官員。雖然有一些小差
別，無黨派職位的選舉，例如市議會或法官，都以與前兩名初選相似的形式
進行。一般情況下，在初選的一項無黨派競選中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會進
入普選。

您可能好奇為甚麼有些職位沒有出現在初選的選票上。當只有一名或兩名候
選人申報競選一個無黨派職位時，並不會有初選，候選人會自動進入到普
選。就黨派職位而言，即使只有一名或兩名候選人，仍會有一個初選。



Tina Thompson
西雅圖Storm女子籃球隊

當您迅速採取行
動，您仍可以發表
意見！

遺失或損壞了選
票？

立刻索取一份補發
選票。

然後在選舉日截止
日期前將您的選票
交回。

做一位知情
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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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進入普選。

前兩名初選適用於黨派職位。其不適用於選區委員會官員。雖然有一些小差
別，無黨派職位的選舉，例如市議會或法官，都以與前兩名初選相似的形式
進行。一般情況下，在初選的一項無黨派競選中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會進
入普選。

您可能好奇為甚麼有些職位沒有出現在初選的選票上。當只有一名或兩名候
選人申報競選一個無黨派職位時，並不會有初選，候選人會自動進入到普
選。就黨派職位而言，即使只有一名或兩名候選人，仍會有一個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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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統計數據

Cuong Vu
爵士小號手

不要錯過這次選舉的任何一個節拍。	

簽署並儘早交回您的選票。

選舉日截止日期是11月4日。

做一名知情的選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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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郡

檢控官

學歷：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本科生

職業：金郡檢控官

聲明：作為金郡檢控官，我致力於領導全國最出色的檢控處，吸引
努力完成我們使命的最優秀律師和人員，以秉公執法並改革我們的
刑事司法體系。過去30年，在本檢控處，我逐漸意識到這些真理在
我擔任這一職位時給了我指引，其中包括：

讓孩子們好好上學是我們最好的罪案預防策略，將被指控有未成年
人犯罪行為的年輕人從法院轉移到關懷社區，就可以改變他們的思
維方式。我們所面臨的很多複雜社會問題都無法在法院或牢房中解
決，但是，法律可以作為一種有效的工具，以實現更為可喜的結
果，例如對於化學藥品依賴性或精神疾病的治療。

同時，孩子們非法攜帶槍支也不是什麼好事。汽車偷盜和入室盜竊
的性質是生活犯罪，而非財產侵害。對於一個家庭而言，儘管只是
為數不多的犯罪，也比至親命喪醉酒司機輪下更具毀滅性。充足的
社區資源能夠協助家庭暴力和性侵犯受害人成為倖存者。預防老人
受到虐待，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我們的司法體系中存在著種族比例失調的事實，以受犯罪影響最為
嚴重的情況損毀了我們的聲譽。任何司法體系的目標都是減少累
犯，但是現在，刑滿釋放的人中有三分之二都將在三年內重返監
獄。如果我們要在降低全國入獄率方面取得進展，就必須建立有效
的再入獄體系。

攜手同心，我們就能夠塑造公正的刑事司法體系，滿足我們動態社
區的需求。能夠以檢控官的身份代表你們，我深感榮幸。

 Dan Satterberg 
 800 5th Avenue Box 101-254 
 Seattle WA  98104 

 (206) 229-7008 
 dan@satterberg.com 
 www.dansatterberg.com 

（選擇共和黨）

!候選人聲明及議
案辯論完全依提
呈原文列印。

金郡選舉部不對任何
標點，文法及語法錯
誤或不正確的資訊作
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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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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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東北選區

第1號法官席位

學歷：憑藉我對於法律的熱愛，我在兩年
內完成了法學院的學業。

職業：我很榮幸地成為了一名代理法官/臨時法官

聲明：我深知要做到公正、慈悲並追究當事人的責任需要什麼樣的
品質。自2001年起，我就開始執行刑法。我曾擔任過金郡檢控官、
公眾辯護人，並擁有過我自己的律師業務。

我認為自己具有勝任此職位的獨特資質。進行過成功的刑事辯護之
後，我現在將重點放在了代理法官/臨時法官的工作上，數年來為多
個法院提供了服務。我作為代理法官/臨時法官的職責反映了民選法
官的責任。我曾就實質性的問題進行過裁決，並從未推翻過上訴。

我對於法律的熱愛得益於我曾擔任過司法官的祖母。她曾告訴過我
法院中一些法官是如何對人們的日常生活進行改變的，以及他們的
機敏、才智以及慈悲。她鼓勵我要努力工作、平等待人，並在對自
己和服務對象負責任的同時展示自己的同情心。

隨著職業的不斷發展，我期望能夠對我的社區帶來更多影響。我希
望能夠為社區提供服務並協助那些不那麼幸運的人士。現在，正是
展現全新正義之Dawn的大好時機。

 Dawn M. Bettinger 
 PO Box 761 
 Redmond WA  98074 

 (425) 802-7703 
 dawnbettinger@hotmail.com 
 www.dawnbettinger.com 

學歷：普捷灣大學（西雅圖大學）法學博
士；普渡大學法律顧問專業理科碩士；馬凱特大學心理學文科學	士

職業：地區法院法官；前檢控官、公眾辯護人以及民事訴訟律師

聲明：Garrow法官曾在所有的東區法院擔任地區法院法官長達16年
之久（感謝！）。她對於維護司法公正性充滿激情。她努力確保每
個人的心聲都能被聽到、所有人都能得到公平對待與尊重，以及合
法權利得到保護。所以，請支持她的再選。

包括最高法院法官在內的140多位法官都支持她的再選。Garrow法官
得到了金郡律師協會的最高評級：「極其勝任」。她是法律界的領
導者，曾被選舉入州司法管理委員會，並多次被選舉為東區主審法
官。	

成為法官前，Janet曾在公共與私人律師業從業17年。她曾是
Cairncross	&	Hempelmann的一位合作夥伴。

Janet成長於農場上的一個大家庭，並支付了上學所花的全部費
用。她已在表爾威（Bellevue）居住了24年，並有一個十幾歲的女
兒。Janet還是多個當地民生服務機構的志願者。

廣泛的支持：警務署署長John	Urquhart；金郡警官聯合會；表爾
威（Bellevue）市長Claudia	Balducci、議員Conrad	Lee；眾議
員Judy	Clibborn、Cyrus	Habib、Roger	Goodman；郡議員Kathy	
Lambert、Jane	Hague；前美國檢控官John與Mike	McKay；全國婦女
政治黨團；金郡勞工委員會；金郡民主黨人。

 Janet Garrow 
 PO Box 23125 
 Seattle WA  98102 

 (206) 367-8704 
 judgejanetgarrow@gmail.com 
 www.reelectjudgejanetgarr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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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法官席位

學歷：康乃迪克大學理學士；奎尼匹克大
學法學院法學博士；UW大學法學院專業調解認證。

職業：代理法官/臨時法官，辯護律師，前KC區法院檢控官。

聲明：「Sarah的生活經歷和22年的檢控官、辯護律師以及代理法
官/臨時法官職業生涯，令她極其能夠勝任這個職位。」	–	Robert	
McSeveney法官（已退休）

我是由單身母親撫養長大的，11個孩子中，我最為年幼。我出身貧
寒，並且是我的家庭中第一個獲得大學學位的人。我姐姐的謀殺案
懸而未決、法院無法處理我另一位姐姐的精神疾病狀況，這都激起
了我對法律的興趣以及對於改良我們的司法體系的熱情。

作為一名法官，我將以體面、耐心且尊重的態度對待每一個人。我
最擔心的是公共安全問題，並且，我將重點關注那些給我們的社區
構成最大威脅的罪犯。我將努力實施新技術以更好地追究罪犯的責
任，並將推行常識計劃以提高工作效率、節省納稅人的金錢。

「我們一致認為，Sarah具有卓越的資質，能夠為我們的法庭帶來積
極的影響。」	–	參議員Karen	Keiser	(D)以及眾議員Jay	Rodne
（已退休）

數以百計的廣泛支持中包括：

全國婦女政治黨團；
法官、律師、檢控官；
第一LD民主黨人；金郡共和黨人；
警員與消防員

Sarah與其丈夫Steve及兩個十幾歲的孩子共同居住在表爾威
（Bellevue）市。	

 Sarah Hayne 
 14725 NE 20th St, # D-49 
 Bellevue WA  98007 

 (425) 269-6886 
 friendsofsarahhayne@gmail.com 
 www.sarahhayne.com 

學歷：明尼蘇達大學法學博士；維門學院
文學士

職業：東北地區法院法官；前表爾威（Bellevue）檢控官以及民事
訴訟律師

聲明：您目前的東北地區法院法官Shah擁有20年的從業經驗。Shah
法官致力於每天為您提供公平公正的結果。Shah法官曾被金郡律師
投選為十大法官之一，並被華盛頓女性律師以及所有其他的律師協
會評為「極其勝任」。	

Shah法官有著公平、獨立以及勤奮的良好記錄。作為表爾威
（Bellevue）的檢控官，Shah法官創立了家庭暴力單元，嚴格追究
危險被告人的責任。在處理民事訴訟的過程中，他定期作為志願者
向有需求的人士提供法律服務。在法庭上，Shah法官以公平、尊重
的態度對待每一個人。

作為印度移民之子，Shah法官與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在華盛頓生活
了28年。他在當地青少年足球俱樂部擔任教練已有12年之久，並是
該俱樂部的副總裁。	

支持方：9位最高法院法官；所有的東北地區法院法官；100多位法
官；司法部長Ferguson；司法部長McKenna（已退休）；警務署署
長Urquhart；表爾威（Bellevue）警察局長Linda	Pillo（已退
休）；金郡警官聯合會；法院職員與見習人員；郡議員Lambert、
Hague、Dembowski、Gossett；眾議員Habib、Hunter、Goodman、
Senn、Clibborn；金郡勞工委員會；金郡民主黨人；表爾威
（Bellevue）及麻沙島（Mercer	Island）市市長。

 Ketu Shah 
 PO Box 20655 
 Seattle WA  98102 

 (206) 790-5153 
 retainjudgeshah@outlook.com 
 www.retainjudgesha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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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院優等成績畢業
者、法學博士；維門（Whitman）學院文學士

職業：代理法官/臨時法官；前刑事副檢控官及民事訴訟律師

聲明：律師協會所有成員對Lisa	O’Toole的評價都是「極其勝任」
和「非常勝任」，她致力於追求公正以及努力提高公共安全性，並
激發大眾對於我們法律體系的信心。

作為同時從事過民事及形式訴訟的唯一一位候選人，Lisa將帶著自
己27年的豐富履歷就任，在這27年間，她先後擔任過金郡地方法院
代理法官/臨時法官、前金郡副檢控官以及私人律師業界的民事訴訟
律師。

支持者不乏最高法院、上訴法院、高等及地方法院法官，其中包
括：目前正任職但已臨近退休Linda	Jacke法官；眾所周知，Lisa是
一位秉公執法的好法官，她待人公正、尊重，並且知識淵博、極富
同情心。作為一名地區法院法官，她將繼續確保以公正、高效率且
公平的方式進行司法管理。	

來自兩黨支持：金郡檢控官Satterberg，員警署署長Urquhart，眾
議員Habib、Clibborn以及Goodman，金郡議員Hague以及Dunn，表
爾威（Bellevue）市市長Balducci、郡議員Chelminiak以及Lee，
麻沙島（Mercer	Island）市市長Bassett、議員Cero，紐卡索
（Newcastle）市市長Buri，以及雷德蒙（Redmond）議員Allen

金郡警官聯合會，柯克蘭（Kirkland）警官聯合會；科克蘭
（Kirkland）以及表爾威（Bellevue）消防員，前表爾威
（Bellevue）警察局長（Linda	Pillo），金郡勞工委員會，金郡民
主黨人；第1、5、45及48區的民主黨人。

 Lisa O’Toole 
 6947 Coal Creek Parkway SE #238 
 Newcastle WA  98059 

 (206) 799-8236 
 otooleforjudge@gmail.com 
 www.lisaotooleforjudge.com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三一
路德學院文學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代理法官/臨時法官，KCDPD監理律師

聲明：Marcus	Naylor是唯一一位被金郡律師協會評為「極其勝任」
的候選人。作為法官及律師，Marcus擁有20多年無可比擬的刑事及
民事從業經驗。這就是為什麼Marcus是唯一一位獲得金郡共和黨與
金郡民主黨大力支持的候選人。

Marcus出生於韓國，9歲前一直生活在一家孤兒院中，然後被一對慈
愛的美國父母所收養，並在他們的支持下成為一名律師。Marcus還
是一名經驗豐富且十分正直的代理法官/臨時法官。他將嚴厲打擊犯
罪、同情受害人及其家庭，並以公正的態度做出裁決。

請與親眼見證其傑出工作的以下人士——一起支持Marcus	Naylor：
華盛頓州最高法院法官Barbara	Madsen（首席法官）、Steve	
Gonzalez以及Mary	Yu，華盛頓上訴法院首席法官Michael	
Spearman，30多位金郡法官，100多位檢控官、公眾辯護人以及民事
訴訟律師，懲教官/緩刑教官，職員與法警。

其他支持者還包括：華盛頓州郡及市公務員議會、西雅圖馬歇爾聯
合會、AFSCME當地第21、39、45、48區有立法權的民主黨人。請選
舉Marcus	Naylor為地區法院法官。

	

	

 Marcus Naylor 
 3518 Fremont Ave N Suite 545 
 Seattle WA  98103 

 (206) 941-4440 
 naylorforjudge@gmail.com 
 www.marcusnayl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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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商務專業文學士，岡察
格大學法學博士

職業：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感謝大家允許我擔任當地區法院法官。如能繼續擔任此職
位，我將深感榮幸，由此我便可以確保訴諸法律並不僅僅意味著開
啟了一扇門。而是意味著提供了一個論壇，在此論壇中，不論您是
誰、有何種觀點以及在您面前聆聽您的心聲和困擾的法官是誰，所
有人的聲音都能被聽取。我將繼續展現您所期望的品質：公正、獨
立、誠信以及正義。我將以尊重、公平且體面的方式待人。我只能
發誓，我將盡我所能繼續為我們的社區提供最好的司法服務。

工作經驗：副監理律師，巴索（Bothell）、杜瓦爾（Duvall）、伊
薩誇（Issaquah）、科克蘭（Kirkland）、麻沙（Mercer	Island）
以及雷蒙德（Redmond）市的行政法官，雷蒙德/巴索（Redmond/
Bellevue）私人律師，華盛頓2000年度出庭辯護律師法官，1968-
1974年間在美國海軍服役，越戰退伍老兵，VFW終身成員；1995-至
今擔任東金郡律師協會理事。結婚四十四年，育有兩個女兒，並已
喜獲五個孫兒。並已是社區三十五年的老居民。

 Peter L. Nault 
 16505 NE 135th Pl 
 Redmond WA  98052 

     pncnault@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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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博士，華盛頓大學
文學士，華盛頓湖中學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過去18年裏，我很榮幸能夠作為地區法院法官為金郡市民們
服務。在那段時間裏，我努力在適合的法律標準、常識以及同情	心
之間維持恰當的平衡。我也曾嘗試在從整體上維持我們法院系統的
改良工作，同時每日努力提高自己的法律知識以及更好地了解我所
面對的每一個個體之間維持一種平衡。

	我曾擔任過金郡地區法院領導人，既擔任過執行委員會成員也擔任
過主審法官。擔任主審法官時，我領導著創立了金郡家庭暴力法庭
的團隊；我也曾協助創立我們的工作組監獄取代計劃，並擔任建議
我們創立自己的CCAP日報計劃的委員會共同主席。我目前已當選區
及市法院法官協會的主席（尚未就職）。

	我為華盛頓州司法學院的新法官授課，並在全國水準家庭暴力司法
會議上協助培訓我們的法官。多年來，我也一直為兒童法庭提供志
願者服務並擔任科克蘭（Kirkland）國際社區學校模擬法庭團隊的
導師。			

 David A. Steiner 
PO Box 2612  
  Kirkland WA  98083 

做一位知情

的選民！
對選舉知情，您可以幫我們減低
選舉費用。閲讀並依照選票上的
指示，在回郵信封上簽名，並及
早交回－越早越好!

做一位知情的選民！查看金郡選
舉部網站了解更多：

kingcounty.gov/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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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號法官席位

學歷：工商管理學學士：拉瑪麗蒙特大學
（1978）；法學博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法學院
（1981）；工商管理碩士：西雅圖大學（1995）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Michael	Finkle法官自2010年起就擔任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所有對他進行評價的五個律師協會一致將其評價為「極其勝任」。
他的支持者包括：馬丁路德金郡勞工委員會、金郡警官聯合
會、AFSCME當地21-DC及其他法官。

Finkle法官擁有協助改良刑事司法體系的公認良好記錄。2012年，
他擔任了創立金郡地區法院內區域退伍老兵法庭的團體的主席；同
時，1998年，他又協助建立了西雅圖市精神健康法庭。

Finkle法官因其豐富的法律專業知識而備受尊敬。他擔任著國家司
法學院、華盛頓州司法學院以及國家訴訟辯護學院的教員。自1998
年起，Finkle法官就擔任著西雅圖大學法學院的客座教授，教授審
判技巧以及法律、政治及精神健康方面的課程。他也是州律師協會
訴訟辯護項目的創始教員之一，並制訂了該項目最初10年的初始課
程。州律師協會因其出色的工作為其頒發了特殊認可獎。

 Michael Finkle 
 PO Box 23011 
 Seattle WA  98102 

 (425) 208-6915 
 reelectjudgefi nkle@gmail.com 
    選票存根

請將您選票頂部的存根撕下並回收。		

〈無須保留該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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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太平洋大學文學士
（以優等成績畢業），西雅圖法學院法學博士（以優等成績畢業）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助理主審法官

聲明：自2010年當選該職位以來，Donna	Tucker法官就因其公正的
作風、淵博的法律知識以及對所有人平和的尊重態度而聲名遠揚。
她被地區法院職員、緩刑及精神健康專家、AFSCME當地21-DC一致評
價為「極其勝任」。2012年，Tucker法官因其備受尊重的行政領導
才能而被法官同仁們推選為助理主審法官。

Tucker法官在法庭上提供了近30年的公共服務，處理了大量刑事及
民事案件。她在金郡東部地區居住超過45年，選舉前曾經營自己的
事業17年之久，為表爾威（Bellevue）、雷蒙德（Redmond）、
科克蘭（Kirkland）、伊薩誇（Issaquah）、伍德迪威爾
（Woodinville）以及巴索（Bothell）提供公眾辯護服務。過去18
年間，她一直與家人居住在紐卡索（Newcastle）。作為社區的活躍
分子，她還是青少年及成年壘球教練志願者。

如需更多資訊：請瀏覽www.Re-ElectJudgeDonnaTucker.com！

能夠以地區法院法官的身份為金郡居民提供服務，一直以來都是我
的殊榮，東金郡是我的家鄉，而我也將努力做好法院的工作。如能
繼續為東金郡服務，我將不勝榮幸。感謝您的支持。

 Donna Tucker 
 6947 Coal Creek Pwky SE #268 
 Newcastle WA  98059 

 (425) 214-1877 
 committee@ReElectJudgeDonnaTucker.com 
 www.ReElectJudgeDonnaTucker.com 不要延遲-

請立即覆電!	

206-296-VOTE
若金郡選舉部就有關您選票上的簽名
聯絡您，請務必迅速回覆，以便您的
選票能得以統計。即使選舉日已過，
您可能還有時間去處理任何問題或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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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會計專業文學士；三藩
市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庭岸線（西）組法官

聲明：1989年，我被任命為湖林公園（Lake	Forest	Park）市的市
法官，我也是當地三界市法官中的第一位。1990年，我被選為岸線
地區法院法官，並於1994年、1998年、2002年、2006年以及2010年
分別再次當選。

作為一名法官，我承諾將繼續為本社區服務，並進一步解決我們每
天所面對的更為實際性的問題：預算問題、訴諸司法的問題、多樣
性問題、公共安全性問題，以及量刑問題。我希望提高教育工作者
對我們法院的利用率，如此，我們便可重新為我區學生帶來精彩的
模擬審判體驗。繼協助模擬審判團隊之後，我又擔任了區域歷史日
競賽和中學高級項目的裁判員，由此，我深刻體會到了學生們對於
法律、歷史和藝術的了解程度。我們需要繼續提供此類機遇。

我將繼續承諾，正義仍將公平留存，同時，本法院也仍將保持地方
特色並為居民們所信賴。引用已逝的Robert	A.	Wacker法官的一句
話「我們應始終	伸張正義，以在繼續保護個人權利的同時，更好地
滿足社區需求」。

 Douglas J. Smith 
 4013 NE 186th St 
 Lake Forest Park WA  98155 

 (206) 364-9659 
 Judgedougsmithshoreline@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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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法官席位

學歷：薩福克（Suffolk）大學法學院法
學博士；俄勒岡州文學士

職業：岸線選區地區法院第2號法官席位

聲明：2010年，受金郡議會一致任命，Marcine	Anderson法官加
入了金郡地區法院，然後，又由肯莫爾（Kenmore）市、湖林公園
（Lake	Forest	Park）市以及岸線（Shoreline）市人民選舉為該法
院法官。他在岸線地區法院與Douglas	Smith法官共同為這些社區提
供服務。	

「作為岸線地區法院的首位亞裔美籍法官及首位女性法官，我為該
法院帶來了極為重要的視角。我謹遵法律規則、制訂彰顯慈悲與常
識的決策，並認為法院必須面對所有人。我希望您能為我投贊成
票，並感謝您賦予我在新一屆任期中繼續為您服務的機會。」	

Anderson法官得到了華盛頓最高法院所有法官的支持。她也很榮幸
地得到了——AFSCME當地第21	--	DC區同事們以及金郡地區法院職
員與緩刑官員的支持。她的支持者還包括：第32及46立法區民主黨
人；華盛頓婦女政治黨團；當地1760	–	岸線消防員；馬丁路德金
郡勞工委員會；AFL-CIO金郡民主黨人以及眾多地區及高等法院法官
們。

 Marcine Anderson 
 PO Box  55937 
 Shoreline WA  98155 

 (206) 801-7076 
 retainjudgemarcineanderson@comcast.net 
    

隨手可得的選
舉資訊
請查閲網站www.kingcounty.gov/
elections獲取資訊和工具：

•	登記成爲選民	

•	更新您的地址或簽名

•	索取一份補發選票

•	追蹤選票進度

•	列印更改選民姓名或取消登記
的表格



我不會讓任何事情阻止我投票，您也應如此。

金郡選舉部致力讓投票方便。
選票及資料均有中文譯本。
請在選舉日或之前儘快將選票交回。

黃錦豪
彩虹工程主席
自適應技術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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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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東南選區

第1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文學士；岡察格大學法
學博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我是金郡地區法院SE選區第1號席位候選人。我畢業於連頓
（Renton）中學、西雅圖大學（BA）、岡察格大學（JD）。我和我
的妻子Jeanette居住在金郡的心願湖（Lake	Desire）地區。我們育
有兩個孩子，並有了兩個孫兒。我積極參與連頓與金郡南部地區的
社區活動。	

自1982年以來，我一直供職於地區法院，並連續被員警與律師評定
為排名在前5%的優秀法官之一。

我努力為出庭的所有人提供公正而嚴明的適用法律。我認為有需求
的人們都應該擁有向法院申訴的權利。我在司法教育方面也表現積
極。在過去的二十年間，我曾擔任州審判法庭教育委員會主席以及
區及市法院法官協會教育主席。	

感謝您為我的再選投票。

 Charles J. Delaurenti, II 
 PO Box 792 
 Renton WA  98057 

 (206) 948-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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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東南選區

第2號法官席位

	學歷：奧迪亞（O'Dea）中學，華盛頓大
學文學士，西雅圖大學法學博士

職業：自2011年起，任地區法院法官；1984年獲得律師資格

聲明：能夠作為地區法院法官為金郡公民服務是我的殊榮。我曾在
西雅圖（Seattle）、雷蒙德（Redmond）、伊薩誇（Issaquah）、
表爾威（Bellevue）、布萊恩（Burien）、連頓（Renton）以及肯
特（Kent）負責過各種各樣的案件。作為一名法官，我力求以公平
公正的態度對待每一位公民，並努力讓金郡成為一個宜居之地。我
專注且帶有評斷性地傾聽出庭辯護律師與訴訟當事人的陳詞。我認
為公正、公平以及同情心是我為這份工作所注入的最重要品質之
一。

作為一名民選眾議員，我將全方位改善地區法院作為自己的目標，
並堅持不懈地努力改良法庭系統，從而提高其效率。我曾犧牲自己
的行政時間代替其他法官為納稅人節省金錢。我教授兩個班的新代
理法官/臨時法官。2013年，我所簽發的逮捕令數量在所有地區法院
法官中位居第三，其中包括很多在午夜時分簽發的受影響下駕駛逮
捕令。

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高級法院法官、區及市法院法官、民選官
員、員警、律師以及AFSCME均對我表示支持。

我請您也對我予以支持；同時，如果您能投我一票，我也將十分地
感激。

	

 David E. Meyer 
 PO Box 12066 
 Seattle WA  98102 

 (425) 757-3810 
 info@davidmeyer.com 
 www.davidmeyerforjudge.com 



Jurisdiction King County Elections is not authorized to edit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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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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東南選區

第3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JD）；沙米納德（Chaminade）大學工商管理碩士（MBA）；美國
海軍學院理學士（BS）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SE組第3號法官席位

聲明：過去四年間，我很榮幸能夠以地區法院法官的身份為金郡人
民服務。我從未忘記過這事實上是一項殊榮。我堅定地認為正義與
公平不僅僅是脫口而出的兩個詞，更應該是我們努力爭取實現的目
標。我以往四年的經歷以及所有出庭者、律師與同類辯護人對我的
評價，進一步證明了我擔任此職位時保持正義、公平與平等的能
力。

我的故鄉是塔可瑪（Tacoma），但是我已在肯特（Kent）居住了23
年。我與Debbie結為伉儷已有28年；我們育有兩個孩子，其中一個
就讀於研究生院，另一個則在讀中學。進入法學院前，我曾作為一
名軍官在美國海軍服役八年一個月零一天。我也曾是德銳（DeVry）
大學凱勒（Keller）管理研究生院擔任客座教授。	

作為一名法官，我的目標一直以來都是以體面、尊重且公平的態度
對待我的履職對象，即使有時候需要做出艱難的選擇，也在所不
惜。如果您能在十一月份繼續支持我，我將不勝感激。

 Nathaniel B. Green, Jr. 
 12932 SE Kent-Kangley Road # 264 
 Kent WA  98030 需要一份選票？

