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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稅官

學歷：華盛頓大學，經濟學文學士，公共
管理碩士

職業：金郡估稅官和小企業業主

聲明：我當選估稅官時，我們正在經歷經濟衰退時期。隨著產業價
值重新上漲，對你們而言繼續進行公平和準確的產業評估尤為重
要。

我們成功透過網上上訴使請求評估簡單化。甚至透過此改進，自我
上任後產業評估訴訟下降了50％，這表示我們的工作贏得了公眾信
任！

估稅官辦公室並不負責設立稅收。然而，我們每年會評估700,000
個金郡產業。在此過程中，我們贏得了九項國家獎。由於在確定價
值、技術創新、公共教育、透明度和客戶服務方面的傑出工作，我
們被評為全國最佳估稅官辦公室之一。

我們透過稅款減免計劃協助長者，使其負擔得起房屋。我們已向議
會提出倡議，由於今年收入限額有所提高，因此更多長者、退役軍
人和殘障人士可享受房產稅減免。在金郡房屋變得越來越昂貴時，
這會使房屋業主能支付得起自家房屋費用。

我們透過專注於客戶服務來改革辦公室。當您致電我們辦公室時，
會有現場工作人員接聽電話，而不是使用電話錄音。我們備受讚譽
的網站是瀏覽量第二大的郡網站。我們啟動了LocalScape，其能全
天候提供有關如何評估您產業的資訊以及其它重要社區資料。

在所有金郡機構中，員工們將我們評為滿意度最高的工作機構！

我們未來需要再接再厲，也衷心感謝您的投票。

本人得到以下人員和機構的支持：前州長Gary Locke和Mike 
Lowry；司法部長Bob Ferguson；金郡議員Reagan Dunn、Larry 
Gossett、Jane Hague、Larry Phillips、Dave Upthegrove、Rod 
Dembowski和Pete von Reichbauer；警務署署長John Urquhart；
工人協會第242地方分會；金郡民主黨人；華盛頓主流共和黨人；
金郡房地產經紀人組織；華盛頓平權組織以及消防員工會第27號地
方分會。 

Lloyd Hara
 466 Smith St.
Seattle WA 98109 
(206) 726-8053
citizensforhara@comcast.net
www.LloydHara.com

學歷：華盛頓大學編輯新聞學和政治學學士

職業：金郡創新特別專案經理

聲明： 對於金郡估稅官這一職位，處事公正的John Wilson是我們的
不二之選。因為在他心中納稅人第一，政治靠邊站。

John會確保產業稅收得公平合理，想申訴也方便快捷；同時，估稅
官辦公室在其管治下定會流暢運轉。

而現任估稅官Lloyd Hara就不同。拜這位職業政客所賜，產業稅等
級提高到2009年以來的最高值，結果刪去一個技術合作項目，對金
郡納稅人而言那可能是數百萬元！後來他居然還要求給自己大幅加
薪 — 薪資拿出來算一算，比我們州長一年還要多賺$14,000！不
光如此，Hara還把加利福尼亞和德州的估稅官拿出來作對比。以其
$169,000的年薪，已經是華盛頓薪酬最高的估稅官了。

現任估稅官這種自私自利的加薪要求，John是堅決排斥的。他曾經
擔任過首席副估稅官，工作履歷裏到處可以看到創新和改革。他牽
頭開發了獨創的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提高了估稅的準確性和效率。
他創辦了全州首個網上產業稅申訴平台。為了節省，也為了更有
效率地完成工作，他甚至還重新部署了一批二手車投入到部門使
用。Jone的領導才能實實在在地為納稅人節省了幾百萬元。

很遺憾，John掛帥而去之後，估稅官辦公室很多創新措施就此戛然
而止。

如果這次能當選，John會積極進取地展開工作，為老年人和退伍軍
人提供產業稅豁免項目，並與郡長Constantine和市長Murray等領導
人一起找到可負擔得起的住房危機之解決方案，房客和屋主正需要
他們的協助。

John不是甚麼職業政客。他做事的原則是看事情本身正確與否，
正確的就做，而不是對自己有利的才做。這就是為甚麼有這麼多
人支持他：Martha Choe、Bruce Harrell、Rob McKenna、John 
Okamoto、Cathy Degginger、Claudia Kauffman、Paula Boggs、
Norm Dicks、Chris Vance、Dorothy Bullitt和Denis Hayes；金郡
勞工議會，航空機械師工會第751號地方分會，聯合交通工會第587
號地方分會，117卡車司機工會，還有許許多多的其他人士。  

請大家投票選擇John Wilson擔任金郡估稅官。謝謝。 

John Wilson
 PO Box 1491
Auburn WA 98071 
(206) 369-7677
john@wilson4assessor.com
www.wilson4assess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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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部部長

學歷：華盛頓大學Evans學院；哈佛
（Harvard）大學肯尼迪（Kennedy）學院；認證的華盛頓州及全國
選舉行政人員

職業：現任選舉部副部長；退伍軍人選舉行政人員（在任13年）

聲明：謝謝各位選民，感謝大家在初選中對我的支持。在第一次作
為候選人參選的選舉中，我獲得了全郡63％的選票，我衷心地感謝
這個結果。

大家對我們的選舉系統之信任對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希望將更多來
自社區的意見在選舉中展現出來，使我們選舉管理準確、公平且透
明的優點繼續發揚光大。

作為現任選舉部副部長，我負責監督每年的四次選舉，同時我也是
核票團隊的一員，負責對過去五年所有選舉的選票進行徹底核對。
我在100多次選舉中引入了精准管理原則和六標準差法，這讓我成
為了蜚聲全國的革新者。我加大了為全體選民所提供的選舉資訊教
育，外展和服務力度，包括那些身體有殘障的選民、新市民和服役
選民。

我是此競選中唯一一名無黨派候選人，對於自己一貫本著平等、公
平的精神服務全體選民的良好履歷，我倍感自豪。選舉部部長的工
作極其重要，缺乏選舉管理經驗的偏黨派候選人無法擔任這一職。  

我致力於持續推動金郡選舉部改革。我計劃在金郡各地安裝更多24
小時開放的固定選票投放箱，使全體選民擁有更多方便的投票方
式。我期待著應用新技術來強化選舉審核，更新老化設備，並進一
步落實問責制。我將繼續加大對選民的宣貫力度，擴大選民範圍，
更好地服務所有市民和社區。

我很自豪獲得以下各界人士和團體的支持：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陌生人報紙（The Stranger）、全國婦女政治黨
團、州務卿Kim Wyman、即將退休的金郡選舉部部長Sherril Huff、
全州各地兩黨的選舉官員，以及全郡民主黨、共和黨和無黨派選民。

請投我一票。感謝你們的支持。

Julie Wise
 26828 Maple Valley Hwy PMB150
Maple Valley WA 98038 
(360) 886-8174
info@electjuliewise.com
www.electjuliewise.com

學歷：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文學士

職業：高科技行業經理/公民立法委員

聲明：Zack Hudgins是此競選中唯一一名兼具選舉、商業和公共服
務領域成功領導經驗的候選人。他的能力和正直得到了眾多民間和
退伍軍人組織的認可。Zack接受的教育、經驗和眼界將協助他在任
上登高行遠。 

是時候做出改變了。隨著2004年州長選舉的重新計票風波，近年來
金郡選舉部的管理工作一直都跌跌撞撞，選票箱過少等窘境使選民
投票人數大幅度下降。目前的選舉管理工作沒有為未來的發展和技
術做好準備。

我們能夠做得更好。不斷強化計票程序、加強問責措施、提升選票
保安、改善網上工具以及擴大社區外展活動 — 若能擔任下一任選
舉部部長，Zack將以這些措施來讓選舉部為未來挑戰做好充分的準
備。

作為擁有IT背景的選舉專家，Zack享有全國乃至國際聲譽。2004
年，他擔任美國在伊拉克臨時國會的資深選舉程序顧問，協助伊拉
克人民籌備其第一次自由選舉。 

Zack在管理選舉部方面擁有一種獨一無二的能力，這源自於他在州
立法機關的多年服務。他的服務包括對公衆資料公開委員會、州務
卿的選舉部門、預算和大型複雜IT項目的監督。除了履行立法職責
外，Zack還定期與包括高中生和大學生在內的全州民間團體展開合
作，研究怎樣讓市民變得更有效率。作為候選人，Zack的公共服務
履歷表堪稱完美無疵。 

在亞馬遜和微軟錘煉的商業經驗使Zack擁有選舉部公室所需的效
率。 

Zack與妻子Gabriela Quintana育有一個四歲的兒子。因本身良好的
公共記錄，Zack獲得來自全州各地的廣泛支持。 

請為選舉部部長候選人Zack Hudgins投上寶貴的一票。 

Zack Hudgins
 4511 S 136th St
Tukwila WA 98168 
(206) 860-9809
zack@zackhudgins.info
www.zackhudgin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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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議會區

學歷：華盛頓大學文學士（1971年）

職業：金郡議員 

聲明：作為過去近21年民選的金郡議會成員，我感到萬分榮幸。此
外，我很高興能有機會代表第2號議會區的民衆再履行一屆議員使
命。

我相信，自己是一個行事高效率、具有合作精神的領導者，能成功
地代表金郡的選民。不管是在經濟、文化還是在種族上，我代表的
都是全國最多樣化的地區之一。我組織鄰里區和社區活動分子建立
了好幾個範圍廣大的聯盟，目的是處理一系列極為重要的公眾政策
議題。這些議題範圍廣闊。例如，對依賴城市巴士系統的低收入者
群體，我們準備降低其票價，還打算在入獄項目中實施一系列全新
的創意措施，既能讓街道更安全，又能大大減少監獄、臨時拘留所
內關押的成年人及青少年的數量。我還發起了保護移民和難民權益
的立法，使他們獲得基本的公民權利。

如果能得到你們的投票，再次當選為大都會金郡議員，我將深感榮
幸。  

Larry Gossett
 PO Box 22444
Seattle WA 98122 
(206) 992-6266
larrygossett09@gmail.com
www.larrygosset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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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號議會區

學歷：會計文學士，認可專業會計師；華
盛頓大學法學士，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1944年至1947年服
役於美國海軍。

職業：稅務局律師（退休），在華盛頓州執業38年，於1995年退休。

聲明： 我參加競選謀求當選，是為了抗議2015年華盛頓州議會所
通過的稅收之必要性和依據，以及抗議州長和金郡郡長一手提拔
Welles女士填補金郡議會空缺職位的行為。

我的經驗告訴我：不需要增加商業和職業稅或資本所得稅，依靠現
有資源獲得的稅收收入，我們足以履行青少年教育這一憲法義務。
面對經濟衰退，商業和職業稅以及資本所得稅的可靠性都極其成
問題。而且在可行性方面，資本所得稅還會引發憲法和司法上的麻
煩。

州憲法和聯邦憲法的設計初衷都是為了設立權力有限的政府。如果
當選，我會在表決中對個人所得稅或個人產業稅立法投反對票，除
非規定將該立法提呈給選民，由其來決定是否同意或拒絕。

金郡議會第4號席位的轄區人口相當密集。波音、微軟以及亞馬遜等
企業膨脹的雇員數量和技術革新導致了當地區車滿為患。金郡政府
應當大力遊說，懇請聯邦政府施以援手破解該交通難題。而我也將
為這些及其它問題的解決方案作出個人努力。

Rufe Orr
 7536 32nd Ave NW
Seattle WA 98117 
(206) 782-6997
orrrufus@gmail.com
  

學歷：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教育社會學博士和社會學文學碩士；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
（CSUN）教育學碩士和文學士；哈佛肯尼迪學院證書

職業：第36號立法區州參議員；前高校教員和行政人員

聲明：我很榮幸在州參議院服務了21年，也期待著在金郡議會擔任
你們的代表。我要特別向退休議員Larry Phillips的支持表示感
謝。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對公共政策優先項目的看法也不謀而
合，我們展開合作，就挑戰性事務提供合理的解決方案。

我的目標將會反映出社會公正和經濟機遇：

生活品質和自然環境：提升經濟的可持續性，使其與收入平等、同
工同酬和地方經濟機遇掛鈎；滿足長期存在的發展、基建設施和財
政需求；保護自然資源和公園；應對氣候變化；強化藝術、文化和
遺產項目；

公共安全：消除青少年司法和成年人刑事司法體系差異，重拳打擊
人口販賣和強迫未成年人賣淫犯罪，對成功的娛樂項目加以推廣，
取消危險的石油列車；

流動性：著重減少交通堵塞；完善公共交通、自行車和步行出行
選擇；在Sound Transit 3議案的投票通過下將輕軌延伸至巴雷
（Ballard）和西西雅圖。

衛生和民生服務：解決醫療保障、心理健康服務和住房等方面的懸
殊差異；合理地實施與成人和藥物大麻相關的州和地方法律。 

若能得到你們的選票，我將感到無上光榮。

Jeanne Kohl-Welles
 P.O. BOX 9100
Seattle WA 98109 
(206) 285-1869
jeanne@jeannekohlwelles.com
www.jeannekohlwell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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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號議會區 

學歷：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Providence學院文學士

職業：表爾威（Bellevue）市市長，普捷灣公共交通董事會成員，
律師，前郡羈押部部長

聲明：東區是一個充滿活力、多元化、欣欣向榮的地方。自從一名
共和黨人當選郡議員後，20年來這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要我們
東區的價值觀和優先事務在郡議會體現出來，現在是時候作出改變
了。

作為表爾威市市長和普捷灣公共交通董事會成員，我在征得一致同
意後修建了通往表爾威和雷蒙德（Redmond）的輕軌。我成功爭取到
520號和405號高速公路的投資，目前正致力於改善麻沙島（Mercer 
Island）和科克蘭（Kirkland）的交通出行選擇。作為市議員，我
將優先提升地區流動性，並進一步拓展輕軌的覆蓋範圍。 

作為市長，我保護鄰里區，並傾力支持東區赋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和
創業者。在郡層面上，我將對我們的社區進行投資，並保護珍貴的
農業用地和空地。

作為議會中唯一一名畢業自公立學校的母親，又是東區學校的倡議
人，我將帶來一種重要的視角。我長期帶領展開刑事司法工作，並
支持精神疾病治療和家庭暴力預防。

支持者：郡長Dow Constantin、美國眾議員Adam Smith和
Suzan DelBene；州立法委員Cyrus Habib、Joan McBride、Ross 
Hunter、Tana Senn和Judy Clibborn；麻沙島、伍德迪威爾
（Woodinville）、麥迪那（Medina）和伊薩夸（Issaquah）市的
市長；整個地區的民選官員；表爾威市消防員；華盛頓州環保選
民；第1、41、45和48號區以及郡民主黨人；喀斯開（Cascade）單
車俱樂部；全美流產權行動聯盟（NARAL）；計劃生育（Planned 
Parenthood）。

Claudia Balducci
 PO Box 50333
Bellevue WA 98015 
(425) 864-1767
info@claudiabalducci.com
www.claudiabalducci.com

學歷：曾就讀於西密芝根（Western 
Michigan）大學，全國郡協會和華盛頓州郡官員協會前主席。 

職業：金郡議員、母親、祖母及社區志願者。

聲明：很榮幸能以東區倡議者的身份為你們服務。我致力於讓郡政
府更體恤民衆、更親民和更負責。我相信，若不同的黨派互施援
手，團結協作，我們就能取得真正成效。

我努力保護納稅人，平衡郡預算，不增加稅項，同時保留為弱勢群
體所提供的關鍵性服務。

東區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地區。我們必須保護鄰里區獨有的特色，維
護環境品質，為生活和工作在這裏的家庭創造更多機會。

我曾協助擴大公園和空地範圍，保護納稅人和雇主，平衡全州最大
的郡預算，為執法工作投入了更多資源；我也努力改善道路，增加
巴士路線，剔除工作中的繁文縟節以更好地提供關鍵性服務。

我獲得廣泛的兩黨聯盟的支持，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人、企業、勞
工和環境組織、司法長官代表、監獄警衛、消防員、市長和市議員
等等。他們知道，我不但會傾聽其訴求，還會帶來成效。

東區機構聯盟兩次授予我“傑出民選官員”的稱號，而金郡男女童俱
樂部也選我為“兒童守護者”。

請大家投我一票，讓我繼續為你們效力！

Jane Hague
 14150 NE 20th, PMB 310
Bellevue WA 98007 
(425) 283-2690  
jane@electjanehague.com
www.electjanehag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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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號議會區 

學歷：華盛頓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岡察格
（Gonzaga）大學文學士；哈佛肯尼迪學院執行教育課程

職業：金郡議員；前任：州議員，資深預算分析師

聲明：金郡需要成熟、高效率的領導層。在郡議會和普捷灣公共交
通董事會，我大展拳腳，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獲得了成果：公交和交
通優先項目；人力資源；環境保護。我期待著繼續為我們這個多姿
多彩、獨一無二的地區服務。

作為金郡的終生居民，我努力工作確保金郡實現良性發展，我將關
心和創新精神帶入到預算制訂和保護關鍵性服務中。過去4年我擔任
議會預算和財政管理委員會的主席。

公交和交通：我支持整個地區建立優質的公交系統。我將呼籲建造
通往西西雅圖的輕軌。在議會，我支持創新性的載客量擴展項目，
並努力用財政上可靠的改革措施來維持公交服務。 

人力資源：我一直為保護對弱勢群體的服務進行呼籲。我所展開的
工作有：維持Greenbridge診所和其它公共健康診所，確保母嬰支持
服務的資金。

環境保護：我很自豪地發起了相關立法保護了莫妮島（Maury 
Island），並繼續在第8區及周邊地區的杜瓦密須（Duwamish）河清
理和其它環保工作中發揮著引領作用。

如果能獲得大家的投票，讓我能繼續在市議會代表你們，我將深感
榮幸。

Joe McDermott
 PO Box 16254
Seattle WA 98116 
(206) 937-4184
Joe@JoeMcDermott.org
www.JoeMcDermot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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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專員席位

學歷：奧林匹亞高中、威廉姆特 
（Willametter）大學及哈佛法學院畢業生

職業：Microsoft法律顧問、美國財政部前辦公室主任助理

聲明：很榮幸能夠在過去兩年擔任大家的港務局專員。

我參選是 為了確保我們的港務局能夠提供優質的工作機會、保護寶
貴的環境，同時鞏固我們地區的國際競爭力。 

持續增長的工作機會及地區競爭力

我希望西雅圖港務局能夠成為尊重所有在此工作的女性及男性的工
作場所。這也是我帶領良好工作動議以提高機場承包商生活標準的
原因，以幫助所有員工發展事業，並為本區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西雅圖港務局及塔何瑪（Tacoma）長久以來陷入底線競爭的困境，
對地區及州造成傷害。我們在2014年啟動標誌性的西北海港聯盟，
證明了合作型領導能夠完成任務。這一歷史性的新型合作關係將會
確保我們州的兩個最大港口通力合作，將華盛頓州的產品運往世界
各地，同時支援本地薪金優厚的工作。

保護環境

環境保護是重要的問題，也是我的核心優先事項。我們已對西塔機
場做出明智的投資，在2014年，我們的機場是北美地區第一個因在3
年間減少8%炭排放而榮獲炭排放獎項的機構。港務局必須致力於普
捷灣及Duwamish河的清理工作。

向前發展 

儘管我們取得種種成就，但仍有眾多待解決事務。我們必須繼續發
展及改良西塔機場、增加航海及航空部門的勞動力培訓機會，並履
行使港口成為環保領先者的承諾。

有了您的幫助，我們將能繼續應對種種挑戰。

我和先生Scott及兩個女兒居住在西雅圖。衷心感謝並呼籲各位投我
一票。

Courtney Gregoire
 119 First Avenue South, Suite 320
Seattle WA 98104 
(206) 395-6506
courtney@courtneygregoire.com
www.courtneygregoire.com

第2號專員席位

學歷：在德國、瑞典和美國受過大學教育，
Goodspaceguy擁有學士和碩士學歷（副修經濟）。

職業：共享型企業老闆，Goodspaceguy：“保護我們共享、競爭性
的自由市場！”

聲明：警告：目前有幾位人士（個別很聰明）正打著Goodspaceguy
的旗號在寫東西發表意見（也許是想讓他損失選票？）。這麼做毫
無必要，因為Goodspaceguy完全可以靠自己就能把選票給葬送掉，
他只要說一句：應該取消反自由市場的最小薪資制度，這樣低效率
的弱勢群體很容易就能找到那種低市場價值的工作。（注：工作本
身就有教育意義！被禁止按最低薪水標準拿薪資真是太可怕了。）

金郡人民們，別忘了你們可是西雅圖港務局的主人。那為甚麼還要
透過產業稅和租金來給這個產業提供補貼呢？這樣你們就能得到繁
榮的金郡了嗎？不會！Goodspaceguy認為，你們的生活標準只會降
低。

透過增加就業職位來提升經濟 — 這才是港務局應該設定的目標。
要讓那些長期失業和無家可歸者以及大量乞丐也能在我們（由供求
關係決定價格的）競爭性經濟中很輕鬆地找到工作，從而保護我們
的經濟。用增產來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要修車，你就得請汽車修理工。要修經濟，你就得把票投給理解商
業和利潤激勵的經濟學家。Goodspaceguy在大學花了大量時間學習
商業和經濟學。Goodspaceguy認為，我們這個港務局的成本實在是
太高了，加強成本控制勢在必行。投資人Goodspaceguy，花錢有
度，省錢有方，結果日子過得越來越滋潤。Goodspaceguy認為，要
想振興商業，我們應該心甘情願地利用商業和經濟學原理把港務局
成本降下來！

請好好學學經濟學，幫Goodspaceguy一起提高人們的生活標準。多
讀讀新聞。多聽聽電臺脫口秀主持人。多討論一下資本主義，並為
它辯護。記住：選擇給那些揮金如土的候選人投票，你就等於選擇
了增稅，選擇了奢侈但毫無價值的開支（說不定大把大把的錢還流
進那個可怕的隧道裏？）。

 

Goodspaceguy
 10219 9th Ave S
Seattle WA 98168 
(206) 601-8172
goodspaceguy42@yahoo.com
www.colonizespace.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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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號專員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漁業科學碩士，密芝根
州大學心理學文學士

職業：海洋環境顧問

聲明：如果西雅圖港務局委員會以生態完整和生態平衡的基準點展
開治理，那麼我們所有人就都能享受到普捷灣地區的自然資源、經
濟機會和生態美景。保護我們的環境，同時創造出薪水優厚的工
作，再沒有比我更合適的候選人了。

對於金郡建立在貿易、旅遊業、漁業和康樂業的中產階級經濟來
說，港口的成功與否至關重要。從全球化競爭到氣候變化，要想應
對這些挑戰，我們就需要鞏固該委員會的公信力。

對氣候變化展開的科學研究已經把問題解釋得相當清楚了。我們
必須為5號碼頭找到一個長期穩定的承租方，而不是殼牌石油公司
（Shell Oil）；我們還要推動清潔能源經濟的發展。

作為港務局專員，我將展開以下工作：

在落實西北海港聯盟的同時保護我們正在營運中的海濱地區，

在所有決策過程中動員各方廣泛參與，

呼籲為機場建設投入公平合理的資金，

確保杜瓦米須（Duwamish）河展開有效清理並

要求公正地對待承包商和員工，給予他們應得的報酬。

港務局專員在技術和政策兩方面都要具備專業知識，同時還要有牽
線搭橋的經驗。作為一個具有25年經驗的海洋生態學家和政策顧
問，我曾在委員會聯盟任職，工作內容包括預防船舶和火車的汽油
洩漏事故，禁止遊輪排放污水，恢復金花園（Golden Gardens）公
園。透過這些措施，我為普捷灣的自然和文化遺產提供了保護。過
去十年，我都是唯一參加港務局委員會會議的候選人。

攜手合作，我們可以確保港口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同時，以一
種負責任的方式實現發展。這將會為我們今天和未來的社區、公會
和機場、海港產業提供支援。

我很自豪獲得以下人士和團體的支持：SEIM工會第6地方分會、太
平洋海員工會、金郡民 主黨人、華盛頓環保選民組織、陌生人報紙
（The Stranger）和進步選民引導（Progressive Voters Guide）
組織；還有Max Vekich、Martha Kongsgaard、Kay Bullitt、Larry 
Phillips、Maralyn Chase、Pete Knutson、Nick Licata以及Ron 
Sims。

Fred Felleman
 PO Box 51016
Seattle WA 98115 
(206) 595-3825
fred@fredforport.com
www.fredforport.com

第5號專員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明尼蘇
達Carleton學院政治學文學士

職業：經濟發展顧問；諾曼第公園（Normandy Park）市前議員

聲明：Marion Yoshino是一位經濟發展專業人士，在銀行及金融方
面擁有豐富經驗。她今天成為港務局專員候選人的原因在於，她和
其他社區領導者一起在港務局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包括爭取
到港務局資金在高線（Highline）校區建造隔音教學樓；恢復濕
地，展開水質改善措施；以及其它一些環境和社區改善項目。

而在擔任經濟發展官員期間，Marion推動了在港務局土地產業上
首個商業公園的建設。佔地 90 英畝的迪茂伊溪（Des Moines 
Creek）商業公園獲得 FAA 地區總部辦公室項目獎，表彰其在利用
空地以創造1600個當地工作。港務局還擁有很多產業，可以透過這
些產業創造不少養家薪酬的工作。Marion致力於在港務局委員會中
協助民衆及促進經濟發展。

Marion是唯一擁有公務員經歷的候選人。她同時有私營企業和地方
政府的專業知識。Marion是一位值得投票的候選人，因為她態度堅
決：

殼牌石油公司（Shell Oil）的租賃應該透過公共程序，而不應該由
港務局人員決定。

港務局的產業應該用來創造養家薪酬的工作。

目前，注重環保的企業創造出的就業機會比其它企業多，同時在生
態上還保護和修復我們迷人的普捷灣。除非有清潔的環境和大量當
地工作機會，否則我們不應滿足於現狀。

我們要並肩攜手一起努力，力爭一個清潔的環境、更多當地工作機
會和合理薪酬，以此作為西雅圖港務局的最佳商務實踐。金郡各地
領導者均支持Marion擔任港務局專員。

獲得以下人士的支持：華盛頓全國婦女政治黨團、Dave Upthegrove、
州眾議員Gael Tarleton、參議員Bob Hasegawa、州眾議員Mia 
Gregerson、市長Susan West以及民主黨第5、11、43、47和48號立
法區等。 

 

 

Marion Yoshino
 17837 1st Ave S #217
Seattle WA 98148 
(206) 431-2629
info@marionyoshino.com
www.marionyoshi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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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阿爾貢納（Algona）市

市長

學歷：中央華盛頓大學（CWU）會計學理學
士；金門大學（Golden Gate）稅務學碩士；
亞利桑那西部學院（AWC）高級市政領導證書

職業：稅務會計師；小企業老闆；阿爾貢納（Algona）市長

聲明：我有幸自2003年以來為阿爾貢納的人民服務，最初擔任市議
員；後來到2006年11月，市議會任命我接任任期未滿就離任的前市長
Scholtz。上任之後，我帶領阿爾貢納市渡過了整個大蕭條時期。期
間，我們擴展了服務範圍，還強化了公園和基建設施。

我致力於維護阿爾貢納居民的知情權。為了能和居民展開交流，我與
人聯合創立了城市宣傳員（Town Crier）組織，又一手建立了短信群
發系統。我們都是鄰里鄉親，而我時刻準備好傾聽大家的訴求。

我是阿爾貢納市利益的堅定倡議人，對於這個城市的需求，我從地區
層面上不斷加大着支持力度。自我當選市長以來，我們獲得了來自聯
邦、州和其它補助金有保障的大量援助。我們還有更多的需求亟待滿
足。為了進一步提 升阿爾貢納的宜居度，我懇請大家鼎力支持我。

Dave Hill
 209 9th Ave N
Algona WA 98001 
(253) 709-0253
algonamayor@comcast.net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有些學院課程

職業：肯特（Kent）市街道管理總監

聲明：我很榮幸能在過去7年為阿爾貢納（Algona）市服務。如果
得到各位的選票，我將繼續為這座偉大的社區再服務4年。對於各
位市民的未來前景，我倍感興奮。我將繼續支持公共事務組織和我
們傑出的警員隊伍。我期待着與市長和市議會其他成員一起合作，
建設一座為各年齡層次人群提供服務和活動的社區中心。我和太太
Sheryl在這裏成家立業。現在，連我們的孫輩都喜歡上了這裏的小
城鎮氛圍。這裏是全國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我們希望繼續保持這個
優良記錄。我們的警隊火力強大，但對待自己的服務對象，他們都
胸懷一顆同情之心。我將繼續給予他們所需的支持。謝謝。

Bill Thomas
 310 2nd Ave N
Algona WA 98001 
(253) 735-5787
wbthomas303@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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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高中畢業生

職業：零件部門經理 

聲明：我和妻子Sue在阿爾貢納（Algona）生活了9年。過去的25年
我們一直生活在奧本（Auburn），在那兒我曾擔任15年家長教師協
會主席和幼童軍團長及體育教練。在阿爾貢納我擁有一個大家庭，
所以希望能進入市議會任職為本市及我的家庭做出貢獻。我會參加
社區會議和區域會議，傾聽建議，代表阿爾貢納表達訴求，貢獻我
的力量。

2014年我受邀加入阿爾貢納市政規劃委員會。最近，我參與了更新
整體規劃行動，對阿爾貢納有了更深的瞭解。我喜歡小鎮的溫馨感
覺，希望能進一步見證本市的發展壯大。我有很強烈的社區責任
感，也瞭解其帶來的成就。 

 

Troy A. Linnell
 214 8th Ave N
Algona WA 98001 
(253) 735-3167
troy_linnell@msn.com
  

學歷：高中文化，接受過職業訓練

職業：飛機保養技術員

聲明：本人已經在阿爾貢納（Algona）市生活了18年，目前擔任市
議員。我深深關切著我們的社區。我將致力保護我們的小城鎮生活
品質，準備好傾聽你們的評論和關切，同時永遠牢記自己的服務對
象（阿爾貢納市民）。自擔任市議員以來，我們在社區安裝了一種
帶左轉燈的安全街燈，修建了一座體育場，目前正在建造新的社區
中心/市政廳。我的目標之一是要鼓勵居民展開志願服務，並為他們
創造更多志願工作機會。如果你們想要選一位準備充分、行事俐落
的候選人當議員，那麼請記得投選Ed Britz。

Ed Britz
 309 8th Ave N
Algona WA 98001 
(253) 735-8974
algonataz@comcast.net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我已退休於航空業；過去在鐵路行業工作了很多年，擔任了
多個職位。退休讓我有時間為阿爾貢納（Algona）和其居民作出貢
獻。我的心裏真真切切地裝着我們社區最大的利益。我們要繼續提
升阿爾貢納的宜居度，為廣大家庭、兒童和長者提供更多服務。我
希望在其中貢獻出自己的力量。目前，我是家鄉社區服務（Home 
Town Community Services）協會的主席，並一直積極參加Future 
Wise組織展開的活動，將波音公司Boeing Plume項目相關情況告知
公眾。

我積極為長者提供服務，並希望當我們建設新的社區中心成立時對
新的服務種類進行規劃和實施。懇請大家投我一票，讓我擔任市議
員、繼續為阿爾貢納的光明未來作出貢獻。 

Mike W. Dawkins
 229 4th Ave N
Algona WA 98001 
(206) 331-5666
mwdawkins@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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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奧本（Auburn）市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州立大學文學士學位；普捷灣
大學碩士學位；西雅圖大學博士學位

職業：教師；客座教授；公共學校行政人員；校區顧問

聲明：在任何層面展開治理都具有挑戰，但在地方政府可能是最具挑戰
的那一個。我們的代表要理解社區以及其獨有的問題和機遇，這一點非
常重要。當我搬到奧本（Auburn）時，人口是14,000，而目前超過了
76,000。那段時期，我在學校管理階層工作，在社區提供志願服務；後
來我成家立業，將女兒撫養成人；到最後從職位上退休下來。我的工作
風格：積極解決問題，迅速消化知識，關心他人，勤勉有加。針對我們
日益發展的社區，我將以全新的解決方案和工作措施來滿足其需求，關
注平等的社區機會，強化城市通訊，增加城市的商業基礎，以此為我們
的市民提供他們期待和應得的服務。如果能再次當選，繼續為社區服
務，我將感到萬分榮幸。 

Largo Wales
 11855 SE 288th St
Auburn WA 98092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曾就讀華盛頓大學商學院和加州大學
（UCLA）政府合約管理行政課程

職業：波音公司（已退休）

聲明：任職情況：市政服務委員會前主席；公共事務和財政委員會副
主席。地方委員會任職情況：WRIA9流域生態系統論壇（綠河/Duwamish
河）共同主席；金郡地方政策委員會（SCA黨團副主席）；金郡污水污
染諮詢委員會；金郡固體廢棄物管理諮詢委員會主席；金郡防洪區域諮
詢委員會和全國城市聯盟的董事會主席。專業範疇:合約管理（財政/預
算、成本效益、合約條款與規定）；波音管理協會前主席和國際機械師
協會第751號分會前成員。

華盛頓州本地人，美國海軍退伍軍人，已婚，聖家堂（Holy Family 
Church）、奧本扶輪社和義大利之子（Sons of Italy）等組織成員，
以及1974年海外作戰退伍軍人協會奧本分會前會長。

持續目標：管理稅務，確保鄰里區安全，保持街道和交通暢通，贊助一
所社區中心，為長者、年輕人提供社會計劃和服務，解決無家可歸者問
題，繼續改善Main Street發展，對奧本機場進行必要的升級，從而擴
大城市稅收來源。“有能力為您服務，關鍵時刻，由我擔任”

Bill Peloza
 11203 SE 327th St
Auburn WA 98092 
(253) 939-1478
wpeloza@a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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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奧本（Auburn）市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奧本（Auburn）高中；綠河（Green 
River）學校；中央華盛頓州立大學；FBI國
家學院；高級市政領導證書

職業：警長（退休）；奧本市副市長；社區志願者；祖父

聲明：奧本安然渡過了大蕭條，展現出良好的財政面貌。我們是時候
要好好利用這一優勢來提高居民的生活水準。如果我的子孫們將來也
願意在這裏生活，在這裏工作，那麼這就是我想要的社區。我們必須
明智地加以管理難以避免的增長。我們營造出來的商業環境既要鼓勵
就業，又要有開拓創新的勇氣。

優良的地方治理是一項寬泛任務，對健康的社區來說是至關重要。我
認為，重要的一點在於決策時的合作。只有在公眾的監督下，接受新
觀點和謹慎思考，這樣才能做出最佳決策。這需要我們遵守原則，心
懷強烈的信念。

遭遇難題時，我們必須公開面對。首先，要聽取各方意見。然後，我
們才能利用資源、創造性和創新精神去找出解決方案。

取長補短，相得益彰，領導力的精髓即在於此。懇請你們投我一票。

John Hayes Holman
 P.O. Box 2213
Auburn WA 98071 
(253) 833-4728
holman49@comcast.net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加州三藩市大學，工商管理和組織行
為學理學士

職業：奧本（Auburn）規劃委員會專員；財務和產業管理顧問

聲明：我在奧本居住了17年。我的教育經歷、45年波音公司工會和管
理職位經驗及7年奧本規劃委員會專員任職經驗使我有信心擔任奧本
市議會代表，從容面對未來的各種挑戰。作為一名活躍的奧本義工，
我關心本市目前和未來的發展，也認為這需要在財政負責下高效和有
效地進行規劃。我們的城市擁有實施這些計劃的合適工具和人才，如
果您能投我一票，我將成為此倡議的一名堅定宣導者。我支持為居民
服務、傾聽你們顧慮的透明政府；也支持能提供必要基礎設施、服
務和發展勢頭的市政府；讓其現在帶領我們，也帶領未來後代不斷前
進。我懇請您投選Robert (Bob) Baggett，因為我已下定決心，目標
明確。 

Robert (Bob) Baggett
 12809 SE 301st Street
Auburn WA 98092 
(253) 351-9046
bpbaggett1@msn.com
www.robert-bagge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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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博爾斯藝術村（Beaux Arts Village）鎮

第2號議會席位

未提呈。

John Gillem
 10317 SE 29th St
Beaux Arts WA 98004 
(425) 449-8787
john.gillem@gmail.com
  

第4號議會席位

未提呈。

Cynthia Hudson
 10500 SE 27th St
Beaux Arts WA 98004 
(425) 736-0044
drcynthiahud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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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表爾威（Bellevue）市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律博
士；德州技術大學，政治科學文學士

職業：表爾威（Bellevue）市議員；退休律師

聲明：我會成為全體表爾威人民可靠、務實的領導。這是我對這一
職位作出的莊嚴承諾。

四年前，我的政綱是為議會領導層帶來兩黨平衡。從輕軌建設，到
通過一份穩健、循序漸進的預算，再到改善公共安全、保護鄰里
區，在首個任期，我為今天的表爾威及其未來的光明前景作出了貢
獻，對此我深感自豪。作為議員，我將繼續每日不輟地工作，確保
表爾威繼續是一個安居樂業、遊玩享樂的理想地方，在其發展成為
東區城市和文化中心的漫漫征程中穩步前行。 

我很高興獲得以下同事的支持：市長Claudia Balducci、副市
長Kevin Wallace、議員John Chelminiak、Conrad Lee、Lynne 
Robinson、Jennifer Robertson、州參議員Cyrus Habib、州眾議員
Ross Hunter、Tana Senn，以及其他社區領導人和來自各個階層的
市民。

“John Stokes為議會帶來滿滿的正能量和創造力，推動我們敢於思
考，敢於想像。”“John之所以能快刀斬亂麻地完成工作，是因為
他在生活哲學和職場政治兩方面都表現得遊刃有餘。”以上是市長
Claudia Balducci的評價。 

感謝您的一票！

John Stokes
 P.O. Box 50132
Bellevue WA 98015 
(425) 644-5987
info@johnstokes.org
www.johnstok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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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表爾威（Bellevue）市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牙科博士

職業：Donald S.Davidson D.D.S.,P.S.（牙醫）

聲明：我在表爾威（Bellevue）從事公共服務的時間前後跨越了三
十年。在此期間，我為表爾威發展成一個有活力的國際知名城市作
出了自己的貢獻。我們有世界級的公園、宜居的鄰里區和欣欣向榮
的企業，犯罪率也很低。

然而，這種進步面臨着停滯不前的危險。回想一下議會最近所做的
事：

毫無必要地將產業稅提高了百分之五

在兒童醫院旁邊開了家輕軌維修廠

在離表爾威高中兩個街口以及The Little Gym健身房對面的位置給
予大麻商店經營許可證

允許普捷灣公共交通砍伐了 1,300棵樹

再允許普捷灣電力公司為電線而摧毀了數百棵樹

很明顯，我們的議會可以做得更好！

而我向你們作以下承諾：

保持和提升我們鄰里區獨一無二的特色

維持公園的自然環境

投資展開道路修繕，改善交通出行選擇，從而減少交通堵塞

將公共安全列為本市的首務

要求政府工作要有效率，確保不加稅

我們的議會必須要傾聽你們的心聲。自1984年以來我就是一直這麼
做。有了你們的支持，我就能再次做到這一點。

我很期待能為你們再服務一任，感謝你們的一票。

Don Davidson
 12133 SE 15th St
Bellevue WA 98005 
(425) 765-7727
info@electdondavidson.com
www.electdondavidson.com

 學歷：華盛頓州立大學通訊學文學士

職業：廢物管理公司，公共部門方案資深經理

聲明：我希望表爾威（Bellevue）繼續是一個安居樂業、成家立業
的理想之所。這正是我參加競選連任的原因。

我為表爾威市議會帶來的不但有平衡，還有一種獨立的聲音。我得
到了公共安全、工商、勞工和環保領導人的大力支持。最重要的
是，我的鄰居，大家的鄰居，還有我的家庭都支持我。

我和人力資源委員會一起工作，著重為孩子、家庭和長者居民提供
支持。本地的稅率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準，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
想方設法改善了交通、公園和鄰里區。我們快速發展的鄰里區目前
有12,000 個居民，是在本市市中心。能生活在這裏並融入成為其一
分子，我深感喜悅。

我認為，優秀的社區離不開三個元素：教育、環境和經濟。我們要
在未來成為一個活力四射、多姿多彩的成功城市，這些元素至關重
要。

我關注表爾威的未來。我將繼續為這個優秀的城市帶來深思熟慮、
注重平衡的領導方式。懇請大家為我投票，讓表爾威市繼續享有優
質的鄰里區、優秀的學校和成功的企業。

 

John Chelminiak
 227 Bellevue Way NE #367
Bellevue WA 98004 
(425) 941-5468
johnworksforyou@comcast.net
www.johnworksfor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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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表爾威（Bellevue）市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藥劑學博士；華盛頓
大學，公共管理碩士；UBC，理學士（藥劑學）

