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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責。巴索（Bothell）市

 巴索（Bothell）市請選民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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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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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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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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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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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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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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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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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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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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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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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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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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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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圖市- 1A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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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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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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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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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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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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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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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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risdiction King County Elections is not authorized to edit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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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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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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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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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景（Si View）都市公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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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