咖啡灑倒在您的選票上？	

連同回收物一起扔掉了？

從未收到？

您可在網上或致電206-296-VOTE	
(8683)索取一份補發選票。

不要延遲！請確保在選舉日截止日期
前交回您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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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東南選區

第4號法官席位

學歷：維門（Whitman）學院文學士、政
治學學士（輔修化學）；UPS/西雅圖大學法學博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Harn法官是在職的法官中工作最為勤奮者之一。她目前是金
郡地區法院的主審法官。她是區及市法官協會的成員，並為該協會
的立法委員會服務。她是審判法院協調委員會現任主席；並為華盛
頓法律新聞委員會，精神疾病與藥物依賴性（MIDD）監督委員會，
區域法律、安全與正義委員會，司法委員會成員；同時還是華盛頓
法院基金會理事。	

Harn法官的領導在改良法院向大眾提供的服務品質方面頗具幫助
性，在她的領導下，法院在管理案件時，進行技術創新、增加設施
並貫徹落實典範做法。她還在法庭上審理案件，並在做出裁決時始
終準備有序、態度公正且理由充分。在最近期進行的律師調查中，
她得到了金郡律師協會的好評。為Corinna	Harn法官投票，就等於
是為金郡的經驗、誠信與正義投票。非常感謝。

 Corinna Harn 
 PO Box 1103 
 Black Diamond WA  98010 

 (206) 390-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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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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東南選區

第5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華盛頓大學榮譽文學士；普捷灣
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Rick	Bathum是久經考驗的法庭領導者。高效率的司法領導才
幹要求有能力做出影響社區安全性的全面而有效的裁決。傾聽並分
析來自包括律師、執法者、受害人及被告人的資訊的能力是其專業
才能的顯著特徵。他已接受這些挑戰，並形成了最終做出寬容、慈
悲且公正裁決的獨特方式。他的司法評級在金郡法律體系中名列前
茅。

	Rick曾求學於普捷灣大學法學院，並於1977年畢業。通過律師資格
考試後，他開始在艾蒙卡拉（Enumclaw）和奧本（Auburn）地區執
業，並專長受理刑事辯護、家庭法律、房地產以及人身傷害案件。

	1985年，Rick被任命為巴克利（Buckley）、卡博內多
（Carbonado）以及威克遜（Wilkeson）的法官。繼2000年被任命
為金郡地區法院法官後他連年當選，在此期間，他曾擔任過高等法
院流動法官、家庭暴力法院法官以及驗屍法官，並主審過上千樁案
件。

	如果能繼續作為地區法院法官為金郡人民服務，他將感到十分榮
幸。

 Richard Bathum 
 46905 283rd Ave SE 
 Enumclaw WA  98022 

 (253) 740-0268 
 rickbathum@gmail.com 
 www.rickbathum.com 如果我收到別人

的選票怎麽辦？

如果您收到的選票是寄給
別人的，請不要使用該選
票投票。請在選票上註
明“Return	to	Sender”，
並將其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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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東南選區

第6號法官席位

學歷：內布拉斯加大學理學士（經濟學）
內布拉斯加大學法學院。

職業：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	Williams法官已樹立了這樣的本身形象：對服務於正義充滿
激情，並嚴格追究罪犯的行為責任。他名列該法院優秀法官之一。	

金郡警官聯合會以及科克蘭（Kirkland）、肯特（Kent）、巴索
（Bothell）和連頓（Renton）警官聯合會均支持Williams法官的再
選。馬丁路德金郡勞工委員會（AFL-CIO）也對其予以支持。地區法
院職員與緩刑官員（AFSCME當地21-D）以及了解並理解地區法院機
能的法院專業人士也對他表示支持。同時，他還得到了兩党人士的
廣泛支持。

他領導法院實施低成本技術解決方案，從而提高了法院的效率與可
及性。他領導對高等法院和擁有有限管轄權的法院進行培訓。			

Williams法官被美國司法部和美國國務院多次選定對全球法官、檢
控官和律師進行培訓，以改良司法體系並推行法治、反腐及反人口
販賣的動議案。自1991年以來，他一直在西雅圖大學/普捷灣大學法
學院教授審判實踐課程。	

 Matt Williams 
 PO Box 1377 
 Auburn WA  98071 

 (206) 604-0140 
 ReElectMattWilliams@gmail.com 
 www.ReElectMattWilliams.org 

您已搬走您的傢俱，您的衣
服，甚至花園陶俑。

但您的選票呢？

當您搬遷時，您是否記得要
通知金郡選舉部更新您的地
址？

您可以透過上網、電話、或
親臨我們的辦公室以更新您
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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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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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西南選區

第1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原名U.P.S.）法學
院；華盛頓大學；高線（Highline）中學。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S.W.組第1號法官席位

聲明：過去的十二年間，作為地區法院法官為您提供服務，一直都
是我的榮幸。這段經歷以及從律師和曾擔任過陪審員與訴訟當事人
的公民處得到的反饋意見，提高了我的能力，從而使我能夠在將來
更好地為您服務。	

我深知，在經濟狀況如此窘迫的時期，必須高效率利用納稅人的
錢。為此，我經常對如何在不減損秉公執法力度的情況下有效滿足
法院使用者的需求與期望進行再評估。	

我認為法院的使命就是：在對所有人的人格予以尊重的同時，提供
一種易於實現的公平、高效率並可理解的民事及刑事案件決議案論
壇。	

我將十分感激您的投票，以及您所賦予我的以法官的身份繼續為您
服務的機會。感謝您花費時間閱讀此聲明並在這次選舉中進行投
票。	

David	M.	Christie敬上

 David M. Christie 
 17941 Brittany Dr SW 
 Normandy Park WA  98166 

 (206) 242-6248 
 sdchristie@comcast.net 
    

薄煎餅與選票有
甚麼共同點？

它們都需要被反轉才可算
完成。請緊記填寫您選票
的正反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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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西南選區

第2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文學士，西雅圖大學法
學博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早在2010年初選時，Susan	Mahoney法官就被評為極其勝任並
得到了廣泛的支持。直至今日，她已將自己20多年久經考驗的法庭
經驗注入到該職位中。自2011年1月就職以來，她一直代表金郡及地
區法院公民兢兢業業地工作。Mahoney法官至今仍在致力於為所有人
提供司法協助，她不考慮對方的背景以及公司，而僅以公平且慈悲
的執法方式為考量。Mahoney法官積極參與目前的金郡地區法院行政
管理工作，同時還在本州區及市法官協會立法與醫療法庭委員會供
職。Mahoney法官因能夠在地區法院工作並與如此出色及敬業的人員
共事而自豪。她很渴望能夠繼續在近期及未來為法院的改良及效率
的提高而努力工作。					

Mahoney法官與她的家人居住在金郡南部，並不斷參與社區活動。她
仍每天努力爭取贏得您的信任和支持，並因能夠獲得繼續服務的機
會而感激不盡。請以您的投票支持她的再選。		

 Susan Mahoney 
 PO Box 24353 
 Federal Way WA  98093 

 (201) 429-3931 
 reelectjudgemahone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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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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西南選區

第3號法官席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能夠作為金郡地區法院法官為金郡西南部地區——布萊恩
（Burien）、迪茂伊（Des	Moines）、費多威（Federal	Way）
、諾曼第公園（Normandy	Park）、西塔（Seatac）、塔其拉
（Tukwila）以及白中心（White	Center）的人民服務，是我的榮
幸與義務。我曾在不同場合以不同的身份與您見過面，這些場合包
括：以陪審員和訴訟當事人的身份參與民事與刑事案件的審理，交
通罰單的簽發、小型理賠案件的受理、保護令的簽發、姓名變更過
程、以市議會成員或學校董事會成員身份宣誓入職的過程，我甚至
主持過部分人的婚禮。

無論扮演哪一種司法角色，我都牢記著自己是您選舉出來在我們社
區為您提供服務的，並且，我每天都在努力以尊重、公平且負責任
地態度履行自己的職責。

我很感謝您在過去幾年裏對我的支持與信任，並請您為我投票，助
我再次當選金郡地區法院第3號席位法官。	

 Vicki Seitz 
 19906 Marine View Dr SW 
 Normandy Park WA  98166 

    
    
    爲甚麽有些在

此手冊中的選
票議案和競選
不在我的選票
上？		
您的選票包含的議案和競選
是那些您有資格投票的議案
和競選，並反映出您所居住
的選區。此選民手冊可能包
括多個不同的選區，因此，
有些在此手冊内的選項可能
不會出現在您的選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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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西南選區

第4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歷史與政治學文學士；
威廉姆特（Willamette）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1982年）

職業：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我希望藉此機會感謝金郡選民選舉我擔任地區法院的職位。
儘管我在這次選舉過程中沒有反對者，但是，我認為有必要讓選民
們聽到其民選官員的心聲。我1979年畢業於華盛頓大學，並於1982
年在威廉姆特（	Willamette）大學法學院得到了法律學位。	

我和我的妻子終生居住在金郡。2002年獲選入地區法院前，我在費
多威（Federal	Way）私人律師界從業二十年。我努力以公平、尊
重	的態度對待出庭的每一個人。能夠擔任法官的職位，一直以來都
是我的榮幸，也是真正的榮耀和特權。	

如果您能在十一月份投票支持我，我將不勝感激。

此致，

D.	Mark	Eide

 D. Mark Eide 
 28303 Sound View Dr S # 202 
 Des Moines WA  98198 

    
    
    

為甚麽還要等？	
您一旦收到您的選票，就可以填寫並
透過美國郵政服務交回。		

選票必須蓋上11月4日或之前的郵
戳。郵寄選票需要一等郵件的郵資。



Jurisdiction King County Elections is not authorized to edit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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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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西南選區

第5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院大學博士

職業：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Elizabeth	D.	Stephenson法官2002年首次當選該職位。在過
去的十二年間，Stephenson法官彰顯了自己致力於成為其司法區內
公民交付給她的職責的優秀管理者。她忠於明文規定的法律，並在
每一個具體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準確地將法律應用到事實中。

Stephenson法官致力於公平公正地履行自己作為法官的職責，確保
個人權利得到保護的同時均衡公共利益。她是個果斷、堅定並且公
平的人。

2010年，Stephenson法官被任命為司法管理委員會（BJA）公共
信任與信心委員會成員。2012年，她再次被委任為新一屆成員。
Stephenson法官同時也是華盛頓州區及市法院司法協會（DMCJA）
法規委員會成員，以及DMCJA牌照部（DOL）連絡委員會成員。
Stephenson法官目前供職於金郡地區法院法規委員會。在不開庭審
理案件的閒暇時間裏，Stephenson法官也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請再次推選Elizabeth	D.	Stephenson法官。	

 Elizabeth D. Stephenson 
 32216 46th Place SW 
 Federal Way WA  98023 

 (206) 276-9861 
    
    

一旦收到您的選
票，您便可以立
刻投票
儘早交回您已填妥的選票，這有
助於保持減低選舉成本，並允許
更多時間去解決任何有關您的簽
名問題。

您最早可以在您收到選票的那一
天，將選票寄回或將其交回到一
個選票
投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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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西選區

第1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1996）；步朗大學文學士，以最優等成績畢業（1991）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Bender法官負責精神健康及退伍老兵法庭，並擔任該郡精神
疾病與藥物依賴性監督委員會聯合主席。在擔任這些職位期間，她
努力確保為我們社區有精神疾病的人士以及眾多退伍老兵提供安
全、有效、協調的服務。

在為金郡及整個州提供更多司法協助方面，Bender法官是一位十分
活躍的貢獻者，她是華盛頓法律基金會理事以及全州司法協助委員
會連絡員。她還同時供職於司法學院課程與規劃委員會，該委員會
是一個致力於為有理想的法官提供導師服務並提高華盛頓州職位多
樣性的項目。在被任命擔任目前職位以前，Bender法官就是一位長
期志願者，同時也是法律之聲（Legal	Voice）的董事會成員，以及
金郡律師協會市中心社區法律診所的志願者。	

金郡律師協會以及六個少數民族律師協會都對Bender法官評價為
「極其勝任」。她的支持者包括：金郡民主黨人和青年民主黨人，
AFSCME當地21-DC，華盛頓婦女政治黨團，以及第11、34、36、37
、43和46地區民主黨人。

 Johanna Bender 
 PO Box 23026 
 Seattle WA  98102 

 (425) 686-8466 
 Reelectjudgebend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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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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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西選區

第2號法官席位

學歷：瓦薩學院物理專業榮譽文學士
（1993），本傑明·卡多佐法學院法學博士（1998）

職業：金郡公眾辯護人及私人律師

聲明：我將把誠信重新帶回該法庭，並終止反對者違反道德的行為
方式。

我是一名代理法官/臨時法官，且擔任公眾辯護人已有10年之久。我
曾代表過數千人，並在全州70多名法官面前出庭過。我曾代理過從
受影響下駕駛到謀殺等多種案件。我的經驗包括：家庭法、智慧財
產權法、移民法、合約、民事訴訟，並廣泛參與金郡不同社區的諸
多活動。

卡多佐社團評級我為「非常勝任」。

我的對手僅為曾多次因道德違規而受到華盛頓司法行為委員會制裁
的現任地區法院法官。他得到了所有金郡地區法院法官的最低業績
評級（4個類別中有3類評價在「尚可接受」以下），並且24年來並
沒有競爭對手。

進入法學院前，我在國家科學基金會擔任物理教授的工作。我在
法庭上負責任地處理技術相關問題方面頗有經驗。我是社區扶輪
社、CASA、SEED藝術以及基督教男青年會的志願者。我為法庭帶來
對於正義的滿腔熱情，並致力於維持法庭的誠信之氣。	

希望您能為我投上一票。

 Phillip Tavel 
 PO Box 20644 
 Seattle WA  98102 

 (206) 949-8680 
 ptavel@gmail.com 
    www.givethegaveltotavel.com

學歷：惠特沃思大學學士學位；西雅圖大
學法學院法學學位。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

聲明：經驗豐富	–	曾連續六界入選金郡地區法院的Mark	Chow法
官，是華盛頓州首位贏得地區法院選舉的亞裔美籍人士。Chow法官
曾在私人律師業做過律師、擔任過西雅圖市長辦公室法律顧問以及
金郡副檢控官。他協助成立了全國首個為患有精神健康障礙的當事
人提供入獄替代性處罰的法庭。金郡精神健康法庭在降低對患有精
神疾病的當事人刑事定罪力度方面是一項先鋒措施，該法庭以保持
社區安全性為重點。

為社區貢獻力量	–	出生在西雅圖的Chow法官曾受聘在其父母的餐
廳——Ruby	Chow’s工作，在那裏，他了解到了努力工作與家庭的
價值。他的父母教會了他始終努力工作並為我們的社區自豪地提供
服務的重要性。自此，Chow法官逐漸被其家庭終身為公眾及社區奉
獻的理念所薰陶。

Chow法官得到了超過140位現任及前任華盛頓州法官的支持，其中包
括華盛頓州最高法院的八位成員、金郡郡長Dow	Constantine以及西
雅圖市長Ed	Murray。

 Mark C. Chow 
 PO Box 19826 
 Seattle WA  98109 

     judgemarkchow@hotmail.com 
 www.judgemarkch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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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西選區

第3號法官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博士（1983）；華
盛頓大學文學士（1980）；西華盛頓大學文學士
（1975）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西區）

聲明：2000年，Art	Chapman法官首次被選入西雅圖市法院任職，
並於2002年首次被選入金郡地區法院。他一直擔任西區主審法官職
位並在該法院的執行委員會任職。他的職責包括處理刑事及民事案
件，在此期間，他有六年處理精神健康法庭問題及眾多調查聽證會
的經驗。他主張針對適宜的罪犯開設醫療法庭並創立監禁替代法
案。

Chapman法官工作勤奮，在預算緊張時期，堅持高效率處理大量的
法院案件管理工作。他十分關心公共安全問題、深知在處理糾紛時
提供公平決議的重要性，並竭力保護所有公民的權利。金郡需要
Chapman法官的努力來維持我們所期望的較高法庭正義標準。

Chapman法官以榮譽學員身份畢業於法學院，並於1983年進入律師
業。他的履歷包括五年的刑事檢控官、九年的民事訴訟經驗以及兩
年的聯邦法律職員經驗。2002年，眾多律師協會都評價他為「極其
勝任」該職位。

如能得到您的支持與信任，Chapmanis法官將感到非常地榮幸。請為
他投上一票。

 Art Chapman 
 1615 Peach Ct E 
 Seattle WA  98112 

 (206) 660-4714 
 Chapmart@gmail.com 
    

自填候選人

關於

自填候選人
您不需要在每項競選中作出選擇，您
的選票才能得到計算。您可以將一項
競選留空，或填上與您選票上之競選
不同的候選人名字。但請不要在自填
線上寫“以上都不是”或不認真的名
稱，如米奇老鼠或大腳板。這只會增
加處理選票之工作量和費用。

自填候選人的票數不會以名字計算，
除非自填候選人的總票數會影響該項
競選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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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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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西選區

第4號法官席位

學歷：聖何西（San	Jose）州大學學士及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聖大克拉拉（Santa	Clara）大學法學院法學
博士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西雅圖

聲明：1994年六月，Eileen	Kato接受任命到金郡地區法院工作。她
積極參與州、全國以及國際司法與法律組織。她加入的組織有：華
盛頓州司法管理委員會、區及市法院法官協會（主席）、國家司法
學院（教員）、ABA特殊法院法官司法組會議（主席）、全國州級法
院中心及正義問題委員會（理事）、全國亞太裔美國律師協會司法
委員會（主席），以及國際司法培訓組織（副司庫）。她還持續以
董事會成員、志願者的身份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並經常向青年人、
社區居民及律師協會人士發表演講。

「二十多年來，能夠以金郡地區法院法官的身份為大家提供服務，
是我的榮幸。作為我們社區的一名法官，我所重點關注並努力解決
的問題就是：不論種族、性別、經濟狀況或身體狀況如何，都要對
進入法庭的每一個人以禮相待，以確保提供公平公正的司法協助。
作為社區法官，我承諾在每一個案件中奉行公平、正義之風。」	

 Eileen A. Kato 
 1000 2nd Avenue, Suite 2950 
 Seattle WA  98104 

 (240) 670-5286 
 reelectjudgekato@gmail.com 
 www.reelectjudgekato.com 如果金郡選舉

部聯絡您
我們的工作人員可能會就有
關您選票上的簽名聯絡您。
若您收到金郡選舉部的電話
或信件，請務必迅速回覆，
以便您的選票能得以統計。

您的簽名和您的投票同樣重
要。請您花點時間，投票和
小心簽署。並確保您的登記
資料是保持新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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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西選區

第5號法官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1981）；華盛頓大學文學士（1978）

職業：金郡地區法院法官（西雅圖）

聲明：我想要告訴大家地區法院為金郡公民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勞
動。我們處理了諸如受影響下的駕駛行為與家庭暴力問題等大量的
交通違規行為、刑事案件，涉案價值為75,000美元的民事案件，小
型索賠案件以及保護令的簽發。我們是人民的法院。

多年來，法院的預算一直在減少。我們以創新、慈悲的方式回應每
一個案件。我們曾利用規模經濟和專業知識對案件進行過合併處
理。我們建立了諸如統一呼叫中心與電子法庭記錄等一流技術。未
來，我們將研究出法庭檔案的電子存檔技術，並透過技術改革提高
公眾得到司法協助的便利性。

我們的工作就是解決問題。我們的許可續發法庭協助人們得到許
可。我們的家庭暴力法庭能夠以專業知識和密切監測迅速作出回
應。我們出色的區域精神健康法庭改善了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從
而提高了穩定性，並降低了精神疾病患者的累犯率及入獄率。我們
的退伍老兵法庭為曾經服務過我們的人士提供服務。地區法院的法
官及工作人員均全心全意致力於透過高品質的法庭工作解決問題、
改善生活品質。

	

 Anne C. Harper 
 1700 7th Ave #116 PO Box 268 
 Seattle WA  98101 

 (206) 300-9151 
 anne.harper@comcast.com 
 www.JudgeAnneHarper.com 



獲取投票和選舉資訊!

選舉截止日期是11月4日。

閲讀指示並儘早交回您的選票。

提供中文協助和中文選票。

做一名知情的選民！

Gowe
嘻哈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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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西雅圖市

市法院第1號法官席位

作為西雅圖市法院的法官，在過去四年能
夠為西雅圖的市民服務是一種榮幸，我希望能夠延續這種榮	幸。	

西雅圖市法院是本州最繁忙的市立法院。在預算限制範圍內，我為
法庭帶來了創新性的改革，使之現代化，並提升了法庭的效率，實
施了新計劃，向大眾展示了我們對公正和責任的承諾。		

在過去兩年內，我負責安排了法庭全日制的家庭暴力案件工作表。
我已在國家司法研究所完成了有關家庭暴力的高等司法訓練，並利
用我的經驗提供高效率和公正的裁定，使犯罪分子受到制裁，並讓
他們的生活能夠產生積極變化。	

我是西雅圖的永久居民，畢業於華盛頓州大學和西雅圖大學的法學
院。我志願參加了很多有利於社區的組織，在我們當地的法學院中
擔任法官參與模擬審判和模擬法庭競賽。		

我已收到金郡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第34、37和46區民主黨人、選舉
的官員和社區領導人的支持書。我感謝各位給予我的信任並願意在
未來四年繼續支持我，有了您的支持，我會繼續用公平的態度和憐
憫心實現司法公正，贏得您的尊重。		

感謝您的支持！我期待著繼續為西雅圖市民服務。	

 Ed McKenna 
 PO Box 23037 
 Seattle WA  98102 

 (206) 395-5114 
 edmckennaforjudge@comcast.net 
    



Jurisdiction King County Elections is not authorized to edit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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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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西雅圖市

市法院第2號法官席位

職業：臨時法官、律師、小企業主。

學歷：文學士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西雅圖大學法學院，法學
博士。

聲明：近十年裏，Jon	Zimmerman代理了數千名客戶在市、區和高等
法庭的各類案件。他同時為政府和私人工作。在三年的時間裏，他
定期在市法庭定期擔任臨時法官，並在大小律所任職。Jon擔任了數
百名移民的代理律師，其中一些移民受到不公正待遇，還有一些不
信任我們法律體系的公正性。Jon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民、部落
人士、單親父母、企業主、老年人和學生爭取權益。Jon擁有我們改
革法庭所需的深厚經驗，能夠使法庭更高效率、更便捷，並能夠更
快地回應法庭服務的社區。

我們的法官必須有足夠的能力且公正。Jon的對手在近期的金郡律師
協會司法評估調查中，收到了西雅圖所有市法庭法官提供的最差表
現評價，她連續16年獲得最低評分。		

相反，Jon	Zimmerman因其公正的態度和關注實現公正結果的表現，
以及寬容、耐心和尊重地對待每一個人獲得了良好的聲譽。		

Jon是一名積極的志願者，透過華盛頓州律師協會對軍事人員群體的
協助為退伍軍人提供協助，他還在金郡律師協會的家庭法中心和西
雅圖大學司法研究所入學處提供無償協助。他同時也擔任Big	Pals
志願者。

作為一名法官，Jon將利用自己的經驗為我們的市立法庭帶來積極影
響：增加獲得公正的機會，讓我們的法庭更高效率，為法官帶來反
饋。		

Jon	Zimmerman是我們需要和值得擁有的改變。

第46區民主黨、卡車司機聯合委員會28，參議員Adam	Kline，議員	
Reuven	Carlyle，議員	Jessyn	Farrell，議員	Drew	Hansen，法官
Peter	Nault，法官Patrick	O’Malley，法官John	McCarthy，法官
Tony	Wartnik	(ret.)，檢察官，辯護律師和社區支持者已表達了支
持。	

 Jon M. Zimmerman 
 PO Box 9100 
 Seattle WA  98118 

   info@jonforjudge.org 
 www.jonforjudge.org 

	現任首席法官C.	Kimi	Kondo自1990年開始
為西雅圖的人民服務。被Loren	Miller和金郡律師協會評為「非常
優秀」的她目前擔任精神健康法庭法官，管理主陪審團工作安排。
請瀏覽www.ckimikondo.com了解更多資訊、目前評級和推薦。

「實現司法公正要求被告和受害者的案件得到公平、公正和及時的
審理。這些正是我的核心價值。」

「選擇進入治療性精神健康法庭的被告與衛生保健專業人員、社會
服務機構和住房機會相關聯。社區安全性得以提升。為納稅人節省
了重複監禁經常無家可歸和沒有任何資源的人口的高成本。」	

法官Kondo主持審理了數百件家庭暴力、酒後駕車和一般的陪審團案
件。她裁定了數千個提案、法官審理案件和財產轉讓案件。		

作為DOJ警務改革危機干預委員會的成員，她與刑事審判合作夥伴
合作，修訂了供需要應對有行為危機的人員的官員使用的訓練協
議。2013年，她為法官制訂了公平的搜查令輪流當值制度，以應對
日益增加的刑事案件搜查令申請數量。在關鍵時刻，搜查令可透過
電話申請，並透過電子郵件審核。	

「由於法律規定的變更，對酒精、大麻和毒品搜查令的申請數量已
上升。西雅圖官員現在能夠保證法官們能夠全天候當值，包括節假
日，以審核宣誓書並發佈搜查令。」

作為首席法官，她監管法庭從本市常規基金獲得的2780萬美元預算
和4550萬美元收益。其他六名法官和全體地方官員均認同她的領
導，每月參加法官及律師會議的辯護律師和檢察官也是如此。		

法官Kondo長期居住在中央區，致力於實現種族和性別正義，以及華
盛頓州法庭的多樣性。所有西雅圖的市法院法官、市長Ed	Murray、
眾多的市議會成員，以及華盛頓州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均支持她的
留任。	

「我很高興支持法官Kondo再次參加西雅圖市法院的法官選舉，」法
官Mary	Yu說。「我鼓勵選民繼續利用她的知識、經驗和領導力。」

金郡民主黨人，第11、32、34、37、36和43區民主黨，青年民主
黨，MLK勞工委員會，大都會民主俱樂部和婦女政治會議均支持她的
留任。全州的很多法官和社區領導人也支持她的參選。	

 C. Kimi Kondo 
 PO Box 20434 
 Seattle WA  98102 

 (206) 838-4970 
 votejudgekondo@gmail.com 
 www.ckimikond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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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西雅圖市

市法院第3號法官席位

「我相信法律的公平、公正和富於同情心
的執行力。我知道花時間審理每個案件並認真思考法庭程序對出庭
人員生活帶來的影響非常重要。我相信我們的司法制度可改善我們
的社區，並應始終保護公眾的安全。」