職業：Amgen公司資深區域醫藥連絡員；25年生物科技及醫療保健從
業經驗

聲明：作為一名生物技術專業人士，我擅長資料分析及解決複雜問
題。作為一名長期的社區義工，我擅長以熱情及團隊精神去處理社
區問題。作為一名母親，我擅長聆聽及關注未來發展。

我競選表爾威（Bellevue）市議會，目的是綜合運用上述這些技
能，以卓有成效、善於協作並且高瞻遠矚的領導者身份展開工作。
我迫不及待地希望為我們日益發展、活力四射的多樣化居民、企業
及鄰里區貢獻力量。

我的首要任務是維持大家優質的生活水準和獨特的鄰里區環境，同
時用繁榮和增長造福全體市民。在議會任職期間，我將：投資學
校、公共安全和我們優秀的鄰里區；倡議輕軌、巴士中轉站和交通
堵塞解決方案；確保重要的創新企業留在表爾威；支援長者和弱勢
群體服務。 

社區管理：跨湖（Overlake）醫院基金會董事會、州藥劑委員會、
全美流產權行動聯盟（NARAL）基金會董事會、兒童學校基金會、湖
山（Lake Hills）都市農場項目以及表爾威社區應急回應小組。

支持者：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表爾威市市長Claudia 
Balducci、議員Robinson、Chelminiak和Stokes、郡長Dow
Constantine、州參議員Cyrus Habib、州第一夫人Trudi Inslee、
第41、48號區和金郡民主黨人、環保選民組織、全美流產權
行動聯盟（NARAL）以及金郡勞工協會。更多支持者請參閱
VandanaSlatter.com。 

 

Vandana Slatter
 11900 NE 1st St., Suite 300
Bellevue WA 98005 
(425) 777-0579
friendsofvandanaslatter@gmail.com
www.vandanaslatter.com

學歷：東卡羅來納（East Carolina）大學
理學士；史提芬理工學院，項目管理碩士證書

職業：表爾威（Bellevue）規劃委員會主席；AT&T公司IT營運部總
經理

聲明：表爾威是一個多樣化的繁華城市，有活力四射的市中心、日
益發展的技術產業、世界一流的公園和獨一無二的優秀鄰里區。表
爾威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機遇和挑戰。

作為表爾威規劃委員會主席、一名長期的鄰里區領導和社區志願
者，我已經做好充分準備：把握機遇，迎接挑戰。

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表示我豐富的志願者工作和領導經
驗“令人欽佩”；我還獲得市政聯盟的“傑出”評價，並三次榮獲
總統志願服務獎。

我希望為表爾威服務，確保其是一個安居樂業、成家立室、頤養天
年的理想城市。我有這樣的資質，也做好了充分準備。

我的優先項目包括：

為先遣人員提供必需的資源，保障表爾威的安全；

保護以獨棟建築為主的鄰里區，保持城市綠化；

保障可負擔住房供應；以及

增加交通出行選擇以減少交通堵塞，加強步行和騎車安全，並且改
善公交服務。

作為一名規劃委員會成員、家長教師學生議會幹事、IT專業人士和
社區領導，我的合作風格為自己贏得了廣泛支持，包括：

表爾威消防員、可負擔住房委員會、東區商業聯盟、婦女政治黨團、
西雅圖和金郡地產經紀人協會，以及議員Jennifer Robertson等。

我懇請您為我投上一票。

 

Michelle Hilhorst
 5806 119th Ave SE Ste A 136
Bellevue WA 98006 
(425) 243-9402
Michelle4Bellevue@hotmail.com
www.Michelle4Bellev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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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表爾威（Bellevue）市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威廉姆特（Willamette）大學法學
院博士，以優等成績畢業；普捷灣大學經濟學文學士

職業：表爾威 (Bellevue) 市議員，市政和土地使用律師

聲明：作為一名母親、女童子軍領隊、市政律師和你們的市議員，
我的頭號要務是維護大家的優質生活，為每一個表爾威人打造一個
光明未來。

我履行了對以下措施的諾言：為鄰里區基建設施籌措資金；增加對
警力和消防服務的投入；優先投入能減少交通擁堵、提升所有出行
方式流動性的交通項目；保持較低的稅率，刺激就業和地方經濟；
注重鄰里區以外的開發；對當地世界級的公園、小徑和空地體系進
行擴建；在持續發展的城市中實現多元化社區之間彼此互通；實施
環保措施，確保表爾威擁有健康、可持續的未來。

我有擔任市議員的經驗，再加上代表城市擔任律師的背景，這些意
味著我可以繼續為表爾威展開赋有成效的倡議。我很榮幸能在表爾
威市議會代表你們發聲。

不偏向任何黨派的市政聯盟將“傑出”這個最高評價贈予給我。

支持者：表爾威消防員工會、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西雅
圖和金郡地產經紀人協會、CENES組織、婦女政治黨團、東區商業聯
盟；喀斯開（Cascade）單車俱樂部、平權華盛頓（Equal Rights 
Washington）組織、金郡勞工議會、華盛頓自由選擇人工流產
（Pro-Choice）組織以及可負擔住房協會等。

而我最需要的支持是你們。請為我投票！

Jennifer Robertson
 P.O. Box 53502
Bellevue WA 98015 
(206) 919-5283
Jennifer@RobertsonForCouncil.com
www.RobertsonForCouncil.com

學歷：印刷學理學士

職業：美術設計師

聲明：大家好。我是Lyndon Heywood，是東表爾威（Bellevue）市
議員的候選人。

這是一次表爾威的議會選舉。我想請選民在作投票決定時，多關注
關注那些和黨派鬥爭無關的當地民生問題。表爾威的交通、公共安
全、規劃、公共藝術，還有住房。最近幾年我們的議會是否解決這
些問題？

我是雷蒙德（Redmond）市行人和單車組織董事會以及喀斯開
（Cascade）單車俱樂部連接東區組織的成員。我也是湖山（Lake 
Hills）鄰里區協會董事會成員。我曾就讀於市民學院和市民警察學
院。我成功在幾個城市項目帶來影響。

我覺得，任何有公德心的居民，只要他有固定工作，有自己的家
庭，還會擔憂我們本市的未來會不會難以為繼，那麼他就有可能像
我這樣來參加競選。我想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請投票支持更多交通出行選擇、更好的鄰里區代表、發展一個更強
大的東區，並且對預算進行一絲不苟的審核。

請投票反對不光明的選舉活動捐贈、支持者和沒有競爭對手的議員
席位，以及那些塑膠花園標牌。這些東西在我們的市選舉中不應該
存在。

美麗的表爾威。這是我們的城市。現在發言權在你們的手裏。請投
票給Heyw ood。

Lyndon Heywood
 16248 NE 2nd Street
Bellevue WA 98008 
(425) 786-6524
heywoodforcouncil@outlook.com
www.itsourci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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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黑鑽石（Black Diamond）市

市長

學歷： 表爾威（Bellevue）社區學院，
華盛頓大學

職業：工程，建築和發展工業，已退休首席財務官員

聲明：身為36年的居民，我的願望是保護我們黑鑽石（Black 
Diamond）社區的質素。

在2012年3月我受委任加入市議會，以填補第4號席位的空缺。在
2013年11月我被選入議會。在2014年12月2日於市長辭職後，議會委
任我為市長。 

憑藉在管理，財務和發展方面廣泛的背景，我相信我持有必須的經
驗和技能可促使城市向前邁進。我的目標是以一個六年的持續發展
預算去穩定我們城市的財政狀況，並確保發展負責任地完成。我的
願景是逐步發展，其中考慮到我們的道路、交通、學校和環境保
護，並且會保留小城鎮氣氛。

 

Carol Benson
 30005 232nd Ave SE
Black Diamond WA 98010 
(360) 886-1354
benson.carol@comcast.net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高線（Highline）學院

職業：黑鑽石（Black Diamond）市市議員

聲明：我是黑鑽石市的第三代市民。十八年前，我和丈夫在舊城區
（Old Town）組建了家庭，在本社區養育了四個孩子。

在過去的四年裏，我很高興能作為市議員代表你們發言。我在市長
職位空缺的情況下，擔任市常務和安全委員會主席。我是一名前消
防員，隸屬消防特設委員會，也任職於財務委員會和黑鑽石社區中
心委員會。

我曾成功廢除了開發商透過市議員獲得開發資助金的計劃。我將讓
開發商們承擔責任，執行他們自己的承諾。 

我希望能繼續公開透明地代表我們的市民，致力於維持我們社區的
環境和生活品質。在接下來四年內，我優先要考慮的是關於消防安
全、警務、財政預算和交通問題。 

Tamie L. Boxx-Deady
 PO Box 523
Black Diamond WA 98010 
(360) 886-9768
tamiedeady@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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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黑鑽石（Black Diamond）市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曾就讀於亞基麻谷（Yakima Valley）
社區學院和綠河（Green River）社區學院，
主修工商管理

職業：從波音公司退休，目前為市議員

聲明：四年前我們開創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我希望能繼續在這條道路
上走下去：以負責任的開發使市民受益，而不是使開發商受益。在工作
人員、警員和消防服務不削減的情況，我們實現了預算平衡；目前，我
們正在修改開發法規，使城市利益優先得到滿足。

我的關注點在於城市的財政健康。我擔任財政委員會、規劃和社區服務
委員會的主席，還在普捷區城市協會的公共事務委員會中擔任我市代
表。在很多工作中我都能發揮重要作用。例如，我對城市收費率表進行
了修改，反映出收費項目的實際成本；我成功阻止了一項計劃，在開
發商設施建造過程中收取資金的議員將會被追責；我努力使水務、污
水排放和暴雨下水管理專項資金保持穩定。而且我不斷積極參加黑鑽石
（Black Diamond）社區中心和教堂活動。

請投我一票，我將深感榮幸。

Janie Edelman
 29871 232nd Ave SE
Black Diamond WA 98010 
(360) 886-7166
janieedelman@comcast.net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蒙大拿（Montana）州立大學Northern
分校，電子工程學和商務學理學士；空軍退
伍軍人；社區服務。 

職業：波音公司電磁相容工程師。規劃委員會現任副主席。 

聲明：我們的議會必須要加強對大規模開發的控制和管理，保護城市不
受影響。

現任在決議中的投票有利於耶魯灣（Yarrow Bay）大型開發商。就是這
些開發商打算在我們的道路上每天增加6萬車次的車輛出行，還要修建
規模相當於十家wal-marts的商業開發區。  

對這些大型土地開發項目的許可申請，我們必須堅定不移、毫不手軟地
展開審查。不管有沒有經濟不景氣的風險，不管他們把開發的不可避免
性說得有多誇張，我們都不該受到干擾，而要堅決運用法律和政策去保
護我們的社區和環境。  

我在規劃委員會的服務説明我致力於對那些棘手問題尋根究底，並積極
地修正過去的錯誤。我還致力於讓公眾名副其實地參與到決策中；今
後，我會將真正的公開和透明度帶回議會。

齊心協力，我們可以確保負責且和我們的鄉鎮特色相得益彰之發展。

如果能得到你們的一票，我將深感榮幸！ 

Brian Weber
 32510 McKay Ln
Black Diamond WA 98010 
  weber4blackdiamond@gmail.com
  

學歷：華盛頓州立大學工商管理學/財政學
士及碩士

職業：已退休

聲明：我們家在1981年搬到黑鑽石（Black Diamond），並對這個歷史
悠久、人傑地靈的社區一見鍾情。我們這座城市面臨着巨大挑戰：面對
耶魯（Yarrow）灣的都會公園區，我們要保持自己的核心特色。為了發
揮本身作用，我於2010年經過選舉進入市議會；在我的兒子成功戰勝癌
症後，我又於今年上半年重新接受委任，在議會任職。

都會公園區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但最困難的可能是保持城市的財政健
康。隨着發展的推進，財政赤字將會擴大，在服務需求上升的情況下會
逼迫我們壓縮預算。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一位有經驗、有才學、有能
力的議會成員與社區的每名成員展開合作。我就是那個合適的人選，我
的履歷本上有數不勝數的成功記錄。我對這個城市和都會公園區的瞭解
可能不比任何人差。請大家和我並肩攜手，共渡難關。

Craig Goodwin
 29044 222nd Pl SE
Black Diamond WA 98010 
(253) 405-6564
craig.goodwin99@gmail.com
www.blackdiamondNO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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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黑鑽石（Black Diamond）市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州立大
學，碩士學位；Pepperdine大學，美國政府
塔夫特學院；西雅圖大學，行政管理證書

職業：規劃委員會專員；退休公立學校教育工作者；藝術組織委員會領
導

聲明：我的當務之急是保護黑鑽石（Black Diamond）居民的生活質素。

此首要任務意味著管理和控制增長，從而不會對鄰里區、環境和基礎設
施帶來壓力。

此首要任務也意味著在耶魯灣（Yarrow Bay）即將到來的大規模發展中
嚴格應用和施行認可條件。

類似於“都市公園區一定能順利完成且能獲得全額法定權益＂的藉口容
易使我們偏離能夠實現的目標。很多市民、技術專家和律師證實並記錄
了我們擁有未被充分利用的合適和法定機構。 

與你們一樣，我非常重視這一點，並將致力於警務、消防、道路、財政
責任、當地企業、公開政務、湖泊和溪流及社區服務等方面的工作。  

每項公共服務、每張稅單和所有我們熱愛的社區之一切都直接與我們如
何管理和控制未來土地開發相關。 

我將非常感謝你們的一票。讓我們一起解決你們的當務之急。 

Pat Pepper
 28934 229th Pl SE
Black Diamond WA 98010 
(360) 886-0558
votepatpepper@gmail.com
www.votepatpepper.com

學歷：消費電子與電視製造商協會 ，無線通
訊教育和許可證書

職業：通訊系統經理

聲明：再次投選有在黑鑽石（Black Diamond）政府、預算和服務經驗
和工作知識的候選人。我曾努力在保持量入為出和預算平衡的情況下推
進城市運作。我是眾多呼籲實行5年預算預測的人之一，而不主張年復
一年無計劃地花費。 

我是警察局的支持者，也帶頭解決嚴重缺乏的消防保護問題，熱衷於支
持公共安全服務。

黑鑽石面對的一個沉重的問題是解決發展問題。我支持經過細心規劃和
執行的理性增長。縝密和輕微增長將為我們的經濟帶來必要的刺激。

我將繼續根據實際、信念和我所代表的民意來制訂艱難決策，即使它挑
戰思維慣性。

 

 

Ron Taylor
 32110 Botts Dr
Black Diamond WA 98010 
(360) 886-0391
mr.motoman@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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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巴索（Bothell）市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環境科學理學士（華盛頓大學巴索分
校）、巴索（Bothell）高中、St. Brendan
小學

職業：雷德蒙（Redmond）市水域修復生態學家/雨水管理經理

聲明：感謝大家在初選中對我的大力支持。作為各位的議員，我將繼
續做到在決策中只考慮你們的需求，而不是甚麼特殊利益或者我個人
的一己私利。市議會必須努力減少暗箱操作，確保公正透明，以此來
恢復公眾信任。我們也必須解決關鍵的預算問題，為未來做好規劃，
這樣才能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質。巴索是我的故鄉，我在當地長大成
人，也在當地成家立業。我看中的是這裏的位置，這裏的學校，這裏
的自然美景，還有這裏的未來潛力。我努力工作，力爭使我們的稅收
得到有效利用。我會繼續在地區層面爭取資金來保養我們道路，建設
更多公園和空地，保護我們的環境，還要改善公共交通。很多備受信
任的民選官員都支持我，因為我把公眾利益謹記心中。能夠繼續為大
家提供服務將是我的榮幸。請為我投票。

Andy Rheaume
 19621 109th Pl NE
Bothell WA 98011 
(206) 999-8835
arheaume@comcast.net
www.andyforbothell.com

學歷：西北大學，政治科學及歷史系跨學科
研究學士

職業：社區應急回應小組總監，家庭主婦

聲明：這次選舉你們有一個選擇。對市議會的工作方向，你滿意嗎？
如果答案是滿意，請選現任議員。如果答案是不滿意，那麼我這裏有
不同的選擇。

我承諾，自己會在議會為你們的利益發聲 — 我不在房產公司、開發
商公司或者市政府上班。我永遠也不會在選民反對增加產業稅剛剛
過去一週的情況下，就在議會表決中為增稅投贊成票。我永遠也不會
在Wayne高爾夫球場參加甚麼秘密會議，然後整整一年多時間對巴索
（Bothell）市民諱莫如深。在巴索市中心一條排水溝上要花費1900
萬元，換成我的話我定會反對。

如果你對現在的情況滿意，請投給現任議員。如果你覺得，我們作為
一個城市可以做得更好，那麼我很榮幸為你們服務，請大家為我投
票。

Roz Gorc
 PO Box 1199
Bothell WA 98041 
(425) 482-6848
roz@rozgorc.us
www.rozgorc.us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歡妮塔（Juanita）高中畢業生

職業：建築管理 

聲明：很顯然，我們的城市極度需要一個公開透明的新領導，真
心實意地聽取大家的呼聲，並且在財政上切實負起責任。在帶領
OneBothell.org網站展開保護Wayne高爾夫球場的活動中，我證明了
自己的領導能力。

作為你們的議員，我會召開非正式會議，讓大家無需議會會議那套繁
文縟節就能分享自己的想法和關切。 

我會在你們的支持下維護大家的優質生活和獨特的鄰里區，同時接受
合理的經濟發展，只要發展項目本身能為其造成的影響負責。我們還
必須為遭到長期忽視的交通系統（尤其是那些日益惡化的街道）投入
資金，同時建造更多公園。

我和太太Colleen都在巴索（Bothell）及周邊地區長大，我們在這裏
撫養著一對雙胞胎兒子。 

支持者：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現任議員Tris 
Samberg、Andy Rheaume和Tom Agnew，幾位前巴索議員，州議員以及
郡議員。 

James G. McNeal
 16314 Valhalla Drive
Bothell WA 98011 
(425) 466-2599
james@mcnealforbothell.com
www.mcnealforbothell.com

學歷：華盛頓大學，工商管理及市場營銷
文學士

職業：醫療保健研究，資深工程主管

聲明：作為你們的議員，我在服務過程中秉持正直誠信、自我問責、
公開透明的精神，以中立代表的開明心態和批判眼光聽取各方意見。
我是本次選舉中唯一沒有接受住房建築業資金贊助的候選人，而且可
以保證自己的職業與我在議會中為大家提供的服務毫無衝突。

我的妻子是一名環保顧問，因此我對環境影響具有敏銳的觸覺，致力
於使巴索（Bothell）成為環保管理的模範城市。

作為一名父親，我致力於建設牢靠堅固、經久耐用的公園和康樂設
施。我將大力支持相關方案，使巴索成為安居樂業、成家立室的理想
城市。

因為這裏擁有優秀的學校、公園和小城市氣息，八年前我和太太Eri
對巴索一見鍾情。而現在到了行動的時候。我們要乘着為時未晚去改
善基建設施、解決交通問題，以及保護我們的環境。  

Tim Ottersburg
 2715 233rd Pl SE
Bothell WA 98021 
(425) 408-1237
tim@timottersburg.org
www.timottersbur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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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巴索（Bothell）市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Syracuse大學建築學學士，副修環境
地理學

職業：註冊建築師

聲明：在愛上主街（Main Street）後，我和丈夫選擇在巴索(Bothell) 
建立家園。本人曾在北岸（Northshore）學校基金會董事會、奶粉錢項
目（Milk Money Project）和巴索地標保存董事會任職。

我對巴索的願景是在周密的開發和小城市魅力中取得平衡。在擴大開發
規模的同時，我們也要新增公園、運動場和空地。堵塞的交通、維護不
善的道路以及停車位不足等等因素威脅著我們的生活品質，這些問題必
須加以解決。我們必須要在學校和巴士站建造安全的人行道。

議會要透過合作，以尊重包容和公開透明的方式解決難題；它還要主動
聽取市民的意見，這才是大家需要的市議會。

我會竭誠管理好巴索的財政、歷史和環境資源。巴索這座城市別具一
格：有充滿歷史氣息的主街，河流，企業社區，還有鄰里區。讓我們共
同努力，攜手保護好這座城市的精華部分。能夠為大家提供服務將是我
的榮幸。

支持者：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多名州議員和全國婦女政治
黨團等。

Davina Duerr
 17410 107th Place NE
Bothell WA 98011 
(425) 219-7945
davina@davina4bothell.org
www.davina4bothell.org

學歷：華盛頓大學工商學士；西雅圖大學工
商管理和管理學碩士

職業：美國安保（US Security）公司總經理

聲明：我在巴索（Bothell）長大，從巴索高中畢業，後來把從小住到
大的那棟房子買了下來，組建了自己的家庭。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有一
件事是確鑿無疑的：巴索很特別！

我希望大家投我一票，因為我想要一個優雅、美麗、興旺 和進步的巴
索。我希望巴索對自己的歷史熟稔於胸，但同時又以自信和實力來展望
未來！ 

我希望將巴索市民的意見和天賦作為指引，對本市展開治理工作。我希
望聚焦於那些改善巴索健康和安康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引發分歧的議
題。 

我將努力更專注、更明確地完成巴索市中心規劃，強化學校、道路和警
務及消防力量，以應對經濟增長需要，從而打造獨一無二的巴索式生
活！

讓我們齊心協力，共同將巴索建設成心中的理想城市。

John Lee
 10419 NE 190th Street
Bothell WA 98011 
(425) 286-2997
votejohnleeforbothell@gmail.com
www.votejohnleeforbothe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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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布萊恩（Burien）市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電腦科學副學士，地球科學文學
士，資訊系統工商管理碩士，博士，西雅
圖大學，教育領導

職業：企業教育

聲明：我很驕傲能在布萊恩（Burien）市議會服務！

布萊恩的發展重啟項目包括建設城鎮廣場、在機場公共設施較少的
東北區創新性地引入暴雨雨水系統，以及出臺布萊恩經濟發展方
案。在此過程中，我一直扮演着關鍵投票人的角色。我還加強了對
危險區域的保護力度，減少了垃圾管理服務成本，並在綜合規劃中
移除了合併的內容。

在市議會，我堅定地發表意見，並和其他成員展開合作。我以一種
高效率的方式發現並解決問題。我講究工作實效：安全的鄰里區，
繁榮的商業區，以及坦率、負責的政府。

我在布萊恩生活了36年，在社區服務方面的工作包括：鮭魚溪
（Salmon Creek）綠化/海堤（Seahurst）公園保護項目負責人、岸林
（Shorewood）社區俱樂部、可持續布萊恩項目、社區花園、海堤公
園鄰居項目、大掃除項目和男童子軍項目。

我為布萊恩設定的目標是：一座安全、有活力、帶小城鎮特色的城
市，可以為布萊恩居民、家庭和企業提供支持。

感謝您為我投票。 

Bob Edgar
 PO Box 47382
Seattle WA 98126 
(206) 734-9653
ElectBob4Burien@yahoo.com
www.electbob4burien.org

 學歷：剛察格（Gonzaga）大學法學院法學
博士；華盛頓大學文學士

職業：律師

聲明：作為一名長期在布萊恩（Burien）生活的居民，我關心它的
未來，希望保留它的小城鎮氛圍。在開發過程中，我們的規劃必須
要謹慎，要考慮到開發造成的各種影響。我們要勾勒出經濟策略，
清除更多商業發展的障礙，對此我希望能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希望能為當地的小企業提供激勵。缺乏安全的環境，我們將無法
招商引資。社會問題和發展本身會帶來更多的公共安全挑戰。我們
需要更多的鄰里守望計劃，要加強與警方的合作，提升鄰里區、公
園和企業的安全性。活躍的藝術界和精心維護的公園會使布萊恩變
得更美好。

我承諾，自己將會帶着敬意，與全體議會成員和社區一起工作。我
會以寬容的態度面對不同觀點，這一點必不可少。各自為戰，我們
無法取得進步。如果我能得到機會為你們效力、與你們合作能夠，
一起實現我們共同的目標，我將深感榮幸。

Holli Giffi n
 PO Box 66591
Burien WA 98166 
(206) 669-8618
electgiffi n@gmail.com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生物學和化學學士學位，中等教育
教學證書—科學

職業：布萊恩（Burien）按摩治療中心，老闆兼技工

聲明：感謝大家讓我擔任市長、副市長和議員為你們服務。自1988
年開始，布萊恩就是我的家。而我成為布萊恩的一名企業老闆也已
有20多年。我的領導經歷包括：布萊恩市議會、布萊恩工商和經濟
發展合作夥伴協會、布萊恩大掃除組織、金郡圖書館系統以及可持
續布萊恩（Sustainable Burien）組織。

我們的經濟正在恢復。布萊恩是時候忙碌起來了！ 

請為Lucy Krakowiak、Bob Edgar和Darla Green投票。他們獲得了
當地擁躉的支持，而不受其他政府官員/工會/企業實體/來自布萊
恩以外特殊利益集團的約束。我們要齊心協力，推動布萊恩向前發
展。我們要讓空空如也的商店變得琳琅滿目，要拓寬稅收收入來
源，要營造最安全的公共環境，確保提供布萊恩應有的公共服務，
還要加強鄰里區建設和保護我們的環境。我將繼續和議員及居民展
開合作，使布萊恩重新煥發生機，成為一個備受我們熱愛的繁榮社
區。感謝大家的投票支持！

Lucy Krakowiak
 PO BOX 66852
Burien WA 98166 
(206) 242-8378
lucykay@gmail.com
www.electlucy.com

學歷：Syracuse大學英語文學士

職業：金郡記錄和牌照服務部，記錄經理

聲明：我們的鄰里區非常重要。當我們外出在布萊恩（Burien）社
區愉快地享樂時，家裏的房子、親人、寵物和財產都處於安全的狀
態下—這種信心本來應該是很自然的事。鄰里區的房子不應該一年
到頭都空空如此。但是，對於我們的幸福感、對於我們的歸屬感，
布萊恩市議會又做了哪些工作來確保其可實現呢？他們又做了哪些
工作來重振我們的鄰里區呢？你們能幫他們說出來嗎？ 

我從2002年起就住在布勒瓦公園（Boulevard Park）。我清楚我們
每天面臨的挑戰是甚麼，也清楚游離於布萊恩市以外是怎樣一種感
受。他們究竟展開了哪些工作，是為了確保我們的安全感？是為了
確保我們能享受到身為布萊恩一份子的歸屬感？布勒瓦公園，還有
所有布萊恩的居住鄰里區：你們需要有人在市議會，代表你們大聲
把這些話説出來。請讓我成為你們的代表。

Jon Scherer
 12648 14th Ave S
Seattle WA 98168 
(206) 242-1883
jon.scherer-campaign@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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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布萊恩（Burien）市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高線（Highline）學院文副學士
（2011）；華盛頓大學文學士（2013）和城
市規劃碩士（預計於2017年畢業）

職業：房地產專業人士

聲明：我們對他人的關心，以及對鄰里區的承諾，指引布萊恩
（Burien）這個充滿激情的社區向前發展。如果我們的領導人具備這種
合作精神，我們就能建設出一個服務於所有人的布萊恩。

作為市議會成員，我將為當地自有小規模企業的繁榮發展移除不必要的
障礙。我將尋求資金建造新公園、改善街道、人行道和十字路口。齊心
協力，我們就能確保新的開發項目強化我們的商業區，而不是妨礙鄰里
區發展。我將在議會中為切實可靠的公共安全解決方案而抗爭，例如鄰
里區守望計劃和更密切的警社協作關係。

我已經敲了數千戶布萊恩家門，聽到了群眾的心聲。大家想要更安全的
街道、便利的公園，以及可持續的經濟復蘇。作為第四代布萊恩居民，
我也有這些目標。我很榮幸得到了十多家小企業老闆，地方領袖和民間
組織的支持。並肩攜手，我們可以為所有人建設造一個更好的布萊恩。 

Austin Bell
 PO Box 214
Seahurst WA 98062 
(206) 714-5981
ElectBell2015@gmail.com
www.electbell.org

學歷：華盛頓州高線（Highline）社區學院
和西雅圖中央社區學院，工商學。華盛頓州
美學碩士。俄勒岡州（OR）美學師

職業：布萊恩（Burien）市小企業業主；產業諮詢師，美學和零售行業

聲明：一個安全繁榮的布萊恩

布萊恩社區是我們未經雕琢的璞玉！我是布萊恩的長期居民，並在這裏
開辦了自己的公司。我清楚，讓人們對鄰里區有一種安全感以及協助我
們的商業區是我們的第一要務。議會成員需要秉承“布萊恩優先”的理
念。

攜手努力，我們可以讓布萊恩變得既安全又繁榮。

一個安全的布萊恩。我將為增加警員數量而努力，力爭對犯罪行為防患
於未然。我們要加強法規實施力度。這樣可以責令外居房東對自己的物
業和房客切實承擔起本身職責。

一個繁榮的布萊恩。我們地區的經濟正在飛速發展，但布萊恩卻被甩在
了身後。我將努力制訂能吸引和促進商業的政策法規。同時保持布萊恩
的小城鎮魅力。

我的名字是Darla Green。我的夢想是一個安全繁榮的布萊恩。之所以
參加布萊恩市議員競選，是因為我相信你們和我有著同樣的夢想。請投
Darla Green一票，協助我去幫助布萊恩。

Darla Green
 905 SW 152nd St
Burien WA 98166 
(206) 459-7369
darla.green@comcast.net
www.darlagre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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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康乃馨（Carnation）市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航空工程及航空安全證書課程學士

職業：航空安全調查員及海軍飛機員退休人員

聲明：康乃馨 (Carnation) 市即將進入令人興奮的全新歷史時期。
為了讓康乃馨社區在21世紀繼續保持活力及居住環境，我們需要制
定切實可行的計劃，推行郊區城市 與現代設施結合的願望，實現這
一願望需要了解如何慎重使用市內有限資源的有識之士。本人在市
議會的任職期內已做到這一點。康乃馨所有公民的期望都至關重
要。本人會努力確保實現公民期望。

Fred Bereswill
 4353 325TH AVE NE
Carnation WA 98014 
(425) 333-5171
helopilot01@comcast.net
  

學歷：按預算或低於預算完成項目管理工
作

職業：建築、門禁安裝師

聲明：我全家在康乃馨(Carnation)市定居已有28年。我曾在康乃馨
市規劃委員會兩屆職務。我的施政目標是鼓勵及支持當地企業。     

 我擁有多個美國大型商業項 目管理經驗，藉此積累了改善康乃馨市
的管理心得。從概念設計到竣工，項目都需要嚴格的監督。我們需
要康乃馨市在基礎設施建設事務上採取主動措施。我們需要解決基
本的基礎設施需求。

此外，承擔著眾多市民家庭安全的警力及消防設施投入也需要妥善
解決。上述問題都是市議會的首要任務。這也是我的首要任務。 

這個任務需要立刻納入市政規劃。 

只有齊心協力，我們才能將康乃馨市建造成一個安居樂業的理想之
所。

Steve McFall
 PO Box 711
Carnation WA 98014 
(425) 577-2282
smcfall79@gmail.com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小企業業主，市場營銷大使

聲明：本市正在快速發展，並且將會繼續發展。發展也帶來了一些
挑戰，要求我們明確地作出決策。做決定需要講究策略，這樣才能
完善整座城市。我們需要優先考慮怎樣支出納稅人金錢，需要為城
市設定清晰的目標。我的小企業業主身份為議會帶來了一整套技
術，我覺得，現在是運用這些技術的時候。我的業務涉及多個州，
還為實體公司展開合約談判這種經驗將會協助康乃馨（Carnation）
市更為明智地作出政府支出決策。

議會是時候應該要好好考慮，怎樣才能最好地利用納稅人金錢來改
善整個城市。我們需要處理上升的犯罪率。針對城市不合格的基建
設施，我們需要做大量工作。我期待著就這些問題進行對話，期待
著為康乃馨的全體市民效力。

Jim Ribail
 4207 334TH AVE NE
Carnation WA 98014 
  jim@jimribail.com
  

學歷：Tufts大學，國際關係學文學士

職業：Miller’s Mercantile公司老闆

聲明：和鄰居們談論康乃馨（Carnation）市的時候，我經常聽到同
樣的話：我們需要合理發展，我們也要保護小城鎮特色。

康乃馨正處於發展的轉捩點 — 在建房屋超過100幢，而正在討論中
的還有更多。 

那麼，隨著發展，我們要怎樣維持自己的小城鎮特色呢？第一，要
確保新增房屋能滿足我們社區的需要；第二，使康乃馨適於安全地
散步和騎車；第三，保持健康和謹慎的財政；第四，將安全作為第
一要務；第五，修繕街道、維護公園；第六，將市中心打造成一個
以當地所有企業為主導的強勁經濟體；

我為本市的規劃委員會和議會服務了15年。2004年我開了自己的公
司，一步一步發展成為現在的Miller’s Mercantile。

你們中有很多人是我的朋友，我的鄰居，我也是你們所有人的公
僕。如果能繼續為大家服務，使我們唇齒相依的社區愈發強大，我
將感到無比榮幸。

Lee Grumman
 PO Box 1272
Carnation WA 98014 
(425) 333-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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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康乃馨（Carnation）市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機械工程理學士

職業：醫療器械產業機械工程師

聲明：康乃馨 (Carnation) 市在19年前接納了我。本人也努力做出
回饋，曾在Eastman-Rush基金會、康乃馨市事務、康乃馨市小學、
康乃馨市可持續委員會及河景 (Riverview) 教育基金會擔任義工。

康乃馨市是遊玩、工作及建立家庭的絕佳地方。在未來的年月中迎
接新鄰居時，做出明智 的選擇及有效地利用資源將是關鍵事項。作
為大家在市議會中的代表，本人將確保在傳達大家疑慮的同時告知
市中的成功。

我很樂意和大家探討我們所在小鎮的過去、現在及未來。請透過電
話、電郵或社交媒體與我聯絡。如果我們在康乃馨市的農夫市場或
城內遇到，我們也可以當面交流。期待與您溝通，也希望獲得您的
支持。

Dustin Green
 PO Box 688
Carnation WA 98014 
(425) 333-6562
dustingreen@comcast.net
  

學歷：華盛頓大學文學士，政治學

職業：雷德蒙 (Redmond) 市公共工程，維修技術員領導

聲明：作為史諾夸米谷 (Snoqualmie Valley) 的當地居民，我有幸
在規劃委員會擔任副主席，為康乃馨 (Carnation) 市提供服務。我
希望能夠連任議員，繼續為本社區提供服務。

我將在議會推行穩健的知情措施，也會致力確保康乃馨在未來發展
成安全、有活力的社區，能夠保留其歷史根源及自然美景。我重視
公共行政及公款使用方面的透明度及問責制。我擁有十年的市政府
及教育工作經驗，同時真誠希望擔任康乃馨居民的代表，因此我對
我的社區服務能力充滿信心 。

Ernest Fix
 4806 Stephens Ave
Carnation WA 98014 
(425) 281-1917
ernestfi x@gmail.com
www.fi xforcarn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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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克尼德山（Clyde Hill）市

市長

學歷：法律

職業：退休律師。克尼德山（Clyde Hill）
市現任市長

聲明：George一家在克尼德山已居住了很長時間。身為市議會成員
和市長，George還擔任城市調解委員會主席。他致力於服務我們
的鄰里區和社區。George將繼續積極工作，確保在地區事務上我
們的市民能得到充分代表，同時有人能聽到其聲音。他將繼續努
力，使我們的市民享受的福利最大化，蒙受的損失最小化。作為市
長，George對城市的管理熟撚於心；他也致力於保護我們城市和鄰
里區的特色。克尼德山是一個宜居的理想之地，讓我們一直保持下
去。

George S. Martin
 9121 NE 15th St
Clyde Hill WA 98004 
(425) 454-4699
v-gmartin@msn.com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哈福大學文學士； 華盛頓大學工商
管理碩士

職業：現任：Cheezburger.com行政總裁；曾任
Microsoft、Yahoo、Hibu高階主管

聲明：我競選市議會議員，目標是保護和投資於克尼德山（Clyde 
Hill）獨有的魅力和生活品質。

西雅圖地區是國內增長速度最快的大都市區。快速增長在帶來經濟
效益的同時也帶來了種種挑戰。高峰時段，往返上班者從克尼德山
抄近路到520大橋，造成第24街，第84大道，Points Drive和第92大
道的交通擁堵現象。克尼德山需要提出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和其
它中心城市一起減少這種“抄近路”現象。 

最近，克尼德山的住宅開發猛增，開發商投機建設了無數房屋，迅
速改變了鄰里區的特色，同時使得產業稅急劇上漲。市議會應該仔
細審度目前的住宅劃區條例，採取公衆意見，希望能在順應合理發
展的同時也能保護鄰里區的生活品質，保護風景。 

請瀏覽： www.mooreforclydehill.com

Scott Moore
 9135 NE 19th St
Clyde Hill WA 98004 
(425) 417-2659
scottmmoore@gmail.com
www.mooreforclydehill.com

學歷：華盛頓大學電子工程理學士

職業：銷售和市場行銷商業顧問

聲明：我曾擔任克尼德山（Clyde Hills）市預算諮詢委員、規劃委
員和和調解委員會成員。如果能當選議員，我會使用自己的經驗，
加上長期在克尼德山居住的經歷來關注當地面臨的挑戰。我們非常
幸運能生活在這個優秀的城市裏。我在克尼德山出生及長大，我的
父親都是，而我自己的三個孩子也是如此。當地成長經歷使我確
信，我們正處於重大轉變時期。接下來幾年，城市將會加速開發，
許多舊房子會被新房取代。儘管改變難以避免，但我主張，要在保
護珍貴的自然風景和促進開發中取得平衡。我承諾，不管有甚麼意
見、觀點和願望，大家都可以公開、方便地向我傾訴。如果能代表
你們成為議員，我將感到萬分榮幸。 

Kim Muromoto
 2060 90th Pl NE
Clyde Hill WA 98004 
(425) 453-3203
k_muromoto@m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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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克尼德山（Clyde Hill）市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衛斯理（Wesleyan）大學地質學文
學士；史丹福（Stanford）大學地質物理
學碩士和工商管理金融碩士

職業：金融顧問

聲明：我和太太自1979年開始就在克尼德山（Clyde Hill）市居
住，撫養著兩個孩子，並積極參加社區活動。在工作方面，我曾供
職於紐約和西雅圖的大銀行，擔任商業貸款員和其它各種金融職
位。同時，我還為一家位於表爾威（Bellevue）市的公司擔任過首
席財務官。

自1991年以來，我就積極投身於城市發展，擔任過規劃委員會成員
和主席、城市預算諮詢委員會成員和市議會成員。我強烈支持維持
社區目前特色，高效率提供各種關鍵服務，例如居民要求的各層次
警力和消防保護服務，以及繼續執行謹慎的城市財政管理政策。我
期待著繼續為克尼德山的市民服務。

Barre Seibert
 2515 85th Ave NE
Clyde Hill WA 98004 
(425) 453-9032
barreseibert@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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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文頓（Covington）市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中央華盛頓大學文學士；Leslie大
學文學碩士

職業：退休教師：於塔何瑪（Tahoma）校區任職25年

聲明：開始就職於規劃委員會並為社區服務，然後從2006年起就
職於市議會，有幸代表此社區的居民我感到非常自豪。我所服務
的議會具有長遠眼光，並能根據居民的意見確定目標。考文頓
（Covington）已真正走上“日益富強之路”，但也同時保持小鎮的
溫馨感。

考文頓也擁有強有力的區域聲音。我在普捷灣區域委員會執行委
員、金郡防洪區諮詢委員會擔任代表，也擔任普捷灣城市協會
公共問題委員會副主席、水資源第9號庫存區（WRIA9）生態系
統論壇共同主席，我也曾被任命WRIA9代表和針對綠河/杜瓦密須
（Duwamish）河的聯邦系統範圍改進框架（SWIF）中奇努克鮭的保
護代表。華盛頓環保選民的支持反映了我對環境保護/修復的熱情。

我也對我們的城市充滿激情。我對今後幾年在考文頓的工作感到無
比興奮。

Marlla Mhoon
 25522 150th Place SE
Covington WA 98042 
(253) 631-4463
marllam@aol.com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綠河社區學院，西雅圖中央社區學
院－兒童學前教育計劃

職業：妻子，母親和祖母；社區義工

聲明：自2002年我接受議會委任起，就開始為考文頓（Covington）
社區服務，並於2003、2007和2011年連任。非常榮幸自2006年起能
擔任市長為你們服務。之前我曾擔任考文頓市民生服務委員會主席
（1998-2002年）。我還是普捷灣城市協會熱衷的董事會成員、委
員會主席和地區代表。目前我還擔任考文頓的金郡消防區地區性消
防管理局代表，並且是其市民諮詢委員會主席。我將與居民、企業
老闆、社區團隊和其他當選領導攜手合作，將實現“無可比擬的生
活品質”這一城市使命作為主要任務。讓我們一起努力使考文頓走
上“日益富強之路”，提升公共安全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有效管
理安全和健康的環境；建立充滿活力和多元化的市中心；吸引優質
教育和就業機會；擴展休閒和社區服務。若有幸為您效勞，我將感
到無比自豪！  

Margaret Harto
 19035 SE 271st St
Covington WA 98042 
(253) 631-3217
circleh62@m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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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考文頓（Covington）市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學士；中央華
盛頓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碩士

職業：生態部減少危險廢物毒性項目，環境專員

聲明：為了建立一個持久的社區，要做好四個“E”：多元化
經濟（Economy）、健康的環境（Environment）、良好的教育
（Education）以及高效率的（Efficient）政府。

在考文頓（Covington）市市議會任職期間，我致力於改善零售業
發展，擴大高科技醫療領域的就業。同時也致力於保護環境，豐富
公共康樂活動，保護所有敏感棲息地以及財產權。考文頓市幸運地
擁有一流的學校，我們希望能很快增加一個大學校園，這樣學生們
能在大學校園裏獲得高等學位。最後，讓我感到最自豪的是，我努
力透過確定必要的費用優先項目以及適合的收入來源來平衡城市預
算。  

作為你們的市議會成員，我在此承諾會注重四個“E”的發展，改善
本市。  

和我一起共建一個更美好的考文頓市。

請投我一 票。

Sean Smith
 27111 167th Pl SE Suite #105-92
Covington WA 98042 
(206) 818-4041
voteseansmith@yahoo.com
www.bit.ly/voteseansmith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中央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

職業：市政經理

聲明：這個城市對我意義重大。作為一個居民、一個商界成員，我
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來協助建設我們的社區。透過為市議會服
務，我打算繼續在經濟發展和市民需求中取得平衡，同時還要解決
考文頓（Covington）的交通問題。我的另一個目標是繼續發展公園
系統，讓市民享受我們城市的康樂福利。 

之前我參加了大量組織，包括考文頓日、考文頓Kiwani俱樂部、考
文頓工商聯盟以及考文頓社區議會。目前我是考文頓商會成員，並
擔任經濟發展委員會的共同主席。

Jeff Wagner
 18819 SE 262nd St
Covington WA 98042 
(206) 276-9640
jptwagner@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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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茂伊（Des Moines）市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艾弗韋（Everett）社區學院，商務
管理副學士；獲得終生學習和持續教育學分

職業：西雅圖塔可瑪國際機場，西雅圖港務局，資深維修經理

聲明：我和家人在迪茂伊（Des Moines）生活了15年。我曾在多個港
務局領導職位開發團隊工作，強化預算並使用我的策略管理和領導能
力。

在工作過程中我熟練運用這些技能，我的經驗將對社區帶來必不可少
的重大影響。

發展經濟、加強公共安全和集中將迪茂伊發展為真正的目的地城市是
我的第一要務。

我在迪茂伊藝術委員會就職逾4年，由於精心經營人際關係，我結識了
很多社區成員和企業老闆。我也在政策諮詢委員會任職，期間我瞭解
到很多關於安全和社區警務的資訊。

我非常榮幸地獲得金郡議員Dave Upthegrove、衆議員Tina Orwall、
市長Kaplan和多位議會成員以及全國婦女政治黨團的支持。 

請在11月3日為我投票。

Luisa Bangs
 P. O. Box 98259
Des Moines WA 98198 
(206) 733-0306
luisa4desmoines@gmail.com
  

學歷：紐約市州立大學（CUNY）社會工作學
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和博士

職業：太平洋路德會（Pacific Lutheran）大學，社會工作專業教授
（退休）

聲明：作為迪茂伊（Des Moines）市議會成員，我支持透過目標一致
的協作和創新性的夥伴關係，向郊區貧困問題發起挑戰，並改變貧困
對弱勢群體安全保障網造成的影響。我支持建立相應體系，為我們不
同背景、不同文化的市民進一步提供當地服務。我將致力於公共安全
和安保，並為我們的下一代營造創新性的教學環境，同時，我保證這
一切都不會超出城市策略性財政方案的框架。

我支持重建我們的市中心和海濱區，重點發展多樣化經濟，使之成為
一個投資和累進稅政策的平台。要推動勞動力發展，就需要加強就業
訓練，滿足公共交通需求，並提供良好的上下班道路。我承諾在核心
政策中反映出必要的應急食品和住房津貼，同時為無家可歸和身處困
境的市民規劃議題，使這部分群體能享受到綜合性的公共健康、民生
服務和心理健康服務。

Alexander Szabo
 28045 13th Avenue S
Des Moines WA 98198 
(253) 941-4151
taylor6224@msn.com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科拉克（Clark）社區學院，高線
（Highline）社區學院

職業：迪茂伊（Des Moines）企業老闆和市議員

聲明：我是一個熱衷於家庭的當地居民，和妻子Yvonne以及兩個女
兒，9歲的Natalie和7歲的Lilah一起生活在這裏。我還是一個敬業的
社區活動組織者，積極參加多個市和慈善基金會組織的活動及計劃。

我承諾：

•支持我們社區的商業開發和經濟增加。

•支持對我們社區提供保護性的政府服務，並協助其流暢運轉。

•對海濱和船塢進行投資，將迪茂伊打造成一個遊客、居民和企業
的“目的地城市＂。

•與居民和企業展開交流，瞭解他們的關切，確保在選舉中有人能代
表他們的觀點。

過去幾年，我們議會取得了巨大進步。我們簡化了流程，完善了條例
和法令，並升級了建設和區域劃分規範，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在迪茂伊
吸引並留住企業和工作機會。

我的口號是：熱情、動力、才學，還有承諾！

Jeremy Nutting
 PO Box 13205
Des Moines WA 98198 
(206) 947-0609
Jeremy4DesMoines@gmail.com
www.jeremynut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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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迪茂伊（Des Moines）市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1999年格瑞紛學院工商管理理學
士，榮獲榮譽文憑。

職業：30年從事保養承辦商工作。屋主、房主、物業經理。

聲明：我熱愛迪茂伊（Des Moines），相信若要實現最佳品質的城
市生活，我們仍需努力。作為大普捷灣大都會地區的整體部分，這
個震撼人心和多元化的社區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多資源。 

過去的35年我都在此居住，作為市民我心存感激。一月起我將擔任
您的新議員，我也感到非常榮幸。

感謝您的投票及信任。願上帝保佑迪茂伊 。

Robbie Back
 23840 16th Ln S
Des Moines WA 98198 
(206) 824-8401
robbieback@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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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杜瓦爾（Duvall）市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康科迪亞（Concordia）大學歐文分校

職業：杜爾瓦（Duvall）市規劃專員

聲明：2012年，我搬來杜爾瓦市，打算在此度過餘生。我希望我的孩
子們能從Cedarcrest高中順利畢業。我希望將滿腔熱忱投入到杜爾瓦
市，保護這個我生兒育女的地方。

我是杜爾瓦市的規劃專員，任職於整體規劃諮詢委員會。我現任杜爾
瓦藝術基金會主席。也擔任Cherry Valley小學家長教師協會的外聯主
席/倡議主席。每一學年裏，每週我都會在櫻桃谷小學當4天志願者。
今年，我加入了史諾誇米谷（Snoqualmie Valley）社區網路。

我關注的重點是家庭、社區、傳承和文化。我會努力奮鬥，讓杜爾瓦
成為一個安全穩定、家庭和睦、緊密連絡的社區，在這裏人們可以慶
祝農業豐收，也享受其獨有的文化。 

我決心致力為杜爾瓦服務。

Veronika Williams
 PO Box 684
Duvall WA 98019 
(425) 698-0711
veronikaforcouncil@gmail.com
www.facebook.com/VeronikaForCouncil

 學歷：工商管理理學士，鳳凰城大學

職業：諮詢交付經理

聲明：四年前我上任時，我曾說我希望協助企業實現蓬勃發展，促進
理性增長並按優先次序安排預算。在此報告各方面的進展，我感到非
常開心。

我堅定不移地支持文化委員會，透過舉辦杜瓦爾節（Duvall Days）
和夏日舞臺（Summer Stage）等成功的活動，有效促進市內各個企業
的發展，從而提升杜瓦爾市的聲譽。我擔任土地使用委員會主席已有
兩年，我致力於指導政策並與開發商協商協議，以保證城市和其現有
及未來居民的最佳利益。我致力於持續改進人行道和街道建設，並
努力更新公共事業營運，從而大大節省成本。在優先推行最重要項目
時期，甚至在不景氣年份，我成功地宣導實現均衡預算並維持健康儲
備。

我希望在未來四年中繼續服務並支持我們令人驚歎的社區。感謝您為
我投票。 

Leroy Collinwood
 28532 NE 153rd St
Duvall WA 98019 
(206) 724-1880
Leroy4Duvall@hotmail.com
  www.Leroy4Duvall.org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就讀塔可瑪（Tacoma）社區大學和德
州Abilene市的Hardin-Simmons大學

職業：Pacific Crest Insurance公司老闆

聲明：能夠為杜爾瓦（Duvall）市的市民服務，這是我的榮幸。我將
繼續傾聽市民的心聲，瞭解他們家庭的關注重點，以及他們希望看到
的城市未來發展方向。

Nixon女士是一位企業老闆、母親，同時還是社區倡導者。她曾擔
任杜爾瓦市市長，並在多個委員會任職，包括杜爾瓦商會、河景
（Riverview）教育基金會以及史諾誇米谷（Snoqualmie Valley）社
區網路。

 

Becky A. Nixon
 PO Box 1017
Duvall WA 98019 
(206) 595-5135
voteforbeckynix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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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杜瓦爾（Duvall）市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亞利桑那（Arizona）州立大學及華
盛頓大學

職業：Perteet工程設計公司景觀建築師和規劃師

聲明：非常榮幸能從2012年開始為市議會服務。2013年和2014年我
擔任了代理市長，並且曾經擔任您的規劃委員會主席。

我和市長、市議會展開合作，改變了發展政策，將社區價值觀反映
在新政策中；我們在市政府實施了更嚴格的問責機制，引入了可持
續的預算執行實踐；我們傑出的警員隊伍也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同
時，我支持對基建設施進行投資，例如沿Main Street遺址鋪設人行
道，在提升公共安全的同時刺激商業發展。

在地區層面上，我同樣很榮幸地為金郡發展管理政策委員會和史諾
誇米谷（Snoqualmie Valley）社區網路委員會服務，同時我還負責
主持史諾誇米流域論壇（Snoqualmie Watershed Forum）。

如果能得到你們的投票，我將以更加堅定的決心守護我們這個傑出
城市的完整、穩定和自然美景，把社區作為我們的偉大遺傳留給千
秋萬代。

Jason Walker
 PO Box 1542
Duvall WA 98019 
(425) 753-1294
jasonforduvall@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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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艾蒙卡拉（Enumclaw）市

第1號議會席位

未提呈。

Morgan Irwin
 1002 Baysinger Pl
Enumclaw WA 98022 
(509) 339-3363
Morgancougwsu@hotmail.com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很自豪從艾蒙卡拉（Enumclaw）高中
畢業，目前在綠河社區學院（GRCC）攻讀學位

職業：撫養三個年幼的孩子，是一名熱誠的社區志願者

聲明：Kimberly在艾蒙卡拉出生、長大。她和丈夫在這裏撫養著三個
孩子。Kim相信，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任務是讓社區和孩子有安全感。有
了安全負責的社區，身處其中的家庭和小企業才能欣欣向榮。  

我們的城市目前正處於十字路口。艾蒙卡拉曾經是一個以伐木業和農
業為主的社區，但農場如今已被住宅社區所取代。有一點非常重要：
具有歷史意義的農業社區應該好好保護，而且艾蒙卡拉不應該像費多
威（Federal Way）市那樣，在四年時間內大賣場和購物中心林立。現
在正是保護艾蒙卡拉未來的時候。

Kim渴望在正確的時機，出於正確的原因，做正確的事。她將會為了子
孫後代，努力保護我們在艾蒙卡拉的優質生活。如果您想要堅定、真
誠和自信的領導階層，請投Kimberly Lauk一票。 

Kimberly Lauk
 1316 Porter St
Enumclaw WA 98022 
(360) 362-9041
Kimberylauk@yahoo.com
  

學歷：猶他州Provo市楊百翰大學（BYU）
財務和房地產規劃理學士。在艾蒙卡拉（Enumclaw）高中畢業及就讀
K-12年級。

職業：PCMI公司集團總裁兼創辦人。

聲明：經驗至關重要！我有30多年的企業所有權經驗，並接受過正規
的財務教育。因此我可以協助城市完成那些兩難抉擇，也可以挺身而
出為你們捍衛利益！

我的祖輩於19世紀80年代在艾蒙卡拉定居。太太（Holly Dickson醫
生）和我在這裏撫養着六個孩子。全體艾蒙卡拉市民，從兒童到老年
人，我對他們生活水準的提高有着深深的關切。

身為現任市議員，我擔任艾蒙卡拉博覽會委員會和社區經濟發展委員
會的主席，並且還是公共事務委員會成員。在我的任期內，我們見證
了經濟的適度增長，博覽會中心的使用管理得到了改善，我們的天然
氣公司也有全州最低廉的燃氣費用率。我還和社區一起，參與了2015
年公共煙花表演慶典事故的救援工作。

如果能得到你們的投票，繼續為大家服務，我將深感榮幸。齊心協
力，我們可以發揮大作用！

Darrel M. Dickson
 718 Griffi n Ave. #238
Enumclaw WA 98022 
(360) 802-0817
dicksonforcouncil@gmail.com
www.votedicks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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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蒙卡拉（Enumclaw）市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中央華盛頓大學建設管理學理學士
（以最優等成績畢業）

職業：組合基金和財務經理

聲明：在艾蒙卡拉（Enumclaw）出生和長大，我真誠熱愛著我們的
城市。我的首個議員任期於今年結束，期間，我掌握了很多關於本
市作 為一個團體的知識，這是我過去不曾瞭解的。一些了不起的市
政工作人員為我們的社區奉獻服務。這些人裏有公園員工、警察、
緊急調度員、游泳池職員、建設/規劃部門職員，以及財政、行政
管理、城市商店和公共事業部職員（各個公共事業），還有許許多
多的其他人。同時，不管是職員、管理階層還是議會，我們都面臨
著諸多挑戰，需要作出很多艱難的決定。我要目睹本市作為一個團
體，在滿足目前需求的同時還能為我們的子孫後代維持財政上的可
持續性。這是我身為市議員的職責所在。我的街坊鄉鄰們，這是我
向你們作出的承諾。懇請大家為我投上一票。Chance LaFleur謹上。

Chance LaFleur
 937 Myrtine St
Enumclaw WA 98022 
(253) 266-1302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Pepperdine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明
尼蘇達大學工商管理理學士

職業：食品服務行業商業顧問（28年）

聲明：我們全家在艾蒙卡拉（Enumclaw）生活了21年多，我所有的
孩子都就讀、畢業於本市的公立學校。我想對教師們說聲謝謝。我
很享受過去4年為民事服務委員會服務的時光。

對於我們的社區，我的願景是在艾蒙卡拉形成友好的商業環境，創
造出高品質的中產階級工作機會。負責、理智的發展可以協助社區
對就業起到激勵和維持作用，從而使我們的城市更加趨於穩定。我
們要鼓勵更多的教育工作訓練機會，以此為孩子和他們未來的職業
生涯創造出更多可能性。

繼續完善我們城市的街道，這是很多市民的關切所在。

我懇請大家的投票支持，期待着以議員身份為你們服務，將這個 城
市打造成一個安居樂業、成家立室的理想之所。

Jan Molinaro
 PO Box 543
Enumclaw WA 98022 
(360) 367-9793
electjanmolinaro@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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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多威（Federal Way）市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理學學士斯德林 (Sterling) 學院、
研究生學習：西雅圖太平洋大學；碩士、組
織管理：鳳凰城大學

職業：家庭自給自足協調員（金郡房屋委員會）

聲明：本人於 2014 年 3 月受委任擔任市議員以填補空缺。 

本人在議員的工作是幫助無家可歸的人士、解決居民負擔能力及為青
年提供支援，並長期擔任個案經理，重點事務是解決所有居民面對的
障礙，包括家庭暴力倖存者、移民及少數族裔人口。我的工作是定期
與居民交流，以了解相關需求及助其實現成功人生。 

本人出生並生長於衣索比亞，嬰兒時期曾遭受不幸事故，故本人由美
國傳教士撫育長大。儘管本人一生都面對嚴苛挑戰，但本人在處理逆
境時秉持積極樂觀態度，這種態度對管理地方政府幫助甚大。 

我的首要任務是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改進服務質量，並支援居民從
經濟恢復中獲益，這也是本人當選後行將致力的首要事項。

Lydia Assefa-Dawson
 P.O. Box 6258
Federal Way WA 98063 
(253) 320-3168
lydia@keeplydia.com
www.keeplydia.com

學歷：明尼蘇達州Inver Hills社區學院，
應用科學副學士學位；明尼蘇達大學。

職業：選舉過程的民主（Democracy In Election Process）組織主
席，法律助理，退伍軍人。

聲明：哪怕我其它甚麼也不做，只要坐在議會第1號席位的座位上，以
第4號投票者的身份反對奢侈支出和增加稅率，那麼你們就可以說，把
票投給我還是值得的。當然，除了反對那些勞民傷財的項目，我還會
以謹慎的態度踐行基本的市政府職責，力爭做出更多業績。

大麻商店問題：在選舉中這只是一項諮詢投票，但如果我當選的話，
不管最終選舉結果如何，關於這個問題的投票始終有更重要的意義。
我會在議會表決投票中反映出選民的心聲，就是這樣。

所有城市議會所作的決定都會對開發形成影響。費多威（Federal 
Way）議會將會判斷我們目前的總體開發規模是否合適，因為今天的開
發是為可見的未來做好準備（我是這麼認為的）。對於盲目擴張的提
案，我將一概否決。話說回來，要跟上經濟需求的步伐，費多威就必
須要吸引優秀企業。因此，我們一定要靈活地採取平衡措施，使開發
符合民眾總體的期盼。 

Mark Greene
 PO Box 25781
Federal Way WA 98093 
(253) 874-0103
poc_senator@yahoo.com
brandnewelections.us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普捷灣大學，塔可瑪（Tacoma）綜合
醫院護理學校。

職業：註冊護士（退 休），社區志願者，市議員

聲明：很榮幸能在過去四年作為議員為大家服務。我不憚於對那些棘
手問題尋根究底，在維護正義時也毫不畏懼。費多威（Federal Way）
是一個充滿活力而又多樣化的社區。我有經驗，有領導能力，可以讓
新企業在這裏安營紮寨，為現有企業提供支持，改善道路以及破解交
通難題，以此推動這座城市向前發展。我將努力保持費多威的安全，
為城市項目和服務提供充分準備。

目前我擔任公園康樂、民生服務和公共安全議會委員會的主席，也曾
在FEDRAC、土地使用委員會和交通議會委員會任職。在幾個地區和地
方委員會中，我代表大家為費多威的利益發言。

我期待著以誠實、奉獻、理智的態度服務全體居民、市民和企業。

若能獲得大家的投票支持，我將萬分榮幸。

讓我們齊心協力，共築未來。

Susan Honda
 33714 4th Ave SW
Federal Way WA 98023 
(253) 838-0734
hondaforFW@gmail.com
www.honda4F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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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費多威（Federal Way）市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肯特-默里迪恩（Kent-Meridian）高
中畢業；參加過多個領袖和管理訓練課程。

職業：產業管理公司營運經理。

聲明：我很自豪地在費多威（Federal Way）居住了27年，對這裏滿滿
都是感情。

我致力於謹慎的開支，以及對全體居民悉心關愛。

多樣性，這是費多威最重要的財產之一。我保證，不管您是甚麼文化
背景，不管您經濟狀況如何，良好的服務為所有人敞開大門。

我在兩個本地人力資源服務委員會任職。我還是本地一個社區花園委
員會、一個教育機構董事會和一個費多威服務俱樂部董事會的成員。

我有專業背景，有商業實踐經驗和志願者工作經歷。它們協助我作好
準備，進一步為費多威奉獻服務。我為這個職位帶來的是策略規劃技
能，是預算和財政問責制，還有全面的工作經驗。這些經驗包括談判
和建立共識，包括籌集款項，也包括交往和誠信管理。

我期待着能有機會為費多威市民服務，如果能得到你們的選票，我將
感激不盡。 

Julie L. Hiller
 PO Box 4384
Federal Way WA 98063 
(206) 718-2715
bhiller@nwlink.com
  

學歷：太平洋宗教學校，神學學士，1986
年；2015年參加進階領導能力訓練；2013年
參與Klemmer & Associates領導能力訓練

職業：Ampac Flexibles公司全國客戶經理

聲明：在過去的19年中Mark和其家人非常自豪地將費多威（Federal Way）
稱為家鄉。Mark正在競選市議會成員，因為他非常關心本市的未來。

Mark是一位可靠的領導，無黨派市政聯盟將其工作評為“優異”。作
為議會成員，Mark將在以下方面繼續服務費多威：

提升鄰里區安全。

您將感覺非常安全，特別是在自己家中。Mark將透過21世紀“鄰舍守
望”的方式把安全城市計劃拓展到每個感興趣的鄰里區。 

吸引新企業和養家薪酬工作。

透過建立醫療保健、高科技和輕工業製造行業的經濟開發區，費多威
可獲得長期經濟穩定。

對未來的責任投資。

費多威可隨時泰然自若地迎接發展和機會的挑戰。Mark致力於理性將
稅收收益用於建立繁榮的未來。

請為市議會第5號席位投Mark Koppang一票！

Mark Koppang
 1600B SW Dash Point Road, Suite 15
Federal Way WA 98023 
(253) 250-8022
koppang4council@gmail.com
www.markkoppang.com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康乃迪克（Connecticut）大學，社
會工作學碩士學位

職業：多業務服務中心前行政總裁（退休）

聲明：我很榮幸能在市議會擔任你們的代表。我運用自己的領導力和
商業能力協助本市取得成功。作為過去四年金融和經濟發展委員會的
主席，我為本市創立了一個儲備充足的財政基金。

我認為，我們的表演藝術和會議中心在重新定義、發展市中心核心區
域和創造就業方面可以起到強大的推動作用。我們正處在一個發展的
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將決定我們的前景和未來市中心的企業，這是費
多威（Federal Way）市的核心所在。

在工作起步階段，我會利用自己獨特、可靠的工程發展和融資經驗來
確保這項工程能按時交付，並且符合預算。

我優先展開以下工作：提升公共安全，精心維護公園以及確保鄰里區
的完整性。

請為我投票。

Dini Duclos
 P.O. Box 26008
Federal Way WA 98093 
(253) 740-0124
dini@diniduclos.com
www.diniduclos.com

學歷：肯雅（Kenya），新聞和公共關係；
聯合神學院和聖經學院，塔可瑪（Tacoma）
分校，神學學士。

職業：西州立醫院，心理健康技術員；Aacres LLC護理人員。

聲明：我們的城市建立將近25周年之際，應當擁有全新和充滿活力及
高瞻遠矚的領導層。這就是我作為市議員為您尋求的目標。我的領
導能力側重於融合市民、領導者和企業，建立強有力的家庭和工作社
區，其最終會提供更多發展和開發機會。

我一直透過Kiwanis俱樂部、獅子俱樂部、費多威（Federal Way）市
願景和華盛頓多元化及退役軍人基金會的會員身份積極參與社區工
作。在市政府，我是費多威市藝術和公園及康樂委員會專員。

我將與每位市民一同努力將費多威打造成最佳城市；一個適合安居樂
業、安享天倫的城市。懇請您投我一票，讓我們一起努力為本市編寫
新的一章。 

 

P.K. Thumbi
 P.O. BOX 3161
Federal Way WA 98063 
(253) 886-6140
teampkthumbi@gmail.com
www.teampkthum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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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林公園（Lake Forest Park）市

市長

學歷：未提呈 

職業：企業業主；市議員；義務協調員

聲明：湖林公園（Lake Forest Park）是一個傑出的城市，而我們
可以讓其變得更好。

完善途徑包括：在周邊城市中建立我們的聲譽，與其合作解決交通
問題，為警隊提供支持，讓市中心變得更有活力，繼續打造地方政
府公信力；

要實現這一點，我們需要有人做到：締築連絡，鼓勵合作，信任且
給予我們的市政工作人員和居民權力，規劃明確且鼓舞士氣的願
景，按照最佳理念展開行動；

透過傾聽他人、尋找共識和履行諾言，我不但拓展了個人的業務，
還協助增強了議會的凝聚力。作為市長，我仍然會這麼做。

我會竭盡所能，讓我們的居民為居住在這樣一個美妙的地方而自
豪。我們的前途一片光明，對此我已經迫不及待。

Jeff Johnson
 PO Box 82073
Kenmore WA 98028 
(206) 227-3479
jeffjohnsonlfp@gmail.com
www.JeffJohnsonForLFPMayor.com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作為過去兩屆市議會成員，能為社區服務一直都是我的榮
幸；我也渴望著能有機會再為大家服務四年。自1989年搬到湖林公
園（Lake Forest Park）市並在規劃委員會和Third Place Commons
委員會任職以來，我一直將自己的議員工作視為一種獎勵性的延
續，獎勵我過去對社區服務事業所作的奉獻。

經過仔細考慮後，我決定參加競選，尋求第三次任期。我們的議會
在過去幾年成果累累，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完成。我們的城市經
歷了重大轉變，並安然渡過了財政危機。我們的城市要在每個層面
都由苦苦掙扎變為欣欣向榮，我渴望成為見證者中的一員。

謝謝大家再次投選我，也感謝你們一如既往的支持。

Catherine Stanford
 19102 Forest Park Drive NE
Lake Forest Park WA 98155 
(206) 363-6022
stanford4lf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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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湖林公園（Lake Forest Park）市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公共管理學碩士；華盛
頓大學，工商學文學士；岸線（Shoreline）
高中

職業：認可專業會計師

聲明：身為湖林公園（Lake Forest Park）市的居民和屋主，我倍感自
豪。湖林公園是一個成家立業的理想之所。現在，我希望為我的子女和
子孫後代牢牢將未來攥在手中。

公共服務和政治思想無關。其和透明公開的交流有關。同時，我們需要
把工作重心放在本市的當務之急上：公共安全項目，長遠的財政穩定，
解決即將到來的交通難題，以及保護好我們社區的氛圍。

我的公共服務經歷和專業資質說明了我有能力做好這些工作。我多年來
在青少年體育中的志願服務證明我是一個恪守承諾的人。過去五年，我
在湖園公園水務區專員職位上付出的大量時間證明，我值得大家的託
付，對市政府展開監督和引導。

我們需要跳出政治，把目光瞄向未來。懇請大家為我投上神聖的一票，
讓我為你們效勞。

David A. Hammond
 3015 NE 181st St
Lake Forest Park WA 98155 
(206) 708-1009
electdavidhammond@comcast.net
  

學歷：倫敦經濟學院。科羅拉多
（Colorado）大學科羅拉多泉分校，社會學
和政治學文學士

職業：華盛頓大學，進步和通訊部門主管，已退休

聲明：湖林公園（Lake Forest Park）需要一位能理解社區事務優先順
序且在與居民、工作人員和民選同事公開和聯合工作方面有經驗的議
員。

與你們一樣，由於湖林公園風景宜人，環境優美，樹木蒼翠，水源豐
富，是天然的野生動物走廊，我選擇在此地居住。我相信我們必須努力
實現以下目標：

在保護環境的同時保持湖林公園的魅力與繁榮，將其打造成受到所有居
民和當地企業歡迎的安全之地。

在不增加穿行交通的情況下，改善遊覽湖林公園和以公交連接其它地區
方面的交通問題；及

在負責任地為城市預算籌資時平衡社區的花費優先選項。

支持者：喀斯開（Cascade）單車俱樂部、全國婦女政治黨團、議員
Dembowski、參議員Frockt、眾議員Farrell和Pollet、湖林公園議員
French、Phillips、Resha、Stanford和Thompson。金郡和第46號區民
主黨人。 

希望能夠獲得您的一票！

Phillippa Kassover
 18422 47th Place NE
Lake Forest Park WA 98155 
(206) 245-8217
phillippa@kassover.com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Eckerd學院管理/國際貿易文學士 

職業：策略管理顧問

聲明：4年前，我宣誓就職時曾承諾會給湖林公園（Lake Forest 
Park）政府帶來有意義的改革，解決社區出現棘手的問題。作為市議會
議員，我落實了自己的承諾，協助社區重返財政穩定的道路。

同心協力，共解難題

我和同僚一起勤勤懇懇地工作，帶領社區齊心協力共同商討面對的困
難。

環境保護，任重道遠

攜手里昂溪（Lyon Creek）洪水減排項目與Whispering Willow公園，
我們在環保與洪水問題方面取得了進展，但仍需要努力。 

攜手共進，共建發展 

邁步向前，我們將會繼續關注水系及河道整治，經濟發展以及交通問
題。我希望各位能和我一起繼續攜手共建一個更具有創新力更加包容的
政府。

衷心感謝您的投票。 

Tom French
 PO Box 82300
Kenmore WA 98028 
(415) 890-5028
electtomfrench@gmail.com
www.electtomfren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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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亨德斯角（Hunts Point）鎮

第2號議會席位

未提呈。

Elaine A. Coles
 4019 Hunts Point Rd
Hunts Point WA 98004 
  

第4號議會席位

未提呈。

Patrick Finnelly
 3000 Hunts Points Rd
Hunts Point WA 9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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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伊薩夸（Issaquah）市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Pepperdine大學公共政策-州和地方政
策學碩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證
書；BHSU社會學理學士 

職業：T-Mobile專案經理；伊薩夸（Issaquah）人力資源委員會副主席

聲明：在此承諾，我將傾聽你們的關切，致力於打造一個健康的伊薩
夸。我的首要任務包括交通、生活品質和對未來的準備。

在健康的伊薩夸，居民可以選擇出行方式，快速到達目的地。我將和議
會以及地區夥伴一起，解決貨流穿過伊薩夸形成的交通堵塞問題。

我想使住房變得可負擔得起，讓政府落實責任問責機制，同時使我們欣
欣向榮的商界更加繁榮。 

我們必須為城市發展進行規劃，同時要保存好歷史資源，並對環境和空
地展開細緻的管理。

我成功地和居民、社區領導以及民選官員建立了合作關係，並推動志願
者為各類組織展開了累計達數千工時的義務工作。我期待着能為市議會
服務，也期待着透過努力奉獻出一個健康的伊薩夸。

Jennifer Sutton
 PO Box 2776
Issaquah WA 98027 
(425) 243-7076
jennifer@votesutton.com
www.votesutton.com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學士學位：Humboldt大學林業科學；
猶他（Utah）州立大學康樂管理；俄勒崗州
立大學林業工程

職業：交通顧問；前聯邦公交管理社區和公交規劃師

聲明：伊薩夸（Issaquah）的選民們，感謝大家協助我贏得了初選（整
整領先18點！）。

我的工作經驗和專業知識在於交通，尤其是公交系統。在我挨家挨戶拜
訪民眾的時候，天天聽到有人說：要把交通問題好好解決一下。確實，
交通正拖累着我們高品質生活的各方面。我們必須要儘快採取更多措
施，創造性地解決這種司空見慣的塞車難題。

此外，我還在鼓勵創造就業、最佳化土地使用和完善社會服務（人力資
源委員會、經濟活力委員會、以及規劃和政策委員會）中投入了大量時
間（10年親力親為的服務）。 

支持者：西雅圖時報、華盛頓環保選民組織、東區消防和救援；金郡第
41和5號區民主黨人；前市長Ava Frisinger、伊薩夸市議會成員Paul 
Winterstein（主席）、Nina Milligan、Eileen Barber、Tola Marts
和前議員David Kappler；Connie Fletcher；州教育董事會。

城市聯盟：本次競選最高評價（非常良好）

如果能得到各位的投票支持，我將感激不盡。

Bill Ramos
 1420 NW Gilman Blvd. #2268
Issaquah WA 98027  
(425) 208-5882
info@ramosforcitycouncil.com
www.ramosforcitycouncil.com

學歷：技術管理，工商管理碩士；工商管理
理學士；分析學畢業證書；董事會服務證書

職業：Rosetta Stone公司業務分析師

聲明：我聽到了你們的呼聲。我們的發展速度太快，而付出代價的是普
通居民。

伊薩夸（Issaquah）是一個安居樂業、成家立室的理想之地，自1999年
以來人口增加了兩倍。人口增長產生了重大的交通擁擠問題。放緩節
奏，爭取更多交通資金，本市就可以減輕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使街道
更安全，使在這裏生活、工作、購物和玩樂的市民能繼續享有優質的生
活水準。

我還提出了一項旨在提升市民參與度的社區大使方案，今後將為環保、
南史曼米須湖（South Lake Sammamish）地區和早婚家庭發聲倡議。

我有著成功的事業，受過高等商務教育，並曾參與環保公共服務，我將
為市議會帶來獨特，平衡的施政理念。 

如果您也贊同上述施政要務，我懇請各位為我投上一票。

Tim Flood
 1420 NW Gilman Blvd. #2791
Issaquah WA 98027 
(425) 502-9921
tim@votefl ood.com
www.votefl 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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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薩夸（Issaquah）市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俄亥俄州立大學電腦科學理學士
(1984)

職業：Magnitude Software 產品管理部高級主管

聲明：四年前，我有幸當選議員。在過去的兩年，我更是有幸當選
議會主席。上屆議會任期可謂成果豐碩。為延續佳績，我決定競逐
連任。

我曾牽頭制定了一項符合實際情況的施政計劃，既能解 決經濟增長
與交通擁擠之間的矛盾，維持鄰里社區協調發展，透過增設非機動
車的市政設施來保護環境。如今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曾協助
頒布中伊薩夸（Issaquah）發展規劃，為當地職工供應廉價住房方
案。現在，我們還要為本區居民創造更多能維持生活開支的就業機
會。我希望帶領伊薩夸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宜居城市！

身為丈夫和父親，擁有 30 多年的專業技術經驗，我深諳辛勤工
作，無私奉獻的價值所在。懇請您投我一票，讓我繼續為創造一個
讓子孫後代安居樂業的伊薩夸而努力！

Paul Winterstein
 655 Mt. Logan Dr. SW
Issaquah WA 98027 
(425) 591-9570
reelect@paulwinterstein.com
www.paulwinterstein.com

學歷：西雅圖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華盛頓大
學經濟學文學士

職業：州及地方政府管 理顧問

聲明：水洩不通的交通、失去控制的開發、危險四伏的街道、麻木不
仁的政府……這些全都是過去處理問題時思路不當引發的惡果。面對
今天的局面，我們決不能再重蹈覆轍。

我對伊薩夸（Issaquah）有著這樣的憧憬：市政府為我們市民服務，
市政府也聽取我們市民的心聲。我和全國各地很多政府機構曾一起合
作過，共同創辦了不少世界一流的組織。我想把那一份憧憬，加上我
的熱情和技能一起帶到伊薩夸。

本次選舉無疑是一次好機會。大家是希望一邊奔向光明的未來，一邊
保護好我們摯愛的那個最好的伊薩夸，還是想看到更多已經證明失敗
的政策？我們執行的方案，不能繼續建立在不切實際的假設之上。是
時候了，伊薩夸市議會需要新能量、新觀點和新領導層。懇請大家投
我一票，我期待著與你們攜手合作。

Christopher Reh
 2498 NW Stoney Creek Dr
Issaquah WA 98027 
(206) 914-8470
chris@chrisreh.com
www.chrisre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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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科克蘭（Kirkland）市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伊利諾（Illinois）大學，運動機
能學理學士；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西雅圖按
摩學校

職業：科克蘭（Kirkland）市議員；D onaldson診所按摩治療師

聲明：我希望有幸競逐連任，繼續為市民效勞，以經驗、信念及同
情之心為科克蘭市民請命。我將致力建立預算問責制、制訂精明增
長、公共安全及交通解決方案。

科克蘭是一個宜居宜業宜樂的好地方。為滿足市民康樂需求，我曾
管理Cross Kirkland Corridor及ARC等公園及康樂設施。我投票支
持對圖騰（Totem）湖和公園廣場（Park Place）進行再開發。該項
目既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又可以減少市民出門購物的路程。

我將繼續致力於制訂政府支出與社區重要事務協調一致的預算，同
時繼續使本市的政府開支在東區保持最低。我將繼續應對環境問
題，打擊家庭暴力，建造更多可負擔住房。 

我獲得下列人士和團體的支持：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
、全國婦女政治黨團、喀斯開（Cascade）單車俱樂部、華盛頓環保
選民組織、參議員Habib、眾議員Hunter、McBride、Springer、Goo
dman、Moscoso和Stanford。

Shelley Kloba
 218 Main Street, PMB 323
Kirkland WA 98033 
(425) 748-4398
shelley@klobaforcouncil.com
www.klobaforcouncil.com

學歷：就讀於表爾威（Bellevue）大學，
主修政治學，副修歷史

職業：科克蘭（Kirkland）豐田汽車及Scion的營運及技術員

聲明：作為科克蘭本土居民，我很榮幸能夠將本市稱之為家。市中
居民使得我們的城市與眾不同。我非常重視教育，我擔任一所私立
學校董事會成員已長達兩年，也曾擔任青年足球的教練。我目前任
職於科克蘭公園委員會。

科克蘭必須做出重大決策。我會一直傾聽各位的意見，告知各位我
的立場。我會帶來創新理念並注入新鮮活力，以保護我們的鄰裏
區、生活質素及小企業，這些都是我們所在社區的生命之源。我還
會努力廢除塑膠袋禁令及反對其它不必要的法規。科克蘭的所有居
民都應該享有同樣的市政服務，因此我將努力改良全市範圍內的基
礎設施，同時確保不會增加稅收。

有了大家的協助和投票，我們定能共同作出決策，一起打造科克蘭
的美好未來。

得到參議員Andy Hill的鼎力支持。

Jason Chinchilla
 12243 136th Pl NE
Kirkland WA 98034 
(206) 779-5847
jason@votechinchilla.com
www.votechinchilla.com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加州州立理工大學聖路易斯奧比斯
波分校；多年解決科技，政策與社區等困
難問題之經驗

職業：微軟專案經理，市議員與政府問責制的擁護者

聲明：感謝各位讓我有機會進入市議會來為你們服務。

當下，公共安全是第一優先事務，我致力於既負責又能可持續發展
的財政預算工作，提供讓各位滿意的高品質服務。

我會繼續努力工作，讓各種政策既能夠適應社會的創新與發展，同
時也能保護科克蘭（Kirkland）社區的特色和宜居性，以及其所獨
有的自然環境。

我會繼續努力，讓市民能夠便於瞭解市政府的動向，參與決策，確
保公職人員的言行符合我們所有人的最佳利益。

我尊重並理解科克蘭的多樣性需求，努力研究各種問題，尋找解決
方案，讓我們能夠在向前邁進的同時也能團結一致。

如有你們的支持，我將會利用作為市議員，州立法委員，消防專員
與政府問責制領導人的可靠經驗為各位效力，讓科克蘭市走向一個
光明的未來。

Toby Nixon
 12113 NE 141st St
Kirkland WA 98034 
(206) 790-6377
toby@tobynixon.com
www.tobynix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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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科克蘭（Kirkland）市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美國海軍，在班級中排名第一，連
續獲得若干獎牌和獎勵。

職業：主要在大科克蘭（Kirkland）地區工作的承包商/企業老闆。

聲明：以獨特的視角和全新觀點對待社區工作...

科克蘭市民需要一個能傾聽他們對於城市的顧慮和觀點的代表。本
人將表達您的心聲，在市議會為您代表訴求。

本人已經在科克蘭生活超過37年，為社區服務和工作對於我來說非
常重要。我一直熱衷於擔任青少年體育領域的學校義工，目前我是
一位連任的鄰里區委員會成員，作為普通市民我也堅持解決城市問
題。 

我宣導公開、透明的政府並為所有城市服務提供資金。所有市民一
起努力才能打造保持鄰里區特色和企業繁榮的良好生活質素。我相
信對於健康的社區而言，財政責任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期待能成為所有科克蘭居民的代表... 