法官Rosen過去四年透過選舉在西雅圖市法院擔任法官一職。市民
最有可能與西雅圖市法院接觸，而法庭中發生的一切會影響每一個
人。法院每年處理成百上千的交通案件，以及數千起涉及家庭暴
力、盜竊、酒醉駕車和臨時駕照吊銷的案件。		

在選舉成為法官後，法官Rosen在私人律所處理複雜的民事案件和
輕罪刑事案件。在私人執業之前，他曾擔任負責起訴性暴力掠奪者
的首席檢察官助理。他曾就讀於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和華盛頓州大
學。

在他的任期內，法官Rosen在法院系統內的多個委員會任職。他目前
任職於法官和法院行政事務官委員會，致力於更新全州範圍內的法
院電腦系統。他在金郡律師協會2014年司法表現調查中，得到了協
會律師的極高評價。		

法官Rosen還是一位忠誠的丈夫和可靠的父親，他已與家人在西雅圖
東北區生活了20年。他的孩子們在公立學校上學，他定期在高中模
擬審判活動中擔任志願者。

法官Rosen再一次被選為西雅圖市法院的法官。

 Steve Rosen 
 PO Box 12066 
 Seattle WA  98102 

 (206) 607-9404 
 manager@electjudgerosen.com 
 www.electjudgerosen.com 如果金郡選舉

部聯絡您
我們的工作人員可能會就有
關您選票上的簽名聯絡您。
若您收到金郡選舉部的電話
或信件，請務必迅速回覆，
以便您的選票能得以統計。

您的簽名和您的投票同樣重
要。請您花點時間，投票和
小心簽署。並確保您的登記
資料是保持新確。



Jurisdiction King County Elections is not authorized to edit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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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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西雅圖市

市法院第4號法官席位

	透過1991年的非候選人投票當選後，我踐
行了我的承諾，堅持了嚴格但公正的工作作風。在沒有異議者的情
況下，我想討論一下優秀法官和法院應具備的要素。

我們法官的任務是確保全體人民不受到政府的過分干預，讓全體人
民在不受特殊利益團體和政黨影響的情況下接受法律裁定。因此，
一名優秀的法官應該勇敢而謙遜；能夠在法庭上依據法律和各種情
況作出艱難決定。這意味著不屈服於政治壓力；不嘗試取悅任何一
方。這要求理智上的誠實和正直。	

優秀的法官是服務式領導；不會尋求權勢和威望；擁有豐富的法律
知識，能夠接受繼續教育。	

您怎樣決定為誰投出自己的一票？您尋求的是多年的經驗。經驗能
夠帶來智慧和自信，從而在不受政治壓力影響的情況下做出公正和
公平的審判。我們需要懂得權衡經驗的明智法官，他們準備和已經
為各自的社區提供服務。

不僅只關注金郡民意測驗等支持率民調。即便是法庭也會注意不使
用他們的民意測驗來評估待選舉的法官，因為這些資料從統計學的
角度看不可靠。要警惕那些把更多精力用在與質疑者辯論而非陳述
本身資質的人。要提防那些因為迫切想「贏得」選舉而不惜採取一
切手段和花費大量金錢的人。

儘管司法資源減少，資金不足，我們的法院仍然能夠透過及時、高
效率和令人尊重的方式為西雅圖的市民實現正義。和我們同樣公正
的合作夥伴一起，我們找到創新的方法來應對刑事司法系統面臨的
各種挑戰，例如：日間報告服務的擴展，社區法院和退役軍人法庭
的提升，家庭暴力和精神健康工作表的分離。我們能讓您及時獲得
陪審團審判，這是我們的主要憲法訓令。在法官的領導下，我們的
地方法官管理民事違法行為，包括透過郵件完成裁定，為市民節省
時間和前往法院的交通費。請放心，我們現在的西雅圖市法院法官
會為您提供優質服務。

 Judith Montgomery Hightower 
 4547 Rainier Ave S #921 
 Seattle WA  98118 

 (206) 434-9879 
 judgehightower@gmail.com 
 www.judgejudithhightower.com 

一旦收到您的選
票，您便可以立
刻投票
儘早交回您已填妥的選票，這有
助於保持減低選舉成本，並允許
更多時間去解決任何有關您的簽
名問題。

您最早可以在您收到選票的那一
天，將選票寄回或將其交回到一
個選票
投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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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西雅圖市

市法院第5號法官席位

	法官Willie	Gregory的辛勤工作和符合倫
理的裁定為其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他牢固掌握法律知識，在法庭上
耐心寬容，具備豐富的法庭經驗。		

法官Gregory在其25年的法律職業生涯中擔任過多種角色：法官、
臨時法官、辯護律師、經理、主管和教師。在他擔任憲兵軍官時對
司法系統產生了興趣，在那時他培養出強有力的領導技巧。法官
Gregory	1986年從亞利桑那州大學畢業，獲得學士學位，隨後搬往
普吉灣地區，在當地的法學院學習。他於1989年獲得了西雅圖大學
(SU)法學院頒發的法學博士學位。

在協助民眾的意願激勵下，他在西雅圖天主教社區服務的法律行動
中心和長榮法律服務部實習。隨後，他加入了被告律師協會(ACA)。
在這裏，他擔任審判律師和主管，獲得了寶貴的經驗。2003年離開
ACA後，他在ACA董事會任職5年，在2010年被選舉擔任法官之前，一
直是一名成功的私人執業律師。

多年以來，法官Gregory在華盛頓州大學的法學院和辯護學國家研究
所教授辯護學課程。他繼續教授律師繼續教育課程，並繼續延續導
師/學員的關係。他在教學中強調以專業和道德的方式完成準備和執
業是辯護律師的責任。他的模範式指導在2006年使他得到了金郡律
師協會的年輕律師部的表彰。

法官Gregory積極參與其社區內的多個董事會，其中包括西雅圖大
學法學院校友董事會；他還是多個法律組織的成員，包括Loren	
Miller律師協會、西雅圖William	Dwyer律師公會、區府和市府法官
協會(DMCJA)；他為DMCJA的法規和長期規劃委員會工作，並擔任多
樣化委員會主席。

法官Gregory透過法律分析、充滿同理心的傾聽和公平無私的脾性，
在法庭上呈現他的各種經驗。他審理的每個案件都各有優點，雙方
都有機會陳述自己的案情，而案件涉及的市民的想法都會得到傾聽
和尊重。

法官Gregory赋有同情心、道德、敬業和公正。我們懇請大家重新選
舉法官Willie	Gregory出任西雅圖市法院的第5號法官席位。	

 Willie Gregory 
 PO Box 20502 
 Seattle WA  98102 

 (206) 276-7966 
 info@WillieGregoryforJudge.com 
 www.WillieGregoryforJu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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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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西雅圖市

市法院第6號法官席位

	Karen	Donohue自2011年起在西雅圖市法
院任職。	

過去四年裏，法官Donohue主要負責家庭暴力案件，退役軍人優撫法
庭和社區法庭。與我們社區公正的合作夥伴一起，她致力於加強這
類特殊法庭。她目前正處於助理首席法官的第二任期，並加入了多
個內部委員會，包括執行委員會。法官Donohue也是法院電子法院案
卷委員會的司法領導，負責實現法院無紙化。		

法官Donohue是各級教育的支持者。她擔任太平洋科技中心日間夏令
營的志願者，教導四至六年級學生有關西雅圖市法院的知識。在成
為法官後不久，法官Donodue與他人聯合成立了西雅圖青少年交通法
庭，目前也擔任該法庭的聯合主任，加菲爾德(Garfield)高中的學
生在該法庭上可了解法庭程序，而青少年駕駛員將了解安全駕駛的
重要性。她還是西雅圖YMCA模擬法庭的志願者，負責與法學院的學
生交流，並參與金郡兒童法庭的活動。

在法庭上，法官Donodue教導接受她裁定的人員他們享有的權利和在
社區中能夠利用的社會服務，並教導家庭暴力受害者他們享有的權
利和受保護的機會。她擔任全州範圍內區府和市府法官協會教育委
員會的聯合主席，是法院在地區法律、安全和公正委員會上的司法
代表。		

我們的司法制度保護個人權利和社會價值。法官Donohue努力維護我
們的法律，公正對待每個人，並尊重每一位接受其裁定的人員。			

早期推薦包括：金郡民主黨人士、金郡青年民主黨，第11、32、
34、36、37、43和46區民主黨人士和國家婦女政治會議。		

法官Donohue是西雅圖的永久居民，她畢業於羅斯福(Roosevelt)高
中、華盛頓州大學和西雅圖大學法學院。她非常珍惜在未來四年繼
續為西雅圖市民服務的機會。		

 Karen Donohue 
 PO Box 20664 
 Seattle WA  98102 

 (206) 486-0166     

上網追蹤您的
選票郵件
透過金郡選舉部網站上的選票追蹤器
在幾個位置追蹤您的選票郵件。

•	第1個追蹤位置：您的選票郵件
已由金郡選舉部裝好並已寄出給
您。

•	第2個追蹤位置：金郡選舉部已
收到您填好的選票郵件。

•	第3個追蹤位置：您的簽名已被
核證，而您的選票已進入開啓和
點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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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西雅圖市

市法院第7號法官席位

	西雅圖是一個偉大的城市。西雅圖的人民
值得擁有敬業、辛勞、優秀的公職官員，他們了解公眾選舉他們的
目的是讓他們為公眾服務。	

在過去15年裏，我擔任刑事辯護和移民律師，為我們最弱勢的居民
提供法律服務。在過去5年裏，我也是一名為區法院和市法院工作
的臨時法官。透過我在社區中的努力，我與本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建立了緊密的關係。我們共同參與到公共安全的改善行動中，我計
劃利用這些關係建立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任和信心。「所有人的公
正」不應只是一句口號。		

我的對手稱法官「必須負起責任」。但是，在過去十年裏，我的對
手一直被評為金郡表現最差的法官之一。他有只兼職工作但領全職
薪水的記錄，他近年來幾乎從未參與任何強制性的法官會議，未履
行與法官同事合作的職責。2012年，他的法官同事取消了他的首席
法官職位資格。是時候改變了。西雅圖需要能夠全職工作並具備領
導力的法官，需要他們解決對我們的刑事司法體系造成損毀的問
題。

金郡律師協會、Latina/o和Loren	Miller律師協會以及喀拉佐
(Cardozo)協會對我的評價一直是「非常優秀」。我為自己的黎巴嫩
血統感到自豪，同時我也了解多元化的法官背景還必須結合卓越、
勤勞和正直的品質。如果我當選，我將在每一天為西雅圖踐行這些
品質。

選擇的推薦：		

市議會成員：Sally	Bagshaw、Tim	Burgess、Sally	Clark、Jean	
Godden、Nick	Licata、Mike	O’Brien。郡議會成員：Rod	
Dembowski、Joe	McDermott、Dave	Upthegrove。執法人：司法長官
John	Urquhart，前美國律師Kate	Pflaumer，華盛頓員警與司法長
官委員會。社區領導：Pramila	Jayapal、Estela	Ortega、Gerald	
Hankerson、Kris	Hermanns。勞工部：Machinists	Lodge	751
，Carpenters	Local	30，ATU	587，SEIU	775NW，MLKC	Labor	
Council。民主黨：金郡民主黨人和青年民主黨人，第11、34、37和
46位民主領導人。其他選出的領導：參議院領袖Sharon	Nelson
（第34位領袖），參議員David	Frockt（第46位領袖），議員	
Brady	Walkinshaw（第43位領袖），財政部長Jim	McIntire。	

數百位社區領導人、律師和選出的官員等。完整的推薦清單位
於：www.shadidforseattle.com。

 Damon Shadid 
 PO Box 20084 
 Seattle WA  98102 

 (424) 265-8343 
 shadidforseattle@gmail.com 
 www.shadidforseattle.com 

	我於1989年被選舉擔任西雅圖市法院的法
官。感謝各位讓我有幸在過去25年裏為我熱愛的城市和人民服務。

在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我一直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我在當地高中
啟動生活技能學習計劃，我在數個董事會任職，其中包括金郡兄弟
會，我在西雅圖大學和北西雅圖學院教授法律課程，我為南西雅圖
的移民社區擔任諮詢律師，並領導展開免費的辯護學研討會，協助
人們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法律。	

作為法官，我在華盛頓州建立了首個社區法庭。非暴力的輕罪違法
者被分派參加社區服務，並與解決他們犯罪行為根本原因的社會服
務建立連絡，而非被送入監獄。	

身為退役軍人，我始終很關心因嚴重精神健康問題而出庭受審的退
役軍人數量，在很多情況下，這類精神問題是由於PTSD造成。我協
助建立了退役軍人法庭，在這裏退役軍人有機會在處理犯罪問題的
同時，獲得繼續生存所需的必要協助。我相信退役軍人一直在支援
我們的國家，而我們的法庭也需要為他們提供支援。

我還建立了日間報告計劃，解決出庭法規遵循性問題。很多無家可
歸的被告由於錯過了之前的出庭日期而被關押在監獄中。日間報告
利用現有城市員工完成每日的報到工作，提醒他們即將到來的出庭
日期，使他們免受因錯過出庭日期而被監禁的困擾。這個計劃節省
了超過200萬美元的監獄成本，同時為危險的犯罪分子留出了監獄床
位。

社區法庭、退役軍人法庭和日間報告已被驗證能夠比傳統的刑事司
法程序更有效地降低再犯率，同時仍然能夠解決接受我審理的人員
的實際問題。	

作為法官，我很嚴格，但也很公正，出色的成績有目共睹。我有著
豐富的法庭經驗，並以正直為表率，透過辛勤工作，推行了多種反
映城市價值的計劃。我將繼續實行機構改革，更有效地減少犯罪，
節省資金，以及更重要的是，挽救更多生命。	

如果您能為我投上一票，我將倍感榮幸。

推薦包括：	

州立高等法院法官Barbara	Madsen和Susan	Owens，第1組上訴首席
法官Michael	Spearman，馬丁路德金郡勞工委員會和金郡民主黨
人。

 Fred Bonner 
 PO Box 22573 
 Seattle WA  98122 

 (206) 550-7637 
 contact@judgebonner.com 
 www.judgebonner.com 



Nathan Adrian
奥林匹克金牌得主

做一位投票勝利者-不要被抛在後面。	

收到金郡選舉部有關您簽名的電話？

迅速回覆，好讓您的選票能得以計算。

做一位知情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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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巴索(Bothell)市

巴索（Bothell）市請選民考慮第
[1]號提案，該提案將授權最高
42,000,000美元的公債券，用於公
園及公共空間的改良，然後再以額
外產業稅償還這些公債券。這些公債券將在25年內到期。

如獲通過，該項目將包括：位於Bothell	Landing的公園設施；Main	
Street改建與擴建；Multiway	Boulevard作為公共公園道/林蔭大道
的竣工；North	Bothell公園綠地的併購與開發；包括North	Creek	
Forest在內的空地的併購與開發；市內其他公園綠地的併購與開發。

儘管公債券徵稅的年度具體數額取決於利率和產業價值，該市預期
2015年的公債券稅率將是對每1,000美元估值價徵收0.39美元，或者
對價值為300,000美元的房屋每年徵收116.16美元（9.68美元每月）
。部分屋主可享受免稅待遇。如需了解更多詳細資訊，請連絡金郡估
稅官：206-296-3920。		

第1號提案

公園及公共空地公債券

巴索（Bothell）市議會通過了第2149號法令，有關為
公園及公共空地提供資金。完全按照第2149號法令之規
定，此提案將授權本市購置及開發新公園、林蔭大路、
康樂改善項目、公共空地及行人通道改善；發行本金金
額不超過四千二百萬元的常規責任公債券，最長在25年
内到期；並且除了常規徵稅外，每年還會徵收產業稅來
償還這些公債券。此提案應否被：

通過

否決

提案説明

如果對第1號提案投贊成票，您將
為把巴索市中心建設成為可輕鬆泊
車並整日停留的地方而貢獻力量。請想像一下……作為街頭集市、
音樂會、道旁用餐區的多路林蔭大道沿途有著廣闊的公共區域；位
於Bothell	Landing可舉辦夏季音樂會及野餐會並易於出入的全新公
園；可與整個家庭一起在其中散步、購物並靜享美好夜晚的更多地
方。

在市中心之外，您將看到一些新的公園：其中包括在社區廣受支援的
North	Creek	Forest，又一個大型的全新史諾誇米須（Snohomish）
郡公園、無牽狗帶的放狗公園、滑板公園以及運動場改良項目。

有了您的贊成票，市中心的改良項目才可新增專為車輛及行人使用的
必要基礎設施，從而促進市中心高品質發展。隨著市中心的蓬勃發
展，稅收將得以提高，也就意味著巴索市內的道路、公園及公共空間
改良可能性更高。該稅收將為每月對每座價值300,000美元的房屋徵
收9.69美元的稅額。這是對未來的一筆巨大投資。

業主、家庭、年輕人、老年人、市中心的商人、工商業界，都期盼著
這一夢想成真。現在，正是以財政上較為合理的方式向前發展，讓美
夢成真的良好時機。

請勿被這個「公園」公債券提案所
矇騙！其中三分之二的錢將用於
市中心的街道建設。除去其他成本之外，提案成本包括：多路林蔭大
道——2,070萬美元[幾乎為公債券的一半]，Main	Street改建與擴建
項目——730萬美元。

名為街道「公共空間」公債券甚至都不能支付位於Bothell	Landing的
公園規劃項目。同時，該市繼續忽略諸如修繕我們日益損毀的街道以
及安裝必要人行道等社區需求。

拒絕這筆公債券將不會停止市中心的振興。建設市中心街道，還有很
多其他選擇，例如：開發商捐款、當地改良區以及一次性稅收。	

在未經過您投票的情況下，議會剛剛耗資超過5,000萬美元建造了不菲
的新市政廳，並挪用了公園及道路建設用款來進行支付。現在，該市
需要4,200萬美元來完成這些項目，並引導我們相信項目資金將由現有
的資源及補助金來提供。	

增加不必要的稅收負擔，並不是負責任的政府所為。如果該公債券通
過，您的城市產業稅將提高24%。

如果是貨真價實的公園公債券，我們必將堅決予以支持。但，肯定不
是這一項。

反對第1號提案。	

這是選民們保護林木、實現市中心願景，以及為後世子孫保護並改良
公園的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贊成方委員會對這些項目毫無反對意
見，是因為它們都得到了廣泛的公眾支持。它們還需要資金，但是贊
成方委員會表示這部分資金可由其他人支付。這種情況讓人簡直難以
置信，因為事實的確如此。延誤，只能意味著總承成本將因利率及建
設成本升高而提高。請投贊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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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Beck－市律政司
425-486-3256
joe.beck@ci.bothell.wa.us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聲明撰寫人：Leigh	Henderson、
Roger	Cecil、James	Freese
www.bothellwins.org

聲明撰寫人：Ernie	Bellecy、Ann	
Aagaard、William	Moritz
BothellProp1.org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期望我們的社區對自己徵稅，然後以「公園」公債券的表像，為街道
建設項目提供資金，完全不具備「財政合理性」。		

第1號提案將不會完成位於Bothell	Landing的公園翻新項目。它只會
增加一個新的公園。它不會解決市中心的泊車問題。它也不會增加用
於散步的場所。簡言之，它將不會完工。	

請做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納稅人，堅決抵制第1號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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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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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康乃馨(Carnation)市

第1號提案	

為警察服務徵稅

康乃馨（Carnation）市議會通過了第387號決議案，向
選民提呈有關資助警察服務。

為提供額外警察服務資金，此提案將把常規產業稅率增
至每$1,000估值價徵收$1.83925，在2015年收取。根據
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84.55章之規定，該2015年的
徵稅額將長期用於計算隨後的徵稅限額。

此提案應否被通過﹖

應

否

提案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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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	Carter－市政經理		
425-333-4192
kenc@carnationwa.gov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聲明撰寫人：Stuart	Lisk、Ann	Estrin-
Wassink、	Jason	Stuvland

聲明撰寫人：Jim	Ribail
responsiblecarnationtaxes@gmail.com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請記住，該市是在要求永久性地提高大家的納稅額。這筆徵稅額將不
再被審視。也就是說，該市提高徵稅額後，將不再把這筆錢強制用於
最佳化員警服務工作。這可不是用於兼職或錄用新全職員警的經費。
這筆錢只會用於「特殊」服務。請為這次徵稅投反對票。然後，讓市
議會明確知道您希望他們能按照事務的優先次序安排預算。		

	確保警務服務經費充足是康乃
馨（Carnation）市議會一項重
要的優先預算。如獲通過，第
1號提案將提供專用於提高並增
強警務服務品質的額外稅收。該市專設的工作日員警服務有效
覆蓋範圍目前為每週40小時（每年2,080小時）。第1號提案產
生的收入將新增約每年832小時的專設夜間及週末巡邏服務，
以及/或諸如緝毒等特種作戰行動。

州法律允許城市在獲得選民對提議增稅的核准後，「提高」
常規產業稅徵收額增長上限。該市的常規產業稅率目前為對
1,000美元的估值價徵收1.48467美元的稅額。如果第1號提案
獲得通過，該市2015年的徵收稅率將增長0.35458美元，即對
1,000美元的估值價徵收1.83925美元的稅額。

針對價值為350,000美元的產業，按照康乃馨（Carnation）市
的產業稅規定，業主目前支付約每年519.63美元的稅額。根據
第1號提案，2015年，該金額將增長至643.74美元，即每年增
長了124.11美元或者每月增長了10.34美元。

2015年的徵稅額將成為來年徵稅額增長的計算基礎。

截止日期前尚未提交聲明。 該市欲將您的納稅額提高
27.56%。他們從未認真分析明
確將您的納稅額提高27.56%能否解決問題。他們也從未找出需要解決
的問題。他們只是想提高您的納稅額，然後將其花掉。這筆錢將提供
每週數小時的員警服務工作——但，這也不能為任何犯罪問題提供解
決方案。該市甚至未遵循用於確保我們的錢被合理利用的預算編制程
序。為什麼？因為他們想將您的錢更多地花在自己的「寵物項目」中
去。第一年，您的納稅額將永久性地增加27.56%。您的納稅額將根據
您的房屋估價於後續每年增長相同的百分比。如果兩年內，您的房屋
價值增長10%，那麼，您的納稅額也將新增10%。該市有100,000美元
本應用於員警服務的經費，但是，他們卻將其花在了用於美化市中心
的工程設計上。設計本身就將耗資850,000美元。建造項目又將耗費4
百多萬美元。我們需要向市政府傳達訊息，責令其將員警服務問題優
先於市政美化工程——本市已擁有這筆資金——因此，請投反對票。

這70,000美元主要是用來解決康乃馨（Carnation）市的毒品問題
的。這並不是一個「寵物項目」。毒品問題正日趨嚴重。反對方希
望人們認為這筆錢魔幻般的存在。但它確實沒有。前面提到的這
100,000美元是透過數年前的產業銷售得來的，其目的是對本市進行
再投資，並不能一次性將其花掉。我們明年可能還會處在同樣的境
地。請將目光放長遠。請投贊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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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肯特(Kent)市

第A號提案	

公共安全和培訓設施的常規責任公債券

肯特（Kent）市市議會通過了第4118號法令，有關一項
支持公共安全和人員培訓設施之提案。此提案將授權進
行公共安全改善	－	建設和配置新的警察總部，改善槍
械訓練靶場，改善本市的監獄，以及完成其它培訓和公
共安全設施工程	－	均透過發行最高達$34,000,000的
城市常規責任公債券來提供資金，該公債券將在20年內
到期，而除了常規產業稅外，每年會徵收額外產業稅以
償還該公債券（估計平均稅率為每1,000估值價徵收19
分）。此提案應否被通過：

應

否

提案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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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ald	F.	Moore－市秘書長	
253-856-5728
rmoore@kentwa.gov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聲明撰寫人：Marvin	Eckfeldt、Monty	
Burich、rita	ann	schwarting
https://www.facebook.com/
voteyesforasaferkent

聲明撰寫人：Alex	Senecaut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未有提交反駁聲明。

	此議案旨在請肯特(Kent)的選
民通過發行債券以修建新的警
察局和其他公共安全和訓練設
施，滿足日益發展的員警部隊
的需求。本市現有的警察局是由最初於1991年設計的圖書館改
建而成，以容納85名警員；今日，員警部隊包括144名警員，
分佈於4棟不同的建築中。本市計劃於2017年使警察局的警員
發展至160名，不包括監獄工作人員和支援人員。項目包括：
拆除現有的警察局總部；在原址設計、施工和設立新的警察局
總部；增設心理健康和危機干預室，重建城市監獄的水管設施
和電源線路，以使監獄的使用壽命延長約30年為預期；以及增
加本市已有25年歷史的消防訓練場的訓練能力，以提供有關重
大事故的實戰訓練。未經選民通過，本市無法獲得支付這些項
目費用的資金。		

債券將在20年內到期，並將由每年多出的產業稅支付。平均征
款率預計約為按產業估價的每1,000美元徵收19美分，或者，
對於估價為300,000美元的產業每年徵收約57美元或每月徵收
約5美元。年齡在61歲及以上的房主和符合低收入條件的房主
可獲得產業稅豁免權。

為建設更為安全的肯特(Kent)投出
贊成票！我們有責任為警察局提供
為確保肯特安全的必要設施和資
源。

20年期的債券按房價估值的每1000美元徵收19美分，即價值300,000
美元的產業每年徵收57.00美元，可融資3400萬美元，以在原址重建
警察局總部、增建第二層樓、改善1986年建成的監獄的基礎設施、為
精神失常的罪犯增建危機干預室，翻新和擴建有25年歷史的消防訓練
設施，提供有關重大事故的實戰訓練。

讓我們的警員、偵探和支援人員分佈於四棟不同的建築會阻礙溝通，
而溝通對我們警察局的運作標準，即情報領導警務起到關鍵作用。

1991年，85名警員在目前這棟建築物內為38,000名居民工作。今
天，144名警員和支援人員在同一區域工作，變得過度擁擠。按照肯
特(Kent)的預計增幅，至2017年將增加16名警員。

肯特(Kent)是一個大城市，而龐大的警察局卻在面積極小的城市設施
中工作。

現在正是您支援我們警力的機會。為肯特的提案A投贊成票。

此議案的目的是建造和設定新的公
共安全和訓練設施，以滿足日益增
長的警力需要。

本市怎樣根據Mr.Dave	Clarke的意見而做決定？他是否是受聘的帶薪
顧問？他的薪資是否包含在3400萬美元的債務中？是否設立了招標流
程，或經快速審核通過的本市自有招標流程產生了3400萬美元的預期
成本？肯特(Kent)的市民過去常常願意為公共安全部門（警察局和消
防局）敞開城市預算的大門，但卻沒有仔細考慮底線成本。也許現在
是時候退後一步思考，確定3400萬美元的成本是否是本市能夠承擔的
最佳金額？