想更瞭解我嗎？我們來談談吧！

請為Martin Morgan投票！

Martin Morgan
 PO Box 2181
Kirkland WA 98083 
(425) 443-1988
martinmorgan77@gmail.com
  

學歷：邏輯管理學碩士（平均成績4.0）；
工商管理學理學士（以優異成績畢業）

職業：退伍陸軍中校，華盛頓大學教育推廣項目首席財務總監

聲明：自當選以來，我一直都努力地工作。每一個觀點都能推動問
題的討論，對此我深表感激和珍重。我在所有事項上都努力保持開
放的心態；我表達的意見，如果大社區透徹地研究過，我想他們一
定會支持。我希望大家對我持相同的看法，因為我們的社區完全配
得上這一切。 

如果能得到大家的選票，讓我下一個任期繼續為科克蘭（Kirkland）
服務，我將深表感激。 

工作有擔當，辦事有效率，同時持續不斷地完善我們的社區，這些
我必須要完成的任務。道路是曲折的，但只要我們精誠協作，前途
就是光明的。讓我們加緊步伐，為後來人建設一個更美好地科克
蘭。現在，輪到我們大展拳腳了。

支持者有：華盛頓環保選民、Sierra環保會、喀斯開（Cascade）
單車俱樂部和眾多社區領導人。科克蘭關懷網路（Kirkland 
Nourishing Network）和東區時間銀行志願者。

Dave Asher
 13003 NE 98th Pl
Kirkland WA 98033 
(425) 681-3283
daveasher@comcast.net
www.daveash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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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經濟學文學士

職業：Highland Appraisal Group總裁；
Real Property Associates經紀人

聲明：我在市議會度過了愉快的四年，我珍惜連任的機會。我迫不
及待地想要將我們已取得的成功延續下去，繼續強化行人道和自行
車道的安全性，促進、激勵商機，並提升公園和海濱區的可及性。
我們依然任重道遠。 

作為肯莫爾主動公園之家（Families for Active Parks in 
Kenmore）的創辦會員和公園及康樂部事務的社區意見代表，我已經
展示了自己的承諾：要將肯莫爾變成一個安居樂業的理想之地。

透明預算、落實財政問責機制、緩解交通壓力和社區參與，這些依
然是我們的主要工作。我已展示我有能力和市政人員、市議會和更
大的社區一同高效率地展開工作。

我的學歷和商務背景加上積極的工作態度將繼續為肯莫爾提供協
助。希望您為我投出一票！

Brent Smith
 16316 Inglewood Pl NE
Kenmore WA 98028 
(425) 481-8816
smithdawg85@gmail.com
www.withsmith.com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醫學博士。

職業：長青（Evergreen）醫院初級保健診
所醫師

聲明：我曾在肯莫爾（Kenmore）市議會就職8年。

我希望看到充滿活力和樂趣的城市。我們正在為肯莫爾建立康樂設
施，包括改善公園，增加水上運動項目和建設全新滑板公園。我們
正在努力改善濱水入口和球場。

主要問題：

商業發展：我希望市中心適合步行，且帶有繁榮的商業區。我們需
要保持密度，開發市中心，並且保護單一家庭鄰里區。

安全：本市結合居民意見發起了一個主要的安全動議，以尋求行人
和自行車騎行者能安全地與機動車輛在道路上通行的解決方案。透
過更多規劃和資金投入，多個人行道區域已經完成。

交通：我們已經完成了SR522高速公路改善工作的三個部分，
另一個正在進行中，我們有針對該工程最後一部分和史曼米須
（Sammamish）橋的資金。 

請以您的一票來支持我。

Milton Curtis
 6407 NE 202nd St
Kenmore WA 98028 
(425) 481-4757
curtis4kenmor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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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美國陸軍航空學學位；艾弗韋
（Everett）社區學院、ASE Multi Master Mechanic

職業：操作工程師主管 

聲明：很顯然，肯莫爾（Kenmore）市民想要和需要的是一個透明
的政府，對於民眾的關切，它會採取主動措施積極回應，而不是消
極等待。這個政府會優先考慮如何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它本身量
入為出，同時又能為人民提供安全的基建設施，減少交通擁堵，並
允許公眾透過投票決定重大事項。肯莫爾需要的是這樣的領導層：
明智地使用手中資源，並對新增費用和稅項說不。政府不能自私自
利，存在問題，就要去回應，去解決。肯莫爾沒有未來藍圖。在不
對公司造成損害的前提下，市議會需要制訂出切實可行的未來願
景。肯莫爾僅僅是一個城市和城市之間的公交站點，而我們想要實
現更多。我的首要任務是使肯莫爾變成一個宜居且充滿活力的社
區。我將使市政府變得更透明，並對財務政策切實負起責任。我希
望把我們的城市變得盡可能好！是時候做出改變了。懇請你們投我
一票。

Bob Black
 P.O.Box 15884
Seattle WA 98115 
(206) 527-1983
BobCBlack@MSN.Com
  

學歷：內布拉斯加（Nebraska）大學生物
學理學士和碩士；愛荷華（Iowa）大學解剖學博士

職業：小企業老闆

聲明：David Baker是一位可以為我們社區解決問題的領袖。David
擁有良好的執政記錄，在他管治下，肯莫爾（Kenmore）在沒有加稅
的情況下實現了發展。他監督過很多公園、街道和地表水的重大修
繕和改良工作。他在任期內完成了1.25英哩長的SR 522道路翻修工
程。在全國數百家郵政局關門的情況下，他和美國郵政服務局進行
了談判，保住了肯莫爾郵政局。

作為市長，David針對一份協議與Bastyr大學展開了討論。根據這份
10年期的協議，當地市民可以一直使用大學的運動場。在他的努力
下，Rhododendron公園新增了一個籃球場，而綠化也得到了改善。

David優先考慮的是安全的街道、宜人的鄰里區、玩處、娛樂場所和
潔淨的環境。他懇請大家為他投票，這樣他便可以繼續致力於以下
工作：營造健康的經濟氛圍，完成522工程，完善城市街道，建造更
多人行道、單車和巴士專用車道，並且減少 氾濫和排水問題。 

David Baker
 7416 NE 169th Street
Kenmore WA 98028 
(206) 226-4321
info@votedavidbaker.com
www.votedavidbaker.com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亞利桑那（Arizona）大學電子工程
理學士

職業：波音公司飛行測試工程師

聲明：作為議員，我一直透過努力提升行人安全與自行車安全來改
善城市，包括獲得210萬元的補助金來修建新的人行道。作為兩個
機靈兒子的家長，我熱衷於公園事務和將嬉戲城市（Playful City 
）和動起來（Let’s Move）計劃引進肯莫爾（Kenmore）。我支持
建造一座新的濱水公園，引進獨木舟與皮划艇項目（適用各年齡）
到肯莫爾。我希望以一種愉快且環保的方式繼續改善進入海濱區的
途徑。同時，我也希望能繼續努力，讓我們在這個城市裏生活更愜
意，工作更愉快，玩得更開心。我想像中的肯莫爾是一個充滿活
力、樂趣、適於行走的城市，居民們能在市中心享受綠色健康生
活，新企業也願意在此駐紮。如果能繼續擔任議員為各位服務，我
將倍感榮幸，感謝您的投票支持。 

Stacey Denuski
 PO Box 82694
Kenmore WA 98028 
(425) 486-7838
staceydenuski@gmail.com
www.staceydenusk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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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Humboldt州立大學藝術教育學士，
技術廣播研究及教育碩士

職業：Microsoft DX活動、IT售後支援、項目管理-增效解決方案

聲明：不論是義工界還是業內，Tina Budell都是 是一個備受稱
讚的領導者，運作著數以百萬計的預算及項目。Tina致力為肯特
（Kent）市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保持友好的家庭以及兒童健康成
長的環境。

Tina Budell自2009年起擔任北區公園鄰里議會主席。在降低社區
犯罪率上，Tina與市議會和居民開展合作，如今本區已成為肯特市
最安全的社區之一。Tina Budell成立了為肯特谷居民提供資訊的
Howard Hanson堤壩故障威脅預警平台，同時也是一年一度的肯特國
際文化節的活躍義工、社區發展計劃倡導者，並且長期參與肯特委
員會事務。

本區積極的社區福利倡導者Budell決定競選市議會議席。肯特市需
要一個顧全社區大局，捨棄個人利益的議員。請為Tina Budell投上
一票。

Tina Budell
 323 W. Cloudy St.
Kent WA 98032 
(253) 856-0272
tinabudell4citycouncil@gmail.com
www.electtinabudell.com

學歷：工程學學士（電腦科學及工程）；
印度MH大學 ，MGM工程學院

職業：Starbucks公司總部，資深軟體開發員

聲明：我們要發揮本身多元化的優勢，打造一個安全繁榮的城市。
創造優質的就業機會，同時提供機會讓每一位市民都能參與，透過
這種方法，肯特（Kent）市就能為千家萬戶提供支援。我們可以投
票選出一位反映所有肯特人的多元化議會，以此協助實現這一目
標。這也是我參加競選的原因。 

我們要讓肯特的居住環境更安全。除了在社區配備警力，還要在課
外項目、青少年暑期工、實習項目和早期教育上投入資金。我有超
過20年的商業經驗，兩個孩子都在肯特公立學校就讀，同時我還在
Sikh社區擔任志願教師。我已經準備好和大家齊心協力把肯特變成
一個所有家庭和企業都欣欣向榮的城市。 

支持者：第33和47號區民主黨人、全美一體投票（OneAmerica 
Votes）組織、州眾議員Mia Gregerson和州參議員Pramila Jayapal
等。

Hira Singh Bhullar
 P.O. Box #6090
Kent WA 98064 
(423) 314-2674
hiraforkent@gmail.com
www.hiraforkent.com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UPS工商管理碩士；華盛頓大學文學
士；美國寶石協會CGA證書

職業：退休寶石學家、寶石鑒定家

聲明：能在過去十二年作為肯特（Kent）市議員為市民服務，是
我莫大的機遇。我在任期內取得了諸多業績，其中包括：市中心
站、ShoWare中心、月臺公寓新複合樓、綠河（Green River）學院
擴建項目、城鎮廣場、288街Wilson球場改良項目和Service Fields 
Sports Complex開發項目、與豹湖（Panther Lake）地區合併後新
增了25,000名居民，以及超過二十五個“鄰里區議會”的成立。感
謝大家的協助和投票支持，我在此承諾：會繼續為所有市民減輕稅
收負擔。歸根結底，政府也必須要合理開支，量入為出。

社區：我是以下機構的成員：肯特消防局RFA管理委員會、肯特
Kiwanis會（37年）、肯特商會和肯特市中心合作夥伴協會。

其它：美國陸軍退伍軍人 

Les Thomas
 10321 SE 270th Pl
Kent WA 9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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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特（Kent）市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通識學理學士

職業：波音公司人力資源領導

聲明：感謝大家允許我擔任市議會成員。我懷著渴望和感激之情，
期待自己開始第二個任期。我相信，肯特（Kent）市是一個安居樂
業的理想城市。

我要感謝商界的支持，我們用他們繳納的營業稅修復了城市道路。
此外，隨著垃圾管理費率的上升，我們用這筆收入完成了急需的居
民區道路修復工作。由於多年來沒有為改良基礎建設累積資金，因
此這些選票贏得並不輕鬆，但是它們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展望
未來，增加稅收收入的理想途徑在於經濟發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要努力營造一個友好的經商環境。 

我將繼續為肯特市的全面進行倡議。透過合作，我們可以確保肯特
是一座安全、宜居、宜業的理想城市。感謝你們一如既往的支持。 

Bill Boyce
 14310 SE 256th Pl
Kent WA 98042 
(206) 915-0930
wboyce5@comcast.net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西華盛頓大學文學士

職業：市場調查分析員

聲明：作為一名女市議員，我會將新的想法與方法帶到議會。我和
當地家長教師協會與宗教團體緊密連絡，多年來也和我的孩子一起
參加了很多活動，這些經歷都能夠有助於我將來在社區建立夥伴合
作關係，與各種團體攜手共事。我和我丈夫在肯特（Kent）生兒育
女，已居住超過15年。我會努力建設一個更健康的社區，並維護公
園和青少年項目，使此城市成為養育家庭的樂園，透過為警局提供
支持和改善本市的馬路和人行道等基礎設施來確保公共安全。我在
惡劣天氣庇護所擔任自願工作者，擔任家長教師協會委員會主席，
並且是肯特反毒品聯盟的成員，從這些社區服務經歷中，我學會了
如何平衡預算及與同事共同努力實現共同目標：將肯特建設為一個
宜居城市。

Toni Troutner
 22825 96th Pl S
Kent WA 98031 
(253) 951-7765
electtoni@gmail.com
www.electtoni.com

學歷：河濱（Riverside）社區學院文學副
學士；西雅圖大學經文和領導力訓練證書

職業：聖靈教區牧師

聲明：自去年成為議會成員以後，我就致力於使你們每天的生活變
得更加美好。 

我反對增加車牌貼費用和商業稅，以此來消除遞減稅負擔。 

我努力透過促進就業，減少交通堵塞，解決可負擔得起的住房和無
家可歸者問題，以及讓公園和公共設施趨於財務穩定，從而使肯特
（Kent）市保持競爭力。 

我致力於維護鄰里區安全，包括與警察局合作以取得訓練資金，以
及牽頭設立了肯特市電子商務交易區，從而使您能夠利用警察局大
廳，進行更安全的Craigslist分類網站交易和其它見面交易。

我將民衆團結一起，並取得了成效。這就是我贏得如此多支持的原
因。這些支持來自兩党領導人、我的市議會成員、企業業主、鄰里
區領導人、警員、消防員，以及我們的 警務署署長。

很榮幸能為大家服務，懇請各位為我投上一票。 

Brenda Fincher
 325 Washington Ave S #128
Kent WA 98032 
(253) 336-7528
info@brendafi ncher.com
www.brendafi nc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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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肯特（Kent）市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工商管理學理學士

職業：Advance Billing Systems公司老闆

聲明：自2011年被選為議員以來，我已擔任了多年的肯特（Kent）
社區代表。目前，我是肯特市議會主席。我在社區、市議會和地方
委員會都曾服務過，這些經歷讓我為肯特創造出了積極的變化。

我的核心競選思想是：“以肯特為先”—透過警察局、消防局和公
園項目不斷提供支持來建立家庭和社區的安全感；促進經濟發展—
為肯特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最終聚力於改善街道、人行道、公共交
通等核心基礎設施。

我既是一位肯特當地的企業老闆和社區志願者，又是一位賢妻良
母，這種獨特的經驗使我有資格進入肯特市議會，成為一名行事高
效率的議員。我清楚財政責任的重要意義；同時志願者工作使我明
白，很多團體和市政府一起展開著工作，他們的共同努力最終促成
了眾多專案取得成功，大大改善了我們的社區。 

Dana Ralph
 PO Box 6042
Kent WA 98064 
(253) 332-0760
theralphs4@msn.com
www.danaralp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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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麥迪那（Medina）市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哈佛大學城市規劃學碩士；史丹福大
學碩士；麻省理工理學士

職業：企業業主、管理顧問、麥迪那（Medina）市副市長和議會成員

聲明：我很榮幸能在過去四年擔任市議員和副市長。在任期內，我和居
民、志願者以及官員展開合作，透過聘雇人員對市政職位中的關鍵空缺
位置進行了填補；同時我還與本市及全郡各地的委員會一起共事。

這項工作使我更能認識到，對於這個社區所面臨的挑戰，只有讓我們最
寶貴的資源不間斷地參與進來，才有可能實現最佳解決方案。這個最寶
貴的資源就是你們：麥迪那的居民。

我的初衷始終未改，那就是捍衛你們的當務之急。在處理受關注的交通
問題，簡化法規中的繁文縟節，保護公園等過程中，我們並肩一起。我
還希望能透過更多途徑來和大家展開更深入的交流，使我們的市政廳變
得更加門庭若市，催生出更多的創新措施。

我依然是大家的貼心管家，致力於保護麥迪那絕無僅有的特色。我的太
太Miranda、兩個兒子Tyler和Christian以及我本人都感謝大家對我一
如既往的支持，也感謝你們投出的寶貴一票。要找我們麥迪那人，請到
公園來！

David Lee
 PO Box 372
Medina WA 98039 
  Contact@davidleemedina.com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華盛頓州立大
學文學士

職業：資深法律合作夥伴，為生物技術和其
它技術公司提供諮詢

聲明：在法律執業過程中，我磨礪了自己的勤勉精神和解決問題、展開
談判的能力。我相信，依靠這些能力，我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協助社區
保持本身優勢。正是這些優勢使本區成為了今時今日的理想之所。出於
這個原因，我決定參加議員競選。

大家知道，我在做決策時懂得合作，有策略眼光，會理智思考，並會採
用價值作為我的決策導向；我追求卓越，有禮有節；我將繼續倡議那些
有利公園、有利技術並且有利社區的解決方案。 

我會優先強化公共安全，緩解交通堵塞，將地區工程帶來的負面影響降
至最小，包括連接西雅圖與麥迪那（Medina）的SR-520自行車和行人道
工程。 

我支持和居民展開透明且有意義的對話，對於大家呼籲重辦月刊的要
求，我也會高度重視。

作為委員會中唯一的律師，我將在與市議會召開的閉門會議中作出獨特
的貢獻。

如果能得到您的一票，我將深感榮幸！ 

支持者：華盛頓州全國婦女政治黨團和Progressive Majority組織

Cynthia F. Adkins
 PO Box 163
Medina WA 98039 
  cynthia.f.adkins@outlook.com
  

學歷：華盛頓大學物理學（本科）。華盛頓
大學牙科學院，牙科學博士、畸齒矯正學碩
士。

職業：畸齒矯正醫生。美國畸齒矯正理事會認證醫師。

聲明：麥迪那（Medina）的市民應該擁有，並且期盼擁有這樣的市議會
成員—以智慧才能和近思遠慮履行本身的行政和立法職責。如果當選為
議員，我將運用這些技能，本著本市最大的利益來作出決策。我的家庭
在麥迪那已紮根了30多年。

我從畸齒矯正業退休，目前是牙科學校畸齒矯正系和華盛頓大學的合作
教授。我相信，在我們優秀的鄰里區，每一位市民都會領略、欣賞和分
享一種對社區的認同感。

我還是一名具有完全認證資格的PSIA滑雪教官，在Alpental滑雪場擔任
了30多年的教練，包括在麥迪那小學給孩子們上滑雪課。協助年輕人感
受體育的魅力，這既讓人愉悅，又樂趣滿滿。

此外，我還是戶外用品連鎖集團REI的長期會員、遠足愛好者、攀岩愛
好者以及狂熱的攝影愛好者。我們生活在這個國家一塊絕贊的地方！

如果能當選議員為麥迪那市民服務，這將是我莫大的榮幸。再次懇請你
們為我投票，也提前謝謝大家對我的信任。  

Jay D. Decker
 2226 79th Ave NE
Medina WA 9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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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迪那（Medina）市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電腦科學A.A.S.學位，1988年；鐵路科
學A.A.S.學位，1996年

職業：信號維修工，BNS F鐵路運輸公司，房主，小企業業主

聲明：我是麥迪那（Medina）市最後一個藍領居民。

我“支持麥迪那”----這句話最能表明我參選的原因。在城市規劃委員會
任職期間，我為社區盡心盡力，力爭找到最佳解決方案。這段經歷可算是
進入市議會優秀的學徒期。作為一個規劃委員會專員，我曾多次和居民進
行互動交流，也曾和市議會的議員協商提出解決方案。

我建立自己的家庭後，舉家搬遷至麥迪那市。我的兩個孩子都就讀於麥迪
那小學。我和妻子積極參與社區活動，舉行麥迪那節，協助課堂和其它學
校活動，享受麥迪那社區提供的一切。 

我希望能夠長久地改變我們的社區，並且我相信我的實踐經歷能夠為市議
會帶來“腳踏實地”的視角。 

Shawn Schubring
 2457 78th Ave N.E.
Medina WA 98039 
(425) 679-6672
Schubrings@aol.com
  

學歷：加州大學布克萊（Berkeley）分校，
工程、物理與統計學博士

職業：Wen Group公司創立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美國地區
專員；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西雅圖分會主席；國際商用機器
（IBM）公司

聲明：我願意用我的熱情與業經證實的領導能力為麥迪那（Medina）市的
居民服務。

離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之後，我成立了備受讚譽的公司，研發示範型產品
並分銷全球。透過任職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學會，以
及服務於當地的PNB、SIFF、CTC以及華盛頓大學圖書館委員會，我致力於
創造更好的生活。   

我們這裏是許多世界最偉大思想的誕生之地，現在是讓居民來塑造我們的
未來之時刻了。

我將積極尋求你們的明智解決方案，並攜手建立一個居民第一位的城市：

制訂合理的條例和準則：建立簡單純粹、合諧友好的居住環境，尊重財產
權、陽光與風景。

提高生活品質：建立美麗的可通行街道，增添可玩可樂的活動。

增強公共安全：確保安全與健康的基礎設施，熟練地最大化降低網路與自
然災害的影響。

懇請您投我一票。支持者：美國參議員Maria Cantwell；郡長Dow
 Constantine；州參議員Cyrus Habib；麥迪那市議員：Curt Pryde、
David Lee、Michael Luis、Alex Morcos及許多其他居民。

Sheree Wen
 PO Box 501
Medina WA 98039 
(206) 402-7041
shereewen1@outlook.com
www.shereew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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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麻沙島（Mercer Island）市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科羅拉多（Colorado）學院文學士；
科羅拉多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科羅拉多大學
市場行銷學

職業：微軟商業和競爭策略主管

聲明：能在麻沙島（Mercer Island）生活是我的榮幸。不過，我們的
發展道路上還存在著種種問題，大家的生活會因此發生改變。我們需要
有人能厘清那些繁雜的預算制訂和地方談判難題，同時他要有豐富的業
務交易經驗和解決複雜金融問題的能力。我們需要有人能在財政上負起
責任。此外，我們還需要有人能為本島的利益展開抗爭。現在我要告訴
大家幾個秘密：

Jane Brahm的投票記錄：

投票反對擴大槍支購買者背景核查的範圍

持續投票支持加稅

投票將Hines開發房產從延期償付範圍中移除

倡議了好幾個預計會導致赤字的動議案

而我呢，在微軟這種全球性大公司帶領著自己一手打造的團隊，透過齊
心協力的工作解決了很多複雜的商業問題。我注意到，目前缺乏透明度
和一個在市中心大興土木的方案，但方案上體現不出島民們的所想所
願。因此，我必須要挺身而出，參加市議員競選。

為了麻沙島，讓我們奮起抗爭！

Dave Wisenteiner
 2967 74th Ave SE
Mercer Island WA 98040 
(303) 562-7375
dave@fuelfi sh.com
  

學歷：Tulsa大學，碩士學位；Creighton大
學，英語學學士

職業：退休記者；作家 

聲明：1976年我搬到本島生活的時候，立刻就被當地和睦友好的小城鎮
氛圍深深地吸引住。我參選連選，正是為了維護這種人人鍾愛的特別氛
圍。

我們需要落實該市中心遠景規劃，採納相應的規範，滿足市中心民衆的
需求。我會努力在兩方面取得平衡：既應對開發帶來的壓力，又維護和
完善好我們珍愛的公園、鄰里區、學校以及優質的生活。我們要確保新
開發項目為基 建設施提供相應的補償金。我反對在島上建巴士停靠站，
同時將努力為這些交通問題找出一種區域性的解決方案。

作為麻沙島記者報（Mercer Island Reporter）前編輯和“麻沙島歷
史”（History of Mercer Island）一書的作者，我通曉這個社區的歷
史和文化。我們既要尊重本島的過去，又要規劃其未來。

Jane Meyer Brahm
 7420 North Mercer Way
Mercer Island WA 98040 
(206) 232-0701
meyermi@comcast.net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刑事司法學文學士；麻沙
島（Mercer Island）小學、中學和高中

職業：CTMI,LLC的資深副總裁、CTO和董事會董事。

聲明：作為第二代島民，我對我們社區的獨特魅力和特質心存感激。我
非常感激我和妻子從學校受到的卓越教育。我剛當爸爸不久，也是一名
執政經驗豐富的領導，我希望麻沙島能繼續是一個對我正在成長的家庭
和後代有特殊意義的地方。

我可以在遵守我們的價值觀之情況下，運用技術專業知識去評估變化和
那些影響我們學校、鄰里區和公共安全的提案。

作為擁有有限資源的小型社區，只有獲得支持且適合本島特色的理性增
長方應該被通過。特殊利益團體和地區人員不斷給本島施加促使其改變
的壓力；我擁有必要的談判技能，因為我們首先考慮麻沙島及其居民的
利益和影響。  

希望獲得您的投票和支持。

Salim Nice
 5619 89th Ave SE
Mercer Island WA 98040 
(360) 209-2106
electnice@gmail.com
www.votenice.com

學歷：華盛頓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加利福
尼亞大學：心理學學生；及東區領導學

職業：普捷灣能源公司社區服務經理

聲明：作為市議員，我最關注的將是透過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來提供基
本社區服務，同時周到細緻地計劃本島的未來。我會和島民們一起建立
優良傳統，加強公共安全，改善曠野空地，為學校提供支持，鞏固老人
與家庭項目，改善公共基礎設施，保證為島民提供多樣的交通方法，為
鎮中心的發展注入活力。

十年前，我和家人被此地島民所享受的優質生活所吸引。此後我便加入
了三個家長教師協會，樂隊支持者組織，童子軍團，青少年體育隊，城
市公用事業委員會，麻沙島鎮中心夢想團體以及華盛頓土地共用機構
（EarthShare Washington）。我的工作重點是處理非營利和私營部門
的社區參與工作。

我期待為您服務。感謝您的投票。 

支持者：華盛頓州環保選民、華盛頓州婦女政治黨團、Judy 
Clibborn、Tana Senn、Fred Jarrett、Bruce Bassett、Pat Braman及
眾多島民。

Wendy Weiker
 4808 East Mercer Way
Mercer Island WA 98040 
(206) 214-6424
wendyw@live.com
www.electwendyweik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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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麻沙島（Mercer Island）市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經濟
學文學士，以極優等成績畢業）；哈佛商
學院；西雅圖大學（教育學碩士）

職業：Sanderson Ventures公司聯合創辦人

聲明：我和太太搬到麻沙島（Mercer Island）生活時，我們開了
Stopsky’s Delicatessen熟食店，既滿足顧客的需求，又為社區發
展添磚加瓦。在那段經歷中，我最喜歡的部分是和市民展開交流，
瞭解他們生活中的重要元素。 

我會把那段經歷和本身在市場行銷、商業、教育和慈善方面的背景
帶到下一任議員職位上。我將致力於打造一個反映我們社區價值觀
的城市中心。對於搬到麻沙島居住的人來說，吸引他們的都是這裏
獨一無二的特色。我將每日不輟，使這個城市繼續與眾不同。我將
明晰有序、精准無誤、透明公正地做好這項工作。

我們不應該邯鄲學步，照著別人的範本發展。我們應該卓爾不群。
請大家拭目以待。集思廣益，我們可以設想出創新性的辦法來實現
自己的夢想。我會積極倡議大家更多地參與市政府工作。請為我投
票。

Jeff Sanderson
 PO Box 1699
Mercer Island WA 98040 
  
jeff@sanderson.org
  

學歷：喬治敦（Georgetown）大學研究生 

職業：資金募集人

聲明：我已經退出競選並支持Jeff Sanderson。

Carl Silverberg
 9571 SE 43rd St
Mercer Island WA  98040 
(202) 320-9797
carl@silverbergassociates.net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英語學士，副修哲學；
城市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職業：波音公司

聲明：我是一位長期島民，我將麻沙島（Mercer Island）視為一個
特別的地方。我們無法阻止變化，但是我們可以確保麻沙島的發展
與我們的價值一致。透過平衡密度與生活品質，我們仍然保護著我
們的社區。我將關注能夠改善交通，同時也不會妨礙生活品質的方
案。  

生活品質：學校和露天場所是神聖而莊嚴的。在反對普捷灣公共交
通在擴建停車場時佔用Luther Burbank路段的戰鬥中，我領導大家
取得了勝利，也成功阻止了在市中心設立公共汽車站的行動。   

發展：在發展過程中，我們需要深思熟慮，支持學校系統，保護基
礎設施。 

透明：市政廳屬於每一個市民。我將會確保市政廳能夠積極回應問
題，擔負社區財政責任。

我擁有積極主動的領導力，切實有效的執行力和具有建設性的談判
技巧，這將會協助我實現上述目標。 

感謝您的支持。

Thomas Acker
 2427 84th Ave SE
Mercer Island WA 98040 
(206) 498-4626  

學歷：達特茅斯（Dartmouth）大學工程科
學文學士；密芝根（Michigan）大學高分
子科學和工程學碩士

職業：一家小型高科技企業的創辦人及前行政總裁

聲明：經驗至關重要。作為你們的市長和議會成員，我履行了自己
對麻沙島（Mercer Island）島民作出的承諾：攜手合作，弘揚我們
珍重的價值觀。

實現高品質的生活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學校—我強化了各校之間的
關係，增加了輔導員資金。交通—我捍衛了新增的公交巴士服務，
通往學校的安全路線以及一個透明的公共交通項目談判流程。城鎮
中心—我著手對發展規律進行了重新思考。公園—我改善了森林和
岸線，修建了運動場。

公共安全是一種神聖的職責。我監督了新消防站、應急水井和應急
指揮中心建設，擴大了警力巡邏覆蓋範圍。

強大的地方發言權是至關重要。我成立並領導了一個市長聯盟，推
動取消了90號高速公路的收費項目。

齊心協力，我們可以為今後的子孫後代保持麻沙島的獨特魅力。

支持者：包括Fred Jarrett和Judy Clibborn在內的六位前市長。眾
議員Tana Senn、麻沙島消防員、華盛頓州環保選民。還有其他數百
位支持者，請查閱electbruce.org網站。

Bruce Bassett
 8551 SE 82nd St.
Mercer Island WA  98040 
(206) 953-8008
brucebas@gmail.com
www.electbru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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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麻沙島（Mercer Island）市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MIHS；史丹福大學文學士和碩
士；Sussex大學碩士

職業：微軟企業策略和營運主管，25年的國際技術領導經驗

聲明：優秀的學校、安全的鄰里區、公園，還有一種對社區的認同
感—這些都源自於麻沙島（Mercer Island）的優質生活，同時也是
我們選擇住在這裏的原因。周邊地區正在不斷開發，而我會努力保
護好這些寶貴財富。

作為議員和多年社區志願者，我成功地阻止了I-90號高速公路收費
項目；同時，一個新消防站也在我的帶領下拔地而起。我牽頭在
Luther Burbank建造了一個方便使用的操場。我還在所有學校投入
資金聘雇了顧問。

我將繼續為島民們的所想所願努力爭取，只實施那些可以提升我們
生活品質的開發和交通項目。開發必須要和麻沙島的規模和審美觀
相吻合，必須要同時提供急需的服務，還要對公園、學校和基建設
施造成的影響提供補貼。我會繼續對城市預算進行有效管理。

我獲得很多德高望重的領導人和著名團體的支持—Fred Jarrett、
前市長Newman、Cairns和Merkle；麻沙島記者報（MI Reporter）；
麻沙島消防員公會。

感謝您為我投票。 

Debbie Bertlin
 PO BOX 1534
Mercer Island WA 98040 
(206) 245-8003
debbie.bertlin@gmail.com
www.re-electdebbiebertlin.com

學歷：M.I.H.S.資訊管理系統學；賓夕
法尼亞（Pennsylvania）大學系統工程
學；Pepperdine大學法學學位；華盛頓大學法學和稅務學碩士

職業：華盛頓州及加州持牌合約律師，持牌專利律師。

聲明：作為第二代島民，我帶著對故土的一腔熱愛，選擇了回歸。
作為一名深深紮根於社區的新晉母親，我滿懷熱情地希望為孩子們
維持島上的特色。我是個人權利、個人職責和機會平等的捍衛者。 

這次選舉的主旨是改變 — 改變議會在平衡地區需要和當地島民利
益時採取的方式。我們看看現任那位議員都有哪些光輝業績。目前
議會要對下列事項負責：

兩次大腸桿菌疫情爆發，沒有查明原因；

提出將公園土地改造為停車場的提案；

常務資金預計赤字達150萬元；

盜車發案率增加了250%；以及

未聽取市民意見就執行決策。

我很榮幸得到包括議員Cero、參議員Litzow和地區合作人、表爾威
（Bellevue）市議員Conrad Lee在內幾百人的支持。

我希望有幸當選成爲議員，為您效勞。我懇請您大力支持，為我投
上神聖一票。謝謝。

Traci Granbois
 8440 SE 82nd Street
Mercer Island WA 98040 
(206) 920-6775
traci@votetraci.com
www.votetrac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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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米爾頓（Milton）市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印第安那州，印第安那（Indiana）
大學理學士；維吉尼亞州，喬治梅森
（George Mason）大學教育碩士

職業：太平洋路德會大學，學生檔案和目錄協調員

聲明：Bart Taylor過世後，我有幸補缺其在米爾頓（Milton）議
會第2號席位。我將秉承Bart的理念：市政府必須清楚闡述其財政
責任。我承諾必定傾聽您的聲音，不管您是普通居民，大小企業業
主，或是普通員工，我都會聽取您對這個寶石城市的意見和建議。
能為您服務是我的榮幸。

我相信可持續的社會和經濟目標應當滿足市民當下和未來的需要，
應該在開發綠化没，保護好環境，合理發展。維護好米爾頓市的內
部鄰里區核心之完整性非常重要。城市的邊緣應該有所發展。當我
們周圍的城市經濟在持續發展時，綠化用地是我們的一種財富。

我沒有在街道上貼滿競選標語，而是選擇給Edgewood食物銀行捐
贈。  

讓您的訴求得到重視。請登記成爲選民，運用您的投票權！

Susan J.F. Johnson
 PO Box 164
Milton WA 98354 
(253) 334-5088
sUSAnJohnson.MiltonCityCouncil@yahoo.com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佛蘭克林貝爾斯（Franklin 
Pierce）高中

職業：Edgewood空手道學院老闆

聲明：過去10年，我擁有並經營着自己的業務—Edgewood空手道學
院。我積極參與青少年項目、密爾頓（Milton）警員基金會等社區
活動，並在社區活動組織（Events Community）擔任主席。我希望
能依靠大家的選票來回饋及協助我們的社區，這也是我從武術中學
到 的精神。

Tony Bennest
 PO BOX 1377
Milton WA 98354 
(253) 683-1617
tonybennest@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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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米爾頓（Milton）市

第6號議會席位

未提呈。

Mary Tompkins
 513 21st Ave Ct E
Milton WA 98354 
(253) 221-1520
mary@davesofmilton.com
  

學歷：曾就讀塔何瑪（Tahoma）社區學
院，畢業於塔何瑪的Wilson高中

職業：華盛頓州執牌管理房地產經紀人

聲明：我一直積極參加社區活動。開始時我是鷹級童子。後來，我
在貝爾斯（Pierce）郡的搜救和營救部門工作了四年。因為喜歡滑
雪，我又當了20多年的滑雪教練。有了兩個孩子以後，我整天都圍
著他們轉。後來，兒子說想打棒球時，我才發現他以後只能去費多
威（Federal Way）市參加少年棒球聯盟。於是，我和鄰居創辦了快
菲米爾頓少年棒球聯盟（Fife Milton Little League）。最初那幾
年非常艱難。

當孩子們上大學後，我就開始參與城市事務。2009年，我加入了規
劃委員會，在2010年擔任主席，直到2012年被選為市議員。我還在
華盛頓城市聯盟（AWC）、貝爾斯郡地區議會（PCRC）以及灣區城市
聯盟（SCA）代表我市發言。

Jim Manley
 2209 Virginia Ct
Milton WA 98354 
(253) 222-8796
jimdmanley@comcast.net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Teterboro Aeronautics學院航空維
修，工商管理。多種進階企業和專業課程

職業：AT&T無線航空通訊系統效能主管，已退休。

聲明：我非常榮幸自2003年起能擔任議員為你們服務。感謝你們在
營造小鎮氛圍的同時，仍維護社區未來和繁榮的活力。

我曾經參與過很多積極轉變方案，旨在建造一個適合居住、經商、
工作和生活的卓越社區。

為了合理擴展和明顯改善市政府所提供的服務，我鼓勵實行市級部
門結構重組。最終，我們加強了警察局的辦事效率；鞏固了財務管
理；投資可持續發展的公共事業，規劃和開發服務；以及建立技術
部門等等。

懷著對社區居住價值堅定和最大限度的尊重，我將繼續改正我們的
劣勢，發揚我們的優勢，來營造一個積極的經濟環境。 

Robert (Bob) Whalen
 PO Box 749
Milton WA 98354 
(253) 922-3221
bobwhalen@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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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樹谷（Maple Valley）市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綠河社區學院

職業：塔何瑪（Tahoma）校區安全協調員

聲明：我在楓樹谷（Maple Valley）地區度過了大部分人生，過去
十年中，我見證了這個城市發生的種種變化。對於楓樹谷高速公路
和Kent-Kangley路的交通流量增加，我和你們一樣沮喪。也同樣擔
憂臨近的黑鑽石（Black Diamond）市將迎來的人口爆炸會讓我們的
道路更加擁堵。

本市也需要實行更明智的經濟開發。企業會為市民提供重要的服
務，所以我們必須積極主動連絡想來此發展，提供就業機會，提高
我們的生活品質的新企業。 

我們能夠大幅改善我們的交通、企業以及其他很多方面的狀況。作
為市議會議員，為了整個社區的最佳利益，我會一如既往地努力工
作。

感謝您為我投票。

  

Sean P. Kelly
 P.O. Box 532
Maple Valley WA 98038 
(206) 510-2818
seanpkelly17@gmail.com
www.votesean.com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刑事司法學士學位

職業：塔奇拉（Tukwila）校區駐校協調員。

聲明：楓樹谷（Maple Valley）是一個安居樂業、成家立室的理想
之所，因為這裏的小城鎮氛圍，因為這裏有優秀的學校，也因為這
裏到處是戶外康樂活動項目。城市的快速開發給我們帶來了諸多挑
戰，例如：如何去發現各式各樣的稅收收入來源？如何創造出可持
續的就業機會？如何為所有居民提供更好的社區服務？最後，如何
制訂出一份有重點的規劃，對所有這些需求進行協調管理，最終成
功實現皆大歡喜的結果？ 

不管是地方還是地區，都要透過細緻的考慮、研究和協作來應對這
些挑戰，讓那個皆大歡喜的結果成為活生生的現實。我會和企業業
主、居民構築起合作關係，努力找到更好的方式去滿足不斷增加的
需求，從而造福整個城市。  

我是民意的傾聽者、市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糾紛的調停者。這些能力
融匯到一起，可以發揮出一種相當積極的作用，協助楓樹谷滿足大
眾需求、設定奮鬥目標並取得成功。而我們的目標是：成為全國認
可的最佳城市，滿足增長和多元化社區的需要。 

Kathi Turner
 25918 234th Ave SE
Maple Valley WA 98038 
(425) 518-1659
votekathiturner@gmail.com
  www.facebook.com/votekathiturner

學歷：辛辛那提（Cincinnati）基督教大
學，CIC，LUTCF文學士 規劃委員會副主席

職業：華盛頓AAA，保險區域銷售經理

聲明：我打算加快交通改善，採納在財政上負責的市預算，並將更
多小型及中型企業吸引到楓樹谷（Maple Valley）。  

我相信，我們可以應對楓樹谷目前面臨的挑戰，使社區變得團結而
繁榮；我們可以保持楓樹谷的魅力，讓其變得愈發迷人。正是這種
魅力過去將我們每個人吸引到了這個城市。我們必須要發揮商界的
優勢，提升市民參與度，與周邊兄弟社區締築策略合作夥伴關係，
並利用我們所有人對楓樹谷殷切期望，確保其依然是一個成家立室
的最理想城市。

我名叫Les Burberry。我能夠帶來楓樹谷需要的領導力。我滿懷熱
情地希望我們的城市出類拔萃，因此，懇請大家投票選我為市議
員。我獲得了楓樹谷消防員和即將退休的市議員Layne Barnes的支
持。

Les Burberry
 22652 SE 271st St
Maple Valley WA 98038 
(360) 951-9505
les.burberry63@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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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楓樹谷（Maple Valley）市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塔可瑪（Tacoma）社區大學，
Linfield學院，Rockwell學院

職業：地產經紀

聲明：楓樹谷（Maple Valley）需要能獻身於社區經濟發展並致力於
居民幸福生活的領導。作為城市規劃委員會專員，我曾展現出領導能
力並致力於社區負責任的增長和小企業發展。

作為義工，我曾與本地企業和其他義工合作，將釣魚大賽和楓樹谷節
日變成社區寶貴的特色活動。經過我在公共或私人服務方面多年的努
力，我透過自我學習獲得了各種技能，其將協助我制訂能提升居民日
常生活的決策。

作為家長，我個人的生活經歷使我不辭辛勞地為城市的寄養青少年和
流浪者服務，我也見證了很多令人驚歎的變革。我相信大家一起努力
可以使楓樹谷可持續發展並保持經濟多元化，將此地建設為養育子女
安享天倫的安全之地。  

Megan Sheridan
 PO Box 783
Maple Valley WA 98038 
(253) 223-1593
megan@electmegansheridan.com
www.electmegansheridan.com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UC Davis），
環境政策分析和規劃學理學士；北卡羅來納
大學（UNC）Greeley市分校，康樂管理學碩士

職業：https://www.linkedin.com/in/danaparnello

聲明：我對我們的學校充滿了激情，對質樸的社區也有一種歸屬感。

作為一個撫養孩子的安全和理想之地，楓樹谷（Maple Valley）贏得
了無數美譽，而我們還將贏得更多。然而，由於來自州政府和聯邦的
撥款日漸減少，我們在交通和經濟方面的名聲也承受著越來越多的負
面影響。