我們將在秋季選舉中投票表決更多的稅收議案，請大家務必以明智的
方式使用稅收收益。

請對提案A：支持公共安全和訓練設施的債券議案投否決票

肯特(Kent)市議會一致投票表決，讓此提案參加公眾投票，以支持我
們的警察局更新設施。債券金額基於顧問的空間研究，解決警察局面
臨的關鍵需要，例如更大的總部建築、心理健康治療室，以及戰術射
擊場。按照法律規定，此項目不可超過債券金額。招標流程將在債券
通過後開始。為提案A投贊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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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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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北本德(North	Bend)市

第1號提案

為公共安全及刑事司法用途增加0.1％的銷售及使
用稅

北本德（North	Bend）市市議會採納了第1654號決議
案，有關一項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82.14.450節所
規定的銷售及使用稅增長。如獲通過，此提案將授權本
市徵收額外0.1％的銷售及使用稅，根據州法律的規定
而分配給市政府（85％）和金郡（15％）。而市政府收
入則按照華盛頓州修訂法第82.14.450節用於公共安全
及刑事司法用途。此提案應否被通過﹖

應

否

提案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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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di	Lindell－市行政員		
425-888-7626
llindell@northbendwa.gov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聲明撰寫人：
Edward	J.	Holmes、Jonathan	W.	
Wiseman、Sherwood	B.	Korssjoen
edjholmes@comcast.net

	北本德(North	Bend)第1號提
案如通過，將為公共安全增加
0.1%的消費稅（十美元的購買
金額徵收一美分）。依決議，
北本德(North	Bend)市議會將這些新的收入分配用於公共安全
和刑事司法目的。隨著本市的繼續發展，對公共安全服務的要
求也相應增加。2014年3月，北本德(North	Bend)開始與史諾
誇米(Snoqualmie)警察局簽訂合約，以提供警務服務。該消費
稅征款獲得的收益將用於聘用第8名警官，使本市每天有兩名
警員工作18小時的時間。這也將提高警員的安全性，使北本德
(North	Bend)增加額外的警力重點巡邏，以在必要時回應和打
擊特定犯罪活動。稅收收益也將使北本德(North	Bend)能夠維
持由東區消防與救援(Eastside	Fire	&	Rescue)現在提供的消
防和人身安全服務水準，而這些服務的成本在未來3年將大幅
增加。此提案的通過將增加警員服務水準，並維持目前的消防
服務水準。

公共安全是北本德(North	Bend)居
民生活的重中之重。隨著本市的繼
續發展，對公共安全服務的要求
也明顯增加。史諾誇米(Snoqualmie)警察局已開始大力改善北本德
(North	Bend)的公共安全，積極處理流動犯罪、毒品和其他犯罪活
動。為繼續維持這一積極態勢，我們需要為人員配備提供資金，能夠
再聘用一名警員。這名新增警員的招募，將使本市大部分的時間有兩
名警員當值，為我們的居民以及盡力保護居民的警員增加安全保障。
消防和緊急醫療服務也是確保我們社區安全的關鍵。金郡在全國擁有
最高的心臟存活率，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我們消防人員接受的訓練和
東區消防與救援(Eastside	Fire	&	Rescue)的快速回應。向第1號提
案投贊成票，這將使我們的社區有增加警力保障的必要資金，還能維
持目前一流的消防和緊急醫療服務水準，使我們所有人都能保持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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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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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A及1B號提案

第1A號提案（由第107號動議請願提呈）和第1B號提案（市議會和市長所提議的替代方案）均有關早期教育項目以
及為兒童提供這些服務的工作者。

第1A號提案（第107號動議案）將為托兒服務工作者設立$15的最低工資（在三年内，逐步向員工少於250人的僱主
實施）；設法將托兒服務費用減至家庭收入的10％或更少；禁止暴力罪犯提供專業的托兒服務；要求透過一所培訓
機構接受加強培訓和認證；設立一個勞動力委員會和建立一個基金以幫助供應商達到標準；而且聘請一個機構以促
進市政府與托兒服務工作者之間的溝通。

而西雅圖市議會和市長則提議第1B號提案（第124509號法令）作為一個替代方案，其將為一個城市早期教育項目為
期四年的初期階段提供資金，目標是設立一個廣泛適用、可負擔得起、持牌且自願的幼兒園選擇。此法令要求為教
師提供支援，培訓以及認證。此項目採用基於研究的策略，包括效果評價，並提供學費資助。此提案授權徵收超出
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84.55章所設限額之常規產業稅，容許在2015年收取額外高達$14,566,630的稅款（大約
每$1,000估值價徵收11分），以及在四年期間收取高達$58,266,518。

1.	此其中之一個議案應否被立例成法？

應

否

2.	無論您對以上議案投票贊成或否決，若將其中之一議案立法，哪個議案應被立例成法？

第1A號提案

第1B號提案

本議案的全文在第64頁開始。
								續下頁

閲讀選票議案資訊 
提案說明	

每個選區的律師均撰寫一個提案説明，陳述若該選票議案通過成爲法律後的影
響。

贊成和反對的委員會	

選區有責任任命撰寫贊成和反對聲明的委員會成員。聲
明是幫助選民決定如何投選議案的一種方法。金郡選舉
部不負責撰寫聲明並對其内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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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Wayne	Barnett－西雅圖道德操守及
選舉委員會部長
206-684-8577
wayne.barnett@seattle.gov	

此議案向選民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應否採納該兩中擇
一的提案，兩者均有關早期教育以及為兒童提供這些服務的工
作者。第二個問題是該兩中擇一的提案中哪個應該被採納。若
大多數選民對第一個問題投票“否決”的話，該兩中擇一的提
案均不會被採納。若大多數選民對第一個問題投票“贊成”的
話，則會採納在第二個問題得票最多的兩中擇一提案。無論選
民對第一個問題如何表決，他們都可以投選第二個問題。在此
選民手冊的下一頁載有該兩中擇一的提案各自的提案説明。	

提案説明－1A：

目前，州法律規定多數託兒服務提供者必須領有牌照，並且取
消具有刑事犯罪記錄的個人之資格。而西雅圖市目前並沒有向
早期教育和託兒服務發牌或作出管制。第1A號提案會就西雅圖
的這些服務提供者採取一定的地方法規。託兒服務提供者的定
義包括所有早期教育/學前教育工作者，包括任何城市學前計
劃提供者。		

現行法律強制要求大多數西雅圖員工的時薪最少為$15，於
2015年4月1日開始，在三至七年内逐步實施。第1A號提案會更
改早期教育和託兒教師及人員的進度表，為此行業的員工設立
一個單獨的進度表，於2015年1月1日起，在三年内逐步向某些
僱主實施。

第1A號提案也規定實行一個政策，即是沒有家庭應在早期教育
和託兒服務上支付多於家庭總收入的10％，並禁止具有某些刑
事犯罪記錄的個人在未持牌機構提供託兒服務。		

第1A號提案還規定本市聘請一個“提供者機構”，以促進市政
府和託兒教師及人員之間的溝通。挑選該機構的條件是，該機
構必須創辦了5年以上，已成功地代表託兒教師和人員與政府
機構達成協議，不會被僱主或政府的擁護者管制，並且為教師
和人員提供會員籍。								

第1A號提案也規定設立一個“專業發展學會”，其必須由市政
府資助，並由市政府與提供者機構一併管制和運作。早期教育
和託兒服務教師及人員必須通過該學會去接受培訓和認證。									

第1A號提案還將設立一個“勞動力委員會”，就托兒服務教師
和人員培訓提議政策和投資重點，以監督該專業發展學會，以
及監督一個小企業幼兒教育資源基金，該基金是為幫助小型和
非營利託兒服務提供者達到該動議案的要求而設。市長和提供
者機構將各自任命一半的委員會成員。		

第1A號提案也允許某些個人就市政府強制執行其條款而提出起
訴，若發現市政府違規，該人士則會取回律師費和訴訟費。		

第1A號提案沒有為該專業發展學會，小企業幼兒教育資源基
金，或聘請一個提供者機構提供資金。	

提案説明－1B:	

目前，在西雅圖市提供服務的是由州政府發牌和管制的私人學
前教育和託兒服務提供者。第1B號提案將採納市議會和市長就
市政府資助的學前教育所提議之綜合方案，並通過一項產業稅
增長，為該項目提供四年資金。市政府的學前教育計劃是自願
的，目標是三和四歲的孩子，為收入低於聯邦貧困水平300％
的家庭提供免學費，對其它家庭，則以滑動折算去設立學費，
使所有家庭均獲得一定的補貼。市政府會與合資格，持有符

合安全標準牌照和質量認證的
提供者協商去提供學前教育服
務。該徵稅將允許在2015年收
取高達到$14,566,630（約每
$1,000估值價徵收11分），並在四年期間收取$58,266,518。	

主要項目內容將包括對董事，監事和教師進行培訓，其包括嵌
入式專業發展，訓練和輔導；為教職員提供學費資助和學位課
程諮詢；對計劃的實施和成效進行外部獨立評估；建立數據系
統；質量保證以及報告。市政府會促進教師和工作人員，家長
和監護人，以及其他有關各方之間的溝通。

將會成立一個監督委員會，就計劃的設計提供正式建議，包括
教師專業發展和培訓以及資金，並且監測進度。該計劃需遵守
獨立評估和報告要求。市政府將確定最合適的方式去實現該
學前教育	計劃，包括如何處理在參與上的經濟，文化和語言障
礙，連同方法去應對低收入，移民和難民社區，及有色人種社
區的具體需求。市議會在必要時可對該項目作出修改。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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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聲明撰寫人：Patricia	Bailey、
Laura	Chandler、Katherine	Green
www.yesforearlysuccess.com

聲明撰寫人：Bob	Gilbertson、
Sarah	Morningstar
www.qualityseattlepreschool.com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第1A號提案之反駁贊成聲明：

與支持者的自我辯護剛剛相反，第1A號提案（第107號動議案）漏洞百出且不負
責任，帶來數以億計的額外公共開支，但卻沒有提供任何支付方式。	

第1B號提案就不同，這是自願，精心而設的學前教育，隨著時間而加強，確保
為孩子帶來有效的優質教學。第1A號提案過於廣泛，甚至包括許多非學前教育項
目，帶來龐大的額外費用。那並不是優質學前教育。

第1A號提案強制所有服務者參與由兩個支持第1A號提案的工會所管制之培訓系
統，而西雅圖納稅人卻陷入圈套去承擔該費用。不要被支持者自私的“估計”所
誆騙	－	該無黨派，供公衆查閲的西雅圖預算辦事處財政分析顯示第1A號提案每
年將耗資	約一億元，需要向其它城市服務作嚴重的削減來提供此資金。	

這就是為何金郡勞工委員會並沒有支持第1A號提案，反而支持第1B號提案。請否
決此項不負責任且付擔不起的議案。而請選擇第1B號提案。

西雅圖正面臨托兒服務的危機，當父母
不能負擔支付費用，而教師無法留在其
職位時，孩子就要付上真正的代價。

惟有第107號市民動議案透過致力實現可負擔得起的托兒服務，從而幫助孩
子：西雅圖家庭現時用於優質，持牌托兒服務的費用比華盛頓大學的州內學費
還要昂貴。	而單親媽媽支付托兒服務的費用高達其收入的52％。惟有第107號
動議案要求市政府與社區一同就解決此危機去制定目標和時間表。

惟有第107號市民動議案透過減少教師離職而幫助孩子。由於工資低和不穩定
的培訓，每年在我們孩子的託兒工作者中有高達38％的人士離職。這對在關鍵
早期發展階段的孩子而言負面影響最大。領先國家研究顯示，獲得託兒工作者
一致照料的孩子顯著有較好的準備在學校和生活上取得成功。

惟有第107號市民動議案為所有西雅圖幼童提高此標準。

•	 確保西雅圖所有4,500名持牌教師獲得所需的國際級培訓，並擁有最
	 	 低$15.00的時薪。

•	 所設的長遠目標是將托兒費減至家庭收入的10％。	

•	 透過禁止暴力罪犯提供托兒服務（持牌或無牌），從而提高安全標
	 	 準。

•	 建立一個培訓諮詢委員會，其所包括的家長和教師直接體會到取得
	 	 可負擔得起的優質托兒服務之困難。

惟有第107號市民動議案是可以負擔得起的。惟有第107號動議案能通過對我們
的現有制度實施有效和策略性改革，在無須增加產業稅的情況下幫助更多孩
子。利用私營，聯邦和州府資金	－	第107號動議案的費用估計是該市政府計
劃之一半，但所覆蓋的教師範圍和其所教育的孩子卻是五倍之多。	

惟有第107號市民動議案是由那些體會到早期教育是始於出生的家長，教師和
專家所制定。惟有第107號動議案能解決我們孩子之所需，從出生到入學年
齡，而不是等到孩子滿三歲。

我們信任的機構都支持該動議案。

華盛頓社區行動聯盟；Ages	in	Stages	Childcare	and	Preschool；Tiny	
Tots發展中心；CARE：文化適宜性和回應教育中心；經濟機會學院；美國教
師聯盟西雅圖分會；服務事業員工國際工會；華盛頓州議會；華盛頓工會
（Working	Washington）－以及許多家長、教師、教育專家、托兒中心、民選
官員、工會及社區組織。更多詳情，請查看：www.YesforEarlySuccess.com。

支持在西雅圖更優質，更負擔得起的託兒服務。

請投票贊成第1A號提案：第107號市民動議案。

西雅圖第1A號提案：錯誤的方法

西雅圖第1A號提案並無提供資金去幫助
難以支付優質學前教育的家庭，也無資金去改善教師培訓，以確保西雅圖孩子
能獲得其應擁有的優質學前教育。該提案所包括的卻是龐大但無經費的強制要
求，而您又不能不勞而獲，因此這會迫使市政府削減其它重要服務。

導致其它城市服務也遭受大幅削減	

西雅圖市預算辦事處估計如要全面實施第1A號提案，每年將耗資市政府約1億
元，這遠遠超過整個民生服務預算。而且由於第1A號提案並沒有資金來源，因
而需要向城市服務全面作出10％的削減，包括警察和消防服務。	

昂貴的強制要求，沒有資金

我們大家都希望能為西雅圖學齡前兒童提供最佳機會，但第1A號提案與該目
標相抵，該目標是為最有需的家庭提供優質且以學生為主的早期教育－同時
保障重要的城市服務。備受尊重的組織，如大西雅圖基督教男青年會、其它本
地託兒服務者、Tabor	100、救助兒童行動聯盟（Save	the	Children	Action	
Network）、西雅圖消防員工會第27號地方分會以及金郡勞工委員會均支持該
市政府議案，而非第1A號提案是有原因的：第1A號提案向市政府制定昂貴的
強制要求，但卻未能解決基本的需求，為西雅圖孩子提供有效且優質的學齡
前教育。	

專注於成人，而不是兒童

第1A號提案是由那些支持從其通過中獲利的特殊利益所撰寫。該提案要求托兒
教師和員工透過一所納稅人支付的培訓機構獲取認證，但該機構卻由支持此動
議案的兩個外部團體所管制。該提案會將稀缺的資源挪用在有利於那些組織的
事項上，而非集中在西雅圖孩子的最佳利益，與市政府所支持的議案相比，其
降低質量標準。這也正是另一個原因為甚麽托兒服務提供者、工會以及教育領
導，如前市長Norm	Rice都支持市政府議案，而非第1A號提案。	

不要被誤導的承諾所愚弄

第1A號提案的支持者說這是有關提高工資時，其實在誤導公眾。在新的市法律
規定下，託兒工作者將獲得$15的時薪以及有薪病假。	

我們不能接受一個無經費且誤導的計劃從重要的公共優先事項中挪用資金。請

投票否決第1A號提案！

為了避免製造衝突，讓我們共同合力找出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將最好的帶給所
有西雅圖的孩子。	

• 市政府自上而下的計劃需要五千八百萬元全新產業稅，而只覆蓋6％
西雅圖五歲以下的孩子。

• 第107號動議案	－	預計成本只需	三百萬元去實施	－	符合成本效
益，無需徵收新稅，而且能解決西雅圖100％的孩子所面臨的優質和
可承擔得起之託兒服務問題。	

• 第107號動議案是互相合作，而非市政府自上而下的計劃。一個由家
長、教師和專家所組成的委員會將向市議會推薦優質的託兒標準，
供其審批。	

• 第107號動議案是創新的，其透過建立一個公私夥伴關係和培訓計
劃，以充分利用來自聯邦，州政府和私營資金來源的現有款項。	

• 第107號動議案獲得我們了解且信任的家長、幼兒教師、託兒服務專
家和團體的支持，而非政治行家和大企業。	

請投票支持第1A提案，第107號動議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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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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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西雅圖市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聲明撰寫人：Norm	Rice、Maggie	
Burgess、Calvin	Lyons
www.qualityseattlepreschool.com

聲明撰寫人：Vincent	Duffy、
Lauren	Tozzi、Vonzella	Avery
www.yesforearlysuccess.com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第1A和1B號提案對孩子都是好的。而差別就在於成本、互相合作和社區支持。

• 市政府自上而下的計劃需要五千八百萬元全新產業稅，只覆蓋6％西
雅圖五歲以下的孩子。

• 第107號動議案	－	預計成本只需三百萬元去實施	－	符合成本效
益，無需徵收新稅，而且能解決西雅圖100％的孩子所面臨的優質和
可承擔得起之託兒服務問題。	

• 第107號動議案是互相合作，而非市政府自上而下的計劃。一個由家
長、教師和專家所組成的委員會將向市議會推薦優質的託兒標準，
供其審批。	

• 第107號動議案是創新的，其透過建立一個公私夥伴關係和培訓計
劃，以充分利用來自聯邦，州政府和私營資金來源的現有款項。	

• 第107號動議案獲得我們了解且信任的家長、幼兒教師、託兒服務專
家和團體之支持，而非政治行家和大企業。	

請投票支持第1A號提案，第107號市民動議案。

投票支持西雅圖市的學前教育計劃	－	
第1B號提案！	

我們作為一個城市，可以做的最重要之事是為整個西雅圖的孩子提供優質學前教
育，不論其經濟背景。我們需要一個重視我們孩子健康的	計劃，其中包括高質素
標準，並且獲得全額資助。西雅圖市的學前計劃
（第1B號提案）均獲得市長Murray、市議會、早期教育專家和備受尊重的託兒工
作者之支持，並且是唯一達到該測試標準的選票議案。

有利於我們的孩子

西雅圖有近四分之一的學童在三年級時跟不上進度，而有色人種，低收入和移
民的孩子之數字更不理想。我們可以解決此問題	－	接受優質學前教育的孩子之
高中和大學畢業率會較高，而行為問題較低，在成人時期也擁有較大的經濟成
就。在達到安全標準的持牌設施内提供優質學前教育，將確保我們的孩子作好
幼稚園準備。

對於西雅圖三和四歲的孩子而言，該針對性的自願西雅圖學前計劃使優質學前教
育成為一個可負擔得起的事實。有別於對立的方案，第1B號提案建立一個鞏固的
質量標準，以確保孩子們獲得其在K-12教育體制中所需的技能。	

一個真實且獲得全額資助的方案

該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第1B號提案）是由一個溫和的產業稅徵稅而資助，對
居住於一所價值$400,000的房屋之家庭而言，每年約繳納$43。此投資項目會為
三和四歲的孩子之學前教育提供資助，透過使用一個滑動折算的收費方式，並
就經濟需要為家庭提供補貼，從而使年度收入不超過$71,000的四人家庭之學前
教育免費。

而對立的方案卻包括許多昂貴的強制要求，但並沒有為這些新規定而提供任何資
助或協助這些無法負擔學前教育的家庭。與對立的方案不同之處是，第1B號提案
會資助為相關學前教育教師所提供的培訓和技能發展，以幫助其達到該計劃的標
準，並確保這些教師的工資相當於那些小學教師。	

該西雅圖計劃獲得廣泛支持	

該市政府提議是一個包容性的進程，其團結市長、市議員、託兒工作者、Tabor	
100、華盛頓州啓蒙計劃和ECEAP委員會、基督教男青年會以及其它幾十個受人尊
敬的組織。第1B號提案是唯一獲得金郡勞工委員會支持的學前教育	計劃。

讓我們確保所有西雅圖的孩子都能擁有成功的機會。請投票贊成第1B號提案！

	第1A號提案（第107號市民動議案）和
第1B號提案（市政府的計劃）兩者共為
西雅圖家庭設立一個更能負擔得起，更方便獲得的優質早期教育。	而不幸的
是，市政府錯誤地使這兩個選票議案互相競爭。雖然我們大多數人都同意全民
學前教育的目標，但關鍵是要正確地實行它。	

市政府的計劃對其估計成本而言太狹隘了。在西雅圖有太多孩子在學校已跟不
上進度，而有色人種，低收入和移民家庭的孩子顯著有更差的數字。	家長和
教師都明白學習是始於出生時。市政府的計劃遺漏了太多孩子，其範圍僅包括
100名教師和西雅圖34,000名五歲以下的孩子其中之2,000名。	

該市政府計劃僅設立少數的教室，但在全市範圍實施嚴謹的課程綱要，因而限
制家長的選擇。	

該市政府計劃透過向託兒工作者制定全新的繁瑣規定，從而驅趕擁有數十年經
驗，豐富經驗的教師。

該市政府計劃無助於解決託兒服務的負擔。西雅圖家庭在其孩子頭五年會花費
$40,000在托兒服務上。優質早期託兒服務對很多孩子而言實是遙不可及。	

第107號市民動議案是一個可負擔得起，與該市政府計劃兩者擇一之一個方
案，其透過提高對西雅圖所有4,500名持牌教師的要求，致力減低所有家庭的
託兒費用，並促進為我們市的所有孩子提供優質托兒服務，從而做得更好。第
107號市民動議案估計將花費該市政府計劃一半的費用，但所覆蓋的教師和孩
子數量卻是五倍。	

西雅圖需要一個解決方案來處理孩子所面臨的首要問題：不一致的照料和教師
離職。每年，有38％的幼兒教師會離開該行業。西雅圖的托兒服務系統需要能
夠支持和指導教師及託兒工作者的專業發展	－	並在起步時能包括早期教育工
作者和家長。	
請加入家長、教師和社區組織行列，一同支持該唯一能為西雅圖所有孩子提高
要求的提案	－	第107號市民動議案！

與第1B號提案（市政府提案）不同之處是，第1A號提案（第107號動議案）沒
有經費，而且無法負擔得起。

第1B號提案是一個漸進，以孩子為主的計劃，其主要的支持者包括市長
Murray、前市長Norm	Rice、早期教育專家、金郡勞工委員會、基督教男青年
會以及許多鄰里區託兒服務提供者。	

第1B號提案是唯一一個獲全額資助的學前教育	計劃，唯一一個會提供資金用於
教師培訓，也是唯一一個供家長和託兒服務提供者自選的方案。而相比之下，
第1A號提案卻包括負擔不起的強制要求	－	每年耗資約一億元，成本比第1B號
提案多六倍	－	但卻沒有資金去支付這些規定。

第1B號提案是精心為三和四歲的孩子而設，因為我們可以對這年齡階段帶來巨
大影響。第1A號提案文筆拙劣並過於寬泛，爲支付一些非學前項目	－	而非我
們所需要針對的優質學前教育，使市政府可能被訴訟。

第1B號提案是對西雅圖孩子最好的選擇。請投票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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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提議的城市交通管理局

第1號西雅圖市民請願

為公共單軌列車交通設施設立一個城市交通管理局

根據第1號西雅圖市民請願之規定，此提案將設立一個
全市範圍的交通管理局，以規劃、建設、運作及維持公
共單軌列車交通設施。此管理局將擁有在華盛頓州修訂
法（RCW）第35.95A章所載的所有權力，包括徵稅權；
將由九名成員組成的臨時委員會作初步管理；並透過
向本市須支付續牌費的登記車輛徵收$5.00作為創辦資
金，用於規劃、設計、工程和環境影響審核用途。而且
將設立一個由二十一位成員所組成的諮詢委員會。

此提案應否被通過﹖

應

否

提案説明

本議案的全文在第71頁開始。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Elizabeth	Campbell	
206-283-0298
inquiry@centran.org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聲明撰寫人：Elizabeth	Campbell、
Bill	Popp、Robert	Bismuth
www.centran.org

聲明撰寫人：Jan	Drago、Ron	Sims、
Martin	Duke
www.letsnotrepeatmistakes.com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我們不需要再增加一個獨立的當地交通規劃機構。這項考慮欠佳的浪費性
規劃不包含真正的市中心站點，並設想了一種貢朵拉小船一樣不可靠的系
統來連接海濱地帶和市中心。由於最初單軌列車規劃的失敗，西雅圖選民
才轉而支持耗資110億美元、長50米的在建輕軌系統。任何列車新規劃都
應為該輕軌系統的一部分。請投西雅圖公民第1號請願書的反對票！

西雅圖公民第1號請願書將根據華
盛頓州修訂法（RCW）第35.95A
章的規定創立一個與西雅圖
（Seattle）市有相同邊界的城市
交通管理局。世紀交通管理局（CenTran）將是一個政府機構，其創
立目的是規劃、建設、運作並維護公共單軌列車交通設施。

初始階段，CenTran將由以九個人組成的暫時性委員會來管理，這九
人中有六人已在擬定立法中列出，另外三人將透過在列六位成員的超
半數票選任命。三百九十天后，該暫時性委員會將由另一個委員會來
接替，這一委員會的十三位成員都將被提名後任命。兩名委員會成員
將透過全民選來確定，其他所有成員將由西雅圖市議會從擬定立法中
指定的以西雅圖為基地的組織與機構中選取。此外，還將成立一個由
二十一位成員組成的諮詢委員會，以對授權區域和臨近區域的交通趨
勢與需求進行評估，並呈報管理委員會。

CenTran還將依據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35.95A.090章中的關於車
牌貼續發許可費用的規定對每輛車輛徵收5.00美元的牌照費，該辦
法將於提案獲核准後至少六個月內生效。徵收牌照費所得的收入將用
於支付世紀交通單軌列車規劃第一期項目規劃與設計的全部或部分成
本，該規劃項目將連接西雅圖西北部、中心海濱地帶、杜瓦米須工業
區以及西雅圖南部、西部和市中心地區。

截止日期前尚未提交聲明。 反思在西雅圖西部至巴雷
（Ballard）間建立單軌列車路線的
想法，其初衷或許是好的，但是，西雅圖公民第1號請願書有損目前的交
通規劃。它只是又建立了一個有衝突性的交通機構，並且還將在未建造單
軌列車路線的情況下徵收新的車牌貼稅金，浪費納稅人的錢。

難以承擔的失敗構想

2005年，選民發現即使是針對10,000美元的車輛價值徵收140美元的高額
車牌貼稅都不足以為巴雷至西雅圖西部路線的建造提供資金。西雅圖撤銷
了對單軌列車的投資，但那是在浪費了1.24億美元之後的行為。這個提案
存在著同樣的成本問題。我們無法再承擔又一筆奢侈的無效投資。	

更好的方法

我們需要一體化的公共交通，但是這一議案提出了一項不相容的單軌列車
路線規劃，該路線無法與我們已經建造的輕軌相連接。我們新增的所有軌
道交通都應為該輕軌系統的一部分。	

再建立一個交通機構？

這將建立又一個獨立的交通機構，從而帶來更多交通紊亂和衝突。普捷
灣公共交通已經為巴雷至西雅圖西部之間的輕軌提供了選項。這才是正
確的途徑。

我們已經嘗試過建設單軌列車路線——那是一次難以承擔的失敗。	

讓我們不要重蹈覆轍。請投公民第1號請願書的反對票！

請登入以下網站檢視支持聲明：http://www.centran.org

唯一的「失敗」就是由反對第1號請願書的官員所負責的項目——他們構
想並投入巨額公共款項的寵物交通項目，例如：現已失敗的隧道/項目
「Bertha」、已破產的METRO公共汽車服務項目。	

第1號請願書建立的組織由社區、學術界、社會司法界以及工商業界的領
導者所領導，致力於提供途經巴雷-市中心-西雅圖西部的高容量等級單軌
列車，將公車和列車中心連接在一起，有效利用過去和現在的交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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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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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西雅圖交通服務區

第1號提案

交通資金

西雅圖交通服務區董事會通過了第12號決議案，有關為
惠及西雅圖市的公交服務提供資金。如獲通過，此提案
會提供資金去保留主要服務西雅圖的現有路線之交通服
務，這些服務原提議在2015年起會被削減。所收取資金
的一部分會用於支持區域公交服務和對低收入乘客更好
的便利性。此提案將授權向每輛登記車輛徵收一項額外
$60的年度車輛牌費，而低收入人士則有$20的回扣，並
授權徵收一項稅率為0.1％的銷售及使用稅。該收費和
徵稅均在2020年12月31日到期。

此提案應否被通過﹖

應

否

提案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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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Martinez	Simmons－
市秘書長
206-684-8361
monica.simmons@seattle.gov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聲明撰寫人：Jessyn	Farrell、David	
Freiboth、Alison	Eisinger
info@yesforseattletransit.org

	金郡第17848號法令責令公共
交通部門自2015年2月起減少
180,000小時的運行時數。如果
找到新的收入和/或支出削減方
式，委員會可提議予以變更。金郡預期2015年末期將出現進一
步的服務削減情況。

為資助西雅圖的公共交通服務，西雅圖交通服務區尋求選民通
過對每輛車輛每年多徵收最高60美元的車輛牌照費，同時向
低收入個體返還20美元，並額外徵收不超過0.1%的銷售及使用
稅。每種稅費徵收情況都將在2020年12月31日前終止。綜合起
來，這些稅費每年將增收約45,000,000美元。

除去包括返還計劃在內的管理成本，這些稅收將被用於資助：
（1）路線中超過80%的站點位於西雅圖境內的公共交通運行時
數，經費首先將被用於維護現有路線並防止計劃於2015年2月
開始出現的公交擬議服務削減及調整情況；（2）每年將最多
投入3,000,000美元支援起始或終止於西雅圖市的公交路線方
面的區域公共交通服務；以及（3）每年將投入最多2,000,000
美元，提高並支援低收入公共交通服務使用者的便利度。

如有剩餘收入，則可用於解決西雅圖市內的過度擁擠、可靠性
及行車頻率問題。這筆收入將不會替代部分或完全在西雅圖
境內運行的路線所需的其他經費，這部分經費將由公交部門根
據已被採納的《公共交通服務指南》另行提供。有關此提案
的更多詳細資訊，請參見：http://www.seattle.gov/stbd/
documents/resolution_12_s.pdf		

西雅圖交通服務區第1號提案：請
投贊成票！

西雅圖關注公共交通。西雅圖交通服務區第1號提案是提供我們需要
的公車服務所邁出的重要第一步。這一僅限於公共交通的議案將資助
城市公車路線，並令我們能夠制訂更好的交通體系。	

推動公共交通向前發展

明年，西雅圖境內多達45條公車線路或將被削減或取消——這極不利
於我們的出行，並減少了很多老年人、學生和上班族的重要出行線
路。交通服務區第1號提案維持了公車務，因此，我們得以繼續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保護西雅圖公車

交通服務區第1號提案的經費來自於四月份西雅圖選民一致支持的來
源，但是，這種僅限於西雅圖的議案令我們能夠自行確定西雅圖公共
交通服務的恰當水準。

協助我們的鄰居

對於老年人、學生和上班族而言，公車務不可或缺。該議案為低收入
乘坐者利用公共交通提供了經費，並包含用於協助工薪家庭的低收入
退稅。	

減少擁堵

交通本身已經夠糟糕了。減少公車務無異於雪上加霜。我們不希望因
為人們無法再搭乘公車而讓數千輛汽車重返道路。

請為西雅圖交通服務區第1號提案投贊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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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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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第401號高線(Highline)校區

第1號提案

用於興建新學校及更換和修繕日益惡化的學校之公
債券

第401號高線（Highline）校區董事會採納了第06-14號
決議案，有關一項紓緩擠迫情況並更換日益惡化且老
化的學校之提案。完全按照第06-14號決議案之規定，
此提案將授權本校區重建高線高中，興建兩間新的初
中，在Zenith地區興建一間新的迪茂伊（Des	Moines）
小學，在長青（Evergreen）和Tyee校園進行重要的
改良，並且在本校區範圍就健康、安全、保安、文
藝、科技及其它基礎建設方面進行改善；發行不超過
$385,065,156的常規責任公債券，在21年內到期；並每
年徵收額外產業稅來償還該公債券。此提案應否被：

通過

否決

提案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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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ggan	Harman－人事及財務主管
206-631-3078
duggan.harman@highlineschools.org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聲明撰寫人：Dan	Satterberg、Tina	
Orwall、Sili	Savusa
www.yesforhighline.org

聲明撰寫人：Laura	Castronover、
Karen	Steele、Corey	Renick
206-436-4806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此債券不以兒童的教育而目的。

此債券只關注金錢	–	您為本區提供的資金已過量。

本區花費670,000美元用於公共關係，但忽略了投入資金來維護和維
修我們的學校。

透過前兩個債券建設的新學校沒有為我們的產業價值帶來任何積極影
響。一流社區的學校肯定會增加產業價值。	

讓我們一起挽救兒童的教育吧！		

對第1號提案投反對票！

此提案的通過將授權高線校區
(Highline	School	District)發
行不超過385,065,156美元的一
般義務債券，以：重建高線高中
(Highline	High	School)，建造兩所新中學，在真裏斯(Zenith)
建造新的德梅因(Des	Moines)小學，對長榮(Evergreen)校區和
泰伊(Tyee)校區進行關鍵性改善工程，以及在全區範圍內實施健
康、安全、保安、藝術、科技和其他資本改良。		

校董事會確定因如下原因急需建造新學校，並取代和翻新現有學
校：校區過於擁擠，基礎設施條件下降且教學功能過時；區教
育項目的需求。在透過此提案和發行債券後，本區預期將收到約
78,559,890美元的州匹配額度和FAA降噪資金，以協助完成這些項
目。

債券將透過一般財產稅中每年多出的財產稅款付還，付還期為21
年。本區預期到2021年稅率會增加（相比現有稅率），即產業估
值的每1,000美元增加約1.12美元，或產業估值201,900美元每年
增加226.92美元（或每月增加18.91美元）。隨著稅率的增加，
總債券稅率到2021年會達到約3.15美元，在之後的債券剩餘期限
內，稅率會輕微上下波動。

年齡在61歲及以上或殘疾，且滿足某些收入要求的房主可享受稅

收豁免權。有關詳細資訊，請致電金郡估稅處：206.296.3920。

在高線，每天有太多的兒童在老
化、條件下降的建築和擁擠的教室
內上學。我們日益發展的社區內，教室空間已經不多。我們的建築物
有將近百年的歷史。教室的維修費用日漸高昂。過時的基礎設施無法
處理學生為應對當下工作要求所需學習和準備的現代技術。是時候透
過行動讓每一位孩童擁有安全、現代的學習環境，不論其背景或所在
街區。

按照廣泛社區意見制訂的這一議案首先解決我們最亟待解決的問題，
同時提供額外的教室空間，滿足我們日益增長的學生人口需要。			

您的贊同票將使德梅因(Des	Moines)小學和高線(Highline)高中得到
重建，為長榮(Evergreen)校區和泰伊(Tyee)校區的翻新提供關鍵資
金，建造兩所新的中學，並解決全區範圍內的問題：暖氣和管道系統
故障、通風不足和屋頂漏雨。如提案通過，所有小學的教室面積都將
變小，全區的學校都會獲得技術升級。				

您的支援將協助建設一流的學校系統，從而提高產業價值，吸引雇
主，增加就業機會並發展我們的經濟，最終使所有人都能獲益。

您的贊成票是對我們的兒童、學校和整個社區的支持。

高線校區董事會(HSDB)再一次希望
增加我們的產業稅，為他們的管理
不善負責。2002年和2006年發行的債券將與這次的新債券結合，使我
們的產業稅達到按房價估值的每1000美元徵收3美元的程度。該稅收
金額將繼續增加至2035年！

HSDB未能負責任地維護我們現有的學校，並繼續制訂出會帶來災難性
結果的不良規劃決策。在這樣的賦稅負擔下，每個人都有危機。房主
會將賦稅的增加轉化為高房租；企業則會增加消費者價格。	

HSDB的損毀性規劃將6年級與我們的中學結合在一起，這對於難以應
對來自青少年壓力的少年兒童來說，將是一場噩夢。HSDB希望再次重
建高線高中，並將歷史悠久的德梅因(Des	Moines)小學從原址搬遷至
重要的交通交叉口。

HSD在	Greatschools.org上的評分為4，總分為10分。隨著學校中暴
力事件的不斷升級，我們辛苦賺取的資金值得獲得更多改善。HSDB必
須將精力集中在孩子們的教育和安全上，而不是為他們建立紀念碑。

對增加財產稅投反對票，要求制訂合理的學校支出。

過去兩個建設債券投資的每個項目都按預算完工。對財政政策負責的
債券管理為納稅人節省了800萬美元的稅金。	

提案通過後，此提案將利用7800萬美元的匹配資金。

對老化建築物的維護已使其遠遠超過預計的使用壽命，但現在的維修
將花費兒童教室的相關資金。我們投入數百萬的州府資金來減少教室
規模。

這一措施以關鍵需要為優先考慮對象。請通過這項對我們社區來說可
行的解決方案。



我們的社區就如
一個大家庭，投
票是關懷它的一
個重要行動。

請按照您選票上
的指示，並在選
舉日11月4日前
將選票交回。

選票及資料均有
中文譯本。

喬宏太太「小金子」
演員/電視節目主持人

欲了解有關投票的資訊，請登網站：

kingcounty.gov/elections/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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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東貝爾斯（East	Pierce）消防及拯救

第1號提案

為維修保養及運作開支徵收產業稅

東貝爾斯（East	Pierce）消防及拯救（原名為第22號貝爾斯郡消
防護衛區）消防專員委員會採納了第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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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遵從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84.52章所規定的徵稅率與百分比

限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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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 $3,275,000

2015 2016 $0.36 $3,352,000

2016 2017 $0.35 $3,431,000

2017 2018 $0.35 $3,512,000

	

完全按照第755號決議案的規定，用於維護保養和運作，以及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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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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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	B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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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投票前，請考慮如下要素：增加到新工程價值中的2015年平均產業
價值增額（10%）讓這0.37美元稅款變得毫無價值。東貝爾斯消防區
（EPFD）已從每1000美元的估值價中得到了2.00美元！哇哦！！這就
很夠了！！！	

抱怨裁員和赤字？關閉消防站？無稽之談！！還是削減一些你們在這
樣的經濟衰退時期給自己謀取的高薪及優越福利吧。是時候開始工作
了。貝爾斯（Pierce）交通已經在行動了。民眾們正在期待。	

勇敢起來！投上您的反對票！	

	深受過去五年多來估值價降低
25%的影響，東貝爾斯（East	
Pierce）消防及拯救在2014年
11月份的選票中提出了一項維
修保養及運作徵稅。該提案授權消防區每年針對1,000美元的
估值價以約0.35美元至0.37美元的稅率，徵收約320萬美元至
350萬美元的稅額，並連續徵收四年（2015-2018年）該提案賦
予了選民在目前水準基礎上對消防局的服務、人員及儲備進行
維護的機會。

自2010至2013年，由於全國範圍內出現經濟衰退情況，該消防
區面臨1,000萬美元或約每年250萬美元的赤字，迫使其在不嚴
重減損服務水準的情況下削減經費支出。自2009年起，該局已
在維修保養、教育及培訓方面減少加班、資本支出以及預防性
費用共計超過300,000美元。他們已沒有了新裝備的採購。工
作人員已經降低薪資或暫時解聘。很多職位出現空缺。他們需
要經費維護或更換老化的消防車和醫療設備。

這一提案的透過將維持目前的服務水準；反對該提案則將導致
服務水準進一步下降。	

請為東貝爾斯（East	Pierce）消
防及拯救投贊成票，以維持目前的
服務水準。
這一項到期稅收的更新對於維持目前的急救服務水準來說是最重要的
關鍵。我們理解很多市民無法支持這項要求提高經費以改善服務及消
防員安全性的八月徵稅提案。

這是一次更新，並不是新增的稅收。
您的稅率保持不變——仍約為對1,000美元的估值價徵收0.37美元的
稅額。由於該區內興起了一項新建設，因此，該稅率還有望在2015年
後出現下降。

該消防區已採取的成本縮減措施。
該區已透過下調薪酬、減少培訓以及暫緩消防車、醫療設備及其他必
要設備的採購，降低了成本。

目前的徵稅提供了我們年度業務預算14%的經費。
如果不能徵稅，則將導致經費進一步削減，從而造成服務水準的下
降，其中包括站點的關閉或急救人員的減少——不論哪種情況，都將
增加回應時間。
急救電話和成本穩步上升。徵稅資金將直接用於維持急救事業的運
轉。該區需要您的支援來維持這項重要的目前經費來源。	

我們並不認為居民對東貝爾斯
（East	Pierce）消防區的服務感
到不滿。選民需要考慮的問題是該區無止境發展與擴張的觀念。

我們認為是時候該控制一下我們的消防局了。他們想要招募更多消防
員、建造更多大樓、採購更多設備、擴展其範圍，並成為全國薪資最
高的消防局之一。

讓我們在考慮投票時，使用「常識部」思考一下。我們真的需要一個
全新的區總部嗎？目前的租賃場所有什麼不好？Wilkeson撤出了東
貝爾斯消防區（EPFD）。也許將來還會有其他人撤出。消防站的重建
也是一樣的。消防站不必是最大和最好的。我們為什麼需要在每輛消
防車上配備三名消防員？將志願者召回以實現那種效果又有什麼不可
以？東貝爾斯消防區（EPFD）將「國家標準」作為其需要更多消防員
的理由。這聽起來好像是不考慮實際需求的盲目增長方式。

我們很喜愛我們的消防員，但這並不意味著每次選舉都自動蓋上橡皮
圖章了事。讓我們來做被推選的專員們不情願做的事。

勇敢起來！為東貝爾斯（East	Pierce）消防區的維修保養及運作徵
稅投反對票。

這項議案並不意味著擴展/發展。我區在八月選舉過程中聽取了選民
的意見，並放棄了為招募更多消防員提供資金的請求。我們所關心的
是維持目前的服務水準、週期。如不能對現有的徵稅進行更新，將減
少能夠對您的緊急情況作出反應的在職消防員和急救人員、消防車及
醫療設備，並將增加火災損失並降低病者及傷者的生存幾率。敬請登
入www.yesforemergencyservices.org檢視事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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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提案

為期一年的運作及維修保養徵稅

西景（Si	View）都市公園區董事會採納了第2014-01號
決議案，有關一項基本安全、維修保養及運作的提案。
此提案將維持目前用於運作、設施和項目的資金，包括
西景社區中心和游泳池、公園、球場、遊樂場、體育項
目、小徑、成人項目、夏令營、以及為少年和青年而設
的課餘康樂項目；通過授權向區內所有須納稅產業徵收
一項為期一年的額外產業稅，稅率大約為每$1,000估值
價徵收$0.19，在2015年收取，從而提供$450,636。

此提案應否被通過﹖

應

否

提案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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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na	Rudd－康樂部主管
425-831-1900
mrudd@siviewpark.org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西景(Si	View)都市公園區現
行的產業稅款為公園設施和娛
樂項目提供基本安全、持續維
護和日常營業所需的資金，其
中包括西景(Si	View)社區中心和游泳池、公園、運動場、操
場、體育項目、山道、成人項目、夏令營，以及少兒和青少年
課後娛樂項目。第1號提案旨在協助維持資金和服務的現有水
準，而非增加。不斷下降的產業估值已造成本區的收益近年來
顯著下降。去年本區的選民通過了2014年的一年期營運和維護
徵稅項目，該項目計劃將於2014年12月31日到期。第1號提案
將授權本區徵收一年期的超額產業稅，以便在2015年對本區
內的所有需納稅產業按房價估值的每1000美元徵收約0.19美元
的稅率徵稅。如果選民未通過第1號提案，2015年當地資金將
減少約44%（約450,636美元)），西景(Si	View)社區中心和游
泳池、公園和設施的日常營業、娛樂項目、基本安全和持續維
護將必須大幅削減。第1號提案是一年期的營運和維護徵稅項
目，會協助將本區資金和服務維持在目前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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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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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景(Si	View)都市公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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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第107號動議並向市秘書長及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行
政主管授權的決議案，其中的動議涉及早期教育與兒童看護
（2014年6月23日被市議會拒絕）；而授權則令其採取必要行
動以令擬定的第107號動議出現在2014年11月4日的選票以及與
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市議會法案118114）相結合的當地選民
宣傳冊中，該法案為根據憲章第IV條針對相同主題問題擬定的
替代性動議案；同時，該決議案還要求金郡選舉部部長按照適
用法律將擬定的第107號動議安排在2014年11月4日的選票中。

鑒於，在過去一年中，經過調查，西雅圖市在提供高品質早期
教育機會方面擁有最佳做法，同時積極擴大服務範圍並向社區
和利益相關者徵詢有關高品質早期教育機會的意見；以及

鑒於，作為此影響深遠的過程的結果，西雅圖市已針對本市制
訂了一種全面、綜合的方式，結合市議會法案118114擴大為西
雅圖兒童提供的可承擔的自願性高品質學前教育範圍；以及

鑒於，市議會法案118114中概述的西雅圖市高品質學前教育計
劃中的重要部分賦予了本市自由裁量權，該權力可在實施以證
據為基礎的方法對學前教育教師認證、培訓及專業發展過程中
予以應用，同時呼籲使用教師輔導並與華盛頓州早期教育部門
進行協作；以及	

鑒於，市議會法案118114要求本市促進早期教育利益相關者（
包括學前教育教師及工作人員）之間的交流；以及

鑒於，第107號動議要求，除其他事項以外，西雅圖市應聘請
私營組織聯合控制學前教育教師認證、培訓及專業發展的提
供；以及

鑒於，第107號動議要求，除其他事項以外，西雅圖市應聘請
私營組織聯合對新的委員會進行控制，該委員會旨在協助設定
針對學前教育教師的強化培訓要求，並提供與學前教育教師相
關的政策及投資有限性建議；同時

鑒於，第107號動議授權西雅圖市聘請私營組織促進本市與學
前教育教師及工作人員之間的交流；以及	

鑒於，經過重要的公共程序後，市長及市議會於2014年6月採
納了第124490號法令，將西雅圖市的最低計時薪酬提高到了15
美元/小時；同時

鑒於，第107號動議為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開闢了獨特的
開端，提供15美元/小時的最低薪酬，且該數額還將根據逐步
引入計劃不斷提高，並擁有第124490號法令中提供的不同的補
償方法；以及				

鑒於，市議會發現第107號動議與議會法案118114在有關本市
高品質學前教育的某些條款細節方面存在衝突；以及

鑒於，市議會發現第107號動議可產生重大財政影響。

鑒於，第107號動議已提交給了市議會，且於2014年6月23日被
市議會拒絕，並將隨後出現在票選中以供人們根據適用法律進
行投票。

	因此，	

茲由西雅圖市議會、市長特此聯合指令如下：

第1節：根據市憲章第IV條，議會審查了第107號動議，並根據
議會核准的意向將其否決。議會特此責令將第107號動議安排
在2014年11月4日的普選票選中，由人們根據適用法律進行投
票。		

第2節：根據市憲章第IV條第1節，除了將第107號動議安排在
票選中外，議會採納了市議會法案118114，該法案是解決與第
107號動議相同問題的替代性動議案。議會法案118114與第107
號動議在多處細節上存在衝突。議會安排議會法案118114與第
107號動議同時出現在2014年11月4日的普選票選中，供人們對
其進行投票。	

第3節：市秘書長接到授權及指令，在2014年11月4日選民根據
適用法律對第107號動議及議會法案118114進行票選前，採取
必要行動將第107號動議歸入秘書長檔案313661（該檔案可參
見附件A）中。

第4節：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執行主管接到授權與要求，採
取必要行動結合議會法案118114並根據適用法律將有關第107
號動議的資訊置於選民宣傳冊中。

	 第5節：華盛頓金郡選舉部部長，作為選舉當然督導，
接到要求號召進行特殊選舉，並將第107號動議與議會法案
118114聯合安排在2014年11月4日的票選中。	

第31530號決議案全文

請回收您的

選民手冊

一旦您閲讀了您的選
民手冊，並填寫了選
票，請將選民手冊回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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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教育與兒童看護相關法案

茲由西雅圖市人民制訂

第I部分

目的	

新節：小節101.	

	 西雅圖人民意欲透過以下方式提高該市早期教育與兒
童看護系統的品質、可承受性以及安全性：(a)為兒童看護
教師及工作人員安排至少15美元的薪資，並對小企業予以支
持；(b)確立一項城市政策，即家庭應對兒童看護支付少於家
庭收入百分之十的款項；(c)杜絕暴力重罪犯擔任兒童看護教
師及工作人員，即使無執照機構也是如此；(d)要求對兒童看
護教師及工作人員進行強化培訓，且透過本市與工作人員之間
的培訓合作夥伴關係予以提供；以及(e)在針對兒童看護教師
及工作人員的職業建立工作標準的過程中給予其正式職位。			

第II部分

為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安排至少15美元的薪資，並對小企
業予以支持。	

新節：小節201.		

應給予在西雅圖市地理邊界內工作的所有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
人員每小時至少十五美元（$15.00）的薪酬。	

自2015年1月1日起，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的最低薪酬應為
計時薪酬15.00美元。自2016年1月1日起，且此後每年，該最
低薪酬將對應於前一年大西雅圖-塔可瑪-佈雷門登都會區的城
市聘雇勞動者和文書工作者的消費者價格指數的增長情況（如
有增長），	增加相應數額。	

由小型兒童看護服務提供者聘雇的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的
最低薪酬應逐漸引入一個三年期限，以給此類小企業充分的調
整時間。起始於2015年2月1日、終止於2015年12月31日的這一
過渡時期內，應向由小型兒童看護服務提供者聘雇的兒童看護
教師和工作人員支付最低11美元的計時薪酬。自2016年1月1日
起，此類員工的最低薪酬應增加至12.50美元。自2017年1月1
日起，此類員工的最低薪酬應增加至14美元。自2018年1月1日
起，此類員工的最低薪酬應為按照本法令中第201(b)節中規定
的常規最低薪酬。

D.	 如本法令中所採用的最低薪酬與本市議會或其他動議
所採用的最低薪酬之間存在衝突，應給予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
人員金額最高的適用最低薪酬。		

E.	 本節中頒佈的最低薪酬應可在所有用於推行本市或本
州最低薪酬的本市或本州法律機制（目前已有或將要頒佈的）
中可執行。此外，雇主如不按照本節中的規定支付此最低薪酬
將構成SMC第14.04章條款中規定的「不公平聘雇行為」。

第III部分

確立一項城市政策，即家庭應對兒童看護支付少於家庭收入
10%的款項	

新節：小節301.		

A.	 這應該成為西雅圖市的政策，即家庭應負擔得起早期
兒童教育，並且家庭不應在早期教育與兒童看護方面支付超過
家庭總收入百分之十（10%）的費用。該政策的目的是回應聯

邦及專家關於可承擔性的建議提高兒童看護服務的可承擔性。	

B.	 該市應於本法令生效之日起十二個月內採用實施此可
承擔性標準的目標、時間期限以及里程碑。在採用此標準的過
程中，本市應與利益相關者進行諮詢，其中，利益相關者至少
應包括家長、有色人種社區、兒童權益宣導者、低收入人群權
益宣導者，以及供應商組織。		

第IV部分

杜絕暴力重罪犯提供專業兒童看護服務，即使無執照機構也應
如此。

新節：小節401.		