我想要孩子們投入到有益健康的活動中；同時我認為，家長不是非得
要在擁堵的車流中來往穿梭，才能將孩子們送到其它城市參加活動。
我們需要更多的當地資源。

不能再繼續提高住宅稅了。事實上，楓樹谷的商業稅收入比過去任何
時候都要高，而且還在不斷增加。為了保持這種趨勢，我們正透過統
籌發展來促進多樣化的稅收來源。針對現有居民，我們不再一味地多
蓋住房，而是發展更多的地方企業，提供更多服務。

我想要一個宜居、適於散步、注重室外活動且易於展開體育運動的社
區，針對各年齡層、各能力層的人能提供各種各種的集會場所。證據
告訴我們，這些和公共安全、身體健康以及經濟活力息息相關。 

Dana Parnello
 23003 SE 238th Street
Maple Valley WA 98038 
(206) 484-6065
danaparnello@gmail.com
  

學歷：信貸管理和人力資源技術認證

職業：已退休，目前在楓樹谷（Maple 
Valley）市規劃委員會任職

聲明：我的家庭在楓樹谷紮根已超過20年。作為一個社區，我們享受
著相當優渥的生活。然而，由於稅收收入不斷減少，而政府開支不斷
增加，本市滿足社區需求和維持高水準生活品質的能力受到了削弱。  

我們需要長期穩定且增長的經濟。我將致力建立預算問責制，注重合
理支出，並重振相關計劃，透過新形態和現有商業的發展來增加稅收
收入。

作為規劃委員會的志願者，我很清楚，鼓勵人們參與和與社區展開合
作，這些措施可以增強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我打算好好運用自己身
為委員會成員的學識，引入更多理念，使市政府更親民、更透明。

這需要高超的領導力和一位願意傾聽楓樹谷市民心聲的領導人。我正
是這樣的領導人。請大家投選我為市議會成員。

Cathy Hilde
 PO Box 1119
Maple Valley WA 98038 
(425) 413-1609
electcathyhilde@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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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楓樹谷（Maple Valley）市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畢業於華盛頓州立大學，認證調解
員，認證合約官員

職業：已退休聯邦雇員，在房地產和採購行業有29.5年從業經驗

聲明：當我們面對交通、經濟發展、康樂設施需求、金融挑戰和很
多其它困難的問題時，我在議會的廣泛工作經驗將非常有利。建設
安全和充滿活力的社區是我的首要任務。當我們建造強大的楓樹谷
（Maple Valley）時，經濟發展將是第一要務。我們一直在與考文
頓（Covington）和黑鑽石（Black Diamond）建立強大的聯盟以分
享資源，該聯盟與州議會將對交通問題產生重大影響。規劃委員會
正在更新我們的綜合規劃，以增強適應性並促進優質的經濟發展。
由於正在建造新高中，我們正與校區協商以共用擴建的康樂設施。
作為廣大市民的代言人，我會平靜專業地以深思熟慮的態度去解決
每個問題，努力尋求平衡。衷心感謝您的支持。 

Linda Johnson
 25776 215th Court SE
Maple Valley WA 98038 
(425) 432-2693
laj25776@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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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本德（North Bend）市

市長

學歷：Mt Si高中；北本德（North Bend）
規劃委員會；華盛頓城市聯盟市政領袖證
書

職業：北本德市市長；Scott’s Dairy Freeze公司老闆

聲明：感謝廣大北本德市民過去對我的支持。我們為社區取得了豐
碩的成果，我懇請大家為了持續的進步投我一票。作為市長，我爭
取了更多的用水權和基建設施，升級了排污系統，並對很多街道進
行了修繕。我們簽訂了新的警務服務協定，增強了市民在家中和鄰
里區的安全感。還有更多工作亟待我們去完成，我為大家服務的幹
勁和熱情絲毫沒有退卻。城市開發對我們的基建設施形成了挑戰。
針對這一點，我們要確保修繕費用由開發商買單。同時，我將繼續
領導展開振興工作，充分利用起閒置的臨街店鋪。作為你們的市
長，我努力塑造公開透明的政府實踐模式，使社區需求繼續擺到核
心要務的位置。我經驗豐富，對預算和人力資源也有全面深刻的理
解，我將繼續用這些優勢來造福這個城 市。請為經驗投票，為進步
投票，為Ken Hearing投票。 

Ken Hearing
 PO Box 1327
North Bend WA 98045 
(425) 681-7899
khearing@yahoo.com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地區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科
學學士

職業：小企業老闆

聲明：能擔任你們的議員，一直以來都是我的榮幸。過去幾年，我
們的社區經歷了巨大的挑戰和改變。

在我的帶領下，我們的警力保護水準得到了提升，公園也進行了修
繕。我們的財產稅維持在較低水準，同時對那些信任城市稅款管理
效能的選民，我們也不負所托，對此我深感自豪。我深深感謝選民
的信任，我們得以通過了一條既屬於交通又屬於公共安全領域的工
作措施。我會繼續努力，確保你們投資花得明智及花得透明。我們
的公共基建設施需要改善，我會不斷地展開維護和升級。我始終堅
持這個觀點：開發可以，但它的收益必須足以抵消其對交通和鄰里
區造成的影響。

對這個優秀的城市，對各位傑出的市民，我會傾聽你們的聲音，我
會和你們一起合作；敬請大家十一月份為我投票。謝謝大家允許我
為你們服務。

Jonathan Rosen
 1014 SE 11th Place
North Bend WA 98045 
  
rosenpil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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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北本德（North Bend）市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土木工程學士學位

職業：Relevant Planning & Development
公司老闆；Pro Guiding Service滑雪導師

聲明：我相信，我們走到了一個對北本德市（North Bend）未來而
言非常關鍵而幸運的時刻。我們四周有自然美景環繞，擁有豐富的
公園設施，是一個潛力無限、名副其實的都市核心商圈，擁有一條
連接至大都會城市的州際公路。這些得天獨厚的資產營造了優越的
生活區位優勢，不用擔心成為下一個東區郊區。

在創業之前，我曾負責對史諾夸米（Snoqualmie）滑雪場頂峰規劃
和發展部的工作進行監督，目前正指導一項名為The Pass Life的全
新多功能項目。2010 年，我從史諾夸米峽搬到北本德市，不久之後
便在經濟發展委員會任職。任職期間，我致力推行市區重建及策略
增長計劃。 

作為你們的市議會成員，我將優先推行市區重建計劃，創造及維護
可用公共空間，加強新舊居民區與當地企業、學校及機構之間的連
絡。

Trevor Kostanich
 223 Sydney Ave N
North Bend WA 98045 
  
trevorkostanich@gmail.com
  

學歷：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大學工程學理學
士

職業：普捷灣 (Puget Sound) 能源營運培訓及標準顧問

聲明：本人希望能夠連任，繼續以誠實及高透明度的方式服務於大
家的最佳利益。本人的首要任務是公眾健康、安全、應急準備及財
務責任。

我們的城市新建了消防站及警察服務。本人擔任東邊消防及救援的
主管及替補隊員。本人擁有得 天獨厚的條件，曾在市中擔任社區緊
急應急團隊教員義工、業餘無線電緊急服務團隊組員及無線電業餘
民間緊急服務通訊員，同時擁有事故指揮系統及國家事故管理系統
的證書，有能力改進市中的應急準備服務。

在為大家提供服務的同時，我們亦從未提高產業稅。所有的大型支
出均以投票方式通過。我們城市的公債評級有所上升。新的挑戰是
在振興市中心、解決經濟萎縮問題及建立文娛中心與新的市政廳的
同時維持“不加稅”政策。 

Dee Wayne Williamson
 1145 Hemlock Ave SW
North Bend WA 98045 
(425) 888-7245
deewmson@comcast.net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心理學學士學位；發展心理學碩士
學位

職業：T-Mobile公司資深消費者洞察經理

聲明：歡迎，感謝大家考慮投我一票。

我承諾帶來一種全新的平衡理念，這也是我請求大家為我投票的原
因。

經濟正在發展，而有限資源帶來的壓力也在加劇。這種背景下，大
家可以期望本人做出精明而不失穩健的決定。在決策過程中，我將
把社區的需求擺在第一位。

我同時在北本德（North Bend）市規劃委員會和西景（Si View）都
會公園區服務，對於社區的健康和活力，我參與決策的態度相當積
極。我認為，與企業、市民以及遊客（所有那些認為北本德有特殊
意義的人）展開合作，這既是一種榮幸，也是改善我們社區的必需
之舉。

我在北本德成家立業，並投身於這座城市的發展之中，這讓我明
白，高效率的領導層需要傾聽民衆的需求，唯此方可實現務實、平
衡的解決方案。

因此，我向你們的一票致以敬意。 

Brenden Elwood
 441 Meadow Dr SE
North Bend WA 98045 
(480) 251-5150
Elwood.4.NB.council@gmail.com
  

學歷：Bradley大學工商管理理學士

職業：房地產經紀人，兩個孩子的父親

聲明：我和太太在1997年搬到了北本德（North Bend）市，在這個
舒心的地方撫養著我們的孩子。我熱愛這座小小的城市，也一直很
榮幸能在市議會擔任大家的代表。

我們建了一座新消防站，修繕了公園和交通交叉口，翻修的道路比
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儘管我們可以帶著自豪回顧這些成績，但是
前方還有更多工作留待我們去完成。我們需要解決一些突出問題，
例如緩解交通壓力，重建市中心，增強全市範圍內的經濟活力，以
及改善我們的污水排放工廠。

我認為，為了保護我們的小城鎮特色，還需要對發展作出一定的限
制。同時，我們還必須確保任何發展帶來的效益都足以抵消其所造
成的負面影響。

我將窮盡我的經驗，努力協助大家解決重大問題。我懇請您大力支
持，為我投上神聖一票。

David Cook
 229 Ballarat Avenue North
North Bend WA 98045 
  (425) 888-7774
david@cookforcouncil.com
www.cookforcounc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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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北本德（North Bend）市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瑞士商業及語言學院、國際認證登
山嚮導

職業：登山嚮導、企業老闆、書籍作者、產品開發顧問

聲明：我自2009年起一直參與經濟發展委員會事務，此委員會負責
開發北德市 (North Bend) 正式採納的戶外品牌。作為議會議員，
我會協助充分發揮自有品牌的潛力。我在1994年搬到本德市，我的
家庭也在此生活。我全部職業生涯都是投入至戶外活動行業，並自
1999年起在本德市市區成立及營運自營公司。  

我們需要振興市中心，以刺激本地經濟，並最終提升我們的生活質
素。我希望市中心振興計劃能夠成為其他周密規劃的社區項目的試
金石。

我們的自然環境是我們最為寶貴的資產，如果我們想要對周圍環境
進行任何改動及利用周圍環境造福於北德社區，則需要與負責任的
土地管理機構建立合作關係。

Martin Volken
 909 NE 6th St
North Bend WA 98045 
(425) 466-4783
martinvolken65@gmail.com
www.proguiding.com

學歷：華盛頓大學

職業：已退休

聲明：在經歷了10年不斷累積的延期償付危機，持續5年的經濟衰退
又接踵而至之後，如今的北本德（North Bend）正面臨發展疑難。
隨城市開發接踵而至的還有金融發展機會和落在我們肩頭的職責：
加強對開發的管理，造福全體市民。我們需要把開發費引導到當時
設立這些費用的初衷目標上：學校、道路、公園和消防工作。市議
員必須要讓選民自己決定希望把資金用在哪些大型康樂設施上。

而振興市中心則是另一項議題。我們的市中心商業區不止一個街
區。在振興實施過程中，市政府的工作包括：完善街道、人行道、
街燈、風景和公共停車場。各項目既要協調一致，又要令人賞心悅
目。作為現任公園區專員，我支持將市中心振興和我們的公園、小
徑緊密連接在一起。  

而作為一名市議員，我會關注開發過程中的財政責任落實情況。 

Judy Bilanko
 145 Thrasher Avenue NE
North Bend WA 98045 
(425) 831-1834
judybilanko@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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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諾曼第公園（Normandy Park）市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州立大學，地區規劃學碩
士；蒙大拿州立（Montana State）大學，
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學理學士、農業土地資源學理學士

職業：自1988年起擔任流域工程和專案經理，以及城市和地區規劃
員

聲明：我參加競選爭取第三個任期，目的是為了服務諾曼第公園
（Normandy Park）的居民。我支持這座城市，深深地關切其未來。
我相信透過攜手努力，我們就能以一種建設性且有價值的方式去推
動本市向前發展。

我將側重於以下工作：（1）使如警察、街道保養、許可審核、暴雨
雨水和環境管理、公園和康樂以及土地使用規劃等城市服務水準符
合居民期望；（2）加快推進2012年選民通過的都市公園區工程，保
持及改善我們的公園和自然區域；（3）形成能反映我們價值觀的願
景，制訂並實施針對今後20年的綜合規劃，維持諾曼第公園最優越
部分，提升城市的地區形象和影響力，並保持我市在普捷灣地區宜
居、宜業、宜樂的高層次定位。

Doug Osterman
 19635 Marine View Drive SW
Normandy Park WA 98166 
(206) 295-5392
daosterman@comcast.net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創意技術人員、使用者體驗專家和
品牌推廣顧問 

聲明：我主張建設一個更強大、更團結的諾曼第公園（Normandy 
Park），透過彌合政治分歧來實現公平、多樣化和財政穩定。我計
劃透過與社區和議會的合作，來改善諾曼第公園的生活方式，提升
這裏的吸引力。對社區的深深信念使我夢想着這個城市實現振興，
因此也渴望你們為我投票。我們需要改變，我們可以用投票尋求改
變。現在請加入我，一起將諾曼第公園打造成符合所有人期盼和夢
想的全新社區！ 

Jonathan Chicquette
 17837 1st Ave S #532
 Normandy Park WA 98148

(206) 245-7672
elect@jonathanchicquette.vote
www.npc.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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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諾曼第公園（Normandy Park）市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州立大學刑事司法文學士、
政治科學文學士；高線學院護理學理科副
學士。 

職業：註冊護士

聲明：作為長期生活在高線（Highline）地區的居民，我希望能為
諾曼第公園（Normandy Park）服務。我將竭盡所能協助諾曼第公園
保持我們如今擁有別具一格、幽靜而美麗的城市。我喜歡從不同角
度評價主題，以制訂能為後代帶來積極影響的決策。為目前和未來
居民保護美麗的社區是我的首要責任。   

Michelle N. Sipes-Marvin
 820 SW Normandy Ter
Normandy Park WA 98166 
(206) 687-7112
sipes.marvin@gmail.com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LEED認證的專業人
員，1973至1975年，

職業：小企業業主，房地產經紀人，建築專業人士

聲明：感謝你們讓我有機會就職於諾曼第公園（Normandy Park）
市議會，很榮幸在過去的14年能為各位服務。我保證會像以前一樣
為各位服務，工作中堅持秉公處事，勇擔責任，公開透明，有理有
據。作為現任議員和前任市長，我一直致力於確保本市的安全，整
潔和綠化，並隨時向您通報。

近幾十年來經濟面臨低谷期，雖然我們削減了開支，但是也仍然為
你們改善了各項服務。現在需要改進的地方仍然有很多。

我的工作經驗很豐富，你們可以放心。我在這裏已經居住了50多
年。我對這個社區瞭若指掌，並會精心呵護它。我是一個卓有成效
的領導者，也是一個共識構築者。在過去的12年，我一直擔任諾曼
第公園社區俱樂部“Cove”的主席/委員會成員，振興了該俱樂部，
使其財務狀況保持穩定。我相信我也一樣能為這個美好的城市帶來
新生。我期待為你們服務。 

Shawn McEvoy
 872 SW 174th St
Normandy Park WA 98166 
  

學歷：高線（Highline）校區畢業；華盛
頓大學建築學院畢業

職業：建築師、音樂家、木匠工、賽車製造師

聲明：諾曼第（Normandy Park）公園現在有了大麻煩。過去兩年
半，本市如走馬燈一樣出現了六位市政經理，把我們害得不淺。還
有，產業稅再一次大幅上漲—在過去五年已第三次（！）。上次增
收的稅款用來支付一項工程管理不當而引發的訴訟，沒有遵照承諾
撥付給警員和市政工作人員。但是，從他們嘴裏，你聽不到這些解
釋。

和這些問題有瓜葛的就是Shawn McEvoy。此人很久以來一直叫囂要
對多項稅款增稅，多徵收的錢用來建設新市政廳，用來建設其它代
價高昂的工程。但選舉還沒結束，現在他當然不會提甚麼新市政廳
的事。

我懇請大家為我投票，我可以為議會帶來我的競選對手所缺乏的品
質：道德、誠實、責任以及財政經驗。請為John Rankin投票，這才
是值得託付信任的代表。 

John L. Rankin
 700 SW Normandy Road
Normandy Park WA 98166 
(206) 835-2853
Jlrankinco@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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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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紐卡索（Newcastle）市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國家公園學院的執照經驗護士；美
國陸軍通訊操作員

職業：地產經紀，社區活動委員會成員

聲明：紐卡索（Newcastle）市規模不大，但是隨著社區的發展，
問題也不斷增多，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本市最近雇用了一個新警
官。很多住宅、商業公司和公園正在被開發。這些都是良好現象，
但是發展必需控制在一定程度內，既要保持社區中大家都熱愛的社
區特色，也要確保財政收入跟上需求的步伐，請勿為居民帶來稅務
壓力。身為地產經紀，我瞭解房產稅對市民的影響。如果我當選，
我承諾不僅會透過管理發展來保持紐卡索社區的特色，而且能同時
限制徵稅。目前我在社區活動委員會和紐卡索圖書館之友工作。我
希望能夠成為下一位女議員，為各位效力。 

感謝您的投票！

獲得副市長John Drescher、女議員Jane Hague及其他人的支持。 

Victoria Sandoval
 6947 Coal Creek Pkwy SE #108
Newcastle WA 98059 
(425) 260-9050
sandovalforcouncil@gmail.com
www.sandovalforcouncil.info

 學歷：會計/公共部門會計，活動策劃

職業：市政府公共工程；小企業業主，
活動策劃

聲明：作為一位在紐卡索（Newcastle）居住了11年的居民，在過去
的兩年中我一直致力透過城市的社區活動委員會提供附加活動和康
樂設施。

與您一樣，我見證著紐卡索的發展。但是持續發展對我們的基礎設
施造成了負擔。城市的交通控制和交通緩解是當務之急。我們必
須最大程度地減少各種項目對居民的影響，如煥發東部活力項目
（Energize Eastside）。我支持反思對市中心的開發，以保證我們
能維持鄰里區的特色。 

我擁有逾10年的市政服務經驗，瞭解如何確定目標和策略化首要任
務。包括財政責任、政府透明度、基礎設施建設、公共安全和改進
的社區通訊。  

讓我代表您的心聲，確保根據邏輯、理性和知識制訂決策。

紐卡索是一個適合安居樂業、學習工作和休閒娛樂的地方。讓我們
保持並促進優質的生活水準。

如需查看我的支持者，請瀏覽www.lindanewing.com。

Linda Newing
 7912 115th Ave SE
Newcastle WA 98056 
(425) 572-0017
lnewing@comcast.net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環境設計學文學士

職業：建築師（退休）；社區志願者

聲明：能夠為紐卡索（Newcastle）提供八年的服務，我深感榮幸和
愉快。作為你們的代表，安全問題是我的第一要務。我傾聽你們的
心聲。

我推動市政府變得更公開、更負責，並讓更多市民參與到決策中。
我支持保護鄰里區、公園、樹木和空地。我同樣支持發展有活力、
能滿足需求的市中心。為了不妨礙紐卡索的小城鎮特色，我將要求
對市中心進行新的開發。我的目標是建立財政管理問責制，提供市
民要求的市政服務，同時保持預算平衡，不管是目前還是今後都將
如此。 

目前，我們正在進行大手筆的開發，一座新的中學也即將落成；但
是，我們還需要做很多工作來提升政府效能，確保大家在紐卡索過
上夢寐以求的高品質生活。 

我們的城市要依靠專注力和決心向前發展。我有這種決心，我希望
繼續效力，為了你們，也為了最好的紐卡索。

Carol Simpson
 12641 SE 81st Place
Newcastle WA 98056 
(425) 793-9430
simpson4newcastle@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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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紐卡索（Newcastle）市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海洋學文學士，金融工
商管理碩士

職業：IT和金融管制顧問

聲明：我叫Rob Lemmon，是一位候選人。不幸的是，出差公幹使我
不能在目前提供服務。我申請了退出競選 ，但是由於處理程序的原
因，金郡選舉部在截止時間後幾分鐘才收到郵件。

我積極宣導公共服務！我曾在紐卡索（Newcastle）擔任規劃委員會
專員逾6年，兩次當選主席，對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若要保持紐卡索作為宜居城市的形象，仍然需要全新和創新的解決
方案。我鼓勵紐卡索市民參與其中--這是您的城市，您的意見對於
城市持續發展起著關鍵性作用。請務必要投票！

Rob Lemmon
 14518 SE 93rd St.
Newcastle WA 98059 
(425) 572-6725
ralemmon@hotmail.com
  

學歷：建築研究學理學士；華盛頓州立大
學建築學學士

職業：建築規劃師；開發經理

聲明：當我們的居民興建紐卡索（Newcastle）時，他們相信，彼
時面積狹小的市中心區域將會以本身優秀的發展品質來補充我們的
社區。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的法規不斷發展，小小的市中心區域豎
起了一座座帶數千個停車位的超高層建築。我將呐喊呼籲：重新修
訂我們的法規，確保紐卡索市中心的發展滿足恰當的規模及品質要
求。

紐卡索必須要提高零售稅徵收基礎。要實現這一目標，最佳途徑就
是重建市中心區域。有了新的法規，我將力爭用創造性的獎勵措施
來激勵重建，從而為紐卡索帶來優秀的零售業、餐館和酒店設施。

從2010年開始我就擔任你們的規劃委員會專員，目前我的職位是委
員會主席。請讓我成為新一屆的市議會成員，我可以利用自己在規
劃、房地產開發和預算管理方面的經驗來繼續為你們服務。

Allen Dauterman
 8520 144th Place SE
Newcastle WA 98059 
(425) 922-5858
allendauterman@gmail.com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化學工程學理學士

職業：數學家和電腦軟體分析師（退休）

聲明：作為現任市議員，我兌現了當初參選時的服務承諾。2002至
2005年期間，我同樣在市議會擔任過職位。我是議會財政委員會成
員，1998至2001年期間則在規劃委員會擔任過主席。對每一位市民
的問題，我一直都仔細傾聽，迅速回應。

我致力讓紐卡索（Newcastle）維持是一個優越的居民社區，有著完
善的基建設施和服務水準上佳的市中心。我會繼續強調：我們一定
要做到量入為出，堅決不增設稅項，以此保持紐卡索的預算平衡。

我將把你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其中最關鍵的是警力和消防服務。
作為議員，我努力轉變本市多年來對基礎設施的忽視；為了防止出
現損壞現象或產生高昂的維修費用，必須要對街道和暴雨排水設施
進行維修保養。

我強烈支持當地的公園和小徑建設，也支持組織志願者展開義務勞
動。

Gordon A. Bisset
 7201 125th Avenue SE
Newcastle WA 98056 
(425) 226-9345
gdbisset@m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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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太平洋市

市長

學歷：North Central高中—華盛頓州斯布
堪（Spokane）管道工學徒（5年）

職業：商業發展專家，華盛頓州水管工和管道安裝工協會

聲明：太平洋市需要經驗豐富的領導。2009年5月，我受委任擔任市
議員，11月又透過民選正式獲得此職位。2009年開始我在太平洋市
議會和幾個委員會服務，直到2013年7月被任命為市長。在接受議會
任命前，我在規劃委員會服務了四年。

任職市長時，橫亙在我面前就有好幾個難題。對此，我聘用了關鍵
的管理工作人員。我和工作人員及議會一起應對了那些挑戰，然後
開始推動城市向前發展。我們額外聘用了三名官員，加強公共安
全。本市有了可負擔的保險保障機制，包括為員工提供訓練。我們
把公園和街道作為重點項目，目前正在籌備相關的規劃，為設施保
養和維修制訂時間表。隨著兩個大型街道項目告一段落，社區發展
成為我們工作的關鍵部分。 

如果能繼續服務我們的社區。我將深感榮幸。

  

Leanne Guier
 323 Chicago Blvd S
Pacifi c WA 98047 
(724) 484-3799
friendsofl eanne@usa.com
www.friendsofl eanne.com

學歷：高中文憑；副學士；音樂技能證
書；各類持續教育課程

職業：樂器修復技術人員/萬事通

聲明：在主持一次公園委事會會議時，我發現本市並未遵守華盛頓
州修訂法（RCW）第42.30章的公開公共議會法案和華盛頓州修訂法
第42.56章的公共記錄法案。於是我向委員會展示了自己的訓練證
明。我明確告訴他們：每個管理層成員都需要展開與公共會議相關
的訓練。而且訓練必須在任職後90天以內完成。

當時參加會議的市長卻說，公園委事會不算管理層，不需要法案要
求的訓練證明。

他錯了。

如果城市不遵守法律，那麼法律就算頒佈出來也是一紙空文。這種
城市不妨課以罰款，還可以提出控告。如果大家都不守法，貪腐就
會滋生。

本城市需要的是負責、有能力、受過良好教育的領導人。這些法律
條款必須予以嚴肅對待。透明管理的意義重大，並必須得到尊重。
本市應好好考慮投選Gary M. Nitschke。

  

Gary Nitschke
 102 Butte Ave
Pacifi c WA 98047 
(253) 939-6777
gnuemacc@gmail.com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歡妮塔（Juanita）高中-衛星校
園；在BCC和LWVT就讀了三年

職業：華盛頓表爾威（Bellevue）市律師事務所，主管助理，25年
認可專業會計師

聲明：我參加競選，爭取留任，希望繼續為本市的日常運行和敏感
問題展開工作。我的目標是繼續以積極的態度對納稅人稅款和工作
人員時間加以利用。我工作執著，有探究心，今後將進一步瞭解和
發現你們的關切。我的履歷有目共睹。

我曾在各類城市活動中擔任過義工，包括太平洋日、地球日、市民
協會和聖誕樹亮燈慶祝活動。我促成了一次為犧牲戰士子女籌款的
拍賣會，這些戰士為我們本市贏得了榮耀。在此過程中，我將社區
團結在一起。我修復了市政廳的旗桿，並籌集資金建造了一塊獻辭
碑。

我在聯合服務組織（USO）、級需協助新生兒（Newborns In Need）
和始終是兄弟（Always Brothers）等組織擔任義工。這些組織的宗
旨都是回報他人。確實如此，我們向他人貢獻得更多，我們生活的
社區就會變得更強大、更優秀。 

 

Katie Garberding
 366 White River Drive
Pacifi c WA 98047 
(425) 765-7392
kvgarberding@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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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太平洋市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奧本河濱（Auburn Riverside）高
中，目前就讀於綠河（Green River）學院

職業：湖濱（Lakeside）工業工人

聲明：對這座城市的發展方向，我深感憂慮。陪伴我成長的那種小
城鎮魅力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的城市公園顯示出了糟糕的低
效。公園的洗手間無法使用，只能用納稅人的錢為流動盥洗室買
單。我們的家庭成員在一年中的任何時間應該都可以去公園。納稅
人有權使用拿自己的錢購置的產業。我可以帶來全新的觀點，一種
我們目前市議會所欠缺的觀點。如果我得到這個機會，我將努力改
善街道，讓市公園重新變回過去那個適宜家庭歡聚的娛樂場所，並
竭盡所能地讓太平洋區變得更宜居。同時我還承諾，我將深思熟慮
地使用納稅人的錢。那些錢是你們努力工作掙來的，因此我也會努
力工作，確保它花得物有所值。

Brice Erickson
 324 Butte Ave SE
Pacifi c WA 98047 
  bebriceerickson@gmail.com
  

學歷：奧本（Auburn）高中畢業生。曾修
讀銷售、會計和管理持續教育課程。

職業：銷售代表（退休）。積極的市議員。前VRFA成員。

聲明：在我超過16年的議員生涯中，議會實現了很多目標，而我在
其中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我們用水權失而復得的過程中，我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使我
們重新享受到了2007號井水。我協助本市從VRFA支出中獲得銷售稅
收入，由此購置了新的引擎38。在保護道路項目的過程中，我同樣
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為Stewart路項目爭取到擴展資金，並阻止
了森那（Sumner）市放棄Valentine路項目。

在擔任議員的多年裏我取得了很多重要業績，上面僅僅是一小部
分。因此，請大家把選票投給我、投給經得起考驗的成功，而不是
那些空頭支票。接下來的4年，本市將進一步發展。我的目標是繼續
完善城市道路和其它基建設施。

我獲得國際消防員工會（IAFF）谷地第1352號地方分會的支持。 

Clinton Steiger
 105 3rd Ave SW
Pacifi c WA 98047 
(253) 735-2144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畢業於Clover Park職業技術學院和
塔可瑪的Wilson高中

職業：廢物管理公司，商業垃圾回收車駕駛員。空軍後備軍人

聲明：我參選太平洋市議員的原因是，我認為議會應該保護就業，
加大對城市基建設施的投資力度。大蕭條以來，我們市的財政受到
了嚴重削減。儘管我們已經恢復了一些先前刪除的服務項目，但是
要保護居民和社區，我們依然任重道遠。 

我曾在Messiah Lutheran教堂委員會擔任過職位，因此我能理解，
成為所有人心聲的代表意味著甚麼，克服重重困難將成果奉獻給大
眾，又意味著甚麼。作為一名空軍後備軍人，我對為國家和社區提
供服務的重要性深有體會。如果我當選下一任市議員，我會把這些
價值觀帶到議會。你們需要這樣一位市議員，他會關注你們的訴
求，他承擔責任，行事透明，他會維護我們太平洋市的優質生活。
如果能得到您的一票，我將深感榮幸。

David B. Storaasli
 358 White River Dr
Pacifi c WA 98047 
(253) 266-2482
dbscouncilrun@comcast.net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我要感謝所有太平洋市選民多年來對我的支持，也懇請大家
再一次支持我，選我擔任議會第6號席位。作為1990年開始就在太平
洋市紮根的居民，我感覺自己是這個城市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退
休以後這幾年，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社區從事志願者工作；現在，我
希望自己以某種方式為社區未來的發展提供服務。這個城市的政府
組成形式需要進行改變，要把目前的市長/議會形式變為議會/經理
形式，使城市的管理形式更公平、更民主。我不但強烈支持、並且
致力於推動這種改變。回顧市政府過去25年的發展歷史，我有一種
強烈的感覺：現在正是一個改變的好時機。 

Don Thomson
 416 2nd Ave SE
Pacifi c WA 98047 
(253) 315-9316
your.city.pacifi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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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雷德蒙（Redmond）市

市長

學歷：會計學理學士，金融學研究生，
精益六標準差/政府管理和合約談判證書

職業：政府/企業績效和財務經理；當地小企業業主

聲明：雷德蒙（Redmond）市需要更強的新領導，為在此地經營企業
的民眾提供服務。若整個社區能一同參與重大決策，我們的城市便
能做得最好。

現任市長既不聽取意見，也不能有效服務大眾。我們不能讓這種錯
誤繼續下去，也不能再錯過雷德蒙市的各種發展機會，我認為通常
都是交通堵塞導致的！

我在金郡和西雅圖市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曾帶來改變，從而提高績
效並加強財政管理。我將會管理好預算以滿足我們首要任務的要
求，更好地落實問責制。我們不能讓稅收來為不合理的財政預算管
理買單。

我的承諾是：確保在我們發展之同時，本市能改善我們的生活，不
僅建設房屋，還要建設一個社區。

請投選我出任市長一職。

支持者：第45/48號區民主黨人，共和黨官員，前市長Rosemarie 
Ives和Christine Himes，以及社區和企業領導人。

Steve Fields
 13200 Old Redmond Road
Redmond WA 98052 
(425) 898-3618  
www.electstevefi elds.com

學歷：華盛頓大學，公共管理學碩士
（1987年）

職業：2008年至今擔任雷德蒙（Redmond）市長

聲明：在John的管治下，雷德蒙將密集建築牽引至市中心和跨湖地
區，從而維護了現有鄰里區，改善交通和公園，並且保護我們的環
境。今天，雷德蒙擁有一個活力四射的市中心，這有著名的克裏富
蘭（Cleveland）街，新增的公園和小徑，新企業，並且有資金去建
設輕軌和改善魚類生態區。

在下一個任期，John計劃將市中心變回雙向街道。不但現有的鄰里
區公園要修繕，他還要建造新公園。同時，他還打算要讓所有年齡
段的居民都能享受到更多的住房選擇。

John擁有全國認可的財務管理能力，為本市贏得最高債券評級。在
確定預算優先項時，超過1,400名居民提供了協助。今天，雷德蒙居
民為城市服務所支付的收入比例比2008年還低。

John全家於1969年搬到雷德蒙。他和Debbie一起在教育山
（Education Hill）撫養其孩子。他為青少年體育隊擔任教練，還
在很多當地和地區委員會服務。

我們需要這樣經驗豐富的領導！請再次投John Marchione一票！ 

John Marchione
 16532 NE 98th Court
Redmond WA 98052 
(425) 890-9373
jfmarchione@outlook.com
www.johnmarchione.com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加州州立大學英語文學士

職業：MTC交通。過往用戶包括微軟公司得
獎的通勤項目

聲明：我的口號是：把事情解決！八年來我一直都致力於使雷蒙德
（Redmond）像其居民那樣出色。從第一天起，我就以全新的業務形
態推動了創新。為了保護環境，我努力爭取到熊溪（Bear Creek）
的修繕，同時還向鮭魚複育工程提供了支持。我很榮幸能為一些非
營利尖端機構的委員會服務，例如：團結中心（Together Center）
和給藝術家使用當地場館（Venues for Artists in the Local 
Area）組織。作為一名交通經濟學家，我的工作是引導別人利用交
通中轉和街道最佳化來減少交通堵塞。我是雷蒙德議會中唯一擁有
高級市政領導力證書的成員，我還是綠色雷蒙德組織的受訓森林管
家。我將繼續為生活或工作在雷蒙德的所有人完善社區，同時確保
支出的效率。也請大家支持我的努力。我很樂於聽到你們關於這個
社區的想法，大家可以直接打我電話：（425）830-4265，與我聯
絡。 

Hank Myers
 17409 NE 22nd Street
Redmond WA 98052 
(425) 830-4265
hank@electhankmy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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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雷德蒙（Redmond）市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州立大學，刑事司法文學
士；奧克拉荷馬（Oklahoma）大學，公共
管理學碩士

職業：雷德蒙（Redmond）市議員；利寶互助保險公司（Liberty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資深法規遵循分析員

聲明：Hank證明他擁有的領導力、才學、地區影響力和工作熱情可
以使雷德蒙成為成家立業和遊樂學習的最佳之所。Hand為本社區服
務了八年，他樂於傾聽民眾聲音，也有能力帶來成效。

作為在普捷灣城市協會的公共事務委員會、普捷灣地區議會的發展
管理規劃委員會和金郡地區政策委員會的雷德蒙代表，他協助作出
了重要決策，個人在地區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他堅持要求金郡固
體廢棄物部門推遲建造一個不必要的交通站，維護了全體納稅人的
利益。

接下來四年，雷德蒙的決策將會產生深遠影響。Hank希望看到市中
心和跨湖（Overlake）地區的開發赋有活力；同時，要在仔細規劃
的空地、活躍的城市中心、安全的鄰里區、強勁的經濟增長和多樣
化的康樂選擇中取得平衡。請大家為Hank Margeson投上一票。

Hank Margeson
 16135 NE 112th St
Redmond WA 98052 
(425) 885-1684
friends-of-hank@hotmail.com
www.friendsofhank.com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公園和小徑委員會主席；社區志願
者；前科學教師

職業：生物學教育學士；東華盛頓大學教育學碩士，傳承大學
（Heritage University）職業發展部

聲明：希望能有幸當選雷德蒙（Redmond）市議會成員。

作為一個在當地居住了17年的居民，我明白是甚麼讓雷德蒙成為一
個宜居宜業宜樂的理想之地。對於我們的未來，我倍感興奮，同
時，我致力於協助整座城市做出明智的投資。

作為雷德蒙市議會的一名成員，我將和整個地區的領導人一起努力
發掘創新性的交通解決方案。

我將協助新生和老牌企業一起在雷德蒙興旺發展。

我將繼續在每個鄰里區的公園、小徑和安全上進行投資。

我將鼓勵保護雷德蒙的自然美景以及河流和森林恢復。

我將平衡長期規劃和盡責管理之間的關係，貢獻力量建設城市，讓
家庭和公司都被我們高品質的生活所吸引。

請投雷德蒙市議會第5號席位候選人Angela Birney一票。

Angela Birney
 11027 166th Pl NE
Redmond WA 98052 
(425) 861-8578
angela@birneyforcouncil.com
www.birneyforcounc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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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雷德蒙（Redmond）市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俄勒岡州立（Oregon State）大
學，工商管理理學士

職業：軟體測試主管

聲明：驅動雷德蒙（Redmond）市這個創新中心向前發展的是想像
力。我相信，想像力也驅動著雷德蒙的市政府。雷德蒙是本地區第
一個去實施“以優先要務為准的預算”。透過這種方式，厘清了工
程和專案的輕重緩急，以此決定下轄六個社區獲得經費的優先次
序。

根據市長的要求，這種由市議會創立的方法精簡了相關流程，實現
了高效率運作，使得制訂預算和貿易經商在雷德蒙更加容易。這就
是我參加競選並急切地希望看到工作成果的原因。

這需要持續不斷的努力。因為，隨著經濟、人口和其它因素的變
化，我們必須對願景、策略和規劃進行反復評估，這樣才能引導用
好有限的土地和資源。

有人認為，政府的基本工作並不容易完成，其需要考慮到每一位居
民，每一位企業業主和每一位納稅人。對此我深表贊同。我帶著敬
意，懇請你們在11月3日那天為我投票。

David Carson
 16318 NE 50th Way
Redmond WA 98052 
(206) 484-8480
dmcarson@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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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連頓（Renton）市

市長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親愛的連頓（Renton）選民：

在過去八年擔任連頓市長，我深感榮幸。在此期間，我市的人口增
至100,000人，同時我們的當地工作職位數量也增至45,000個，就業
庫得到了擴充。連頓已經成為了一個安居樂業、成家立室的理想社
區。

我們熬過了史上最糟糕的經濟衰退，城市運轉在很多方面都有了極
大的好轉。我們生產力和效率的提升幅度令人矚目，還有一支高效
率的職工團隊致力於為居民提供從公園到道路，再到公共安全的優
質服務。

我們的前途一片光明！目前，連頓投資總額已達數以億計美元。我
們致力於使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安全，同時處理好發展和交通帶來的
負面影響，並繼續改善社區人民的生活水準。

衷心感謝你們一如既往的支持。

 

Denis W. Law
 3625 Lake Washington Blvd N
Renton WA 98056 
(425) 941-1533
denislaw@comcast.net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未提呈  

退出議會競選。

多謝連頓（Renton）社區你們 過去12年來的支持！

Marcie Palmer
 2507 Park Pl. N.
Renton WA 98056 
(425) 271-0454
pkplmarcie@comcast.net
  

學歷：Staten Island學院工商學理學士；
紐約大學管理和系統學碩士；資深人力資
源專家認證（SPHR）；SHRM-SCP

職業：人力資源顧問；人力資源商業夥伴；小企業倡議人

聲明：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兼顧連頓（Renton）市民多種多樣的
需求，這項使命已經變得相當棘手。在工商領域28年的從業經歷使
我擁 有了今天的連頓所需要的實踐經驗。我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出
版作家；父母是退休法官和高中教育工作者。我理解教育、機遇和
良好政策可以為社區安全帶來怎樣的價值。我在連頓社區基金會下
一個轉捩點（The Next Curve）擔任董事會成員，也是連頓扶輪社
的成員。我的丈夫是一名海軍陸戰隊退伍軍人和我們鄰里區屋主協
會的會長。 

議員Marcie Palmer曾說：“請大家以歡迎我的熱情來歡迎Carol 
Ann！”我感受到了你們的熱情，謝謝大家。

支持者：市長Denis Law，以及下列議員：Don Persson、Pavone和
Ed Prince，消防員工會連頓第864號分會，建築師協會可負擔得起
住房委員會，以及前議員King Parker等等！

Carol Ann Witschi
 PO Box 548
Renton WA 98057 
(425) 207-8161
carolann4renton@gmail.com
www.carolann4ren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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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連頓（Renton）市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西華盛頓大學，政治/哲學/經濟及傳
播學文學士

職業：史諾誇米須（Snohomish）郡－Camano房地產經紀協會，政府及
公共事務主管

聲明：Ryan擁有逾10年政府、社區組織以及在非營利機構倡議的工
作經驗，具備議員展開公共服務所需要的知識能力和奉獻精神。目
前，Ryan在連頓（Renton）民生服務諮詢委員會擔任副主席，並在白
血病和淋巴瘤協會從事志願義工工作。Ryan與妻子Stefanie及一歲的
女兒Molly居住在Cascade社區。

公共安全：提供警務和消防工作所需的資源，並且改善鄰里區安全。

社區：推行在就業及轉乘樞紐鄰近區域供應充足的廉價住房之政策；
投資建設鄰裏公園和小徑。

經濟發展：營造一個讓當地企業在市中心和城市各處都能欣欣向榮的
經濟環境。

支持者：國際消防員工會連頓消防員第864分會、連頓市長Denis 
Law、連頓市議員Ed Prince、Armondo Pavone、Randy Corman、Don 
Persson和King Parker（前議員），州眾議員Steve Bergquist以及連
頓校董會主席Pam Teal等。

Ryan McIrvin
 PO Box 3148
Renton WA 98056 
(425) 306-4444
ryan@ryan4renton.com
www.ryan4renton.com

學歷：曾就讀於高線(Highline)社區大學

職業： 長者及殘障人士居家護理助理

聲明：我的子女在這裡就讀。我參加本次競選，是因為連頓
(Renton)是一個能讓孩子健康成長，安居樂業的好地方，但我們需
要真正的改變。

身為工會董事會成員，我致力於提升西塔(Sea Tac)市及西雅圖的薪
資水平。連頓市的工人有權擁有最低生活保障及帶薪病假，以便他
們能照顧患病的子女或父母。

我曾長期從事長者及殘障人士的護理工作。但是連頓市缺乏足夠的
長者護理服務。當然，我們還缺乏必要的青少年護理服務。

連頓市的人口多樣性與日俱增，而多樣性正是我市的發展優勢。但
是我們仍缺乏一個能全面代表社區的訴求的議會。我希望確保市政
廳應廣泛聽取市民意見。

Monique Taylor-Swan
 PO Box 59432
Renton WA 98058 
(206) 450-8664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富蘭克林（Franklin）高中；華盛頓
州立大學

職業：連頓（Renton）市議會主席；非洲裔美國人事務委員會主席

聲明：四年前我有幸當選為連頓市議員。作為議員，我努力工作，確
保連頓繼續是一個安居樂業、休閒娛樂的理想之所。隨著經濟情況改
善，連頓正在成為一個經濟投資中心，同時很多人都對這個社區夢寐
以求，將這裏視為居住和撫養家庭的最佳地點。  

接下來四年我將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公共安全：為警局和消防局提供資源支持，使其擁有必要的裝備來確
保鄰里區安全。

開發：為合理開發制訂規劃，在提供可負擔得起的住房選擇之同時保
護鄰里區特色。

支持服務：繼續為老年人、兒童和弱勢群體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我得到了市長Denis Law、議員Armondo Pavone、Don Persson和Randy 
Corman、州議員Steve Bergquist、前議員King Parker和Toni Nelson
以及連頓市消防員的支持。

衷心感謝您的投票！ 

Ed Prince
 PO Box 59113
Renton WA 98058 
(206) 478-3802
ed@edprinceforrenton.com
www.edprinceforren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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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連頓（Renton）市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碩士學位（西雅圖城市大學工商管
理）；文學士（墨西哥Anahuac大學通訊學）

職業：Checkerboard-Consulting顧問公司/CAO；連頓（Renton）議
員；前州貿易辦公室（州長駱家煇管理）

聲明：我曾在墨西哥領事館任職10年，我的工作是與當地、州和聯
邦機構建立合作關係以提供旨在提高社區品質的服務和計劃。由於
在調解問題中公正的態度和隨機應變的表現，我受到多方讚譽。

自我獲任命擔任市議員一職那刻起，我便從未停止為你們服務。

作為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席，我的工作重點是支持宣導充滿活力的生
活方式等計劃，如恢復長者中心和安全可通行的鄰里區。

我個人已經成功遊說立法者為I-405高速公路/SR 167走廊和I-405
高速公路擴建工程籌資，以協助我們緩解街道上可怕的交通擁堵現
象。

我非常自豪地成為首位西班牙裔女性議員，並且被任命為市長組建
的工作小組成員，該小組致力於長期持續發展與連頓多樣化社區之
間的關係，特別是在公共安全方面。 

衷心感謝您的投票。

 

Ruth Perez
 PO Box 58364
Renton WA 98058 
(253) 859-2845
ruthperezforrenton@comcast.net
www.ruthperezforrenton.com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綠河（Green River）學院畢
業，FBI國家學院刑事司法學位畢業

職業：連頓（Renton）警察局副局長（已退休）

聲明：感謝連頓市的市民允許我為他們效力。我當了33年警員，作
為市議員則服務了15年。我將繼續盡我所能為這個多樣化社區的全
體市民提供服務。有機會成為這個傑出城市的重要一分子，我再次
向大家表示感謝。

Don Persson
 538 Renton Ave S
Renton WA 9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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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史曼米須（Sammamish）市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位於堪薩斯州Lawrence的堪薩斯大
學，教育學理學士；位於科羅拉多州丹佛
（Denver）的Regis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職業：前市場行銷專業人士；現小企業商業夥伴

聲明：史曼米須（Sammamish）市需要一種全新的理念。作為社區
中的一名活躍市民，我透過與市民支持史曼米須（Citizens for 
Sammamish）組織的合作，對我市的未來施加了正面影響。我將致力
於作出合情合理的決定，使史曼米須成爲一個安全的居住地，滿足
城市的交通需求，為多樣化的社區提供集會和玩樂場所，並確保市
民們以身為史曼米須人而自豪。  

對於我們城市的未來，我決心既要最大化資源對社區的影響，同時
又要謹慎地使用它們。我會把重點放在透明領導層和問責制上，同
時永遠對市民們的關切和願望持開放態度。在城市發展的同時，我
將致力於保持史曼米須的特色，並著力保護環境資產。感謝您為我
投票。

我得到了東區消防員、東區商業聯盟以及其他很多組織和市民的鼎
力支持。 

Christie Malchow
 3020 Issaquah-Pine Lake Rd PMB 231
Sammamish WA 98075 
(425) 657-0619
christie@malchow4sammamish.com
www.malchow4sammamish.com

 學歷：華盛頓大學城市規劃文學士

職業：表爾威（Bellevue）市公共事業部
門許可證專案協調員

聲明：我參選是希望在本市快速變化時回到市議會發揮領導作用。
決定讓自己休息之前，我在史曼米須（Sammamish）議會任職8年，
曾擔任市長。我協助史曼米須保存公園用地，開放東湖史曼米須鐵
路，與校區夥伴合作建設運動場，並在公園內舉辦一年一度的國慶
慶祝、農夫市場和音樂活動。

我希望保護現有的鄰里區，透過周密的規劃和規範使其免於受到全
新發展的影響。我希望保護樹木、空地和水質。我希望與我們的合
作夥伴金郡司法長官辦公室和東邊消防及救援部門繼續提供創新型
公共服務。這就是我希望為您和我的家人展現的城市。請投我一
票，讓我能回到市議會為你們服務。 

Mark Cross
 247 - 208th Ave NE
Sammamish WA 98074 
(425) 830-0287
mcross6616@comcast.net
  www.markcrossforcouncil.com

第4號議會席位

未提呈。

Hank Klein
 21800 SE 28th Street
Sammamish WA 98075 
(425) 891-1193
hdklein@comcast.net
www.Vote4Hank.com

學歷：紐約州西點美國軍事學院，理學
士；華盛頓特區喬治華盛頓大學，工程管
理碩士。

職業：市議員，財富100強公司管理諮詢/技術部門

聲明：作為史曼米須（Sammamish）的居民，我重視社區意識和居
民、湖泊、公園及野生動物的多樣性。我擁有25年國際執政經驗，
我會運用領導、管理和技術能力來探索出解決複雜問題的成功方
法。我將繼續擔任市民的宣導者，確保他們的訴求受到重視；堅持
財政責任和問責制；並平衡理性增長和環境之間的關係。作為議
員，我曾堅持解決具有挑戰性的社區問題，包括財政、環境、社區/
社會服務和連接性問題。如果我們一起努力並確定需求的優先順
序，作出正確決策，我們的城市將繼續繁榮。 

今後，我將致力採取平衡和協作的方法，最大程度地發揮市民力量
和改善我們美麗的社區。我的工作重點是繼續在社區內建立合作關
係以更高效率、透明地制訂決策，推進問責制文化。  

Ramiro Valderrama
 20235 NE 18th Pl
Sammamish WA 98074 
(425) 898-9777
ramiro@votevalderrama.com
www.votevalderra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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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史曼米須（Sammamish）市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俄亥俄州哥倫布市，俄亥俄州立
（Ohio State）大學，化學工程理學士，
Moritz法學院法學博士

職業：有線電視網路總裁/行政總裁；律師；已退役美國空軍飛行員

聲明：我和家人從別處搬到史曼米須（Sammamish）生活，因為這裏
很有特色，給人不同的感覺。我希望能進入史曼米須市議會效力，
確保社區在發展的同時依然能保留原來的外觀和特色。

作為一名飛行員和高級商業行政主管，我的領導理念是“ACT”--A
是指問責（accountability），C是指交流（communication），T是
指團隊合作（teamwork）。透明度也是必要的。作為一名律師，我
能平衡多種競爭性利益，達到一個讓雙方都滿意的結果。在發展過
程中，我們也要有對環境的保護意識和欣賞能力，議員必須要起到
引領作用。

成為一名市議員，我會公開透明地應用自己的領導力和決策準則，
將我們社區建設得更加美好，而各位給予的協助是必不可少的。請
與我一起實行“ACT”準則：請為議員一職投Hornish一票。  

支持者包括：參議員Andy Hil—第45號立法區，州議會眾議員Chad 
Magendanz--第5號區，以及國際消防員協會第2878地方分會。

Tom Hornish
 704 228th Ave NE PMB 534
Sammamish WA 98074 
(858) 775-5678
hornishforcouncil@gmail.com
www.hornishforcouncil.com

學歷：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文學士及碩
士；紐約大學額外研究生課程

職業：史曼米須（Sammamish）市市議員；已退休通訊主管

聲明：2011年起，我有幸成為市議員為各位效力，2013年起成為市
長。我一直關注面臨的核心問題：盡可能減輕發展帶來的負面影
響，為社區的發展效力。

我領導大家去保護敏感的濕地、溪水、湖泊，保留空地，以及增強
樹木遮陰的作用。

與伊薩誇（Issaquah）建立良好的關係，共同合作加安里（Klahanie）
合併事宜，抓住機會改善區域道路，尤其是Issaquah—Fall City路
段。我們將關注北端的優先處理事項：Sahalee大道。

我們社區和水上運動中心將提供休閒娛樂設施，將人們聚集到鎮中
心，人們不用離開高地就能享受美食和購物體驗，而Mars Hill產業
則可用於教育用途。

由始至終，我們將會堅持財政計劃：精簡市政府職員，無負債， 實
現量入為出的大量基礎建設政策，絕不提高稅收。

我熱愛這個城市。面對種種挑戰時，讓我們共同努力，保留這個城
市的特色。 

Tom Vance
 22406 NE 25th Way
Sammamish WA 98074 
(425) 836-8700
tevance@gmail.com
www.tomvanceforcounc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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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西雅圖市

第1號議會區

每個鄰里區都應該有精心維繕的道路和人
行道、公共空地、青少年和長者項目以及優質的警察和消防服務。
我的一生都在為實現這種公平而奮鬥，包括為議員Nick Licata擔任
了17年的立法事務助理。在那之前，我是一名社區組織人 — 確保
市政廳傾聽民意，處事公平。

在西雅圖地區，只有5％受薪人士的薪水回漲到經濟衰退前的水準。
我們需要更多的政策，不讓西雅圖變成一座富人獨享的城市。例如
我和其他人一起制訂的下列政策：為19萬工人爭取到其原本享受不
到的帶薪病假；實行深受好評的LEAD（對輕微罪犯不予逮捕而轉移
至社區服務）試點方案；制訂了旨在保護租客居住在安全建築物中
的管理規定。

我也曾為我們的社區效力，在以下工作中作出了貢獻： 南公園
（South Park）圖書館落成；為High Point的低收入居民置換住
房；加強校區執法，保護兒童安全。 

作為你們的議會成員，我支持發展交通和行人交通安全，透過確保
發展真正供我們的工人居住的保障性住房來舒緩上下班交通壓力。
我將核准收取開發影響費，並將費款用於交通基建設施。我將對勞
動法執行情況進行監督，確保每個人都從中受益，同時為企業營造
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我將努力確保透明、負責、公平的治安執
法。

西雅圖時報（Seattle PI）記者Joel Connelly寫道：“關於議會工
作，Herbold忘記的內容可能都比某些議員知道還要多。”陌生人報
紙（The Stranger）寫道：“市議會所通過的任何有進步意義的法
案幾乎都出自Lisa Herbold的手筆……從保護租客、協助窮人到為
無家可歸者服務、平衡預算，她幾乎對每條政策都瞭若指掌。”

我是此競選中唯一獲得以下人士和團體支持的候選人：金郡民主黨
人、金郡勞工協會、金郡年輕民主黨人、陌生人報紙、市律政司律
師Pete Holmes、議員Nick Licata、州參議員Pramila Jayapal、服
務行業員工國際工會（SEIU）第6和西北區第775分會、PTE 17、煉
鐵工人工會第86分會以及華盛頓美國教師聯盟。

和競爭對手不同，我可沒有那些有錢有勢的開發商、大房東和市中
心商業集團當金主。他們在市政廳的影響力已經夠大了。

我在第1號區已經生活了15年。我的女兒和其家人也生活在這裏，她
兩個孩子在Sanislo小學就讀。我的家人，包括我的丈夫Bob及與其
前妻生的兩個女兒都喜歡這裏美妙的公園和欣欣向榮的小企業。

我希望獲得您的寶貴一票。

Lisa Herbold
 2518 S. Brandon Ct
Seattle WA 98108 
(210) 920-5472
lisa@district1forherbold.com
www.district1forherbold.com

 如果獲得大家的投票支持，我會專注、投
入地為西西雅圖、南公園（South Park）以及那些傑出的鄰里區倡
議發聲。我們這個地區，以及所有生活在這裏的家庭，都需要並且
應得一位致力於解決重點難題、表達我們價值觀的議會成員。  

我的家庭、職業和社區服務都深深地植根於第1號區。我是一位自
豪的母親，三個孩子都在西雅圖公立學校就讀。我曾在西區寶貝
（WestSide Baby）和西西雅圖食品派發中心服務，並在當地學校提
供過志願服務。我的工作是郡議員Joe McDermott的辦公室主任 — 
處理從交通到民生服務的地方事務。 

我是本次選舉唯一獲得西雅圖公民領袖和進步領導者支持的候選
人。支持者包括郡長Dow Constantine、即將退休的市議員Tom 
Rasmussen、郡議員Joe McDermott以及州眾議員Eileen Cody和Joe 
Fitzgibbon。我還得到以下團體的支持：第34號區民主黨人，多個
工會，包括：服務行業員工國際工會（SEIU）第1199分會、水管工
和管道安裝工（Plumbers and Pipefitters）工會第32分會，以及
勞工工會第242分會；還有華盛頓全美流產權行動聯盟自由選擇人工
流產（NARAL Pro-Choice）組織、平權華盛頓（Equal Rights WA）
組織以及環保組織領導者。我是市政聯盟評價最高的候選人。

我們社區面臨的最嚴峻挑戰是流動性和交通，它們也將會成為我工
作重點。在郡層面，經我的努力，迅捷騎行（RapidRide）項目和
地鐵進行了擴建，頗受歡迎的水上計程車項目也獲得了資金支持。
我致力於將輕軌延伸至西西雅圖，並力爭在2016年透過投票使其成
真。我將督促加大對道路和橋樑的資金投入，提升安全，緩解交通
堵塞。 

優質的鄰里區學校不但是提升學生成績的關鍵，同時也堪稱優秀城
市的典型特徵。西雅圖持續展開教育相關投資，包括安全的上學
路、醫療保健、營養項目以及為學生未來成功做好準備的早教項
目。與此同時，作為議會中唯一一名子女在當地區公立學校就讀的
議員，在審度教育問題時，我擁有一個議會中缺失的重要角度。 

必不可少的新建可負擔住房與我們鄰里區的特色相得益彰。重點在
多住宅區及其周邊、公交沿線和輕軌未來的延伸地區修建可負擔住
房，以此使當地成為長者、年輕人、低收入家庭和各年齡受薪階層
倍感溫馨的家。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市議會為你們服務 — 我的鄰居們。面對當地
面臨的獨有挑戰，我們要想取得進展，就需要領導者放長眼量，關
注社區，而不是目光短淺地盯著某項政治議程。回首過往，我締築
的一個個高效率同盟都結出了累累碩果，我本身良好的履歷表即來
源於此。如能得到各位的投票，我將榮幸備至。

Shannon Braddock
 4701 SW Admiral Way, #291
Seattle WA 98116 
(206) 682-7328
shannonbraddockford1@gmail.com
www.ShannonForD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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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我投票。碧近山（Beacon Hill）、
唐人街國際區、Columbia City、Georgetown、湖林（Lakewood）、
貝克山（Mt.Baker）、Othello、雷尼爾谷（Rainier Valley）、
Seward Park以及第2號區其它地方的選民們，我知道你們想要甚
麼。你們想要牢靠的公共安全，想要可負擔的住房，想要既高效率
又安全的交通出行選擇。你們還想要公園和空地。那麼就讓我繼續
為大家效力！

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在介紹這個地區需求的時候，稱我
是“最有資格處理該區關切的候選人”。金郡市政聯盟和西雅圖大
都會選舉委員會在本次競選中對我作出了最高評價。同時，我獲得
了很多進步團體的唯一支持。它們代表20多萬名護士、教師、港口
工人以及旅遊業、食品業和零售業員工，對此我深感自豪。作為一
名任職八年的議員，我為人可靠，有進步精神。我辦事，你放心！

公共安全：在我的領導下，最近我們補充了120名警官，到2017年前
會再補充100人。為了改變西雅圖警務區的文化，我們聘用了一名新
警察局長和一支新指揮團隊。同比去年，惡性犯罪率在全市範圍內
下降了12％，在東南西雅圖下降了25%，但我們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
間。我們將設立離你們的家更近的區警務站，並且還會重新規劃小
型社區警務工作，以更好地服務鄰里區。

交通：我為東南西雅圖和雷尼爾谷爭取到了3000多萬元的交通項目
完善資金，另有1.8億元也正在推動中。我們透過聆聽你們的意見，
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正在統合道路、輕軌、人行道和自行車道。

就業和教育：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一個新的技術和就業機會中心
即將投付使用！我們正在為下一代投資 — 我希望每名孩子都能享
受免費的學前教育和一年的免費大學。來自富蘭克林（Franklin）
、克裏富蘭（Cleveland）和雷尼爾灘（Rainier Beach）高中的校
長都選擇了支持我。教育是關鍵；如果我們的年輕人有工作，有職
業道路，那麼社會犯罪率就會隨之降下來。

房屋：我們想方設法保護大家不受飆升房價的困擾，將在社區新
建了一萬套住房單元，希望能解決住房難題。我正在和仁人家園
（Habitat for Humanity）組織展開合作，對現有房屋提供保護。

請再投Bruce一票！我的支持者包括：市長Ed Murray、金郡郡長
Dow Constantine、前郡長Ron Sims和Gary Locke、國會議員Adam 
Smith、議員Larry Gossett；金郡勞工公會、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
（SEIU）西北地方第775分會、喀斯開（Cascade）單車俱樂部、西
雅圖消防員公會第27地方分會和華盛頓全美流產權行動聯盟自由選
擇人工流產（NARAL Pro-Choice）組織。金郡懲教官協會評價我“
極其勝任”。我獲得了西雅圖時報、陌生人報紙（TheStranger）和
西雅圖公共交通博客等數千個團體的支持。 

Bruce Harrell
 P.O. Box 21208
Seattle WA 98111 
(206) 817-5155
contact@electbruceharrell.com
www.electbruceharrell.com

西雅圖已隱然成為各大城市的領軍人物，
但我們仍舊需要共同進步的領導以確保每個人都能享受城市繁榮的
成果。我是一名小企業家、鄰里區規劃者、社區活動積極分子和三
個孩子的母親，我希望我們的孩子能夠在一個安全和諧的鄰里區裏
茁壯成長。在過去的15年裏，我始終致力於在第2區從國際區到雷尼
爾灘（Rainier Beach）之間建立健康社區。我透過向婦女和移民企
業家提供小企業援助、協助獲得更多健康食物及支持保障性住房開
發來證明我的承諾。

長久以來，我們任由市場隨意影響我們的鄰里區。其結果就是低薪
工人被迫遷出我們的城市。我們必須保證未來的發展要與我們創造
公正、平等、安全的城市的目標相一致。

難以想像我們能夠在不解決公共安全問題的情況下取得社區的繁
榮。這包括聘雇更多警官、縮短警務回應時間和加強社區治安。在
鄰里區內進行巡邏是提升警官與社區關係的不二法門。 

司法部報告指出有多達240例警務冗餘的情況，而這些官員卻遲遲沒
有被解雇，是不可接受的。我們目前的市議會在南方城區的警務責
任上毫無領導力，這是一種失職。

如果我們的社區想要取得繁榮進步，我們就必須保護屋主和租戶不
受飛漲的房租的傷害。作為你們的市議會議員，我將與重新安置的
勢力作鬥爭，阻止開發商冷酷無情地踐踏我們的鄰里區。我將致力
於確保公平公正的繁榮，並與社區特色相平衡。

這次新任市議會地區選舉，我們有機會投一票給第2區的支持者。如
果你想要一名帶來長期進步的領導人，請你為我投上一票。如果你
想要一名定期舉行地區辦公、擁有真正的領導力來減少犯罪和監督
警務的議員，請你為我投上一票。如果你想要一名能能確保提供保
障性住房的領導人，那麼我願意成為你的支持者，你的下一任市議
會議員。 

已得到支持：機械師工會、州議會眾議員Zack Hudgins、州議會眾
議員Mia Gregerson、拉丁裔PAC、全國婦女政治黨團、Sierra環保
會、Estela Ortega、Sharon Maeda、Frank Irigon、牧師Marvin 
Charles、神父Monica Corsaro和許許多多人。請為我投票。  

Tammy Morales
 P.O. Box 20655
Seattle WA 98102 
(206) 384-0810
info@moralesforseattle.com
www.moralesforseatt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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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議會區

和你們所有人一樣，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
個建立在社會公正基礎之上的城市。一個沒有歧視和貧困的城市，
一個種族和性別平等的城市，一個所有人都能帶著尊嚴工作和生活
的城市。

但在實際中，我們的城市正在變得越來越不平等，生活開銷也越來
越大。

自2013年當選以來，我協助展開了反對西雅圖市企業化議程的活
動。

與工人和其它進步運動共事，我對我們共同完成的事業感到非常自
豪，其中包括：

• 通過了一項我在競選中承諾上任後五個月內會實施的議案 — 
最低薪資提升到每小時$15

• 和租戶、社區活躍分子一起，挫敗了西雅圖住房管理局企圖將
租金上漲400％的提案

• 額外籌集到數百萬元社會服務資金

• 通過了一條議案，為一個全年營運的女性庇護所提供資金

• 與議員O'Brien合作，領導了反對簽訂泛太平洋夥伴關係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協定的活動。這份協議既對工
人不利，又會造成環境污染

用議會議員Nick Licata的話來說，“毫無疑問，Kshama將議會引向
了一個全新的方向，一個進步的方向…… Kshama使得以前從來不可
能發生的事成為了現實。”

在日後擔任你們的議員，我向你們作出如下承諾：

• 動真碰硬地處理房租飆升危機，要求大發展商支付相關款項作
為可負擔住房補貼；透過暫時性的房租管控來消滅經濟驅逐現
象；強化租戶權利；建設數千套產權為城市所有的優質保障性
公寓，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出租

• 大規模擴展公共交通

• 透過向富人徵稅來為社會服務提供充足資金

• 落實推廣市政寬頻

作為工薪階級代表，企業的錢我一分錢都不會拿。儘管西雅圖其他
市議員拿$120,000的年薪，但我堅持只拿工人薪資的平均值，多出
來的部分捐給那些維護社會正義的活動。

我很榮幸得到下列人士和團體的支持：金郡議員Larry Gossett、
州參議員Pramila Jayapal、前市長Mike McGinn和超過30家社區組
織和聯盟，包括Sierra俱樂部、陌生人報紙（The Stranger）、民
主為美國（Democracy for America）組織、公交乘客聯盟、聯合
食品和商業工人工會（UFCW）第21號分會、服務事業員工國際工會
（SEIU）第775、1199、925和6分會，卡車司機工會第117、174和
763分會、社會主義選擇（Socialist Alternative）組織以及華盛
頓全國婦女政治黨團等。

長久以來，對大企業俯首貼耳的傳統政客們把持著我們的政府。我
會繼續用我在市議會的職位，全力捍衛西雅圖工薪家庭的利益。讓
我們共同努力，讓西雅圖變成一個所有人的宜居之城。

Kshama Sawant
 PO Box 85862
Seattle WA 98145 
(206) 486-0099
contact@KshamaSawant.org
www.KshamaSawant.org

“ 我的工作是致力於聯合民衆一同解決複
雜問題，共同在實現種族和經濟平等、男女同工同酬及為所有人提
供安全的保障性住房方面取得進步。20年來，作為一名社區無酬志
願者，Garfield學校的家長教師學生協會前會長和西雅圖城市聯盟
的行政總裁，我一直把第3號區當作自己的家。請投我一票，我會把
我們進步的價值觀和社區的重點需求傳達到市政廳。我們需要這兩
樣東西來真正推動西雅圖的進步。”

久經考驗的進步領導：Pamela Banks最開始是一名在西雅圖社區內
工作的社區組織者和工會成員，致力於確保市政項目能切實落實到
服務欠缺的居民和社區上。她在縮短教育、就業、房屋和醫療保健
差異方面擁有一份良好的可循記錄。我們需要她的激情和奉獻精神
來為我們在市政廳工作。 

針對所有人的保障：Pamela不開空頭支票。作為國會山（Capitol 
Hill）住房委員會成員，她和低收入屋主一起努力，避免他們喪失
抵押房贖回權；同時她還在城市聯盟（Urban League）負責管理過
渡安置房。這些措施為市民的可負擔住房提供了保障。她清楚，面
對社區的需求 — 從房租管控到增加可負擔住房供應 — 我們需要
多樣化的政策來加以滿足。 

改善公共安全：家庭和企業都需要獲得更優質的警務回應和參與，
我們必須更好地解決整個社區內的犯罪問題。作為警務改革的發聲
宣導者，Pamela知道只有執法更深入社區，才能提升安全性和問責
制。 

優秀鄰里區學校：Pamela明白教育與機遇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尤
其是對於有色人種的孩子而言。作為一名單親媽媽，Pamela是她兒
子學校的志願者，協助建立了許多課後及運動項目。她的堅韌改善
了第3號區孩子的生活，她將繼續在市政廳為教育問題而奮鬥。 

環保的輕便交通：作為一名長期的環保主義者和公交乘客，Pamela
清楚：要想提升交通流動性、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污染，就一定要
投資於巴士、鐵路、自行車道和行人道上。 

Pamela十分榮幸得到下列人士的支持：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金郡青年民主黨人、前郡長Ron Sims、西雅圖議員Bruce 
Harrell、州參議員Eric Pettigrew和Sharon Tomiko Santos、
前市長Nickels、Rice、Royer和Uhlman，Samuel B. McKinney神
父、Alison Holcomb神父、Jon Bridge神父、Ruth Woo神父和Nate 
Miles神父。在金郡市政聯盟對第3號區候選人的評價中，Pamela拔
得頭籌。 

Pamela Banks
 800 Fifth Avenue Suite 101-329
Seattle WA 98104 
(206) 682-7328
info@electpamelabanks.com
www.electpamelaban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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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由單親媽媽，一名前教師，撫養長
大—那時，單一收入來源的家庭還不會因為經濟原因自動被我們的
城市排擠。但是今天，當我和Katie開始養育自己的女兒後，我們發
現，和許多年輕的家庭一樣，失業或一場大病意味著我們必須從我
們深愛的城市中遷出。 

作為西雅圖的一份子，我們希望這是一個對工薪階級、早婚家庭、
低收入工人和長者友好的城市，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優秀的鄰里區
和優質生活。要實現這樣的西雅圖夢，我們需要領導層把我們所有
人凝聚到共同的價值觀和願景上。

我有無可匹敵的經驗，有能力締築同盟，增強凝聚力，從而帶來積
極、進步的改變。作為城市規劃人和非營利交通部門的主管，我在
第4號區的工作實效有目共睹：三個輕軌站即將投入使用；地鐵運輸
範圍進一步擴大；長者、學生和工薪家庭等低收入群體享受到優惠
票價；更多的行人道和自行車道使得上學和上班路更安全。 

最近我們透過談判設立了一個全州性計劃，將會完成520大橋的重
建，使得數千戶東北西雅圖家庭的通勤壓力大大減小；我們還會在
2016年針對是否擴建輕軌進行投票表決。我在這項工作中作出了自
己的貢獻，對此深感自豪。  

針對我們鄰里區和整個西雅圖面臨的問題，我作出以下承諾。而我
所獲的大力支持同樣也可在這些承諾中反映出來：

透過增加住房供應和穩定房價來改善住房的可負擔性。我將利用自
己在規劃方面的經驗，在輕軌站周邊、公交沿線和大學區這種都市
村落內新建可負擔住房。我們需要為生活在這些區域的學生和家庭
提供優質、多選擇的住房。 

收入不均等威脅著城市的多樣性和生命力。我的支持者名單包括很
多帶領展開$15最低薪資活動，並最終取得成功的工會。我會真正關
注薪水報酬和工作機會中存在的性別、種族偏見。 

優質鄰里區學校是我們每個家庭關注的最主要首務。隨著入學學生
數量上漲，市政府必須要和校區進行協調，減少校園人滿為患現
象，支持課外活 動，並讓孩子們更方便地步行或騎車上學。 

公共安全至關重要。我們要增加鄰里區警員的數量，縮短回應時
間，並且提升警務工作公信力。 

市政聯盟對我的評價是“傑出”。我也很自豪地獲得以下人士
或團體的支持：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金郡郡長Dow 
Constantine、眾議員Jessyn Farrell和Sharon Maeda、國際機
械師協會（IAM）第751號分會、ATU587、服務行業員工國際工會
（SEIU）第925分會、教師工會第1789地方分會、Sierra環保會、華
盛頓環保選民協會、喀斯開（Cascade）單車俱樂部以及我們數百位
鄰居。

Rob Johnson
 1037 NE 65th St. #141
Seattle WA 98115 
  
rob@rob4seattle.com
www.rob4seattle.com

西雅圖對許多人來說變得實在太昂貴了。
我是這次選舉中唯一的房東和同性戀，女兒在西雅圖公立學校讀
書。雖然經歷著物價飛漲，但我知道如果大家齊心協力，我們可以
將目前的情況扭轉過來。我競選市議會只是為了實現我這個大膽的
想法，感謝您為我投上一票。

我擁有以下經驗：在計劃生育處工作時將無家可歸的青少年帶到庇
護所並提供服務；作為聯合食品和商業工人工會（UFCW）的談判委
員會成員，有力捍衛了工人的利益；在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工作，協
力在整個地區挑選具有革新精神的候選人；此外，作為公園徵稅監
督委員會成員，我還是本次競選中唯一曾對納稅人稅款進行監督的
候選人。作為您的議會成員，我會將這些高效率進步的方案提交給
市議會，努力實現這些政策，使本市的所有居民（尤其是我們的鄰
里區居民）受益。 

一個可負擔的城市：在土地使用決策上，我會傾聽民意，與你們合
作；我會致力減少拆遷，確保為工薪家庭對可負擔住房進行有意義
的投資。此外，我還將提出累進稅稅收議案，目的在於減少城市對
累退稅和固定費率的依賴，以更好地為所需服務提供資金。

一個安全的城市：在本區内僅有最低人數的警察巡邏，這招致財產
犯罪的增長。我將代表你們發聲，確保市政府認真處理公共安全事
務，包括聘雇更多警員，而且是在我們社區內進行選拔。 

一個宜居的城市：在保護鄰里區公園和加大對社區中心投資方面，
我有一份良好的履歷表。我會將這些轉化成宣導安全、可步行的鄰
里區，方便所有年齡段和能力的人士使用。

一個自產自銷的經濟：我將致力於確保我們的教育資金，包括學徒
期和學徒期前項目的基金，幫助築建一架走出貧困的梯子，同時創
造當地勞動力來建造我們市里的基礎設施。  

西雅圖是一個了不起的城市。作為你們的議會成員，我將與其他有
意願的民選官員合作，共同提出進步性的政策；同時，我會和大家
一起對未來的開發進行規劃，讓西雅圖永創一流！我很榮幸得到
以下個人和團體的支持：陌生人報紙（The Stranger）、公交乘
客聯盟、發言人Frank Chopp、眾議員Brady Walkinshaw和Gerry 
Pollet、全美流產權行動聯盟（NARAL）、平權華盛頓（Equal 
Rights Washington ）組織、Sharon Lee、Danni Askini、Cheryl 
Stumbo、第46號區和金郡年輕民主黨人等。請為我投票。

Michael Maddux
 2518 S Brandon Court
Seattle WA 98108 
(206) 753-9449
michaelmaddux2015@gmail.com
www.michaelmaddu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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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西雅圖市

第5號議會區

學歷：西華盛頓大學文學士；西雅圖大學
法學院法學博士

職業：律師

作為一個在北西雅圖生活超過25年的居民，我自豪地將這個地方稱
為家。現在，我參加西雅圖市議會競選，想要為我的家發聲代言。
我全心全意地為公平、正義和經濟機會展開抗爭，而參加這次競
選，目的是為了修正一種錯誤現象：北部地區在市政廳的代表數量
遠遠不夠。

我在皮瓦拉普保留地（Puyallup Reservation）一個工會家庭長
大，在那裏，我很早就學到了努力工作的價值和社區的重要意義。
在代表低收入者擔任公眾辯護律師以及擔任金郡高級法院法官期
間，我致力於在法律框架下，努力實現公平和正義。 

在為州長Mike Lowry和Gary Locke擔任法律和政策顧問期間，我為
那些級需服務的社區展開倡議，要求給予它們更多經濟機會。作為
認證財務專家，我為西雅圖一家大型法律事務所擔任過律師。期間
在我的協助下規劃建造的有醫院，公園，低收入房屋，還有社區中
心，這些一直在創造著報酬穩定的公共和私企工作職位。 

儘管我的專業成就也是我驕傲感的來源之一，但我更為我的兩個女
兒感到自豪。我在北西雅圖成家立業，在這裏居住超過二十五年，
既是屋主也是租戶。 

這些高效率和熱情的倡議活動使我擁有了一份良好的履歷表，而我
將用它來改善和投資我們的社區：

• 提升住房可負擔性，增加交通出行選擇

• 在北西雅圖創造更多的經濟機會

• 透過強化公共安全和樹立更嚴格的警務問責制來維護社會公正

迄今為止，不管是在個人生活還是在職業生涯中，我都竭力爭取社
會的公正、經濟的平等，以及可以讓我們的家庭欣欣向榮的強健社
區。懇請您為我投票。讓我們共同建造一個每個人都能在生活、工
作和娛樂中大獲成功的北西雅圖。 

我很自豪獲得下列人士和團體的支持：金郡民主黨人、西雅圖時報
（The Seattle Times）、陌生人報紙（The Stranger）、第32號立
法區民主黨人、全國婦女政治黨團、

國際機械師工會第751地方分會、太平洋西北地方木工工會、平權華
盛頓（Equal Rights Washington）組織、參議員John McCoy、參議
員Claudia Kauffman、法官Faith Ireland（華盛頓州最高法院）、
金郡議員Larry Gossett、西雅圖市議員Bruce Harrell、Muckleshoot
印第安部落、史諾誇米部落以及Tulalip部落。

Debora Juarez
 PO Box 22169
Seattle WA 98122 
(425) 442-4943
campaign@deborajuarez.org
www.deborajuarez.org

感謝大家在八月份初選中對我的支持！
我已經在第5號區親自拜訪了一萬多個家庭，和這個地區的鄰居們展
開了無數次談話。我已準備好為大家在市政廳倡議發聲。

我已經在西雅圖地區紮根了四十年。我參加競選，是因為我想為我
的家鄉、為我摯愛的民衆提供最好的一切。我畢業於華盛頓大學，
在白中心（White Center）一個工薪家庭長大。我的母親是墨西哥
裔美國人，四十多歲才從大學畢業；而我的父親在波音公司擔任機
械師。隨著西雅圖不斷地發展變化，我們的政策必須向群體的多樣
化和民衆的辛苦工作展現出尊重。 

第5號區需要一位誠實正直、甘於奉獻的同盟締築者，在展開政府工
作時能以民衆為先。我的履歷表證明，這正是我所做的。我與他人
合創了終止無家可歸委員會，透過去年成功展開的槍支購買者背景
核查動議案減少了槍支暴力；作為一名校區董事，我還參與修建學
校和創辦教育項目；並且為婦女權利和工薪家庭的利益發聲倡議。 

我奉獻的服務為自己在這次競選中贏得了最廣泛的支持：市長Ed 
Murray、州參議員David Frockt、第46區民主黨人、華盛頓教師聯
盟、員警聯盟、平權華盛頓（Equal Rights WA）組織、進步工會服
務行業員工國際工會（SEIU）、聯合食品和商業工人工會（UFCW）、
金郡勞工協會以及北西雅圖各地居民。 

在議會中作為你們的代表，我將利用自己的經驗展開以下工作：

更明智的發展：我們需要建造更多可負擔住房，同時保護我們
與眾不同、活力四射的鄰里區。我們必須將開發聚焦於北門
（Northgate）和湖市（Lake City）市中心等區域，同時協調好建
築密度與公交、就業、教育和服務之間的關係。 

完善的公共安全：我們要預防侵財犯罪，縮短警察回應時間；我們
必須聘雇更多的警員，並確保他們訓練有素，部署得當；

更好的交通：我們必須嚴格監督北西雅圖地區輕軌運行情況，同時
完善通往鄰里區的巴士服務；我們需要在北西雅圖主幹道上增設人
行道，確保市民可以安全地步行去學校、公園和零售店。

針對鄰里區的投資：我將推進130th NE公共海灘等當地重大優先項
目，在Broadview對暴雨雨水展開盡責管理；在東北西雅圖建造該地
區稀缺的公園，在湖市建造一座赋有活力的社區中心。 

齊心協力，我們可以將北西雅圖建設成一個宜居、宜業、宜樂的理
想之地。懇請您投我一票，若能為大家服務，我將不勝榮耀。  

Sandy Brown
 PO Box 75026
Seattle WA 98175 
(206) 382-5552
info@sandy4seattle.com
www.sandy4seatt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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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西雅圖市

第6號議會區

我認為西雅圖可以成為可持續性、可負擔
性以及經濟文化活力的模範。我設想在一座城市中：明智的政策能
夠確保所有家庭都負擔得起在此處生活的費用；孩子們能夠得到良
好的公共教育；不論你的郵政編號是什麼，人人都能在其社區中感
到很安全；並且，每個鄰里區都能提供良好的就業與機會。我很高
興我們有了新的地區系統，並有機會在與您更近的距離展開工作，
確保第6區的每一個聲音都能被聽到。

在2010年加入議會之前，我曾在地方律師事務所擔任了10年的首席
財務官。我的職責就是對一份價值$1,000萬的生意進行預算、財務
申報以及預測的監督。我同時還曾是Sierra環保會的主席，並且連
續十多年熱衷於志願者活動；就任後，我致力於對抗氣候變化並支
持公共交通的發展。   

以下是我所關注的核心問題：

創造就業機會：支援地方聘雇條款，為西雅圖的失業居民提供在公
共工程項目中得到養家薪酬工作的機會。 

保障交通選擇：支援連接不同鄰里區的可靠公共交通系統——包括
利用我作為普捷灣公共交通委員會成員的職稱為普捷灣公共交通第3
規劃努力工作，這項規劃包括巴雷（Ballard）和西西雅圖新幹線。
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將交通作為重中之重、擴展替
代性交通運輸模式，並改善現在的道路狀況。

保護環境：採納一些最嚴苛的全球城市溫室氣體排放目標，引導反
對危險石油列車與殼牌石油（Shell Oil）北極石油鑽探規劃的鬥
爭。

所有人的住房選擇：透過我們的創新性從道路到住房（Road to 
Housing）項目，繼續努力為無家可歸的鄰居們進一步提供得到住房
與服務的機會；引導議會努力徵收新的可負擔住房聯合費用，以確
保長期或低收入居民不會因新的開發專案而搬遷。 