A.	 市民們特此聲明：不論孩子交由有無執照的機構看
護，保護所有被看護兒童的安全是最為重要的。由於缺乏安全
規則，交由無執照的機構看護的兒童身處不可接受的危險境
地。本節將最基本的執照看護保護之一延伸到了無執照機構看
護下的兒童身上。		

B.	 不論在有無執照的機構中，暴力重罪犯提供專業兒童
看護服務均為一種情節惡劣的輕罪。		

C.	 在本節中，「暴力重罪犯」意味著犯有以下一項或多
項罪行的刑事重罪犯：	
					 (1)虐待或忽視兒童，或兩者兼而有之；
						 (2)虐待配偶；
					 (3)侵犯兒童的罪行，包括兒童色情罪；
						 (4)涉及暴力行為的以下罪行：強姦、性騷擾、殺人、
一級攻擊行為、二級攻擊行為，或者涉嫌家庭暴力的三級攻擊
行為；

	 (5)根據州法律，任何構成取消兒童看護許可的其他罪
行；或者
						 (6)與本小節中第(1)至(5)條所列舉的內容相當的聯邦
或本州以外法規對攻擊行為的定罪。	

D.	 在本節中，「提供專業兒童看護服務」意味著有償提
供一個或多個兒童（與提供看護服務者並無親屬關係）的看護
服務。		

第V部分

要求對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進行強化培訓，且透過本市與
工作人員之間的培訓合作夥伴關係予以提供。	

新節：第501節：

A.	 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必須從專業培訓機構獲得強
化培訓及認證。強化培訓要求應由市議會設定，且市議會應就
此諮詢西雅圖市早期看護與教育勞工委員會。		

B.	 由市長領導的城市應配合供應商組織建立專業培訓機
構，此類機構應由西雅圖市和供應商組織聯合控制並運行。		

C.		 專業培訓機構應在早期教育及看護系統中負責發揮以
下職能：(1)保障並充分利用人員發展與培訓的資源；以及(2)
提供和/或協調提供：(a)本法令或稍後制訂的法令所要求的強
化培訓；(b)繼續教育要求；(c)新員工入職培訓，對所有接受
公眾支持的兒童看護機構內的新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都應
如此要求；(d)見習與輔導計劃；(3)發展並維持早期教育與看
護代課教師人才庫；以及(4)驗證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對

第107號動議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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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的培訓及專業培訓要求是否滿意。		

D.	 專業培訓機構必須充分利用州、聯邦及其他經費，激
勵雇主參與並分包給恰當的現有專業培訓服務提供者，從而確
保高效率利用城市基金。本市應向專業培訓機構提供經費，以
提供本節中所述的服務。

E.	 專業培訓機構必須驗證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在城
市的免費學前班計劃中提供服務之前，已符合所有適用的培訓
及專業培訓要求。		

新節：第502節：	

A.	 應建立西雅圖市早期看護與教育勞工委員會，以就兒
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的發展與培訓問題提供建議，並對專業
培訓機構進行監督。本市應召集並支援該委員會，以提供本節
中所述的職能。	

B.	 市長及供應商組織應各任命該委員會成員人數的百分
之五十，並可隨意進行新的任命。進行任命時，本市及供應商
組織應努力任命如下類型的人：明顯表現出願意獻身於早期教
育及看護者，能夠反映本市兒童的種族、民族以及經濟多樣性
者，以及能夠反映包括家長、有色人種社區、兒童權益宣導者
及低收入社區等利益相關者利益的人。		

C.	 早期看護與教育勞工委員會將建議並監督來自小企業
早期兒童資源基金的開銷，該基金的創立目的是協助小型兒童
看護服務提供者及非盈利性兒童看護服務提供者滿足並維持由
該委員會或根據法律要求所設定的標準。市議會應確定此目的
所需要的經費水準。		

新節：第503節：	

A.	 包括免費學前班計劃在內的高品質早期教育與看護系
統的成功實施將需要大量招募並培訓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
員。選民的意圖是令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在塑造並實施人
員發展與培訓計劃過程中發揮作用，並提高計劃內以及計劃間
的協調性。	

B.	 本市將聘請一個單一供應商組織，促進本市與兒童看
護教師及工作人員之間的交流、促進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
員在人員發展與培訓項目中興趣的表達，平行駛本法令中設定
的其他職能。本市將允許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按照如下方
式協助選擇供應商組織：如果某組織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展示
出來，則表明其已獲得超過30%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的支
援，並且這是唯一一個展示此類支援的組織，本市應對其進行
選擇並聘用該組織為供應商組織。如果多個組織進行了此類展
示，則本市應徵用已顯示得到支援最多者。		要具備供應商組
織資質，組織必須符合以下標準或稱為符合此類標準的一個或
多個組織中的一個項目：(a)已存在五年以上；(b)曾代表兒童
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與州或市政府機構成功談判並達成協議，
最終獲得薪酬及福利的增長；(c)並非由宣導雇主或政府利益
者所掌控；以及(d)賦予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成為組織成
員並參與進行組織民主掌控的權利。

第VI部分

定義。

新節：小節601.			

本節中的定義適用於整個法案，除非文中另有明確要求。		

A.	 「兒童看護教師及工作人員」包括在現場工作的西雅
圖所有兒童看護機構員工，其中包括現場主管和/或提供家庭
兒童看護服務的獨資經營者。	

B.	 「兒童看護機構」包括(1)有執照的家庭兒童看護之
家，(2)有執照的兒童看護中心，(3)學齡計劃，以及(4)參與
西雅圖免費學前班計劃的其他機構。	

C.	 「本市」指西雅圖市，其中包括其各部門與機構。	

D.	 「供應商組織」意為本市根據本指令第503(B)節規定
聘請的用以執行本指令所規定的職能的組織。	

E.	 「小型兒童看護提供者」意為聘雇250人或更少全職相
當人員的組織，此人數根據西雅圖市帶薪病假與安全時間法令
界定並計算，該組織在西雅圖市內經營兒童看護機構。

F.	 「免費學前班計劃」意為由西雅圖市資助的全市範圍
學前計劃，其中包括實行本市「普及學前教育」動議的所有計
劃。	

G.	 除非另有規定，西雅圖市政法規第12A.28.200節中所
提出的定義適用於本章。		

第VII部分

其他。	

新節：小節701.		

A.	 該法令中的條款不可因個體員工與雇主之間的協議而
豁免。本法令的所有條款可由根據《國家勞動關係法案》美
國法典29第151節及以下內容規定介入的勞資協定所替代，但
是，僅當該協議以明白無誤的條款明確表明本法令中的具體條
款將被替代時方可。		

B.	 本指令授權的促進性流程並不構成依據華盛頓州修訂
法（RCW）第41.56.030(4)章或根據《國家勞動關係法案》美
國法典29第151節及以下內容規定的勞資協定，也不以任何方
式影響該法案中規定的雇主和員工權益。本議案的解釋必須符
合《國家勞動關係法案》的規定，並不以任何方式對聯邦勞動
法規定的雇主或員工權益進行限制或干擾。

C.	 本法案中的內容均不建立或修改：(a)家長或法定監護
人選擇和終止兒童看護服務提供者為其孩子提供的兒童看護服
務的權利，或者(b)兒童看護機構選擇、指導並終止任何兒童
看護教師或工作人員所提供的服務的權利。		

D.	 本法令中的任何內容都不得要求任意個體或兒童看護
機構向供應商組織支付任何費用或與之相聯合。本法令中的任
何內容都不得侵犯任何人透過法律途徑就利益問題與本市進行
交流的權利。		

E.	 本市將定向鼓勵利益相關者在實施本法令的過程中參
與協商立法。		

新節：小節702.		

	 本法案中包含的要求構成行政性、強制性並不可任意
支配的職責，該職責的履行可由任何有名望的團體依照法律裁
決強制執行。如有人被要求起訴以執行本法令，而經查本市確
有違規行為，則本市應負責賠償此類強制措施的成本，其中包
括合理的律師費用與成本。		

新節：小節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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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本法案中的任何條款或其針對任何人或在任何情
況下的應用被判決無效，則該法案的其餘部分或針對其他人或
在其他情況下的應用均不受影響。如果與供應商組織的選擇或
職能相關的任意條款經法院裁決無效，則本市必須根據需要採
用替代性的選擇方式，並確保所有有效職能的履行。	

新節：小節704.		

	 該動議的主題是「早期教育與兒童看護」。	

	對西雅圖兒童進行資助並提供學前教育服務的相關法令；要求
舉行與2014年11月4日的普選同時舉行一次特殊選舉，向符合
資格的本市選民提交提案，以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
84.55章提高常規產業稅額，並授權本市徵收最多四年的附加
稅，從而為西雅圖兒童提供可得的高品質學前教育服務，協助
他們做好入學準備並為以後的學業成就提供支援；採納西雅圖
學前教育項目行動方案；要求市議會採納實施方案；授權創立
新的附屬基金；指導徵稅收入的應用；創立供應商適格要件；
創立監督委員會；授權實施解除徵稅最高限額協議（一般稱為
《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徵稅》）；促進本市與相關群體之間的
交流；提供與第1號西雅圖校區建立夥伴關係協議的機會；要
求提交年度進展報告；提議選票標題；認可並確認某些在前行
為。

鑒於，參與高品質學前教育能夠提高學業成績並大幅提高畢業
率，從而有助於確保將來的孩子們為進入要求日漸提高且不斷
變化的工作環境做好準備；並且	

鑒於，高品質學前教育已經證實是一種成本效益較高的方式，
它通過使學生們做好K-12教育的學業與行為方面的準備，縮小
成就與機會之間的差距；並且

鑒於，多項長期評估（例如：高瞻課程Perry研究、初學者項
目，以及芝加哥親子中心計劃）皆表明高品質學前教育不僅
可以帶來更優異的學業成就（例如：較高的閱讀得分和較好的
中學畢業率），而且還可帶來更好的健康狀況、薪酬更高的工
作，以及較低的犯罪率；並且

鑒於，多個管轄範圍（包括：波士頓、三藩市、奧克拉荷馬
州、西維吉尼亞州，以及新澤西的31個當地地區）正在面對所
有兒童實施高品質學前教育，並且，根據獨立研究，參與的兒
童正取得預期的積極成果。

鑒於，華盛頓州早期教育部門正在促進地方政府加入華盛頓學
前教育計劃；並且	

鑒於，市長與市議會將要求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供應商遵守所
有的華盛頓州許可條款，以確保兒童與家庭的安全性，其中包
括與犯罪背景核查、消防安全以及健康標準相關的內容；並且

鑒於，2013年9月23日，市議會通過了決議案31478，該決議案
號召制訂可用於西雅圖的高品質自願性學前教育計劃；並且	

鑒於，決議案31478在獨立顧問的協助下指導教育局（OFE）向
議會提出一份附有高品質學前教育計劃擬定參數的單獨書面行
動方案；並且	

鑒於，執行委員會已擬定了一份單獨的書面西雅圖學前教育計

劃行動方案；

因此，

西雅圖市特此規定如下：

第1節：採用、政策及意圖聲明市議會將通過採納西雅圖學前
教育計劃行動方案（「行動方案」）並要求採納西雅圖學前教
育計劃實施方案（「實施方案」），針對城市支援下的學前教
育（「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竭力建立一種綜合途徑。		

A.市議會將該行動方案完全採納並整合到該法令中。該行動方
案包括但不局限於以下針對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的核心策略：

1.通過以證據為基礎的成功做法實現高品質。

2.使用混合傳送系統，以及由西雅圖公立學校和社群供應商提
供的教室。

3.為供應商和參與者提供自願參與項目的機會。

4.實現最終目標，為所有來自令西雅圖聯邦貧困線低於300%的
家庭且符合條件的兒童、感興趣的4歲兒童以及所有3歲兒童提
供服務。

5.為來自收入達到或低於聯邦貧困線300%的家庭的兒童免除學
費。

6.針對收入超過聯邦貧困線300%的家庭以浮動計算法設定學
費，並至少給予所有家庭一定水準的津貼。

7.針對教師教育與培訓設定高標準，並以助學金和嵌入式職業
發展鼓勵教師達到這些標準。

8.對各層次的工作人員進行補償，其中的層次劃分設計用於吸
引並保留準備有緒的教師，並對從前補償較為不良的經濟部門
提供公平的補償。		

9.通過持續的獨立評估實現計劃性改善。

B.徵稅收入將用於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的四年示範階段。以事
實為基礎的策略、早期教育領域的發展，以及與高品質學前教
育相關的最佳做法可在該示範階段進一步發展。市議會可在認
為有必要時通過未來的議會法令提高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的品
質、成果、範圍或效率，修訂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行動方案、
核心策略以及徵稅投資的優先性。本市應在引入任何此類未來
法令之前，徵詢依照本法令第7節成立的委員會的建議。

C.市議會的意圖就是本市應確定最適宜的方式，然後以此方法
通過實施方案的設計與採納（如有必要，還有行動方案的修
訂）實施行動方案及上述核心策略。與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所
有實質性方面相關的政策、經費有限性以及具體要求，包括但
不限於：學前教育服務、學費、教師及工作人員資質、培訓、
職業發展、補償、本市與學前教育教師及工作人員之間的交
流，應由本市制訂，且在適當的情況下與監督委員會進行磋
商，並應與本指令、行動方案以及實施方案相一致。

D.市議會認可了以下經費優先性（與行動方案相一致）：

徵稅經費優先性：

行動方案建議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從四年分階段示範引入開
始。該計劃要求確保學前教育保持較高品質並努力為參與兒童
提供積極的成果，除此以外，以下優先性適用於西雅圖學前教
育計劃的逐步引入日程（受限於未來的議會法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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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西雅圖學前教育項目能向更多孩子提供資助服務而能夠混
合及/或融合多來源經費的支援性計劃。

為四歲兒童提供服務是因為這個年齡是他們第一次進入幼稚
園，同時還要為在混合年齡及混合收入教室就讀的來自低收入
家庭（收入低於聯邦貧困線300%）的三歲兒童提供服務。	

學業成績最低地區的支援性計劃，該最低學業成績反映在學生
學習進度測評（MSP）或隨後採取的測評中3年級閱讀及4年級
數學成績上；以及對低收入家庭、英語語言學習者和即將進入
幼稚園的兒童高度關注地區的支援性計劃。

連絡西雅圖第1號校區（「校區」）。

為感興趣的家庭提供延長時日及夏季服務或者提供雙語學前教
育服務的支援性計劃。

第2節：定義本法令中所使用的以下詞語，如字首大寫則其意
思如下：

「行動方案」意為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行動方案，該方案由執
行委員會根據市議會決議案31478提交，特作為附件A附於此
處。

「本市」意為西雅圖市。

「全日」意為至少每天六小時。

「實施方案」意為決議案31527與本法令第8節中所述的西雅圖
學前教育計劃實施方案。

「學前教育服務」意為本法令第1節和第5節以及行動方案與實
施方案中所指的大量計劃與活動（市議會可能不時以法令的方
式授權進行修改）。

「收入」意為根據本法令且經選民核准授權而徵收的常規產業
稅部分，這部分稅收額高於華盛頓州修訂法第84.55.010章中
提供的徵稅上限，同時，所有利息及其他收入均衍生自這部分
稅收。

	「三歲兒童」意為是西雅圖居民且截止到8月31日（入學前）
年滿三歲的兒童。	

「四歲兒童」意為是西雅圖居民且截止到8月31日（入學前）
年滿四歲的兒童。

第3節：常規產業稅的徵收	–	建議。本市特此根據華盛頓州
修訂法（RCW）第84.55.050章的授權，向西雅圖市有資格的選
民提呈提案，以提高包含在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84.55章
中的常規產業稅徵收上限（現有或此後可能修訂），這次調整
將分別針對2014至2017年徵收以及在2015至2018年收取的產業
稅，在最多四年時間內最高共計增長至58,266,518美元。該提
案將被限制，因此本市第一年將徵收不超過14,566,630美元的
稅收，除了在未能根據本法令取得選民核准的情況下而受華盛
頓州修訂法（RCW）第84.55.010章規定限制的常規產業稅最高
金額之外，再加其他授權解除最高限額（徵稅）。稅收收入將
用於資助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包括根據本法令、行動方案、
實施方案以及將由未來議會法令所採納的修訂中描述的城市支
援下的學前教育綜合途徑向西雅圖兒童及其家庭提供學前教育
服務。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84.55.050(4)章規定，
常規產業稅最高額將於2018年徵稅、2019年收取，並將在隨後
的年份裏如同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84.55.010章中的徵稅

最高限額未曾根據此法令解除過一樣進行計算。

第4節：收入的應用。市財政部建立了一項新的城市基金——
學前教育服務基金。除非法令另行指明，稅收收入將存入學前
教育服務基金，並用於本法令的目的。教育局長或繼任部門應
承擔該筆基金的管理責任。財務主管或主管的指定人員將獲得
授權創立該學前教育服務基金的附屬基金或帳戶，以備需要或
適合時實施本法令的目的。該收入將按照這種合法的城市金錢
投資方式進行暫時儲存或投資，利息及其他收入將用於與此收
入相同的目的。

第5節：學前教育服務。由收入所資助的學前教育服務計劃用
於改善小學的準備狀態、發展適宜的學習活動，以及計劃供應
商的職業發展。徵稅投資將根據本法令、行為方案以及實施方
案施行，並應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入學準備。包含向三歲兒童及四歲兒童提供的全日高品質學前
教育服務在內的主要計劃要素。		

計劃支援：職業發展與培訓。主要計劃要素包括不斷地對教學
人員進行職業培訓、輔導以及指導；對學前教育主管與計劃督
導進行培訓；對教師進行具體專業領域的可用培訓，這些領
域包括：總結、雙語教學、文化素質以及用以改善挑戰性行為
的培訓與諮詢；以及從家庭或其他看護狀況到幼稚園的成功過
渡。此類職業發展與培訓計劃的設計與實施應由本市制訂，並
應在適當的情況下與本法令第7節中所述的監督委員會進行磋
商，且應與本法令、行為方案以及實施方案保持一致。		

能力的培養。主要的計劃要素包括學費支援與學位途徑，用以
鼓勵教學人員從高等教育認證機構獲得必要的教育證書，並進
行設施的建設、創新、必要的提高、教室的開設，以及組織能
力的培養。		

研究與評估。主要計劃要素不僅包括對計劃實施的外部獨立評
估、短期及長期成果評估以及計劃性影響，而且包括必要資料
系統的建立。	

管理。主要要素包括監督質素保證的本市工作人員或合約服
務、學籍管理、合約管理、政策與規劃、社群服務，以及報告
編寫結果。		

在城市年度預算中或根據單獨的法令，本市立法管理局應逐年
確定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35.32A章的規定以最有效
方式實現徵稅目標和結果的學前教育服務及經費分配。在一個
預算年內，本市被授權根據西雅圖市政法（SMC）5.08.020轉
移運作預算，將未花費及無負擔的資金從一個核心策略分配到
另一核心策略。執行委員會未根據法令提交任何擬定的徵稅經
費變更之前，執行委員會將向本法令第7節中所述的監督委員
會徵求建議。如其選擇變更，則執行委員會可向其他人或組織
徵求建議。收入中的未支用經費應轉入下一財政年，直到用盡
或根據法令將其放棄。	

	第6節：供應商。為符合通過本計劃與本市訂立學前教育供應
合約資格，除了實施方案第8節以及決議案31527中所設立的標
準以外，合格的組織必須符合以下標準：

他們必須獲得華盛頓州早期教育部門核發的牌照，才能提供學
前教育服務（或憑藉成為公立學校或高等教育機構而免除核發
牌照要求）。

第124509號法令全文



Jurisdiction King County Elections is not authorized to edit statements, 
nor is it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s therein. 69西雅圖市

他們必須參與華盛頓州早期成功者計劃或接班人計劃，並得到
品質評定與改進系統的三級或更高評價。

他們必須符合課堂評估得分系統（CLASS）及早期兒童環境評
級評分量表修訂版（ECERS-R）得分最低要求，該要求是通過
實施規劃過程來確定的。

第7節：監督委員會。	以選民對根據本法令提交的票選提案予
以通過為條件，成立了監督委員會（「委員會」），以就徵稅
計劃的設計與經費問題提出建議，並對徵稅計劃實現徵稅成果
與目標的進度進行監管。該委員會應為含有就此類主題向本市
提出官方建議的指定機構的唯一組織。

該委員會應針對第8節中所提出的實施方案與決議案31527以及
第11節中所提出的夥伴關係協議提出建議。

委員會應每年：

於二月份，審核徵稅結果的年度報告以及前一學年的指標；

於四月份，審核目前學年的上半年年中進度指標；

於五月份，審核並建議擬定課程修正、計劃修改或計劃取消；

於九月份，對擬定支出與重新分配（包括年度徵稅預算）進行
審核，並向市議會提出建議；以及

定期對計劃評估進行審核並提出建議。

議會要求執行委員會在向議會提交實施方案與夥伴關係協議之
前先行徵詢該委員會的建議。如其選擇變更，則執行委員會可
向其他人或組織徵求建議。	

該委員會應包括十二名家庭與教育徵稅監督委員會（根據法令
123567成立）成員以及四名對學前教育服務有興趣且有了解的
西雅圖居民（如第5節中所列）。這四名居民委員會成員應由
市長任命。由市長任命的所有成員皆應由市議會予以確認。

這四名居民成員的任期應為四年。如有委員會成員辭職、退
休、死亡、喪失能力或免職，則市長可任命替代人員，以保持
任期的平衡。市長可免除連續缺席兩屆或以上會議的成員的職
位，無需任何其他原因。為確保遵循本節中第F小節的規定，
市長可因其他已顯現出來的正當理由免除任何成員的職位。

這四名居民成員應具備與兒童成長發育相關的專業、個人或研
究經驗，其中包括兒童學前教育需求。本市還將徵募對歷來未
曾接觸過高品質學前教育計劃者有所了解並與此類人士共事過
的委員會成員候選人。

這四名附加委員會成員中具有以下身份者始終不得超過一位：
官員、主管、董事會成員、受託人、合作夥伴，或者接受/爭
取本法令中經費的組織的員工；與官員、主管、董事會成員、
受託人、合作夥伴，或者接受/爭取本法令中經費的組織的員
工居住在一起的個人；尋求或將來計劃在接受/爭取本法令中
經費的組織內求職者。就本法令而言，個體的「直系親屬」意
為個體的配偶或同居伴侶、子女、子女的配偶或同居伴侶、兄
弟姐妹、同居伴侶的兄弟姐妹、姐夫/妹夫、妯娌、父母、配
偶或同居伴侶的父母、個體的法定監護對象，或者聲稱為個體
最近期提交的聯邦所得稅申報表受贍養者的人士。根據前一句
話和適用法律，擔任官員、主管、董事會成員、受託人、合作
夥伴或者接受/爭取本法令中經費的組織的員工，或者對此類
組織有興趣的個體，都不應被取消在委員會任職的資格，但

是，應充分披露此類關係，並不得對任何涉及此類組織直接相
關利益的事項進行投票。就本節而言，「組織」並不包括城市
部門或辦公室。本節的條款是SMC第4.16章要求的附加內容。

自2015年1月起，該委員會一般將每隔一個月或根據需要召開
一次會議。教育局或繼任部門應向委員會提供人員和後勤保
障。成員應提供無償服務。該委員會將持續存在至2018年12月
31日，根據法令如有需要，則可在此之後繼續存在。

	 第8節：實施方案。	根據決議案31527中的規定，計劃
實施之前，實施方案應得到未來法令的核准和採納。採納初始
實施方案的法令應識別議會將於何時按照要求根據法令核准變
更。	

	 第9節：實施協議。如果選民通過了本提案，則本市將
與市政工作人員或通過與校區、西雅圖與華盛頓州金郡公共
衛生機構、啟蒙計劃和早期兒童教育與輔助計劃供應商之間締
結的直接協定，提供學前教育服務。此外，本市可加入與實施
方案中指定的課程提供者之間締結的直接協議，也可加入通過
SMC	20.50中的流程與諮詢顧問之間締結的直接協議。任何其
他學前教育服務都應通過按照實施方案中所描述的流程締結的
協定予以提供，這部分協定設定了其他機會和服務將如何被選
取與訂約的完整流程和進度。	

市長或市長指定的人員將獲得授權加入第5節中提供的學前教
育服務協定。使用提案申請或投資程序申請時，本市應面對小
型、經濟上處於劣勢的工商企業，其中包括由女性及少數民族
營運的機構。包括由女性和少數民族營運的企業在內的符合資
格的小型工商企業中，如有必要或適宜的貨物或服務的轉包，
則與其他公共組織締結的城市協定應鼓勵這些組織積極徵求此
類轉包招標。所有學前教育服務城市協定都應要求合約組織遵
守聯邦、州以及西雅圖市法律法規中對於就業無歧視的當時適
用要求。

	 第10節：交流。本市將促進以下各項之間的交流並積
極聽取反饋意見：教師與供應商工作人員、供應商組織、家
長/監護人、校區、其他政府組織、受影響社群團體，與職業
發展、工作發展、培訓計劃、更新政策、民族與社會正義影響
相關的其他各方，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的其他資訊，涉及一般
早期教育領域的其他相關資訊。本市在確定實現這些交流的最
佳方法上擁有自由裁量權。本市必須就其交流效果發佈報告，
並提供可能的策略回應收到的反饋意見以供實施方案參考，此
後必須至少每年如此。	

	 第11節：民族與社會正義分析。如決議案31527中概述
的民族與社會正義分析必須在實施方案制訂之前進行並協助實
施方案的制訂。	

	 第12節：西雅圖市/西雅圖第1校區夥伴關係協議。鑒
於西雅圖學校參與西雅圖學前教育計劃，本市及校區應制訂一
項夥伴關係協定（「夥伴關係協定」），協定中對本市及校區
在提供學前教育服務過程中的角色和職責予以確立。夥伴關係
協議將提出各方的角色與職責，以取得學前教育服務的預期結
果。其將概述本市與校區應如何協同工作造福接受學前教育的
兒童。夥伴關係協議應涵蓋但不局限於以下項目：實施計劃評
估與課程修正所需的資料共用、服務提供標準、課程組合及其
他積極措施，以確保從學前教育到幼稚園及更高年級的有效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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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以及設施的共用。在夥伴關係協議或修訂案被市議會和校區
核准前，根據具體情況，本市不能加入夥伴關係協定或對夥伴
關係協定進行實質性地修改。			收入僅可根據有效的夥伴關
係協定花費在校區計劃或工作中。

	 第13節：編制報告。教育局長或繼任部門將準備並向
監督委員會、市議會、市長以及西雅圖居民提交有關學前教育
服務實施的年度進度報告，該報告中將包括行動方案中的各項
核心策略。	

	 第14節：選舉	–	選票標題。市議會和市長發現本法
令與動議107提出的內容主題相同——早期教育。市議會已拒
絕了動議107，並根據城市憲章第IV條第1節的規定將本法令擬
定為相同主題的替代性動議案。市議會將指示市秘書長與作為
當然選舉監督人的華盛頓金郡選舉部部長一起將本法令歸檔，
要求選舉部部長配合將於2014年11月4日舉行的州普選在本市
召集並舉行一次特殊選舉，以根據城市憲章第IV條第1節以及
適用法律向本市符合資格的選民提交本法令中所述的提案，該
提案作為替代性動議案，不同於動議107，但處理的卻是相同
主題的內容。市秘書長必須向金郡選舉部部長指明由市律政司
依據華盛頓州修訂法（RCW）29A.36.071以及29A.72.050對其
職責的規定核准的選票標題。以下主題的選票標題說明及簡述
將提交給市律政司以供其參考：

有關向本市兒童提供早期學前教育的計劃的西雅圖市提案。			

該提案對本市學前教育計劃（法令118114）提供資金，以提供
安全、高品質、可承擔的自願性早期學前教育。該計劃要求使
用已經驗證的策略、對教師的支援與培訓、學費支援，以及學
前教育安全許可結果評估。本提案授權常規產業稅額高於華盛
頓州修訂法（RCW）第84.55章的上限，從而令2015年的附加徵
收額達到14,566,630美元（約為對每1,000美元估值價徵收11
美分的稅金）並在四年時間裏達到58,266,518美元。

	 第15節：確認。在2014年11月4日選舉日之前，市秘書
長依法向金郡選舉部部長進行的提案認證，以及其他任何與授
權相一致並先於本法令有效日期的法案，都將特此得到確認。

	 第16節：分割性。如果本法令中任意某項或多項條款
因某種原因被裁定無效，此無效性將不影響本法令中的其他條
款或此處授權的徵稅，但是，本法令及徵稅授權仍將按照如同
此處不含此類無效條款一樣予以解釋和執行；同時，無論何種
原因，由於其影響範圍而被裁決無效的任何條款都將在法律允
許的範圍內被認為是有效的。

	 第17節：綜合法律。本法令旨在建立完整且全面的框
架，以建立、實施並發展西雅圖公共學前教育計劃。		

	 第18節：相互衝突的法律。不論何種原因，如果本法
令的任意一項或多項條款被裁定為與任何其他之前或目前制訂
的法律相衝突，則本法令適用。		

第19節：本法令應於獲得市長核准後30天內起效，但是，如果
提呈後十天內未獲市長核准並被送回，則其將按照西雅圖市政
法第1.04.020節的規定生效。			

本法令向選民提交之後，如果通過，則將於市長宣佈核准後十
天內全面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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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立即覆電!	

206-296-VOTE
若金郡選舉部就有關您選票上的簽名
聯絡您，請務必迅速回覆，以便您的
選票能得以統計。即使選舉日已過，
您可能還有時間去處理任何問題或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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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請願書第1號全文

一項與設立城市交通管理局相關的提案，依據章節35.95A	
RCW的規定，交通管理局將行使RCW	35.95A.050中指定的所
有權力，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力，包括：規劃、施工、營運
和維護公共單軌列車交通設施和執行及提供賦權法例授予
的公共單軌列車交通職能；以及依據RCW	35.95A.090，對按
RCW	46.17.350(1)	(a)、(c)、(d)、(e)、(g)、(h)、(j)，
或(n)至(q)規定需交納牌照更新標籤費用的每輛車，以及受
RCW	46.17.355規定限制且重量不超過6000磅的每輛車強制徵
收5.00美元的費用，該費用的收取由在交通管理局監管區內
註冊的執照申報局確定，以獲得機動車輛使用權為目的，為
交通管理局提供初始基金以完成規劃、設計、施工單軌列車
系統及提交完整環境評估；成立有8名董事的臨時性董事會，
並在隨後成立有13名董事的永久董事會，以便監管交通管理
局；以及在獲得投票贊成設立管理局的投票人核准後，設立
有21名成員的諮詢委員會為交通管理局董事會提供諮詢服務
並支援管理局實現其目標。	

鑒於，設立城市交通管理局符合《城市交通策略規劃》、
《自行車總規劃》、《行人通道總規劃》、《貨運移動實施
計劃》和《交通總規劃》的要求，這些規劃概述了提高交通
安全性、流動性和模式連接性的主要策略、目標和投資，並
透過提供有效的交通選擇實施這些規劃；以及	

鑒於，在1997年，西雅圖市（簡稱「城市」）的選民投票通
過了成立高架交通公司（簡稱「ETC」）的第41號動議，該公
司就在城市中擴建單軌列車公共運輸系統進行研究並提出建
議；以及

鑒於，在2000年，西雅圖的選民投票通過了第53號動議，該
動議為ETC及其規劃程序提供城市基金，促使ETC準備一項提
交給選民的提案，提案內容為成立城市交通管理局，該管理
局有權力籌集公共基金以完成對擴建的單軌列車系統的規
劃、投資、建設、購置、完工、營運、徵收費用及維護；以
及

鑒於，在2002年，華盛頓州議會頒佈一項權力授予法，即
《2002年華盛頓法案第248章》（即「賦權法例」），該法例
提供成立「城市交通管理局」的立法權力，該管理局屬於市
政公司，有權力規劃、建造和營運單軌列車交通系統，因而
能夠形成一個推行第53號動議目的和目標的機制；以及

鑒於，在2002年，西雅圖的選民還通過成立新西雅圖公用單
軌列車管理局，對機動車輛徵收1.4	%的消費稅，從而籌集
17.5億美元的資金以建造和營運計劃的「綠線」；以及	

鑒於，新的城市交通管理局應成為上述對規劃全市單軌列車
系統起到重要作用的措施的受益人；以及	

鑒於，此項提案提供了根據上述已實施措施在西雅圖建設綜
合、高效率，以及具備環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性的單軌列車
系統的方式和框架；以及	

鑒於，西雅圖市已經掌握或控制對作為下世紀交通單軌列車
基礎的單軌列車系統的設計和施工權力；以及	

鑒於，西雅圖市的居民和利益相關者已有半個世紀使用

單軌列車技術的經驗，透過西雅圖單軌列車系統(Seattle	
Monorail)每年運輸200萬名乘客，這個單軌列車系統透過售
票自負盈虧，屬於立體交叉式，且在地面不會造成擁堵，與
西雅圖現有或已規劃的有軌電車等其他鐵路系統不同；以及		

鑒於，新的城市交通管理局將盡其最大努力參與到綜
合交通規劃規範的制訂中，以確保世紀交通(Century	
Transportation)單軌列車系統能夠可靠、高效率地與其他多
種交通模式相結合，例如，步行、自行車騎行及其他交通系
統，以及與西雅圖市、海灣運輸署(Sound	Transit)、公眾運
輸(King	County	METRO)、華盛頓州、美國國鐵(Amtrak)及其
他此類交通管理機構營運的交通系統進行可靠和高效率的結
合，包括現有或未來組織的系統；以及

鑒於，新的城市交通管理局應根據賦權法例獲得授權，以利
用具備全新高運載能力的全市單軌列車系統的規劃和融資機
制，以準備、採用和實行建構此類系統的計劃，並透過設
計、施工、環境評估，以及執行所有其他必要調查和簽定開
發協議，維持對全市單軌列車系統的建設；以及

鑒於，新的城市交通管理局應對西雅圖市的居民全權負責並
向他們提供實用的交通工具；以及

鑒於，此提案與早期在西雅圖市建立單軌列車系統的措施不
同，其流程和規劃將更具包容性，系統的設計和選址將利用
單軌列車系統的主要工程和技術進步，世界範圍內單軌列車
系統的重大施工進步，單軌列車網絡、推進力、車輛的主要
工程和生產優勢，以及自2005年西雅圖公用單軌列車管理局
解體後國際上出現的所有優勢；以及	

鑒於，單軌列車系統和設施第1階段和其他階段的財務計劃將
由新的城市交通管理局制訂，每年更新一次，並以在財務上
具有現實性和可持續性的方式

實行，財務計劃應包括可最大化利用的資金和融資來源，包
括但不限於公私夥伴關係或優惠，聯邦政府的參與（授權或
財務機制），政府投資，當地改善區，客票收入；以及賦權
法例授權的當地融資的可能機會；以及

鑒於，此提案通過後，單軌列車交通計劃將完成規劃、施工
和環境評估的第一階段，為單軌列車系統的第1階段繼續施
工奠定基礎；單軌列車預計將在西雅圖西北區運行，從第85
號大街西北部開始向南行駛，經第15號大道西或第24號大道
西走廊，橫跨巴拉德橋(Ballard	Bridge)附近或鄰近的鮭魚
灣運河(Salmon	Bay	Canal)，繼續經過因特灣(Interbay)/艾
略特大道西走廊(Elliott	Avenue	West	corridors)抵達西雅
圖中心站(Seattle	Center)，隨後抵達派克市場(Pike	Place	
Market)、西雅圖水族館(Seattle	Aquarium)和科爾曼碼頭渡
輪客運站(Colman	Dock	Ferry	Terminal)；並設立與在市中
心東部區域和中部海港區域附近循環運行的電纜車輛集散系
統相連絡的系統；然後返回單軌列車系統第1階段建立的最北
部站點；以及	

鑒於，此提案通過後，為單軌列車系統第2階段的融資和施工
奠定基礎的規劃、施工和初步環境評估將開始展開；預計將
延長單車系統第1階段部分南線自科爾曼碼頭(Colman	Dock)
至第1大道交通走廊的第2階段對接工程將包括對海灣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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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Sound	Transit)、公眾運輸(Metro)、國際區有軌電車
(International	District	Streetcar)或美國國鐵(Amtrak)
車站或系統的關鍵連接，以及對體育館區、SODO的連接，隨
後繼續沿西/西北方向與西雅圖西區、西雅圖西區樞紐站、摩
根街樞紐站(Morgan	Street	Junction)、高點(High	Point)
，以及西林村(Westwood	Village)地區；然後返回與第1階段
北向導軌相連接；以及

鑒於，自選民最終投票通過第1階段的施工後，西雅圖的居
民和利益相關者將能夠利用和享受到其過去和未來措施帶來
的成功，並能夠在選擇用於西雅圖公共交通運輸的其他程序
或技術（此類包括西雅圖的地面輕軌或有軌電車技術，或隧
道內的輕軌系統）之前採取更多措施，且比選擇在西雅圖對
地面有軌電車或地面/高架輕軌系統進行計劃對接更具經濟效
益；以及	

鑒於，全市單軌列車系統能夠間接協助提高公共安全、推行
《西雅圖運輸策略規劃》和其他規劃檔案的重點，協助達成
縮短機動車輛行程的目標，以及自行車、行人、貨運、鐵路
和交通區的目標；增建單軌列車將有助於提高居民的活動性
並增加更多選擇以滿足他們的流動性需求；以及

鑒於，全市單軌列車系統將使西雅圖真正成為在向市民提供
交通方式方面具備遠見卓識、人文精神和環保意識且大膽創
新的一流國際化城市——這一切透過高效率、實用、便捷、
經濟、環保和技術及外觀設計創新大膽的綜合性高運載量交
通系統實現；以及	

鑒於，在此提案通過後，因單軌列車系統的施工，尤其是橋
樑、導軌的施工及相關附屬裝置的當地製造，以及單軌列車
及車廂的當地設計和製造，以及系統的營運、維護和管理，
可為當地創造大量可維持基本生活的工作機會；以及	

鑒於，此提案的通過意味著公共單軌列車交通系統和設施的
第1階段將可能自2019年6月1日起或在此日期之前為西雅圖的
人民提供具備高運載能力的交通服務；以及

鑒於，賦權法例向城市的選民授予決定是否成立城市交通管
理局和是否為其形成融資機制，使其能夠實現本文下列法律
授權的部分或全部目的；以及

鑒於，章節35.95A	RCW提供人民以請願的形式成立城市交通
管理局的規定，並授權該管理局徵收各種稅費以產生收益，
支援該區內符合州立、地區或當地交通規劃的交通完善措
施，以及因現有或能夠合理預見的擁堵程度或其他條件而必
須採取的完善措施；以及

鑒於，由選民決定是否成立城市交通管理局，進而建成進行
綜合規劃、具有高運載能力、與其他已建成或擬定建設的運
輸系統（包括傳統和新興系統）對接、制訂具有經濟可行性
和可持續性的財務計劃、融入強烈環保意識元素，且將為市
民和利益相關者提供數十年可靠、及時和可持續性交通服務
的單軌列車系統符合西雅圖市、市民及多個利益相關者的最
大利益；	

因此，西雅圖市的選民特此規定如下：

第一部分		定義。此提案中使用的以下詞語和片語應具有如

下意義：

「管理局」即世紀交通管理局(Century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管理區」即與城市邊境具有同等範圍的區域，包括未來可
能發生的區域變化。

「管理局董事會」或「董事會」可互換使用，即世紀交通管
理局董事會，其臨時或首個及永久董事會；首個和永久董事
會應由13名董事組成，並根據賦權法例和本文第五部分的規
定成立。

「世紀交通管理局」或「CenTran」即由選民根據此提案和賦
權法例成立的城市交通管理局。	

「世紀交通單軌列車規劃」或「CTMP」可互換使用，即由世
紀交通管理局根據第五部分制訂和採用的規劃。

「城市」即華盛頓州西雅圖市，是根據華盛頓州法律正式成
立和存在的一級城市。

「市議會」即西雅圖市議會，其成員可不時進行正式和定期
的變更。

「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可互換使用，即根據本文第六
部分成立，具有21名成員的諮詢委員會。	

「生效日期」即根據第二部分規定在向選民提交給選民時提
供的本提案相關部分的生效日期。	

「賦權法例」即2002年華盛頓法律章節248/RCW	35.95A城市
交通管理局	–	單軌列車運輸，該法律章節可進行修改或廢
除。	

「高運載能力」或「高運載能力交通系統」可互換使用，即
主要在享有專屬路權的城市化區域內營運的公共交通服務系
統，以及推行此類系統必須的支援服務和設施，這些服務和
設施作為一個整體，能夠提供比主要在通用城市道路或街道
營運的有軌電車或公車等傳統公共運輸系統更高的乘客運載
能力、速度和服務頻率。

「臨時董事會」即世紀交通管理局的首個主管機構，根據第
五部分和賦權法例的規定成立，由8名成員組成。

「請願」即提交本提案以獲得計劃管理區內居住的大多數合
格選民通過並對提案進行投票的請願書。

「請願人」即根據賦權法例的要求簽署提交本提案以獲得計
劃管理區內居住的大多數合格選民通過並對提案進行投票的
請願書的城市合法選民。

「提案」即參與選民投票決議的本請願書和依照請願書提出
的後續提案。	

「公共單軌列車交通設施」即利用主要在立體交叉式導軌上
運行的火車交通系統，包括必要的客運站、終點站、停車場
所、相關設施或其他的財產、設施或推行該系統所必需的交
通系統，以及乘客和車輛與其他人員流動系統的進出口；該
系統不包括固定導軌的輕軌系統（固定導軌的輕軌系統包括
類似在南湖聯合區(South	Lake	Union)和城市其他地區營運
的有軌電車系統等纜車和電車系統）。

第1號市民請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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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單軌列車交通職能」即透過賦權法例授權的公共單軌
列車交通設施運輸乘客及其隨身行李。

「RCW」即華盛頓州修訂法，華盛頓州編著的所有永久法。

「州」即華盛頓州。	

「系統」即單軌列車交通設施和賦權法例授權的所有相關部
件及其附屬裝置。

「任期」即一個或多個日曆年，即從1月1日到12月31日算起
的年份。

「選民通過日期」即金郡相關選舉官員證實選民通過此提案
的日期。

第二部分		發現；成立城市交通管理局。

因為機動車輛使用量增加和市政府交通計劃及規劃政策造成
西雅圖主要道路網絡的堵塞情況日益嚴重，加上西雅圖市邊
境內人口密度不斷增加且密度越來越大，在部分或整體上形
成了找到和實行高運載能力交通系統的需要，以滿足公眾的
利益需要。該系統必須環保且可持續發展，在經濟上有可行
性和可持續性，且必須進行合理地設計，使系統能夠在此提
案通過後的6-7年內得到融資、完成施工，然後持續營運。由
賦權法例授權的城市交通管理局能夠完成這些目標。		

因此，向西雅圖的選民提交提案，使選民能夠根據賦權法例
成立城市交通管理局；同時根據賦權法例，此提案在本文中
擬定，並提交以獲得計劃管理區內居住的大多數合格選民的
通過；管理區與城市的邊境具有同等範圍，而區域未來可
能發生變化；對提案進行投票，以成立名為「世紀交通管理
局」的城市交通管理，規劃、建造、營運和維護公共單軌列
車系統和交通設施，以及賦權法例授權的相關設施及系統；
以及根據本文的制訂在管理區內執行所有授權的公共單軌列
車交通職能，符合西雅圖市居民和利益相關者的最大利益

第三部分		城市交通管理局—目的。

依據章節35.95A的規定，透過此提案成立的城市交通管理局
的目的在於行使RCW	35.95A.050中指定的所有權力，及法律
規定的其他權力，包括：規劃、施工、營運和維護公共單軌
列車交通設施和執行及提供賦權法例授予的公共單軌列車交
通職能。

第四部分		世紀交通管理局的權力和權威	–	西雅圖市免責
規定。

(1)世紀交通管理局根據賦權法例和其他適用法律應享有授予
城市交通管理局的所有權力。完整的公共單軌列車交通職能
應由世紀交通管理局行使，且在此提案的條款中首先進行說
明，並在稍後時間會併入選民通過日期後制訂的後續世紀交
通管理局單軌列車計劃中。

(2)世紀交通管理局根據賦權法例被認定為政府組織，與根據
華盛頓修訂法第35編成立的其他所有政府組織不同，該管理
局屬於自主組織，享有在其營運過程和業務中免受因其他任
何政府組織希望控制、干擾或阻礙管理局行使RCW	35.95A（
即賦權法例）授予的權力而受到任何不正當影響或其他可能
干擾的權利。	

(3)除非城市根據本文規定明確許可，否則世紀交通管理局不
應產生或造成承諾或許可任何人對任何資產、服務、資源或
城市信譽進行追索的責任。世紀交通管理局和與此文相關的
任何招募檔案發佈的任何債券應明確規定此類債券屬於世紀
交通管理局的獨有債券，僅可由此處指定的來源支付，且不
構成城市的債務或其他債券。		

(4)城市不應擔任世紀交通管理局的出納，為世紀交通管理局
建立預算，發佈或審核世紀管理局債券，或承擔此提案或本
文指定以外的向世紀交通管理局提供資金的責任；也不享有
關世紀交通管理局的任何監管權利或責任，根據賦權法例和
此提案享有的管理局董事會成員提名和任命權除外。	

(5)此提案的任何內容，包括但不限於章節11(b)，均不應規
定西雅圖市以任何方式承擔世紀交通管理局的	

債權人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債券持有人責任，或引發世紀交
通管理局債權人與城市相悖的行為。

(6)管理局應根據RCW	43.09.210的規定建立與統一會計制度
相符的必要且恰當的資金和帳戶。			管理局應指定一名出納
並始終確保其出納具備	

執行其辦公室職責的資格，包括履行和與捐資的公眾有特殊
信任關係的高調、高預算公共管理局相關的出納責任。			

(7)根據RCW	35.95A.030，臨時董事會應首先採納管理局官員
的規章決定，以及第五部分中列出的官員選舉方法，以及監
管機構認為合理的其他事項的規章制度。

第五部分		世紀交通管理		

(1)	CenTran董事會	–	一般要求。				

世紀交通管理局應由董事會進行管理，董事會應屬於執行以
下職責的決策和監管機構，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制訂和確立管
理局政策，審核世紀交通管理局的預算、費用，授權債務，
評估人事經理和其他世紀交通管理局主任員工的表現，採取
任何和所有必要及恰當的措施，執行世紀交通管理局的本職
任務。			世紀交通管理局員工應支持董事會每位董事履行自
己的職責，他們還應執行管理局董事制訂的政策以及管理局
的日常經營和交易事務。

(2)	臨時董事會。		

(a)		臨時董事會對世紀交通管理局的管理日期不應超過390
天。臨時董事會應行使並享有此提案和賦權法例授權的所有
權力。CenTran臨時董事會的董事應為根據此提案選出的董
事，加上由選出的臨時董事會董事選舉的三(3)名普通臨時董
事會董事，並在選民通過日後的四十五(45)日之內上任。選
出的臨時董事會董事應為：

1.Robert	Bismuth							2.Yusef	Cabdi					
3.Tosh	Drake											4.Al	Runte
5.Jake	Solomon									6.Elizabeth	Campbell

選出的臨時董事會董事應在2014年11月常規選舉的選民通過
日後立即開始其任期，並在2015年11月28日結束任期，在任
何情況下，根據賦權法例的強制規定，臨時董事會的任期都
必須在390天的任期限制範圍內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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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名普通臨時董事會董事應由選出的臨時董事會董事透過
簡單的多數口頭表決選出。普通董事會董事的候選人應從自
提名的個人候選人池中選出。普通臨時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的
候選人池應根據以下條件設立：在2014年選民通過日之後的
十四(14)天週期內，符合本部分(8)(a)和(b)小節中列出的董
事會成員資格條件的公眾應向管理局提交1)一封表達其願意
為臨時董事會服務的意願及他們為什麼是臨時董事會董事不
二人選的信函。他們應在信函中加入一份對其董事會成員資
格的陳述，包括但不限於對所掌握的技能、知識、經驗、智
慧或天賦的逐條記載和描述，以及2)他們必須填寫一份董事
會成員統一申請表，其中包含證明申請人符合本部分(8)(a)
和(b)小節要求的認證條款。	

由選出的臨時董事會選擇和任命的普通臨時董事會董事應自
2015年1月1日起開始任期，並於2015年11月28日結束任期；
屆時永久CenTran董事會的首批成員將根據本部分的(4)小節
接受任命，而臨時董事會將解散，由首個管理局董事會接
任。	

(c)臨時董事會的董事可根據本部分(9)和(10)小節中確定的
方式取消任命或取代，而任何替代成員應由臨時董事會剩餘
成員的大多數成員提名並由市議會任命，普通董事會董事除
外。普通董事會董事的取代應由臨時董事會執行和完成。	

(d)如果選出的臨時董事會董事因任何原因無法為臨時董事會
服務，剩餘的臨時董事會董事（選出的和/或普通）應透過在
西雅圖流通面廣的兩份或兩份以上當地報紙上宣佈臨時董事
會出現職位空缺並要求感興趣的候選人申請空缺的臨時董事
會職位，立即取代這些董事。符合本部分(8)(a)和(b)小節中
列出的空缺職位潛在候選人應向管理局提交一封表達其願意
為臨時董事會服務的意願及他們為什麼是臨時董事會董事不
二人選的信函。他們應在信函中加入一份對其董事會成員資
格的陳述，包括但不限於對所掌握的技能、知識、經驗、智
慧或天賦的逐條記載和描述，以及他們必須填寫一份董事會
成員統一申請表，其中包含證明申請人符合本部分(8)(a)和
(b)小節要求的認證條款。

	 董事會確認其擁有足夠數量的合格候選人，能夠從中
選出新的董事會董事以填補臨時董事會空缺的職位後，其餘
的董事會董事應透過簡單的多數口頭表決，選出替代的董事
會董事，並任命其填補空缺職位。			

	 取代的臨時董事會成員應服務滿所替代董事會董事
的剩餘任期。空缺的臨時董事會職位必須在出現空缺的三十
(30)日內填補。	

(3)	臨時董事會董事的後期工作。			

根據此提案的其他規定，包括本部分(4)小節中列出的成員資
格或與提名組織或機構的其他從屬關係要求，擔任臨時董事
會職位的人員可提名和出任首個管理局董事會或之後的任何
董事會。

(4)永久董事會	–	首個董事會董事任期	–	提名	–	任命	
–	資格/限制	–	取消董事會董事資格	–	其他空缺。		

董事會。臨時董事會的繼任董事會，即永久管理員董事會，
應為有十三(13)名成員的監管機構，該機構召集和指定「世

紀交通管理局董事會」（「管理局董事會」）。董事會應控
制和管理管理局的業務。		

首個CenTran董事會董事的首個任期。			根據以下小節描述
任命的首個管理局董事會的董事（及其根據本部分所述任命
完成其首個任期的替代人員，如有），應自2015年11月28日
（董事的任命日）起或在此日期之前開始其任期，並在下方
列出的相應董事會職位的相應日期結束任期：

職位一、二、三、四和五應在2018年12月31日結束任期；	

職位六、七、八、十二和十三五應在2017年12月31日結束任
期；	

職位九、十和十一應在2016年12月31日結束任期；

(5)後續臨時董事會董事的任期。		

如本部分之前(4)小節中所述，在首個管理局董事會的董事完
成首個任期後，所有董事會職位的後續董事會董事任期均應
為三年	

(6)提名流程	–	選舉和任命	–	董事會職位1-11。		

本小節規定的提名、選舉和任命流程應在相應董事會董事職
位任期開始之前的至少30天內完成。首個和繼任管理局董事
會的十一名董事應由市議會任命，這些被任命人應為根據此
處(a)和(b)小節提名任命的個人。		

(a)提名組織	–	分配董事會職位的提名來源和提名候選人。		
董事會的首批和繼任董事只可從以下列出的每個西雅圖當地
組織、機構或繼任人等級中選出：對於董事會職位1-一名塞
拉俱樂部級聯分佈(Sierra	Club	Cascade	Chapter)成員，對
於董事會職位2和3-僅限來自西雅圖鄰區聯盟的兩名成員，對
於董事會職位4-一名來自西雅圖市中心協會的成員，對於董
事會職位5-一名來自大西雅圖商會的成員，對於董事會職位6
、7和8-華盛頓大學以下各部門各一名：華盛頓大學埃文斯公
共事務學院的終生教授或榮譽教授，華盛頓大學經濟系的終
生教授或名譽教授，華盛頓大學城市建築學院的終生教授或
榮譽教授，對於董事會職位9和10-兩位定期參與西雅圖市區
議會事務或屬於區議會議員的人員，對於董事會職位11-一名
西雅圖製造工業委員會的成員。			

(b)提名選舉流程。		以上列出的提名組織和機構，或任何繼
任者或替代組織或機構，在申請時應仔細調查其會員資格、
領導力、關係密切的附屬機構、關係密切的聯盟，或機構或
部門花名冊，以找出和提名他們認為具備相關技巧、知識、
體驗、智慧或天賦且每個組織或機構相信最能夠成功領導和
管理世紀交通管理局業務的人員。		

(c)公眾關於提名的意見。在提交提名之前，每個向管理局董
事會和市議會提名董事會成員的組織或機構應積極尋求和接
受公眾對於其提名調查或被提名人的實用意見或建議，而在
提名時必須向管理局提交收到的公眾意見或建議。

(d)繼任提名人。		如果任何上述組織或機構解散或拒絕參與
管理局的董事會董事提名和任命流程，臨時董事會、首個管
理局董事會，以及繼任的管理局董事應在提名人退出的30天
內選擇替代的提名組織或機構，以填補不配合或拒絕參與的
組織或機構產生的空缺提名職位。替代的提名人應為西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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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人員，必須定期參與與西雅圖公民生活任何方面相關的
西雅圖問題、運動或其他利益事項，且至少參與8年時間，並
出示參與公共事務、參加多種組織或協會的記錄，能夠同意
擔任提名組織或機構，參與管理局的董事會董事提名和任命
流程。	