我已經得到了以下機構的認可：第43和46區民主黨，服務事業員工
國際分會第775、第925以及第6地方分會，Sierra環保會以及喀斯開
（Cascade）單車俱樂部。

我相信，如果我們能專注於正確的優先事務，就能打造一座這樣的
城市：人人都有機會取得成功，並得到令西雅圖成為最宜居城市的
一切協助。我希望你們能夠為我投票，讓我成為第6區的代表。

Mike O’Brien
 604 N 45th St
Seattle WA 98103 
(206) 552-0574
mike@obrienforseattle.com
www.obrienforseattle.com

目前，西雅圖日新月異的變化正對我們的
生活、工作和出行方式產生著影響。對很多人來說，這意味著要苦
苦面對生活成本、高昂的房租、上升的暴力犯罪率、更多交通堵塞
和持續的收入差距。 

不需要將鄰里區夷為平地，不需要向每年毀掉我們400個可負擔住房
單元的外來投資者雙手奉上地皮，不需要讓他們賺得盆滿缽溢，我
們可以依靠自己建造更多的可負擔住房。我們可以保證，只要有良
好的開發和建築密度規劃，急需的基建設施也會水到渠成，例如路
況完善的道路、水、電、完善的公交系統、可以步行的安全自行車
道、更整潔的公園和數量充足的學校。對於弱勢群體，我們可以做
得更好。很多屋主已經在苦苦掙扎，但目前的市議會卻反而依賴增
加產業稅徵稅，而不是考慮對開發商收取環境影響費用。

某種意義上而言，可負擔住房是一個收入和交通問題。在創造中等
收入就業機會方面，目前我們的議會不聞不問，毫無作為。房價越
便宜的地方越偏僻，到工作地點的通勤時間也就越長，這既增加了
污染，又提高了市中心的房價。

而且我們的警務人員編制水準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停滯不前。越
來越多的急救電話和心理健康和毒品有關；我們需要在策略、服務
和人員編制方面作出改變，以解決目前的現實困境。

我們要為每個人作出更多貢獻，我們可以做到，我們也必須做到。
同時我相信，只有齊心協力我們才能實現這一點。從瞭解大家的關
切開始，我希望能在市政廳捍衛你們的權益，把西雅圖變成一個對
所有人都更包容、更宜居的城市。

我積極投入到各項社區活動，包括參與公園和操場工程，改善鄰
里區和商業區規劃，在城市紳士化把藝術趕出社區之前保護藝術
場所，並參加社區主導的應急準備和回應訓練，呼籲解決巴雷
（Ballard）雨水花園問題，完善道路和污水排放工程。過去二十
年，我還在十多個社區和全市性組織任職。 

我在社區工作方面有一份良好的履歷表，也希望將此帶到市政廳。

評價：市政聯盟對我評價為“良好”；全美流產權行動聯盟
（NARAL）評價我“贊成自由選擇流產權”（Pro-Choice） 

已獲以下人士的支持：州眾議員Gael Tarleton、州參議員Rosemary 
McAuliffe；西雅圖綠党、宜居巴雷（Livable Ballard）組織；Tom 
Malone、Rob Mattson；租賃住房協會、西雅圖酒店和餐廳協會，還
有很多其他居民。

請瀏覽www.Catherine4District6.com查看更多訊息！

Facebook：www.facebook.com/catherine4district6

Twitter：@CatherineFor6

電話：(206) 372 2033   

傳真：(206) 789-5093

Catherine for District 6

2400 NW 80th #259

Seattle, WA  98117

Catherine Weatbrook
 2400 NW 80th St #259
Seattle WA 98117 
(206) 372-2033
Info@Catherine4District6.com
www.Catherine4District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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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西雅圖市

第7號議會區

Sally Bagshaw的優勢在於，她可以讓觀
點存在分歧的人們摒棄前嫌，一起坐下來解決複雜問題。她致力
於尋找共識。她總是建立聯盟。她的管理建立在自己的勤奮工作
上。Sally總是支持她所相信的，並且堅持把事情做好。

堅定的信念和可靠的能力已為Sally贏得了來自企業老闆、勞工
工會、交通倡議團體、婦女聯盟、民生服務領導以及環保組織
的廣泛支援。支持她的還有數百名熱情的親朋好友。請在www.
SallyBagshaw.com網站查看她所有的支持者名單。

在2010年加入市議會前，Sally曾擔任金郡檢控官Norm Maleng的首
席民事副官。在追逐其法律事業的過程中，Sally養育了兩個兒子，
均送到了岸線（Shoreline）公立學校接受教育。 

對孩子，學校和那些無家可歸者而言，Sally一直是一位具有奉獻精
神的志願者。她和丈夫Brad已經在第7號區的市中心生活了十五年。  

優先項目：

• 交通出行：Sally的目標是減少交通擁堵，方便民衆出行。她清
楚，要滿足小車和卡車駕駛員、路人以及騎車者的需求，就必
須要有一個協調有序的交通網絡。她還支持建造鄰里區綠道，
以在我們的城市建立更安全的街道。

• 公共安全：她主張革新警察局，減少犯罪率，保護公民權利；
她很早就支持執法協助轉移（LEAD）方案，對願意改過自新的
輕微犯人不監禁，而採用其它替代方案。

• 公園：她對選民所通過的議案展開監督和指導，為我們的子孫
後代以及我們自己打造維護良好、經久耐用的公園。

• 教育：從學前教育到技工實習再到學院和大學，Sally傾力支持
著我們的公立學校項目。

• 住房與民生服務：她為我們最容易受創的部分提供保護。她已
經為多部門協同應急服務爭取到了資金，同時她還倡議建立24
小時庇護所。

支持者：市政聯盟對Sally的評價是“傑出”，她還獲得陌生人報紙
（Stranger）和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的支持。支援
Sally的有幾十位地區領導者，包括市長Ed Murray和金郡郡長Dow 
Constantine；有各類團體，包括西雅圖消防員工會、航空機械師工
會、華盛頓環保選民組織、喀斯開（Cascade）單車俱樂部、全國婦
女政治黨團、支持穩健經濟公民聯盟（CASE）、建築和建造貿易協
會以及金郡民主黨人等。更多請查閱www.SallyBagshaw.com。

Sally Bagshaw
 P.O. Box 21171
Seattle WA 98111 
(206) 641-2066
info@sallybagshaw.com
www.sallybagshaw.com

懇請大家為我投上一票，讓我們一起完成
下列這些重要使命。關於市議會：

• 所有協商全部記錄，並在每一次決議投票前向民眾公佈：對幕
後交易說不。

• 市議會定期與各社區進行會議。

• 確保市民和企業有平等的機會在議會前作證。

• 對所有自2014年11月以來通過或否決的法案進行審核。（本屆
市議會在議員自己都還未讀過提案前，就急不可耐地通過了立
法。）

關於交通管理：

• 立即重建Magnolia橋。

• 使公共交通更便捷、更準時，從而減少車流。

• 降低停車費和違章停車罰款。（這兩項並不應該作為市財政來
源。而是應該用來對停車點的使用總時間進行控制，以便讓更
多的人在市中心和鄰里區辦事。）

關於社會服務和稅收：

• 和金郡估稅官一起，對老年人、低收入屋主和殘障人士實行房
產稅部分減免。

• 將稅收負擔轉移給那些能輕鬆應付它們的人群。

• 減少無家可歸者的數量，為這部分群體找到合適的住房，並提
供必需的服務。

• 分散民生服務，使城市各地區都能更方便地享受到這項服務。

• 重新開設鄰里區服務中心，並提供更多相應的服務。重新提供
地方執法官服務。

關於城區規劃：

• 利用公眾意見，對市長的土地使用提案進行審查。

• 對城市村落和運輸線以及日漸龐大的普捷灣公共交通系統進行
綜合審查。

關於執法：

• 繼續推進警務改革，提升警員人數。

• 繼續推進“協助執法轉移處理”（LEAD）方案。

• 發牌給所有自行車。（該措施可以減少無主自行車數量，有助
於展開反贓工作。）

這些僅僅是工作的第一步。將所有這些問題向我反映的是你們-親
愛的選民們。因此我會堅決地處理這些問題。我會和議會及市長構
築共識，達成一致。我的優勢在於，我善於發現問題，提供解決方
案，並付諸實施。市長已經談到，我們要增強Magnolia橋重建工作
的緊迫感。但我的競爭對手 — 一位西雅圖長期居民 — 卻和其他
很多人一樣都在關注海濱區的商業。這些就是我在初選中關注的所
有議題，而且我已經帶來了影響。我希望繼續帶來影響，我希望把
我們的西雅圖變得更美好，因此請大家協助我。協助我的方法，就
是投我一票。謝謝。

Deborah Zech-Artis
 2547 1st Ave West
Seattle WA 98119 
(206) 271-8086
deborahaartis@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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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西雅圖市

第8號議會席位

西雅圖活力十足、文化多元，並且在快速
發展。然而卻動搖了西雅圖本是一個包含性社區，一個理想的宜居
地之特色，讓我們很多鄰居也跟不上發展的步伐。

這次選舉，選的就是領導力，選的就是經驗，選的就是誰有能力付
諸實施。這就是為甚麼有那麼多工會、環保主義者、公交系統倡議
人、民權活動和鄰里區領導者均支持我參加競選。他們瞭解我，他
們知道我會代表你們的利益展開的工作。 

我曾是帶薪病假法的首席談判代表。有了這條法律，員工們得以更
好地照顧自己、照顧家人。我們那個進步委員會通過全國領先的$15
最低薪資標準法案時，擔任主席的正是我；西雅圖實施的一項重要
學前教育計劃獲得了近70％選民的支持，計劃的主要發起人也是
我。我還曾致力於為護士家庭合作計劃提供全額資金，這是一個已
經證實有效的家庭探訪項目，紐約時報將其稱為美國最好的扶貧項
目。 

交通方面，我們規劃了當地地鐵公交服務史上最大的一次擴展，未
來將有效地緩解交通壓力，減少巴士堵塞。我致力於將輕軌路線延
伸至巴雷（Ballard）和西西雅圖。 

2013年，我啟動的一項立法程序吸引了方方面面的建議。各界圍繞
提供更多可負擔住房建言獻策，包括對開放商收取強制性費用，以
及針對可負擔住房制訂強制性條款。我們將可負擔住房的建造位置
選在公交中轉站、輕軌沿線和城中村落等高密度建築區，這些充滿
勇氣的改變提升了住房的可負擔性，也使我們的城市變得更為公平。 

我們採取了更強有力的問責措施，聘雇了更多訓練有素的警員，再
加上一位和我們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優秀局長，我們的警務力量得到
了進一步提升。最近，我們還通過了一條由我發起的法案：徵收槍
支暴力稅，同時強制性要求對遺失或被竊槍支報失。

我熱愛這份工作，我也有能力完成這些工作，協助西雅圖成為一個
更強大、更豐富的城市。作為在這裏養家糊口的終身居民，我希望
能夠為所有的家庭和社區繼續努力。我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的信任和
選票。 

由於我過往展現出具有革新精神的領導力，我的連任也得到各界人
士和團體的大力支持，包括：市長Ed Murray、郡長Dow Constantine、
西雅圖消防員工會第27地方分會、服務行業員工國際工會（SEIU）
第775和第1199分會、金郡勞工協會、華盛頓環保選民組織、喀斯
開（Cascade）單車俱樂部、CASE、國際職業和技術工程師聯盟
（IFPTE）第17地方分會、航空機械師工會第751分會、團結起來
（Unite HERE）協會第8地方分會、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
以及西雅圖各地的鄰里區領導人。市政聯盟給予我“傑出”的最高
評價。 

讓我們齊心協力，共同建立一個傑出的城市。

Tim Burgess
 119 First Avenue South, Suite 320
Seattle WA 98104 
(206) 682-7328
info@ElectTimBurgess.com
www.ElectTimBurgess.com

我參加競選的原因是，我認為，如果我們
的住房成本繼續飛漲，我們將失去從$15最低薪資和帶薪病假立法中
所得到的益處。

在擔任租客聯盟行政主管期間，我令其運作預算加倍，在西雅圖和
全州範圍開設了多間新辦公室，令服務人數增加了三倍，同時推進
了成功的活動，從而拓展租客的權利。這些活動包括：為家庭暴力
倖存者提供更強保護的提案、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可負擔住房補貼、
對抗經濟驅逐行為並與租賃行業商談拓展州法律中對租客的保護。
我將利用自己在議會的職位，提高西雅圖可負擔住房問題的緊迫
性。

以下為我要優先處理的事項：

可靠的警務：我已做好準備，要與新的警察局長合作，共同保障我
們鄰里區的安全。同時，即使在明晰的案件中，我們也仍然聽到大
量關於過分使用暴力以及紀律處分較弱的報告。我們的警察隊伍必
須對警員暴力這樣的情況負責，同時也必須對我們的鄰里區負責。
首先，我們要增強民事督察力度，用更公正的態度對警員執法不當
展開調查，並且全面實施社區警察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

保障可負擔住房：我將強烈主張強令開發商在包含性區域劃分過程
中建造更多的可負擔住房，並要求其繳納最高限額的開發費用，以
令私營企業承擔起實現住房可負擔性的公平份額。市議會對開發商
的態度過於溫和，而我們卻要為此承擔成本。我將成為解決這個問
題的領導，努力推動奧林匹亞地方當局限制房租的瘋漲現象。

以人為本：西雅圖的全新地區選舉是一次基層民主黨人蓬勃發展的
絕佳機會，但是，有太多當選領導人都因為巨額競選捐贈動搖，轉
而與社區利益相抵觸。我承諾拒絕接受任何大開發商的競選捐贈，
以令選民們明白，我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

我曾在西雅圖很多地方生活過：碧近山（Beacon Hill）、
綠林（Greenwood）、Georgetown、韋奇伍德（Wedgewood）以及歌
倫比亞市（Columbia City），目前生活在南西雅圖Brighton鄰里
區。如果你認為我們能夠進一步提升警務工作水準、增強住房的可
負擔性、讓市政府對選民的疾苦有更迅速的反應，那麼，懇請大家
用手中的投票支持我。

支持者：陌生人報紙 （The Stranger）、眾議員Gerry Pollet、第
46、34和32號區民主黨人、金郡年輕民主黨人、服務事業員工國際
工會（SEIU）第925分會、聯合食品和商業工人工會（UFCW）第21分
會、UAW第4121分會、公交乘客聯盟、西雅圖綠黨、Tim Harris以及
Dustin Washington。

Jon Grant
 PO Box 21551
Seattle WA 98111  
electjongrant@gmail.com
www.electjongra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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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號議會席位

作為民權律師和前市長顧問的Lorena 
González，與其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是亞基麻山谷的移民農場工人，
她在8歲那年就掙到了其第一筆薪水。

她終生信奉辛勤工作，對維護公正滿腔熱情，對教育的力量充滿信
仰。這些品質塑造了其積極進取的價值觀，也促成了其為西雅圖人
民的服務。

擔任民權律師工作10餘年，Lorena曾在警員執法不當、克扣薪資以
及性別歧視案件中擔任過女性、年長的工人、低薪工人以及有色人
群的代表。最近，她協力實施了西雅圖歷史性的最低薪資標準 — 
每小時$15，設立了本地人優先聘雇政策，並且對警務工作進行了改
革。

她曾擔任全州最大的移民和民權組織 — OneAmerica（全美一體投
票）的主席，並曾任職於西雅圖警察問責審查小組以及西雅圖道德
操守及選舉委員會。

Lorena將運用其技能和經驗，解決我們的城市正面臨的挑戰。

• 可負擔性危機：Lorena將制訂一套切實可行的規劃，使房租水
準滿足工人、低收入家庭和月光族需求，以此大幅度增加可負
擔住房數量。她將提高公共交通發達地區的密度、降低通勤成
本、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並降低其它生活費用。

• 強大、安全的社區：Lorena將透過對改善警務策略、增加心理
健康方面的資金，並為孩子們提供可協助其保持活力同時又能
遠離傷害的全方位服務，從而鞏固我們鄰里區內的公共安全。

• 處理社會不公：實例證明，Lorena是一位保護弱勢或受到不公
平對待人群的積極倡導者，她將解決性別薪酬公平性問題以及
日益拉大的薪資差距問題，從而確保各行各業的人們都能有追
逐夢想的機會。

• 交通投資：Lorena深知我們需要全方位的綜合性公共交通選
擇：行人安全問題、自行車道、增加巴士服務、擴建輕軌並為
疲憊的上班族提供協助。

• 優秀的公立學校：Lorena對孩子們的茁壯成長滿腔熱情，她將
鞏固與學校之間的關係，確保學生能享受到學前教育、課外項
目、學習輔導、醫療保健和其它服務，同時這些服務都有充足
資金。要打造一個優秀校區，我們一定填補那種教育上的機會
差距。

Lorena獲得以下人士和團體的支持：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陌生人報紙（The Stranger）、郡長Dow Constantine、
市長Ed Murray、金郡民主黨人、五個地區民主黨組織、金郡勞工協
會、西雅圖警務和消防聯盟、Sierra環保會、喀斯開（Cascade）
單車俱樂部、華盛頓全美流產權行動聯盟自由選擇人工流產（NARAL 
Pro-Choice）組織、平權華盛頓（Equal Rights WA）組織、全美一
體投票（OneAmerica Votes）組織以及西雅圖各地進步領導人。

Lorena Gonzalez
 PO Box 23011
Seattle WA 98102 
(206) 486-0108
info@ElectLorenaGonzalez.com
www.ElectLorenaGonzalez.com

西雅圖正在不斷發展、飛速變化。其正
迅速變成一個非常宜居的城市，但前提是您要負擔得起。我和妻子
以及兩個女兒生活在中央地區，我的女兒就讀於西雅圖公立學校。
作為一名商業顧問，同時也是西雅圖鄰里區聯盟主席和社區活動積
極分子，我有十多年組織籌劃和在市政廳為市民利益發聲的經驗。
我已經展現出了領導能力、經驗與眼界，有能力解決我們面臨的問
題。 

讓所有人都從西雅圖的發展和政府工作中受益：

• 向鄰里區賦權，讓其界定自己的發展方式。我們應該共同對發
展與變革進行規劃和設計；其不應該簡簡單單地隨意發生在我
們的生活裏

• 確保以卓越的公共交通、完善的康樂設施和服務，以及有充分
容納能力的鄰里區優秀公立學校來助推發展

• 確保我們的警察為市民提供服務和保護，而劣跡斑斑的警察應
受到追責（#黑人的命也是命！）

• 確保納稅人的錢不但要花得明智，還要公平地花在城市的各個
方面 

• 讓開發本身承擔起其應負擔的費用；同時，對特殊利益集團的
偏袒要劃上一個休止符

• 利用城市資源來建設真正可負擔住房，對象包括家庭和無家可
歸者

• 讓所有居民和被城市官僚機構邊緣化的民衆表達出自己的心聲

我有至關重要的經驗，還有為鄰里區和小企業仗義執言的勇氣：

• 我牽頭展開了關閉小西貢（Little Saigon）一家大商場的行
動，保護了該地區越南社區核心地帶的270多家小企業

• 我挫敗了企圖在市中心天際線宣傳企業商標的幕後交易

• 我組織鄰里區迫使市政府對蝸居房展開有效管理

• 我阻止了開發商企圖將Magnuson公園商業化的不當占地行為

• 協助在民生服務提供者與相關市民之間進行調解，為西雅圖中
央地區提供急需的社會服務

• 協助建立第19號憲章修訂案，促成了市議會的地區選舉，並令
市民得到更好的責任保障

我獲得以下人士和團體的支持：州參議員Maralyn Chase、眾議員
Gerry Pollet和Gael Tarleton；第32、34、43和46號立法區民主
黨人、金郡民主黨人、大都會民主黨俱樂部、西雅圖綠黨；以及包
括Bob Santos、Tandy Williams、David Okimoto、Yusuf Kabdi和
Norman Sigler在內的100多位社區領導者。

是時候了，我們要從特殊利益集團手裏將西雅圖奪回來，同時將我
們的家庭、小企業和鄰里區擺在首位。我將成為你們在市議會的聲
音，而不會以市長、開發商或市中心利益為重。

Bill Bradburd
 2518 S Brandon Court
Seattle WA 98108 
(206) 518-9303
info@billbradburd.com
www.billbradbu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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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華盛頓大學Evans學院，公共管理學碩
士學位；華盛頓大學，社會學學士學位

職業：領導培訓項目經理；婦女基金聯盟

聲明：我從早教教育工作者，到照顧自己年老的祖母，然後到任職非營
利機構的專業人士，不管是哪一種身份，我一直都致力於我的社區，一
直都代表那些弱勢人群發聲。

我認為，我們有責任去確保岸線（Shoreline）市的每個人都能獲得成
功。

我將爭取：1）合理、可持續的發展，能反映目前和未來居民的需求；2
）安全、適於散步的鄰里區，加上可負擔的房屋；3）公共交通方案，
可以協助我們安全、準時地上下班通勤。

不僅如此，我還強烈支持經濟上的平等，還要捍衛所有岸線家庭的利
益。

我很榮幸得到市長Shari Winstead、議員Will Hall、眾議員Ruth 
Kagi、金郡年輕民主黨人、華盛頓全美流產權行動聯盟自由選擇人
工流產組織（NARAL Pro-Choice）、西北計劃生育投票（Planned 
Parenthood Votes）組織、國際航空機械員聯盟以及華盛頓全國婦女政
治黨團等組織的支持。 

Jessica Cafferty
 PO Box 9100
Seattle WA 98109 
(206) 923-9184
info@jessicacafferty.com
www.jessicacafferty.com

 學歷：紐約大學博士；Tufts大學文學碩士；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文學士；
Inglewood醫院急救人員證書

職業：律師，主要處理知識產業權、民權和環境保護。

聲明：作為岸線（Shoreline）規劃委員會主席，我仔細傾聽市民的心
聲，努力把岸線建設成一個優秀的城市。我致力於鄰里區保護、可負擔
住房以及謹慎合理的開發。

我參加市議會競選，是因為我希望岸線社區能保持傑出和優秀。我們應
該首先保護核心服務，將稅率維持在公平合理的水準。

作為一名家長，我理解安全的街道意味著甚麼：建設更多的人行道、路
燈和安全的十字路口。作為前檢控官，我知道擴展警力巡邏和鄰里區守
望計劃的重要性。我致力於環境保護，努力保持普捷灣的清潔。

我很榮幸獲得兩黨和社區的廣泛支持，包括岸線消防員和警員聯合會、
第32號區和金郡民主黨人、環保選民、勞工聯盟、參議員Chase、眾議
員Ryu、Fitzgibbon和Tarleton、警務署署長Urquhart、岸線議會成
員、其他民選官員，以及最重要的—激勵我參選的廣大岸線居民。 

Keith Scully
 16541 8th Ave NE
Shoreline WA 98155 
(206) 446-5491
info@keithscully.org
www.keithscully.org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州立大學心理學理學士

職業：物業經理；岸線（Shoreline）市議員

聲明：岸線自1995年建市以來取得了顯著發展。新一屆議會所作出的關
鍵決策將會決定我們的未來發展方向，尤其是關於Point Wells和輕軌
重新規劃的決策。

上一次進行重新劃區期間，我聽到了社區的呼聲：議會應當盡可能多地
保留鄰里區獨棟房屋。社區方面認為，雖然建築密度增加對開發來說必
不可少，但如果我們要的是合理發展，那麼就必須要保護岸線居民推崇
的鄰里區和優質生活。而從投票記錄來看，我支持在保護鄰里區和未來
發展中取得平衡。

你們需要一位對岸線的願景和你們相符的議員。感謝大家給予我代表岸
線的機會。懇請大家為我投上一票。

支持者：華盛頓全國婦女政治黨團，金郡民主黨人，金郡議員Rod 
Demboski、Ken Noreen和Pearl Noreen，以及前議員Rich Gustafson。

Doris McConnell
 PO Box 60164
Shoreline WA 98160 
(206) 546-9380
dorismccon@comcast.net
www.democracy.com/DorisMcCon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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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岸線（Shoreline）市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西華
盛頓大學文學學士

職業：岸線 (Shoreline) 市議員及金郡公眾辯護律師

聲明：在上一次競選中，我曾呼籲大家幫助岸線繼續發展。從 那時
起，我即透過以下事項全力支援發展地區經濟、保護環境、降低交
通量及推進公平與公共安全：

規劃適於步行的社區，以應對岸線兩個輕軌站所帶來的影響；最大
程度降低對受影響鄰里區的干擾及提高產業價值；支援農夫市場；
引入Trader Joe’s；為人行道及可負擔住房的籌集資金；對抗考慮
不周的Point Wells開發；分析市預算以減少浪費；為長者中心籌集
資金；支援低工資員工享受受薪病假；增加鮭魚棲息地並減少碳排
放。

本人懇請各位繼續提供支援，以保護岸線進行向前發展。

支持者：岸線市長Shari Winstead；岸線議員Chris Eggen、Will 
Hall、Keith McGlashan；州眾議員Ruth Kagi、Luis Moscoso；
司法部長Bob Ferguson；郡長John Urquart；郡議員Rod 
Dembowski、Larry Phillips；西雅圖議員Mike O’Brien；華盛頓
環保選民；NARAL；青年民主黨

Jesse Salomon
 PO Box 55051
Shoreline WA 98155 
(360) 820-0071
Jsalomon10@hotmail.com
www.JesseforShoreline.com

 學歷：西雅圖大學，2009年公共管理碩
士；CJTC，2006年警官證書；塔可瑪大學
精益政府效率證書

職業：酒類管制委員會助理人員；刑事司法培訓委員會指導員

聲明：作為大家的議員，本人將為建立體察民情的政府而努力。本
人將擔任人民代表，而不是人民指揮官。議會決策應使盡可能多的
市民獲益，包括目前市民及子孫後代。本人支持本地企業、經濟發
展、教育，並保留岸線 (Shoreline) 的自然美景家庭社區氛圍。 

岸線市民在街道及家庭中都應享有安全保障。變革及增長帶來更多
公共安全問題，我們必須予以規劃。

我們需要的輕軌方案應能基於最佳原則，並能保證生活質素及環境
保護。我們的發展速度不能超過我們的基礎設施支付能力。議員應
在重新分區風險與學校及市民需求間取得平衡，這些市民努力工作
的目的也是為了提升岸線的生活水平。所有鄰里區需要能夠為其利
益抗爭的議員。

Lorn Richey
 PO Box 55552
Shoreline WA 98155 
(206) 257-1450
lornricheyforshoreline@gmail.com
www.lornricheyforshore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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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斯基科米須（Skykomish）鎮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獲得了艾弗韋（Everett）社區學院
普通同等學歷證書，目前正在參加課程學習

職業：全職家庭主婦；家庭護理助理

聲明：我是Jennifer Childs，懇請大家為我投票，讓我成為你們在
斯基科米須（Skykomish）市的代表。我是你們的鄰居，希望代表你
們在市政廳發聲。我們這個美麗的市鎮坐落在喀斯開（Cascades）
中心一個不起眼的位置。這個地方是我們的家，已整整4年了，我
一直把其喊作家。我認為就算是小市鎮，也有足夠的空間容下新創
意，也可以變得更好。請允許我為大家服務，讓我們的社區產生積
極變化。很多事項都要在市政廳獲取解決，如果能在那裏大聲表達
出大家的訴求，我將感到無比榮幸。如果當選議員，我會傾聽你們
的想法。我想讓我們的城市變得盡可能的好。齊心協力，我們可以
實現這一點。感謝你們花時間考慮，懇請大家為我投票。 

Jennifer M. Childs
 PO Box 204
Skykomish WA 98288 
(206) 819-1384
www.jmchot@gmail.com
  

第3號議會席位

未提呈。

Kevin Weiderstrom
 210 E Railroad Ave
Skykomish WA 9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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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斯基科米須（Skykomish）鎮

第5號議會席位

未提呈。

Henry W. Sladek
 PO Box 147
Skykomish WA 98288 
(425) 293-1937
hsladek@m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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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史諾夸米（Snoqualmie）市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組織行為學博士和碩士（喬治亞州
立大學）；工商管理學學士（俄亥俄大學）

職業：華盛頓大學Foster商學院領導力和策略思維中心主任

聲明：隨著一場長達十年的住房建設熱潮帶來的稅收收入正在縮
減，同時產業稅收入也停滯不前，史諾夸米（Snoqualmie）市必須
要吸引和支持新的稅收來源，同時必須要在費用中建立起問責機
制。我們投資設計了經濟發展和財務管理策略，目的是為居民保持
社區對家庭的關注及其安全且宜居的特色，同時從當地商業、就
業、旅遊業和康樂項目中吸引更多稅收收入。我將全力完善和堅持
這一方針，保持透明度，同時繼續將新生和現有方面的利益統一起
來。我支持Charles Peterson出任第6號席位。

憑藉我在工商和教育領域超過30年的經驗以及循序漸進的民間
領袖任職履歷，我有資格擔任市議會成員。我曾擔任下列職
位：Encompass董事會主席，公園董事會主席和史諾夸米谷基督教男
青年會（YMCA）董事會主席。

我期待著能在這個堅強有力的議會以及公共安全和社區發展理事會
委會連任，同時繼續擔任市議會與公園董事會之間的連絡人。

Chelley Patterson
 34709 SE Carmichael Loop
Snoqualmie WA 98065 
(425) 533-1833
electchelley@outlook.com
www.chelleypatterson.com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曾就讀岸線（Shoreline）社區大學
和西雅圖太平洋大學

職業：管理和金融服務

聲明：對任何組織而言，最大的挑戰都在於怎樣厘清輕重緩急。作
為議會成員，我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是發展經濟、提升政府的誠信度
和透明度，以及保護史諾夸米（Snoqualmie）的文化和環境。對於
這三項工作，市政府在本身運行中必須始終做到量入為出。最大的
挑戰在於，要採取正確的策略，用尊重納稅人的方式來履行政府的
預算義務。本市在很多方面都必須做得更好，經濟發展是其中之
一。經濟發展可以鞏固稅收基礎，即便是在最艱難的條件下，依然
可以帶來更多的穩定性。此外，透過促進當地商業和服務業，經濟
發展還可以提高市民的生活品質。Brad一家成為史諾夸米居民已經
快有13個年。他曾帶領來自財富500強公司的團隊；而後，他一直擔
任小企業業主。要瞭解更多資訊，請在brad forsnoqualmie.com網站
查詢。

Brad Toft
 7209 Laurel Avenue SE
Snoqualmie WA 98065 
(425) 444-3177
brad@bradtoft.com
www.bradforsnoqualm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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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史諾夸米（Snoqualmie）市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景山（Mt. Si）高中；愛迪生
（Edison）職業技術學校

職業：已退休

聲明：很榮幸能為史諾誇米（Snoqualmie）服務。懇請大家為我投
上一票，讓我繼續堅定不移、盡心盡責地擔任你們的代表。這個活
力四射的城市由獨特的鄰里區組成，我們要讓它保持着是一個安居
樂業、成家立室的理想之地。

四年前，我告訴大家：“我致力於執行一種能夠滿足服務需求的謹
慎財政政策。”如今，市政府的財政情況非常理想。

我在兩個委員會任職：一是公共安全委員會：我們的消防和警務部
門為市民提供了高品質服務。我將繼續確保他們擁有所需的資源。
二是公園和公共事務委員會：我們開放了Jeanne Hansen公園，又增
建了一塊場地和其它康樂設施。我們為Fisher Creek和Dogwood公園
購置了新設施。現在我們打算再建造一個滑板公園。我們的公用事
業系統正在進行大規模更新換代，但屋主的平均費率依然低於周邊
七個城市。 

Charles S. Peterson
 PO Box 98
Snoqualmie WA 98065 
(425) 888-0773
www.charles4council.com

 學歷：聖瑪麗學院文學士；美國陸軍：國
防部語言學院，軍事警員，軍事情報部隊。

職業：史諾夸米（Snoqualmie）市規劃專員；商業和社區發展經理

聲明：我和太太以及三個孩子很感激能在這個傑出的城市裏和你們
一起生活、工作、禮拜和玩樂。經過多年史無前例的發展以及超過
3000萬元的投資總額，市中心的建設勢頭最終開始減弱。  

現在，我們要把這些成就進一步發揚光大，確保有足夠的資源來維
持那些專案。我們的很多“新”路是接近二十年前鋪設的。諷刺的
是，多年來遭到忽視的是老城區基建設，我們開發的卻是市中心。
建設新專案的同時，我會積極尋求你們的投入和參與，確保我們在
發展和可持續中得到平衡。 

我對我們社區的公民健康事務充滿熱情，迫不及待想要和你們一起
展開工作。請投我一票，確保你們的意見可以指引本市的開發！ 

支持者：民主黨人，共和黨人，當地和州領導，包括州眾議員Jay 
Rodne；並且支持史諾夸米河濱項目和新的I-90/SR-18交通樞紐項
目。

Joe Larson
 7030 Fairway Ave SE
Snoqualmie WA 98065 
(206) 510-8034
GoJoe4Council@gmail.com
www.GoJoe4Counc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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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西塔（SeaTac）市

第1號議會席位

學歷：工商管理（主修電子商務）；熟練機械
師；職業技術輔導師證書；認證專員

職業：已退休的波音製造工程師、系統分析師以及 電腦程式設計員

聲明：為恢復經濟責任和道德，我決定重返西塔（SeaTac）議會。在市議
會任職期間，我反對加稅。自我離職以後，本屆議會多數議員同意增加支
出、提高產業稅，還徵收一項6%的公用事業稅。目前，他們正計劃對七個
水務和污水排放區徵收特許經營費。除非我們明年換掉兩位現任議員，扭
轉不利局面，否則的話被這種增稅行為傷害的就是我們的居民。

經歷了上一次議員任期，我對西塔市的運轉方式熟稔於心。所以我知道，
就算把稅率降下來，我們也有能力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

很多年來西塔市民都希望本市變得更公開更透明，現任議會多數議員卻堅
持開著他們的秘密會議。我支持光明正大的議會，同時我們需要採納一套
城市道德標準。

我有經驗來實施這些必要的改變，我也渴望再次為大家服務。我懇請大家
投我一票，助我重返市議會。

Rick Forschler
 PO Box 68208
SeaTac WA 98168 
(206) 419-5170
ccp2seatac@forschler.org
www.forschler.org/campaign/

 學歷：華甘 (Whatcom) 郡社區學院；華盛頓
州立大學

職業：IT經理；數字通訊主席

聲明：多年來我在西塔（SeaTac）一直聽到政客們爭吵不休，我算是受夠
了！我們出生到死都在掏錢交稅，而市議會卻對我們納稅人不聞不問。我
現在要做的事情是將城市交還予市民。

目前議會中大部分決策者根本沒有經過獨立思考或公開討論，“橡皮圖
章”往紙上一敲就把議案給通過了。現在，讓我們和這幫人說再見。公
開透明、問責機制健全、對財政負責、無黨派偏見 — 這樣的議會才配代
表全體市民。議會成員的影響力有限，但如果議會中大多數都是一套全新
班子，大家一心一意完善本城市，我們就能取得成功。對西塔的其他候選
人，你們要謹慎考慮再做投票決定。把城市的發言權還給人民，我們要讓
市民回到他們的政府。另外，我們還需要建立一套城市道德規範！

作為一名候選人，我首先關注社區。要想把那些不負責任的現任議員、職
業政客和其支持的人統統換掉，我們仍需做很多工作。

Craig Baker
 3734 S 164th Street
SeaTac WA 98188 
(206) 552-0086
craig@craigcbaker.com
www.craigcbaker.com

第3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表爾威（Bellevue）社區
學院，網絡服務及電腦系統副學士

職業：系統工程師

聲明：我定居普捷灣地區已逾25年，作為西塔（SeaTac）市的屋主，我深
感自豪。我關注著西塔的發展，希望將其建設成一個全體居民的安全、宜
居之城。在鄰居們的鼓勵之下，我決定競選西塔市議員。

作為一個如假包換的無黨派人士，我獲得來自兩黨的當地企業、街坊鄰居
和社區領導的支持。我認為，我們要使當地事務免受外界影響和特殊利益
集團的干擾，要保持本身獨立性。

我會傾聽大家的心聲，努力打造一個透明、可靠、親民和負責的地方政
府。我將在以下方面為你們謀利：提升安全度、減少犯罪率、增加社區參
與度、完善基建設施、刺激就業以及實施城市道德規範。

如果能成為大家的代表，我將深感榮幸。我會以滿腔熱情和奉獻精神為你
們服務，使西塔走上一條卓越之路！

Peter Kwon
 4455 S 164th St
SeaTac WA 98188 
(206) 498-1919
peterseatac@gmail.com
www.peterkwon.com

 學歷：語言學碩士；教育學學士（教育榮譽學
會成員）
職業：華盛頓布萊恩（Burien）市，律師助理
聲明：西塔（SeaTac）市萬事俱備，只欠一個新議員。
Sally Andrews獲得德高望重的社區領導和數千名鄰居的支持。
西塔當地人、國會議員Adam Smith說：“Sally強大的領導能力將能夠很好
地服務西塔。”
金郡議員Dave Upthegrove說：“Sally兢兢業業、能力出眾、甘於奉
獻。” 
作為律師助理，Sally擁有法律和政策兩方面的專業知識：
“我們的城市需要為市民提供更多交通出行選擇和集會地點。我將為完善
公共交通奔走呼籲，修建更多人行道，完成小徑擴建工作。”
Sally接受的教育工作訓練使她在居民面前展現出一個鏗鏘有力、令人尊重
的發言人形象：
“Bow Lake、McMicken、Riverton Heights和Angle Lake，每一個社區我
都登門拜訪過。他們都一致同意。強化警力巡邏，強化遵紀守法意識，再
加上一個從善如流的市政廳，我們就能建設一個充滿信任的和諧社區。”
Sally的志願服務造福社區：
“為殷善之家（Hospitality House）—我們當地的婦女庇護所，以及高
線食品派發中心提供的服務是我自我身份的一部分。現在，我希望為大家
服務。”
為了西塔，請投Sally一票！

Sally Andrews
 PO Box 297
Seattle WA 98062 
(206) 388-2899
sally@sallyforseatac.com
www.sallyforseat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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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西塔（SeaTac）市

第5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學士，堪薩斯大學
（KU）法律學位和工商管理碩士

職業：14年一般執業律師經驗，目前就職於諾曼第公園（Normandy 
Park）

聲明：作為長期的西塔（SeaTac）居民和前西塔市議員，我非常關
心城市的發展方向。今年西塔市將徵集超過3600萬稅款，我的對手
投票支持將公共事業稅上漲6％。無法控制預算且稅款福利不能惠及
居民。

我的對手支持杜絕公眾參與議會委員會會議，包括企圖提高徵稅的
預算委員會會議。

你們應當擁有一個開誠佈公的市議會，其理解市政廳的決策對我們
生活的影響。作為一名律師、小企業業主、丈夫和父親，我對此十
分瞭解，並承諾確保理性使用你們所繳納的稅款，且將其用於改善
你們的鄰里區。 

我希望你們能夠為我投票，因為我是市政廳最能代表你們訴求的人
選。

Michael Siefkes
 16626 51st Avenue S
SeaTac WA 98188 
(206) 276-8754
mike@fi xseatac.com
www.fi xseatac.com

學歷：肯特默里迪恩（Kent Meridian）高
中，奧林匹克學院及中央華盛頓州立大學

職業：房地產經紀

聲明：能在過去4年代表大家擔任西塔（SeaTac）市議員是我的榮
幸；如果今年能再次得到你們的垂青，我將深感榮耀。

Dave已經以他辛勤的工作和優秀的品質為我們社區服務了20多個年
頭。Dave將他在海軍陸戰隊和自己公司培養出的信念、技能和紀律
帶到了市議員的職位上。他在社區擔任Tyee家長教師學生協會主
席，並且還是高線（Highline）學校基金會和基督教男青年會董事
會前成員，以及扶輪社前主席。在他任職期間期間，我們的孩子取
得了成功，這證明了他的奉獻精神。

Dave注重的是工作成果，而不是政治權術，他為議會帶來了領導力
和平衡力。他大力呼籲遵紀守法，創造出了一個更清廉、更健康、
更安全的家庭和社區環境。為了創造優秀的工作機會，他積極投身
於社區的新開發中。懇請大家為Dave投上一票。

Dave Bush
 3315 S 191st St
SeaTac WA 98188 
    

第7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理學士；堪薩斯
（Kansas）大學文學碩士

職業：語言治療師

聲明：政府屬於人民。民選領導既是公僕，本著這種精神，我懇請
大家投我一票。

在我們的議會，信任已經崩塌，議員對責任、民事和我們的社區熟
視無睹。本屆議會，大部分議員對市民的呼聲都充耳不聞，秘密地
作出決策，而將選民的利益和需求全拋在腦後，操心的都是一些和
議員工作無關的外來事務。你們需要更好的領導。