(e)向市議會遞交被提名人選舉情況。每個提名組織或機構
應準備一份認證檔案，確定他們向市議會提交的被提名人名
單，供管理局董事會任命使用。認證必須及時提交給西雅圖
市政廳的市議會辦公室。提交的日期和時間應與所有提名組
織和機構相同，應使市議會或其員工有足夠時間處理提交的
名單，並為市議會之後的措施註明日期。認證副本必須在提
交給市議會的同時也提交給管理局董事會。	

(7)普通董事會董事，董事會職位12和13	–	提名	–	管理局
董事會選舉和任命。		

待選舉的自提名普通董事和管理局董事會職位12和13被任命
人（或替代董事會董事）的提名池應得到確定和維護。		

自每年的9月15日開始至之後的30天，或當年的其他任何時間
和維持公開的提名人招募流程所需的足夠長時期內，為確保
管理局運作的效率和連續性，符合本部分(8)小節列出的董事
會成員資格條件的公眾應向管理局提交一封表達其希望在下
一個任期擔任董事的意願和他們為什麼是擔任董事不二人選
的信函。他們還應在信函中加入一份對其董事會成員資格的
陳述，包括但不限於對所掌握的技能、知識、經驗、智慧或
天賦的逐條記載和描述，以及他們必須填寫一份董事會成員
統一申請表，其中包含證明申請人符合本部分(8)小節要求的
認證條款。		

兩名提名人應由永久管理局董事會從普通提名人池中選出。
在召開簡單的董事會口頭表決會後，選出的董事會普通董事
應任命為董事，而非由西雅圖市任命。		

(8)董事會會議資格/限制	–	任期限制。		

(a)每位管理局董事會成員在其提名和擔任董事會職位的任期
內必須是管理區內登記的選民。如果管理局董事會成員在其
任期內的任意時間內不再是管理區的登記選民，根據本部分
的(4)或(7)小節的規定，該董事會成員應視為立即取消管理
局董事會資格，其職位應視為空缺並進行填補。

(b)目前任何華盛頓州港口、城市、郡或州選舉的正式任命的
官員，或同等級的員工都不可擔任管理局董事會成員。

(c)任期。任何管理局董事會董事連續擔任董事的總期限都不
應超過9年（在此提案通過後，擔任臨時董事會職位時沒有時
間限制的適用情況除外）。

(9)董事會成員取消；任期間的替代。

(a)任何管理局董事會成員都可透過董事會成員的多數投票取
消成員資格，如果發生以下任何董事會成員不合格或職位空
缺的情況，將自動減少至五位成員：

「瀆職、濫用職權或失職」（根據RCW	43.09.330中使用的此
類條款，現在或未來修訂（或由任何繼任者狀態修訂）；

如果此類成員因反公德行為被判重罪或有罪；或者

「嚴重失職」，董事會應按照CenTran管理局規章制度中定義
的條款並且根據規章制度指定的任何其他程序確定此類嚴重
失職行為是否發生。

市議會無權取消任何管理局董事會成員的資格

(b)僅可在確定取消資格之後完成公共流程和相關程序之後
才能取消董事會成員資格。董事會程序資格取消流程必須包
括60天向公眾公示董事會成員資格取消流程正在進行，同時
應該舉行與管理局董事會成員資格取消相關的聽證會。在按
照要求召開的聽證會上，公眾應被告知管理局董事會希望取
消其某位成員資格的相關事項，而公眾也應能夠提供有關取
消管理局董事會成員資格的書面或口頭證詞。管理局可調查
公眾對正在進行的董事會成員資格取消流程的反應，而董事
會可考慮何時投出贊同或反對取消董事會成員資格的決定性
一票。

(c)此類資格取消流程僅可透過管理局董事會簡單的書面多數
投票完成。		

(d)董事會成員不可投票取消自己的資格，而此類自動的取消
資格行為不可記作本部分小節6(a)第一句中所述的自動減員
原因。	

(10)其他董事會空缺	

	 如果某個董事會職位因除取消資格以外的任何原因空
缺，例如由於死亡、殘疾或辭職，空缺的董事會職位應在空
缺起的30天內由任命目前空缺的董事會成員的組織或組織選
擇和提名個人進行填補；如果空缺的是普通董事會職位，則
提名的個人應從普通提名人池中選擇，而替代的董事會成員
應服務滿此類前董事會成員剩餘的任期。普通董事會提名池
應根據本文第五部分(2)(b)小節中列出的方式組成。

(11)董事會成員職責	–	利益衝突。		

(a)每位管理局董事會成員都有責任按照管理局規章制訂中
規定的職責範圍和委員會職責要求，代表管理局執行所有業
務。這些規定制度應在與2014年11月常規選舉相關的選民通
過日起的60天內制訂，並遵循CenTran董事會的規則和管理局
的政策，同時可在必要情況下隨時進行修訂。		

(b)每位董事會成員都有責任避免利益衝突。			如果有理由
認為董事會成員存在的個人或私人關係或利益將使該成員
在履行其董事會職責時喪失獨立判斷能力，則存在「利益衝
突」。利益衝突包括董事會成員在與管理局、管理局董事
會、管理局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成員或管理局成員員工
有業務交易的組織內的經濟利益；或成員提供或接受禮品、
協助、服務或其他可能影響董事會成員執行官方職責的利
益，或董事會成員了解或應該了解有此類意圖的利益。		

								意識到出現利益衝突的董事會成員應該及時向董事
會和董事會主席提供書面通知。董事會主席應採取恰當措施
解決他/她了解到的任何利益衝突。

(12)董事會薪酬和費用撥補。		

管理局董事會成員，不管是臨時董事還是永久董事，每月都
會獲得統一的1,000美元薪酬，作為其為管理局董事會服務的
回報。董事會成員在管理充滿活力的主要交通組織業務時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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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且記錄在案的合理和典型的開銷也會得到撥補，這些開銷
均與成員在管理局董事會的參與情況有明確關係。管理局董
事會應隨時透過口頭表決制訂詳細說明「在推動世紀交通管
理局業務所需的合理和典型開銷」構成內容的計劃表，並且
如果董事會決定有理由、有必要或有意願，則可設定向任何
董事會成員的任一類或類型的開銷的最高支付金額。

								董事會成員的基本薪酬應於2015年10月1日按美國公
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U)和美國城市平均薪酬進行調整，
且自此之後的每一年都會調整。勞動部、勞工統計局使用最
接近當年6月1日之前最新發佈的12個月年平均資料。		

(13)董事會的年報和會計。		

(a)管理局董事會應在提案通過的週年日發佈一份年報，詳
細說明提案實行的效果，任何積極或消極領域，說明管理局
董事會在下一年的工作重點、目標和常規運作中應考慮的前
瞻性事項；以及包括任何其他視作與管理局董事會相關的內
容，包括但不限於找出根據提案規定或賦權法例可解決的、
可加強或阻礙提案有效性的問題，同時為這些問題制訂解決
方案。		

(b)管理局董事會還應在年報中加入對其管理的資金，以及西
雅圖市因管理局營運受到或花費的資金的會計內容。	

(c)年報應列出提案在實施後設定到位的所有要素的目標和
時間表，以及規劃、施工、營運和維護公共單軌列車交通設
施的目標和時間表；報告中還應包括這些目標的可持續表現
措施。			

(14)雜項規定

(a)管理局董事會應至少每個月公開會面一次。每月會議應在
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三下午6:30在西雅圖市所有或控制的周
圍場所輪流召開，在西雅圖市政廳召開的此類會議應不超過
一次。		

(b)每位管理局董事會成員都應投一次票。由董事會成員投票
決定的所有事宜都應按簡單的多數原則決定。		

(c)根據任何適用的管理局規則或政策，如果在管理局的董事
會商務會上出現了本文未具體涉及的議會程序和組織問題，
那麼應使用羅伯特議事規則的目前版本或後續版本(如有)。

第六部分	諮詢委員會

(1)委員會成立。		

應成立由二十一(21)名成員組成的諮詢委員會，並作為管理
局的諮詢機構。諮詢委員會可評估管理局和鄰近服務區的交
通尋求、趨勢和交通服務的成功（或有限運載能力或失敗）
；執行需求調查和準備提交給董事會的報告；還可用作與大
西雅圖區和周圍普通社區聯接的網絡，使當地社區成員有大
幅度的流動，其中包括但不限於當地鄰近區域、業務、社會
公正、環境、體育利益，以及特定地區的組織，為多種不同
的利益相關者創造機會參與到規劃和宣傳中，使他們能夠規
劃和宣傳根據此提案建立的公共單軌列車交通設施提供的高
效率、環保和可持續、具備經濟可行性和可持續性的交通服
務，以及執行管理局的公共單軌列車交通職能。			

(2)諮詢委員會成員的任期。		

除任期在下方列出的首批諮詢會成員以外，所有諮詢委員會
成員都應服務一年，並可以選擇接受再次任命，最多可增加4
個為期一年的任期。		

委員會成員的任期交替到期，因此在每年的每個委員會任期
內，一次僅三分之一的委員會會議任期會到期。		

首個諮詢委員會任期應在2014年選民通過日後的約60天內開
始，即2015年2月1日。所有諮詢委員會職位的任期都應交替
到期。諮詢委員會職位1-7應於2016年1月31日結束任期；諮
詢委員會職位8-14應於2016年4月30日到期；而諮詢委員會職
位15-21應於2016年8月31日到期。		

自此之後，委員會職位1-7每年的任期將於2月1日開始，並
持續一年的時間，於1月31日到期；委員會職位8-14應於5月
1日開始，並持續一年的時間，於4月30日到期；委員會職位
15-21將於9月1日開始，8月31日到期。			

管理局董事會有權調整諮詢委員會的任期，以在必要情況下
符合第六部分規定的目的。	

(3)委員會會議資格/限制	–	任期限制。		

(a)適任性。		目前任何華盛頓州港口、城市、郡或州選舉的
官員，任命的官員或員工都可擔任諮詢委員會成員，但任何
時候選舉的官員、任命的官員，或政府或半政府組織的官員
或員工擔任諮詢委員會成員的總數不可超過5位。	

(b)任期。		任何諮詢委員會成員的任期均不可超過連續五年
的總數。

(c)申請流程。		希望任命諮詢委員會的個人應向管理局提交
一封表達其希望在下一個任期為委員會服務的意願的信函。
他們應在信函中加入董事會成員資格陳述，包括但不限於對
所掌握的技能、知識、經驗、智慧或天賦，以及他們必須填
寫一份委員會成員統一申請表，其中包含證明申請人符合本
部分(4)小節要求的認證條款；他們應該指定希望擔任的委員
會成員類別。

(4)委員會成員資格取消	–	職位空缺	–	替代成員。

根據管理局或管理局董事會與委員會成員資格取消相關的規
則或程序，管理局董事會可自行決定是否在委員會成員任期
結束之前取消其諮詢委員會資格。		

如果任何委員會成員因無法為委員會服務而導致職位空缺，
該空缺應由管理局董事會根據其實施的諮詢委員會業務管理
規則進行天貓，而任命填補空缺的個人應服務滿該委員會職
位的剩餘任期。	

(5)成員職責和利益衝突。		

																每位委員會成員都有責任按照諮詢委員會
規則中制訂的的職責範圍和委員會職責要求，並遵循CenTran
董事會的規則和管理局的規章制度或政策，代表管理局執行
所有工作。每位成員都有責任避免利益衝突。		

															如果有理由認為成員存在的個人或私人關係
或利益將使該成員在履行其諮詢職責時喪失獨立判斷能力，
則存在「利益衝突」。利益衝突包括：成員在與管理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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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董事會、諮詢委員會，或管理局員工、董事會或諮詢會
有業務交易的組織內的經濟利益；或成員提供或接受禮品、
協助、服務或其他可能影響成員執行官方職責的利益，或董
事會成員了解或應該了解有此類意圖的利益。		

意識到出現利益衝突的成員必須及時向董事會和諮詢會主席
提供書面通知。董事會和諮詢會主席應採取恰當措施解決他
們了解到的任何利益衝突。

(6)預留給各類成員的諮詢委員會職位	–	諮詢委員會成員的
建議來源。		

五(5)個普通委員會職位不得將與特定的職業、行業組織或機
構關聯作為特徵。這些職位為希望向世紀交通管理局提供服
務並支援其進步的普通公眾預留，對合格人選的個人職業、
社會、教育或文化背景不作要求。		

三(3)個以社會和環境公正為導向的委員會職位應得到預留；
該類職位的合格個人必須與環境或社會公正組織有關聯，或
可以出示與支持環境或社會公正活動、運動或組織相關的記
錄。		

兩(2)個委員會職位應為屬於以下任一部落成員預留：杜瓦米
許部落(Duwamish	Tribe)、圖拉利普部落(Tulalip	
Tribes)、印第安普亞勒普部落(Puyallup	Tribe	of	
Indians)、索瓜米希部落(Suquamish	Tribe)，或麥加索印第
安部落(Muckleshoot	Indian	Tribe)

兩(2)個委員會職位應該為與通訊與媒體相關的個人預留；列
印、廣播、任何類型的出版，或基於Web的媒體；這些個人可
以是相關行業或職業的現有或前任員工。		

兩(2)個委員會職位應該為在公共財政、公司財務、經濟預
測、公共或公司財務分析，或類似相關行業或行業相關活動
至少有5年工作經驗的個人保留。		

兩(2)個委員會職位應該為與老年公民事業、運動或組織相關
的個人預留；或具備與老年公民利益相關的宣傳支持活動獨
特經驗或資格的個人預留，因為他們與交通和流動性有關；
而在任何情況下，這些被提名人的年齡都不可超過60歲。		

兩(2)個委員會職位應該為與交通或流動性事業組織相關的交
通或流動性宣導者或個人預留。		

兩(2)個委員會職位應該為代表鄰近區域、商務或城市規劃利
益的個人預留，這些個人透過與相關事項關係密切的組織、
組織或機建構立連絡成為代表。		

一(1)個委員會職位應該為與代表身體或發育性殘疾人群利益
的組織相關的個人，或出示支持有身體或發育性殘疾人群的
證據的個人，或本身有身體或發育性殘疾的個人預留。					

如果因任何原因導致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組成相關的一項或多
項規定無效，此類規定的無效不會影響第六部分的其他任何
規定；本部分的解釋和執行以假設此處不包含此類無效規定
為前提，管理局董事會應修改或修訂此部分，或編制必要的
規章制度，或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及時、合理和公平的方式
達成第六部分的目標和目的。	

第七部分		CenTran單軌列車計劃的制訂和採納	–	規劃內

容。	

(1)依據賦權法例，世紀交通管理局可對公共單軌列車交通設
施進行規劃、投資、建設、購置、完工、營運、徵收費用及
維護。為達到這些目標並建造一個能為西雅圖市大部分地區
服務的單軌列車系統，同時透過規劃及最終的單軌列車系統
和設施選項，確保由西雅圖人民實施公共控制和公意監督，
管理局應說明具有如下特色的單軌列車系統規劃：主要採用
立體交叉設計，不在地面上的任何街道上鋪設或與之交叉；
最大限度利用公共通行權；使用橡膠輪或使用與橡膠輪達到
基本一致的靜音效果的系統；主要為高架，超越擁堵而非穿
越擁堵；搭設與西雅圖西北部鄰近區、中部海港區、杜瓦米
許工業區、南西雅圖和西西雅圖地區，以及所有城中心地區
相連接的路線和站點。	

(2)規劃應說明施工的各階段或時期，以及整個系統的技術和
基本工程（如有）。規劃還應包括建造、營運和維護系統所
必需的資本結構，該結構可以是任何公共或私人融資組合，
優惠，或任何類型的公私合營關係；可使用私人融資，包括
貸款、資本投資、特許經營費用、租賃或其他可行的融資機
制。	

任何公共融資計劃必須在規劃中說明，在未獲得公眾許可的
情況下，公共資金或章節35.95A	RCW授權徵收的稅費不可用
於相關或實際的施工工程中。用以推行本規劃的公共資金可
包括其他政府組織的資金，以及原本用於其他類型的運輸或
交通資金（如此類資金可用），或任何合法的其他類型公共
資金。規劃還應列出有關管理局營運的業務計劃，說明管理
局何時展開系統的建造、營運、控制和維護工作。	

(3)世紀交通單軌列車規劃(CTMP)應由管理局基於任何及所有
必要的研究、調查、民意調查、設計、規劃、環境評估或管
理局視作恰當的研究來制訂，可包括對提供具備以下特色的
公眾運輸系統的主要需要考慮：高運載能力、與當地和區域
性的其他交通模式和系統全面連接，並與西雅圖的鄰近區域
和市中心各區實現安靜和快速的往返連接。		

(4)其他指導CTMP制訂的考慮還包括：系統乘客流量、車票和
其他收益來源、自動化技術、系統設計、建築設計，以及單
軌列車系統與其他運輸或交通模式的整合，其中包括任何類
似單軌列車的補充系統，例如高運載能力的個人或團體快速
交通系統或其他任何利用有軌電車系統等設施的備用交通系
統，這些系統能夠與主要的單軌列車系統進行可靠的互動，
創造或利用城市主幹道和街道、行人流動性、自行車、公
車、鐵路、渡輪和自主車輛之間的交通機會和互動/優勢，促
進擁堵狀況的減少，有利於社區/鄰近區域的保護或發展。對
規劃和評估流程、環境影響（包括準備任何必要的環境平衡
或環境影響聲明）的公眾宣傳和可存取性，後期擴建（包括
市區範圍以外的建設和/或跨接任何水體）的可行性，比較單
軌列車與其他運輸或交通系統的作用或成本，以及確定單軌
列車系統路線和獲得公眾核准所必需採取的步驟或資訊，系
統及其設施設計和配置，具備經濟成本效益且能夠高效率服
務民眾的單軌列車系統的建築、操作、控制和維護，西雅圖
的機構、現有和未來文化和社會屬性，都將納入CTMP的考慮
範圍並有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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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管理局營運和規劃活動融資。

(a)依據RCW	35.95A.090的規定，世紀交通管理局應對按RCW	
46.17.350(1)	(a)、(c)、(d)、(e)、(g)、(h)、(j)，或(n)
至(q)規定需交納牌照更新標籤費用的每輛車，以及受RCW	
46.17.355規定限制且重量不超過6000磅的每輛車強制徵收
5.00美元的費用，該費用的收取由在交通管理局監管區內註
冊的執照申報局確定，以獲得機動車輛使用權為目的。

執照費的收益應由世紀交通管理局用於支付第1階段系統規
劃、設計、工程施工和環境評估的所有或部分成本，包括但
不限於所有或部分債務成本，而債務成本包括但不限於用於
支付與管理局第1階段施工準備相關的部分和全部成本的本金
和利息支付和融資成本。第1階段系統規劃、設計、工程施工
和環境評估的成本差額（如有）應透過其他任何合法的可用
資金支付。		

在賦權法例的授權範圍內，世紀交通管理局可發行債券以支
付第1階段系統規劃、設計、工程施工和環境評估的成本，包
括但不限於融資成本，並可將徵收特別消費稅獲得的收益用
於保障對此類債券的付還。

(b)除本部分中所出的執照費以外，世紀交通管理局可徵收雜
費，或其他與區域改善區的宣傳和成立相關服務的費用，並
根據適用的聯邦和州立法尋求其他政府組織和私人組織的資
金，包括但不限於獲得補助金和其他資金。

(c)	根據章節35.95A	RCW的規定，世紀交通管理局董事會關
於單軌列車系統任何擬定階段的繼續施工決定都需要獲得核
准，且此類工程的資金都需要提交給管理區的選民進行投
票，然後才能由管理局展開施工。

第九部分		公共基金	–	其他資金來源	

管理局董事會每年總營運資金百分之十(10%)或更高比例（按
照管理局董事會的決定）應被劃撥和存入公共基金，該基金
僅可用於在公眾參與本提案運作和效果相關的任何領域或事
宜的過程中向其提供有力支援；但任何資金都不可用於與此
提案規定相悖的用途。		

公共基金中的資金可用於如下事項（包括但不限於）：環境
或交通研究，專家證詞、法律諮詢，或資料複印、會議場所
相關費用或系統要素模型化等組織成本。		

公共基金的費用應僅基於管理局管理的正式申請和申請流程
執行。華盛頓州或聯邦政府內登記的任何公眾成員、個體、
個人團隊，或非盈利的社區組織可申請使用基金。		

對於任何核准的申請，申請的資金金額和任何後續核准金額
不應超過5,000美元。每位申請人每年僅可申請和獲核准一次
資金，且每年僅可為一個事項申請資金。申請人的所有費用
都必須透過檢核和認證，證明這些費用均只與此提案要求或
實施直接相關或受其影響的管理局和/或西雅圖市事項相關。		

資金不可直接支付給提出申請的公眾成員，而是支付給申請
人依照有關偽證懲罰規定聲明的組織（一個或多個）或人員
（一名或多名），用於支付這些組織或個人提供的服務，或
他們的支出，且這些支付與考慮中的管理局或西雅圖市必要
事項、此提案的實施，或任何管理局工作或營運相關。		

管理局可代表申請公共基金資助的申請人，隨時提高可花費
資金的上限。資金上限的提高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根據具體
情況逐一處理，在舉行公示和公開聽證會10天后生效，且董
事會多數人在聽證會上支持此費用。				

管理局可尋求任何恰當的公共或私人資金來源以增長其營運
預算，但透過此類來源籌集的資金的百分之十(10%)需劃撥進
公共基金；或此類籌集的資金高於百分之十(10%)的任何比例
（最高達百分之百(100%)）根據資金來源代理的要求或指示
可劃撥進公共基金。		

第十部分		雜項規定

管理局員工

管理局董事會應首先聘用兩名全職員工、一名管理局經理和
一名管理局助理經理、兩名兼職員工，同時可在預算和組織
設施限制範圍內且具有合理適應性和可持續性的條件下招募
不限量的實習生或志願者，所有員工的工作為支援管理局執
行此提案、管理局和管理局董事會的指令；不論是臨時還是
永久董事會。		

管理局總部位置

管理局總部的位置不應在西雅圖「中心城」或「市中心」區
的限定範圍內，而應位於有便捷多模式交通通道的鄰近區、
商業區、歷史區或工業區內的某個空間或建築內，以確保與
管理局互動的所有人員都有能力以便捷的方式親身造訪其總
部。管理局總部必須包括寬闊的停車場，供董事會董事、員
工和總部的大多數其他訪客使用。提供、獲得或保留的管理
局總部區域還應會在建築物區域內留出一塊空間，這塊預留
空間專用於公眾會議或向公眾提供接觸管理局指定供公眾使
用的任何設備或設施的機會。	

管理局透明度	

管理局應始終遵循並支持《西雅圖市憲章》第22條的要求。
其他主題和第3部分	書籍和記錄；《西雅圖市憲章》調查，根
據此提案通過時確立的RCW	42.30的公共會議法律要求，即《
公共會議法案》和RCW	42.56的公開記錄要求，即《公開記錄
法案》。			上述法規和法律規定的責任和標準應視作管理局
必須符合的最低透明度標準。管理局應每年審核這些標準一
次，並制訂超出上述市立或州立法所列責任的一套附加的自
有透明度標準。	

管理局資訊可用性	–	資訊登記處

												管理局應建立一個可線上索引和維護的資訊登
記處，可透過管理局的主頁/首頁瀏覽所有管理局正在進行的
各類措施、活動、工作、許可、政策和計劃。登記處應包括
一個列出上述各種事項狀態的摘要表，說明它們處於申請、
評估和審核流程的何種階段，並包括對新擬定的政策、規
劃、應用相關檔案，管理局員工審核材料，管理局與		

措施支持者的往來溝通（內部或外部），以及所有公眾應了
解的任何其他資訊的連結，使管理局的所有資訊得到完全的
公開。資訊和檔案及資訊材料的相關連結應每月更新一次。			

一般法律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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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RCW	35.21.759的規定，管理局，包括其官員和多成員監
管機構，需遵守政府組織的所有標準要求，並需要遵循監管
當地政府、多成員監管機構和當地政府官員的一般法律，包
括但不限於章節43.09	RCW提供的州稽核長稽核要求和各種會
計要求，RCW	42.17A.555規定的禁止將其設施用於運動目的
的要求，章節42.23	RCW規定的市政官員道德守則，以及章節
42.41	RCW規定的當地政府吹哨者法案。

第十一部分		世紀交通管理局的解散。

(a)世紀交通管理局可由管理區內居住的人民根據賦權法例
的要求，按照賦權法例內陳述的理由投票解散。(b)自世紀交
通管理局作出應解散的決定起（無論以何種方式提出），世
紀交通管理局應立即結束其業務。儘管有上述規定，如果世
紀交通管理局有未償付的債務，以及如果適用法（此提案或
任何城市法令除外）許可，世紀交通管理局可與債券持有人
立訂契約，承諾管理局不會解散，且僅出於繼續徵收稅收或
資產的目的存在，同時承諾將付還未償付的世紀交通管理局
債務，並採取其他此類必要措施以付還任何剩餘的世紀交通
管理局債務；當世紀交通管理局債務全部償付後（或對償付
所有世紀交通管理局未支付的債券作出規定後，依照債券規
定，並透過存入其他資產的足夠資金作為償還債券的第三方
資金的方式，取消任何債券持有人對任何世紀交通管理局稅
收收益的留置權後），世紀交通管理局可解散，此提案不再
用於城市交通管理局。但是，本小節9(b)的任何內容均不可
用於或不得解釋為第四部分(3)的修訂或限制。

第十二部分		選舉。		

					請願人要求金郡負責人或負責機構透過必要決議使此
提案進行投票表決，如果根據	RCW章節29.13發現存在緊急情
況，則必須與2014年11月進行的州立大選一起，在市內發起
和進行一次特殊選舉，將此提案提交給市內合格的選民。

第十三部分	核准。		

					依據此提案授予的權力，在本文生效日期之前採取的行
動特此進行核准和確認。

第十四部分		可分割性。	

						如果因任何原因此提案的一條或多條規定被視作無
效，此類無效應不會影響此提案其他任何規定的效力，也不
會影響據此授予的其他稅費的徵收，但此提案的解釋和執行
以假設此處不包含此類無效規定為前提，規定因其本身許可
權程度或能從規定中獲益的人員範圍的原因被視作無效的情
況除外，則此類規定應視作在法律許可的程度範圍內生效，
且僅能使按法律許可權可從規定中獲益的此類人員獲益。

第十五部分		有效性。	

					此提案中有關向選民提交立法提案的部分應自華盛頓
州金郡負責人選舉活動確認起，且根據賦權法律的規定，計
劃管理區必要比例的合格選民簽署請願書之後立即生效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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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以下地址所有選民使用：

請回收您的選民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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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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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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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