我是一名公僕領導，對人民的疾苦心有戚戚，致力於為本市帶來安
康。我將努力重建安全、宜居的鄰里區，並使議會恢復其能力、公
信力和透明度。我將嚴格審查政府支出，厲行節省，杜絕浪費。我
將用真誠的合作和公開的對話取代那種橡皮圖章似的治理方法。作
為一個26年的當地居民和屋主，我渴望透過公平和專注的領導為我
的社區服務。我需要你們的選票，使我們的城市重獲一屆開明、正
直的議會。

Erin A. Sitterley
 100 Andover Park W Ste 150 PMB 316
Tukwila WA 98188 
(253) 350-0758
erin@erinsitterley.com
www.erinsitterley.com

 學歷：學士，華盛頓大學；文科副學士，
高線（Highline）學院

職業：州議員；公共政策倡導人

聲明：Mia Gregerson議員是一位深受本市愛戴、屢獲大獎的領
袖。其體察民情、傾聽民意、勤懇務實的執政作風為市民帶來切實
的效果。

身為本市市長，Mia曾與普捷灣公共交通商討將輕軌線延長至South 
200th。此外，在市政車位擴建、迪茂伊（Des Moines）鐵路接駁
線以及舊區重建等方面也作了不少貢獻。

Mia不遺餘力倡導公共政策，積極落實市政法案，並擔任市政廳社
區大使。其中，社區衛生、清潔、安全更是執政要務。

作為國家級議員代表，Mia為我市爭取了全國僅十四項的美國精明
增長協會資金之一，為我市輕軌站沿線社區提供技術援助。

“我家族四代人均定居於西塔（Sea Tac）市。作為世代定居的市
民，我的熱情源於我對我們社區的熱愛。能藉著公共服務表達這份
熱愛，我感到無上光榮。”

Mia Su-Ling Gregerson
 PO Box 297
Seahurst WA 98062 
(206) 795-1950
PeopleForMia@gmail.com
www.MiaGreger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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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塔奇拉（Tukwila）市

市長

 學歷：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文學士
職業：金郡自然資源委員會，水質規劃員和
第三專案經理
聲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利用自己的經驗和對塔奇拉（Tukwila）的
熱情來創造出一個繁榮的未來，一個讓每名居民都能產生歸屬感的未
來。我們塔奇拉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和經濟資源，可以確保成為一個
具有強烈集體歸屬感的地區龍頭。齊心協力，我們可以實現這一切。
我在塔奇拉議會服務民眾的已超過11年。在此期間，我在保護稅款的
同時，努力協助每一位居民獲得成功的機會。作為預算主席，我制訂
了在財務方面高度負責的預算，其中對公共安全領域的投入超過40萬
元，同時對鄰里區也提供了資金支持。此外，預算還包括公園擴展計
劃。
我的願景包括：
*強化社區治安；
*高品質地開發塔奇拉國際林蔭大道（International Boulevard）；
*強化交通選擇，尤其是人行道。
請為我投票。 
支持者：第11區民主黨人，機械師工會，前郡議員Julia Patterson，
郡議員Dave Upthegrove，參議員Bob Hasegawa，眾議員Zack 
Hudgins，眾議員Steve Bergquist以及許多其他人士。

De’Sean Quinn
 P.O. Box 58822
Tukwila WA 98168 
(206) 331-5939
deseanquinn4mayor@gmail.com
www.electdeseanquinn.com

 學歷：鳳凰城大學工商管理碩士；電腦資訊
系統理學士；刑事司法應用科學副學士

職業：私營企業技術顧問，資深項目經理，美國空軍退役軍人

聲明：Allan Ekberg畢業於Foster學院，擔任了15年的塔奇拉
（Tukwila）市議會成員，終生在此生活，他全心全意致力為塔奇拉和
這裏的居民服務。他將以滿腔的熱情來領導市政府，把居民放在首要
位置，確保我們才是特殊的利益集團。

Allan致力於下列塔奇拉優先項目：提升對鄰里區的關注度；改善公共
安全；推動市政府關注客戶服務；透過和學校合作來扶持教育；明智
地對資源加以管理。

Allan將積極動員社區成員解決關係到其切身利益的問題。他從事社區
服務達到25年，包括曾領導一次挽救居民鄰里區的市民活動，此外還
在塔奇拉規劃委員會工作了7年。

Allan擁有30年的私營企業資深管理經驗，曾負責數百萬元的專案，他
有技能、有能力來領導這座城市。

他並不是只對地方利益負責的職業官僚，也不想要高官厚祿。他是我
們中的一員。一切為了塔奇拉。

請投當地人一票，請投Ekberg一票。

Allan Ekberg
 4920 S 161st St
Tukwila WA 98188 
(206) 241-6904
allanekberg@gmail.com
www.ekbergformayor.com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西華盛頓州立大學理學士

職業：社區志願者；市議員

聲明：很榮幸自2008年以來擔任塔奇拉（Tukwila）市議員。我的工作
側重點包括：降低居住區犯罪率、提升安全性；建造人行道、修繕道
路；強化執法；在鄰里區培養社區意識。我既有經驗，也與當地、郡
和州領導人有緊密的連絡。我可以為塔奇拉在關鍵的地區性議題上發
聲倡議，例如交通和經濟發展議題。

我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擔任街頭巷尾守望計劃隊長，並是社區和學校的
志願者。在市議會，我針對很多難題提供了理智的解決方案；對你們
辛苦掙來的稅款，我努力發揮它們的最大作用。我的首要任務一直都
是提高生活水準，在社區需求和企業需求中找到平衡，以此保持我們
城市的強大競爭力。懇請大家投票支持，讓我繼續展開這項重要工
作。

Kathy Hougardy
 14950 57th Ave South
Tukwila WA 98168 
(206) 818-0510
kathyfortukwila@gmail.com
www.kathyfortukwi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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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塔奇拉（Tukwila）市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和經濟學學
士

職業：波音公司經理（已退休）；在塔奇拉（Tukwila）市議會服務
（20年）

聲明：目標：提供優質的警員、消防和救助服務；保護我們的鄰里區；
繼續降低犯罪率，縮小貧民區；確保長遠、平衡的市預算。

經歷：結婚43年，其中40年住在位於塔奇拉的家中。Karen和我將兩個
孩子撫養長大，現在有四個寵愛的孫子孫女。我曾在美國空軍為國家服
務。

承諾：感謝大家過去對我的信任。如果能再次當選，我承諾會將經驗、
熱情、努力和有主見的聲音帶入到我的議員工作中。成為一名你們能夠
為之驕傲的議員，這是我整個的追求目標。

Dennis Robertson
 16038 48th Avenue South
 Tukwila WA 98188

(206) 242-6373
dennisfortukwila@gmail.com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地理學没，教育學士；
廣泛修讀以下專業：建築學、園林學、城市
規劃學和藝術

職業：西雅圖教師（退休），企業業主，管道工工會，各類工程工作經
驗

聲明：我從小在塔奇拉（Tukwila）的鄉村地區長大。我小時就已被灌
輸志願工作的職責，這種職責感也成為了我現在的一部分。我的活動意
識很強，曾經任職的一個委員會使Foster高爾夫球場免遭商業開發，還
協助成立了塔拉奇歷史協會。   

塔奇拉的城市問題愈演愈烈，現任這位議員（上任之初還有道德違規記
錄）又拿出過甚麼樣的措施來應對呢？選出稱職人選擔任議會第6號席
位，這是你們改變現狀的唯一機會。  

塔奇拉城市議會需要作出改變。目前，本市入宅犯罪現象猖獗，可負擔
住宅依然一幢難求，而我們城市設施的評估價值必須要滿足未來需求。

在西雅圖從事教學工作期間，我瞭解了各式各樣的文化；如果能有機會
代表整個塔奇拉，我會好好運用這些知識。

如果你們信任我的能力，我深表感激和尊重。

請投選Tyson為塔奇拉市議員。

Charles Richard 
(Dick) Tyson
 5617 S. 149th Street
Tukwila WA 98168 
(206) 790-9444
uwcharliet@yahoo.com

 學歷：工商管理碩士，工程/科技管理；通訊
學文學士；專業項目管理（PMP）證書

職業：資訊科技項目經理

聲明：過去四年有幸在塔奇拉（Tukwila）市議會為大家服務，我深表
感謝。如果當選，我承諾將繼續以誠實、敬業和直覺決斷力為大家服
務。

目前，我擔任市議會和游泳池都市公園區委員會的主席，為大家謀取福
利。在地區和國家層面上，我同樣代表你們擔任領導職位。

我主張建設一個親民負責的政府。尊重每一位納稅人，為每個人提供高
水準服務，並精打細算地使用每一分稅款。我主張透過鄰里區團體、老
年人、學生、退伍軍人和企業的積極參與來建設社區。我會根據社區的
意見反應做出決策，同時保證民眾的知情權，這是我的首要承諾。作為
你們的代表，我會在兩個方面加以考慮：哪些是生活在塔奇拉的民衆希
望得到？哪些是對我們有重要意義的？ 

我將繼續為孩子、老年人以及大家的利益大聲疾呼。 

請為塔拉奇市議會第6號席位競選中再次投Kate Kruller一票。

Kate Kruller
 PO Box 69534
Tukwila WA 98168 
(206) 853-9330
Kate@Kate4tukwila.com
www.Kate4Tukwi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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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伍德迪威爾（Woodinville）市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土木工程碩士。俄勒岡
州州立大學土木工程學士

職業：公共事工副部長

聲明：在市議會任職的過去四年中，我曾參與伍德迪威爾
（Woodinville）市的多個重要項目：在好萊塢（Hollywood）區的
伍德迪威爾村，在市中心的伍德溪村和在舊伍德迪威爾校舍。我對
所有這些倡議感到無比自豪，並預祝它們都大獲成功。

作為議員，我的目標是為居民提供購物和餐飲的舒適選擇時，將伍
德迪威爾發展為商業繁榮之地。我們居住在一個美好的社區中，發
展勢不可擋。對議會的英明領導可使伍德迪威爾朝着我們期望的方
向發展。我們保護現有鄰里區的特色時，市中心和旅遊區可同時實
現繁榮。

讓我們攜手保護創造伍德迪威爾美好景象之物，並努力使其變成更
美好的城市。

Les Rubstello
 19812 163rd Ave NE
Woodinville WA 98072 
(206) 790-2496
rubstellocampaign@gmail.com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費城Drexel大學，圖像設計理學士

職業：軟體開發員，小學助教

聲明：我立志協助伍德迪威爾（Woodinville）市成為民衆交往、用
餐、購物、遊樂和慶祝的偏好之地，因此我參加市議員競選。

我堅定地相信，優秀的城市是由家庭、企業和民眾彼此相連而組
成，大家都希望將本市變成自己紮根的終點站。

伍德迪威爾的歷史值得分享，其未來值得我們去投資。我對於我們
迄今取得的成就充滿敬意；對於我們的未來前景，我已經迫不及
待。我們目前的領導正在努力規劃伍德迪威爾今後幾年的發展。我
可以想像出那個赋有活力的伍德迪威爾市中心會是怎樣一副面貌：
企業成功，居民可以採購到任何生活必用品，社區人民的歡聚活動
貫穿全年……總而言之，一個資源豐富的城市。

我希望能獲得大家的信任。

Elaine Cook
 14701 NE 177th St
Woodinville WA 98072 
(610) 410-7602
elainecook@outl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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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伍德迪威爾（Woodinville）市

第6號議會席位

學歷：特色行業認證和訓練

職業：一家金融機構的商業連絡部副總裁

聲明：我在伍德迪威爾（Woodinville）已生活了15年。當時，這
個注重家庭的社區有廣受讚譽的學校，有開放的綠地，還有安全的
鄰里區，我被這些因素所吸引，選擇在這個地方將我的女兒撫養成
人。這種集體榮譽感深深紮根於我們共同的價值觀中，那也是伍德
迪威爾的標誌。如果能當選下一任市議員，我將致力打造一個朝氣
蓬勃、安全穩定、欣欣向榮的社區，不管是對居民、企業還是遊
客，它都會張開熱情的雙臂；我會以負責的態度管理你們繳納的稅
款，推動創意性的方案來處理交通和增長問題，從而維護我們城市
的小城鎮氣息。作為金融專業人士，我擁有必要的行政領導經驗。
我會將財務問責、透明度和協作的重要性發揚光大。我支持為了子
孫後代的歡愉而保護我們的環境、自然場所和歷史建築。如果能得
到你們的投票成為市議會成員，我將深感榮幸。 

Deanna Arnold-Frady
 16780 128th Pl NE
Woodinville WA 98072 
(206) 295-9177
Deanna.ArnoldFrady@gmail.com
  

 學歷：工商管理碩士；工業工程理學士

職業：波音公司飛機研發項目品質工程師

聲明：很榮幸能夠自2007年以來為伍德迪威爾（Woodinville）市服
務，目前我擔任你們的規劃委員會專員，過去曾是應急準備委員會
專員。從1996年開始，我就在伍德迪威爾成家立業，並為本市提供
志願服務，我清楚對這座城市的居民來說甚麼才是重要的東西。這
種經歷，加上身為一名工程師的直覺和對細節的關注，使我有資格
成為你們的下一任市議會成員。  

目前，伍德迪威爾正在實行高水準城市工作人員的過渡，而透過這
次選舉，還將重新分配議會席位。透過平衡各個必要項目的預算，
我將推動城市繼續向前發展。我支持保護鄰里區特色，改善道路，
建設安全走道，尤其是學校附近的安全走道。透過擴大必要的公共
服務，鼓勵創業，繼續為家庭提供安全且健康的鄰里區，我們要將
伍德迪威爾過去幾年達成的成就發揚光大。

我想請各位為我投上一票，使伍德迪威爾成為一個安居樂業的理想
之所。

Al Taylor
 18619 168th Ave NE
Woodinville WA 98072 
(206) 383-6714
altaylor98072@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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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耶魯角（Yarrow Point）鎮

第2號議會席位

 學歷：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理學士；史丹佛
大學生物化學博士

職業：生物技術顧問

聲明：我在耶魯角（Yarrow Point）鎮已經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喜
歡和太太Carole在鄰里區散步，或者和其他居民一起閒聊。我從
2008年開始擔任鎮議會成員，在保護、改善本鎮自然美景和宜居度
方面貢獻了一定的力量，對此我深表榮幸。92nd Ave NE的道路工程
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啟動，我支持鎮長和鎮議會目前為完成這項工
程以及地下公共設施建設所做的努力。目前我擔任臨時鎮長、本鎮
在華盛頓湖/柏河/史曼米須流域（WRIA8）鮭魚複育委員會的代表、
以及太平洋科技中心科學和教育顧問。如果能當選，我熱切盼望着
去應對我們鎮面臨的挑戰，並且我要為耶魯角全體人民服務。

Carl Scandella
 4404 91st Ave NE
Yarrow Point WA 98004 
(425) 646-9426
scandella@aol.com
www.linkedin.com/in/carlscandella

第4號議會席位

 學歷：維門（Whitman）學院文學士；麻省
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碩士

職業：退休

聲明：作為一個社區，耶魯角（Yarrow Point）鎮的存在時間已經
超過了125年。儘管當時西雅圖和東區飛速發展，耶魯角鎮依然保持
著自己最初的角色定位 — 一個安詳的避風港。 

作為耶魯角鎮鎮議會現任成員，我支持這樣的決策：以尊重的態度
對待全體市民，保持本鎮安寧的特色，透過開發耶魯角公園、步行
道以及逐步搬移地下公用電纜來改善本鎮的自然環境，並希望藉此
能夠繼續為這個社區服務。

Andrew Valaas
 4439 94th Ave NE
Yarrow Point WA 98004 
(425) 454-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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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耶魯角（Yarrow Point）鎮

Council Position No. 5

學歷：1990年史丹佛大學價值、科技、科
學與社會學學士

職業：企業家和公務員

聲明：我叫Steve Bush，住在耶魯角（Yarrow Point）。我曾與
人合辦了一家科技公司-----純網路（Pure Networks），在它獲
得成功出售之後，在2010年五月我們舉家搬往耶魯角。我和妻子
Christine Chang帶著兩個女兒和寵物Golden Retriever住在耶魯
角之克尼德山（Clyde Hill）和科克蘭（Kirkland）的交叉處。在
2013年，我決定離開職場，將時間、精力和資源投入對家庭和社區
具有影響性的項目當中。

我希望能成為第5號職位中鎮議會的一員，為耶魯角鎮服務。如果成
為鎮議會的一員，我將會設法努力保護耶魯角生活的生活特色和品
質，同時也會改善其基礎設施和各項服務。 

懇請您為我投票。 

Steve Bush
 9436 Points Drive NE
Yarrow Point WA 98004 
(425) 922-2096
stevebu@bushchang.com
www.steve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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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第1號西雅圖校區

第1號董事區

 學歷：電子工程學副學士；多個技術證書  

職業：國際商務機器公司（IBM）技術顧問

聲明：我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作為一個學生、一個家長和一個倡議
者，我對西雅圖公立學校有超過35年的綜合經驗。我參加競選的原
因不僅僅在於自己的根基和孩子，還在於我的一種認識：優質的教
育是一項基本權利。

如果我當選，我將對學生的教育成果負責，對我們的政策有意義地
展開監督，確保本校區遵循所有市、州和聯邦法律。

我有很多變革想法，以下僅僅是一小部分：

為學習能力存在缺陷的學生提升教育成果

西雅圖公立學校大約5,000名學生發現存在某種形式的閱讀障礙症，
而未被發現但存在此類症狀的學生據估也達到5,000 人。我們需要
採用科學的方法應對教育中的這些挑戰，這一點至關重要。今年年
初，我向校區提交了一份專業發展提議，其來自於文化教育領域一
位著名的國家健康指數（NHI）研究者。 

降低需要董事會核准的金額
目前本區雇員在未經董事會核准的情況下最高可支出$249,000，我
將把總額降至$20,000。

廢除“律師－當事人特權”
目前，本校區以“律師－當事人特權”為擋箭牌，阻止公眾瞭解校
區的各種問題，並把那些真正想要跟進子女教育的家長搞得一頭霧
水。對此我建議董事會應採取一條政策，要求本區法律部門在援
引“律師－當事人特權”時須先征得董事會批准。

降低中央行政成本
一旦當選，我將對本校區所有838多個中央行政職位展開審查，然後
和董事會及總監一起將不必要的行政支出資金重新分配給課堂。

我已經準備好展開必需的工作，為所有學生帶來公平、有意義且根
基穩固的教育；要實現這一點，我需要的不但是大家的選票，還有
你們在未來4年的支持。

Michael Christophersen
 621 NW 114th Pl
Seattle WA 98177 
(206) 556-4380
sld.advocate.seattle@gmail.com
  

 學歷：教育碩士，教育領導與政策研究
（ABT）；華盛頓大學數學科學理學士

職業：工程學院，多元化與共處辦公室的助理主管；美國印第安研
究學講師

聲明：我畢業於華盛頓州中央地區的一所公立學校。我在華盛頓大
學獲得理學士學位後，在獲得現在的職位之前，我在一所社區學院
教數學，參與同儕互教計劃，管理大學前工程科項目，擔任大學招
生入學顧問，現在擔任華盛頓大學少數民族學者工程項目的主管和
美國印第安研究學講師。在我的一生中，教育激發出個人最美好的
一面。

在當今科技型社會的發展中，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STEM）技
能是我們必不可少的。我將應用我強大的STEM技能，以及我在不同
社區裏的工作經驗，讓學生們不會落後。教師們應該傳授學生學習
方式，而不是讓他們死記硬背，以應對高風險考試。每個學生都有
各自的能力，不應該只依靠單純的考試來衡量他們。

這些被忽視和未獲充分關照的學生們的成績也應該被視為學校的一
個真實的衡量標準。我們發現，西雅圖公共學校減少或撤除了那些
針對被忽視或未獲充分關照的社區等計劃。這不應該是一個預算問
題，而應該是一個優先考慮問題。

我的孩子就讀於西雅圖學校，我和妻子一直要求西雅圖公立學校對
學生負責。在校董會會議，社區會議以及校內集會上，我們都發表
自己的觀點。我在數學課上做過義工。當別人都放棄的時候，我們
依然大聲表達自己的觀點。社區往往在里程碑式重大事件遠去之時
才會顯出其存在，這讓公眾感覺到被剝奪了權利。我們需要透明度 
－ 社區民眾的心聲非常重要。我的父親曾是工會主席，像他一樣我
也知道在實現共同目標的過程中傾聽是極其重要的。  

衷心感謝您的投票。

請在網站上查詢更多相關資訊和支持者。

Scott S. Pinkham
 11015 15th Ave NE
Seattle WA 98125 
(206) 854-2022
nimiipu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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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第1號西雅圖校區

第2號董事區

 學歷：芝加哥伊利諾（Illionois）大學職
業治療學理學士（1996年）

職業：在家家長；職業治療師；Hands and Voices組織華盛頓分部
秘書

聲明：西雅圖公立學校（SPS）和我利益攸關，因為我的孩子們在這
個學校系統上學。我和丈夫Brendan的兩個孩子都是聾啞兒童，一個
讀學前班，另一個讀幼稚園。我關心學校事務，定期參加董事會會
議。我從事職業治療工作已有15年。我在各種董事會和委員會中任
職，例如西雅圖支持殘障人士委員會。

-當我的大兒子入學時，我發現很有必要為耳聾和聽力障礙（DHH）
人群完善相關的計劃。在我的協助下，大家聚到一起商討DHH計劃事
宜。目前，這個項目正在開始改革。西雅圖公立學校聘請了一位新
總監，並正在改變計劃的規劃。

-我們必須彌補殘障學生、有色人種學生和健全學生以及白人學生之
間的教育差距。

-很多校區都透過大型學校來提升學生容納能力，但決不能像以下幾
所學校那樣，連孩子們的操場都賣掉了：Thornton Creek、Wilson 
Pacific和Loyal Heights等學校。

-我們的孩子們需要更多的午餐和休息時間。休息可以為學生“充
電”，繼而提高其在課堂上的專注力。休息有助於在體育活動和久
坐活動中取得平衡，學生也需要活動的空間。

家長Elizabeth Tsukimura說：“Laura有可靠的領導力；過去一年
她參與了校董事會和西雅圖公立學校的活動，為西雅圖公立學校特
殊教育部門帶來了積極的變化。她會為全體學生的利益勤勉工作，
會堅持要求西雅圖公立學校繼續提高標準，為所有孩子提供卓越的
教育體驗。”

家長Jill Bargones說：“Laura的倡議堅決而響亮，她鞏固了家
庭、社區和校區三者之間的連絡。她將社區和校區的意見融合在了
一起，使得實質性的變化成為現實。” 

請和這些家長以及許許多多其他人一起為Laura Obara Gramer投出
您神聖的一票！

Laura Obara Gramer
 1820 N 90th St
Seattle WA 98103 
(206) 452-2089
lauragramerseattleschool@gmail.com
  www.LauraGramer4Schools.com

學歷：華盛頓大學，工程學理學士

職業：Thermetrics，LLC公司總裁和工程部經理

聲明：作為您的校董會董事，我將透過關注基於課堂的工具和策略
及業經證實的記錄，並限制過度高風險測試來將學生學習問題視為
最重要的首務。

我擁有20年在本校區工作的第一手經驗。西雅圖是生我養我的地
方，我曾就讀於西雅圖公立學校，在此處我學到了必備技能去追尋
我的工程師夢想。現在，作為三個西雅圖公立學校學生的家長和從
事教師職業妻子的丈夫，我希望能回報社區並協助所有53,000名多
元化學生發揮自己的潛能。

作為高科技小企業經理，我設定決策目標，與客戶洽談，制訂和執
行公司政策，並且監管人力資源和財務運作。我會將此紀律、分析
方法和品質承諾應用到校董會工作中。

我與他人聯合創立了西雅圖數學聯盟，擔任數學在哪里（Where's 
The Math）的執行主席和我孩子學校的家長教師協會的聯合主席。
我就職於華盛頓州教育委員會數學小組，從事制訂學習標準和評估
教學材料等工作。我一直以來都傾聽家長、教師、校長、管理人員
和總監的想法並與其協作來確定問題和解決方案。

我的工作重點包括：將新經費直接用於課堂/取代不適當的中學數學
課本/實施合理的評估政策/建立公平長期的容量規劃/改革地區文
化，為家庭提供更負責任的客戶服務/恢復職業技能教育機會，如手
工業課程。 

我很榮幸獲得以下各方的支持：第36、43和46區的民主黨人，金郡
民主黨人，金郡青年民主黨人，馬丁路德勞工委員會，大都會民
主俱樂部，IUOE第609號地方分會，現任西雅圖董事會董事Marty 
McLaren、Sharon Peaslee、Betty Patu、Sue Peters和前任董事會
主席Kay Smith-Blum。

我希望得到您的寶貴一票。

Rick Burke
 PO Box 70268
Seattle WA 98127 
(206) 783-7644
rick@rickburke4schools.com
www.rickburke4schoo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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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第1號西雅圖校區

第3號董事區

學歷：柏克萊（Berkeley）大學文學士；
西雅圖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職業：前行政法官；教育律師；教育法地區主持人

聲明：我們的孩子和家庭並不滿意現狀。我們要把這個校區引導到
一條全新的積極道路上，確保每一個孩子，無論經濟、鄰里區、種
族、語言或能力情況如何，都能享受到有意義又不乏挑戰的教育。
我會和其他董事一起合作，代表大家的家庭發聲，並為我們的課堂
教師提供支持。作為一支團隊，我們可以應對挑戰，打造出世界級
的教育，使我們的孩子為未來進一步教育和就業做好準備。

作為母親，我的五個孩子都就讀於西雅圖公立學校，他們從這個校
區某些最優秀的特質上獲益良多。儘管已經積極為多所學校提供了
支援，但我對教育事業的奉獻始於我擔任行政法官時期。當時我為
公立教育總監主審過多場聽證會，內容包括教師認證、紀律和特殊
教育正當程序。當時作為一名法官，我形成了一種強烈的信念：每
一個孩子都應該享受到優秀的公立教育。

我們校區面臨著許多重要事務：為基礎教育籌款；減小班級規模，
杜絕人滿為患現象；實現教育平等和包容，避免使學校成為通向監
獄的輸送管道，以及在問責和評估中取得平衡。各地校董會之間穩
固的合作能為學生帶來正面效果。在擔任家長律師的這些年裏，我
一直都能帶來使學生和校區雙贏的公平共識。如果當選校董，我將
把自己的分析和談判技能貢獻給董事會，並以西雅圖學生和家庭利
益最大化為目標展開團結合作。 

支持者：西雅圖學校董事Peters和Patu、陌生人報紙（The 
Stranger）、金郡民主黨人、金郡勞工協會、金郡年輕民主黨人、
第32和46號區民主黨人、大都會民主黨俱樂 部、眾議員Jessyn 
Farrell、議員Dembowski、O’Brien和Harrell。

Jill Geary
 PO Box 2389
Seattle WA 98111 
(206) 661-3774
jillforseattleschools@gmail.com
www.jillforschoolboard.com

 學歷：西北大學，通訊學碩士；西北大學，
社會科學的歷史及數學方法文學士

職業：前管理顧問，協助組織改進結構、人員編制及效率

聲明：作為西雅圖家長教師學生議會主席，我很自豪地為所有西雅
圖兒童的成功在全市奔走倡議。我們校區擁有傑出的學校、出眾的
教師和優秀的學生。然而，低收入家庭和有色人種兒童獲得的教育
機會存在著讓人難以接受的差距，這種差距有可能使我們無法兌現
實現教育平等的承諾。

我希望能為西雅圖校區董事會服務，繼續為我們孩子的成功展開抗
爭。作為一個備受讚譽的教育倡議人，我擁有良好的履歷表，曾協
助西雅圖各校處理學生數量超額、特殊教育和其它引人注目的問
題。專業角度而言，我擔任管理和交流顧問 — 這兩項恰恰就是董
事會需要的技能。 

與眾多家長一樣，本人是在孩子入讀時參與相關事項的。從2008年
開始，我一直在小學和中學的家長教師學生議會從事領導工作。我
清楚各校所面臨的挑戰，也清楚如何將這些挑戰納入全市優先事務
中予以應對。 

校區發展。西雅圖公立學校每年增加的學生數量達到1,000人。我們
需要安全、現代化的學校來滿足所有學生的需求，包括相關的技術
和服務來滿足那些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母語非英語學生和貧困家
庭學生的需求。

考試改革和州經費： 我們在兩方面存在的危機 — 第一是不足夠的
經費，第二是前後矛盾且往往不合時宜的高風險考試 — 其實都來
自州政府。很多西雅圖的高中學生選擇不參加考試，我們的學校也
缺乏相應資源來滿足一個不斷增長的多樣化學生群體，面對此情此
景，董事會必須聯合一致，要求奧林匹亞（Olympia）作出改革。 

管理。董事會要實行的可不是甚麼微觀管理或者乾脆撒手不管充當
看客。其應當展開相應的指導和監督，確保校區落實責任，取得進
步。本人將協助取得此平衡。

支持者：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FUSE組織；第46號區民主
黨人；校區董事Sherry Carr、Sharon Peaslee和Harium Martin-
Morris；州眾議員Pollet和Walkinshaw以及全市家長和教育界領導。

Lauren McGuire
 PO Box 20084
Seattle WA 98102 
(206) 418-6702
info@laurenforschools.com
www.laurenforschoo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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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號董事區

 學歷：曾就讀於西華盛頓大學及華盛頓大學

職業：受害者和工人起訴律師助理

聲明：我將致力實施透明、信任和公正的制度。我們能夠為孩子、
家庭和社區作出更多貢獻。我們要對課堂教育投入更多資金；同時
在整個校區教育項目的可用性上要展現出更多的公平，特別是那些
為特殊教育學生、母語非英語學生、尖子生和邊緣學生服務的項
目。我們要支持展開如Middle College高中所提供的救生課程，而
不是取消這種課程。孩子不是小部件  — 我們必須滿足他們不同的
學習需求。我們要落實問責，要強化領導，好的做法不妨推廣，發
現問題當即叫停。

作為研究是非曲直和法律條款起訴律師助理，我擁有30年的專業經
驗。代表受害人在團隊中工作，這使我掌握了為人倡導的技能。因
此作為董事，我能夠高效率地服務公眾。10多年來，我定期參加中
央辦公室的董事會和委員會會議。在校區我有豐富的相關經驗，在
家長教師學生議會已服務了13年。我在當地、州和國家各層面的服
務經歷顯示，我不但理解政策制訂和受託職責，而且還本著合作的
精神加以履行。

“Harris注重細節、會分析思考問題。其目的在於讓學校董事會變
得更透明，同時加強董事會與本身服務對象 —孩子和家庭 — 之間
的交流。她將要求董事會實行更嚴格的問責制以及會帶來良好教育
成果的政策。”摘自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

請為我投票。

我獲得西雅圖時報、陌生人報紙（The Stranger）、馬丁路德金郡
勞工協會、金郡民主黨人、金郡年輕民主黨人、第11、32、34和56
號立法區、大都會民主黨俱樂部、IUOE工會第609地方分會（西雅圖
學校分類員工）、航空機械師工會第751分會、國際商業聯盟、聯合
木工工會和勞工工會第242分會等。其他支持者名單請查閲網站，
其中包括Dow Constantine、Phil Talmadge、Greg Nickels、Irene 
Stewart、Sally Soriano、Joe McDermott、Larry Gossett、Rod 
Dembowski和Eileen Cody。*獲得兩黨支持—其他所有人僅獲得單一
黨派支持。提交此聲明的截止日期：08-07-15

Leslie Harris
 2518 S Brandon Court
Seattle WA 98108 
(206) 579-2842
harrislsh@comcast.net
www.harrisforschoolboard.com

學歷：華盛頓大學，歷史文學士；太平洋
橡樹學院，教師證書；ECE 數學、科學、歷史認可。

職業：現任校區董事會董事，西雅圖公立學校數學教師（退休）

聲明：我是一名家長和專業教育工作者，在西雅圖學校服務長達14
年，其中10年擔任教師，另外4年任職於校董會。我參選爭取連任，
是因為我清楚怎樣才能彌補機會差距以及滿足本區每名學生的需
求。在過去四年，我在以下重要動議中發揮了引領作用：

• 採納一套尖端的K5數學課程

• 在全地區實施教育干預體系，鑒定學習困難者，並在這部分學
生掉隊前提供幫助

• 提升教師的專業學習能力  

• 聘請一位著名教育領導擔任本校區總監  

我最大的特長是增強民衆的凝聚力，以建設性的工作實現我們的目
標。我牽頭制訂了一個學校董事會行為法規，獲得全體同事的一致
支持。這種協同配合精神強化了董事會和校區工作人員的合作，使
我們在西雅圖公立學校的文化氛圍和教學品質上取得了突飛猛進的
進步。 

然而，關鍵性規劃依然留待我們去加以實施。在我任職校董會的第
二任期間，我會確保將彌合差距作為重點事項。我將繼續孜孜不倦
地爭取充足資金，滿足劣勢學習者的需求，全面提高本區教育品
質。只要花費得當、規劃周密，我們就能夠為學生及教師提供良好
服務。資金充足，我們就能實現所有目標。

若能連任，我會充分利用我的優勢，授權新晉的校董會董事，以組
成高效率團隊。精誠合作，我們就能確保西雅圖學生成為國內享有
最佳支援及最為成功的學生。  

支持者：現任及前任董事會主席Sherry Carr、Sharon Peaslee和
Kay Smith-Blum；董事Harium Martin-Morris；金郡勞工協會、第
46號區民主黨人以及Cliff Mass。 

Marty McLaren
 4742 42nd Ave SW, #363
Seattle WA 98116  
(206) 446-0925
martyforschools@outlook.com
www.martymclarenforschoo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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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董事區

學歷：人力資源文學士；藝術教育碩士

職業：樹屋教育計劃副主管

聲明：我已婚，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他們目前報名參加了本地區最
嚴格的學術課程，以前也在本地區上學，在這裏接受的教育協助其
從名牌大學畢業。我有超過20年的職業經驗，擔任過輔助教員和中
學教師，還牽頭展開過相關計劃 — 提升從早期教育直至高中畢業
的教育成果。

在我們的校區，我擔任過家長宣傳員，協助家庭解決複雜的學校問
題，並確保地區動員家長參與到孩子們的教育中。最近，我曾在全
球化學習（Global Learning）委員會工作，為孩子們將來發展為世
界公民設定教育標準。目前，我在本地區的平等工作小組（Equity 
Task Force）工作。我們支持發展政策，確保學生們擁有平等的學
習體驗。

此前，我曾在費多威（Federal Way）校董會工作了5年。我們設定
的政策使每 個學生都有平等的機會去參加本地區進階的學習計劃，
同時使整個地區的學習標準更為高效簡潔。我將繼續致力於牽頭維
持我們地區的高學術標準，徵集聘用高質素教育工作者，並積極動
員各年級學生的家長。

Angela Griffi n
 PO Box 4241
Federal Way WA 98063 
(253) 269-2268
angela4fwschools@yahoo.com
  www.angela4fwschools.com

學歷：家政學理學士和碩士；兒童家庭研
究；華盛頓州立大學成人教育；北科羅拉多（Colorado）大學

職業：普捷灣東灣地區政策、管理和學校社區關係行政主管

聲明：依靠領導才能、技能專長和工作熱情，我確保費多威
（Federal Way）所有的學生都能平等地獲得到教育機會。作為現任
學校董事會主席，我積極應對學生和學校面臨的挑戰；當然，我們
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去完成。不管是在學校還是在生活中，所有的
孩子都可以取得成功，而在他們的努力過程中，家長扮演著一個關
鍵的陪同角色。我們必須滿足多元化社區和學生群體的不同需求。
成功的學校可以為師生提供支持，可以最大化發揮每名孩子的潛
能。對他們來說，關鍵在於學生的心聲、家長的意見和社區的積極
參與。

我有35年針對與孩子和家庭展開工作，透過K12課程進行早期教育的
經驗；同時對剛出生到K12年齡段的孩子，我在教育政策、教育管
理以及聯邦和州相關立法等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作為家長，我一
直積極參與家庭和社區關係辦公室諮詢委員會；在當選為委員會主
席後，我繼續參加活動並為委員會提供支持。我還參與了家長教師
協會、市民支持費爾威學校和華盛頓州校董會協會等組織，目前在
肯特（Kent）市建設更美好未來協會董事會、華盛頓家庭承諾信託
（Family Engagement Trust）諮詢委員會和Sidekick Collective
董事會任職。

Claire Wilson
 3712 S 279th Place
Auburn WA 98001 
(253) 852-2096
claireforschools@yahoo.com
www.facebook.com/claireforschools/p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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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董事區

學歷：英國Anglia學院，教育學學士；
賓州Lehigh學院，教育學碩士，獲得校長和總監證書

職業：已退休高中校長。學校社區導師

聲明：在過去的四十年中，公立教育一直是我揮灑熱情的事業和動
力來源。 

我曾在英國、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和費多威（Federal 
Way）擔任過教師和校長。八年前我與丈夫遷居至費多威，並曾在
Todd Beamer和Thomas Jefferson高中擔任校長。

我一直致力於費多威社區建設。我的兩個孩子和五個孫都居住在費
多威，他們有的正在費多威校區上學，有的即將入學。

作為一名校長，我一直像對待客戶一樣，將家長和學生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交流和信任是基本的領導能力要素。我正在競選校董會董
事，以確保校區能贏得家長、學生和社區的信任。我相信蓬勃發展
的校區是一個繁榮城市的關鍵要素。 

教育問題不應被孤立看待。校區必須對社區、家長和學生負責。整
個社區都需要一起努力來協助每位學生取得成功並隨時接受大學和
職業的挑戰。

若有幸當選，我將會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宣導人，在社區議案中為學
生成就、社區參與和家長參與宣 導。 

Liz Drake
 31001 39th Ave SW
Federal Way WA 98023 
(253) 347-6683
liz4director@gmail.com
www.facebook.com/Liz4Director

第5號董事區

學歷：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工程
理學士；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土木工程碩士

職業：土木工程師；美國陸軍工程兵軍團（已退役）

聲明：在90年代，我們的孩子曾在費多威（Federal Way）公立學校
上學。儘管社區的人口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我們的校區為學生
提供的依然是能讓他們終生受用的良好教育，這一點並沒有改變。
在我們校區，學生的文化背景和個人經歷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多樣化
態勢，這也代表了目前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全球化世界。我們支持所
有學生都能獲得機會挖掘本身潛能；同時，我們在課程上也給予學
生選擇權，讓他們根據本身興趣以及未來自己身處的經濟區域來決
定課程內容。我們增加了少數族裔教師的數量，並聘請了一位教
授、領導和指引教育課程的非洲裔女性校監。校區將教育視為一種
極端重要的職業。我們重視教育，重視認證，也重視每一位團隊成
員帶來的經驗。我很榮幸能為大家服務，在此也承諾將繼續為大家
服務。我會以一種執著的專注力，確保你們的孩子們從費多威公立
學校獲得所需的教育，以此為未來的成功提前規劃願景。我懇請大
家，不但要用你們手裏的選票，還要用你們對教育政策和優先計劃
的觀點來給予我支持，這樣才能為你們子女今後的成功提供保障。

Hiroshi Eto
 34707 31st Ct SW
Federal Way WA 98023 
(206) 304-7913
Vote4Eto201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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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董事區

學歷：加州州立理工大學San Luis Obispo
分校，營養學系，1971年畢業生；2009年
WSSDA領導組織畢業生

職業：活躍於社區並擔任義工，非領薪受雇。退休營養師：

聲明：感謝您花費時間閱讀此聲明，儘管我沒有競爭對手。

艾蒙卡拉（Enumclaw）校區由兩個城市和尚未立市的金郡部分組
成。滿足納稅人對學校的期望和進行有效溝通的雙重挑戰使為學習
籌資的選舉難上加難。去年38％的選民主動投票支持修繕艾蒙卡拉
高中和重建黑鑽石（Black Diamond）小學。我們成功獲得所需的60
％ 絕大多數票數。  

感謝選民和活動義工們！你們的投票至關重要！

我們已開始了規劃和牌照核准工作，施工將於2016年6月開始。

在過去的24年中我非常榮幸能擔任學校董事，本區未來的下一措施
將是最振奮人心的其中一步。感謝您對於我工作的信任！本次任期
結束後我將退休，請與我連絡探討此問題！ 

Nancy A. Merrill
 28308 SE 392nd St
Enumclaw WA 98022 
(360) 825-4476
nancysmerrill@gmail.com
  

第3號董事區

未提呈。

Corey Cassell
 3544 Harding Street
Enumclaw WA 98022 
(360) 825-0772
familycassell@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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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第216號艾蒙卡拉（Enumclaw）校區

第4號董事區

學歷：未提呈 

職業：企業老闆

聲明：過去四年裏，我在艾蒙卡拉（Enumclaw）校區作為第四席位
代表為各位效力，實在倍感榮幸。我希望能夠繼續支持和愛護艾蒙
卡拉校區的所有孩子們 。

Tina McGann
 PO Box 940
Black Diamond WA 98010 
(360) 886-5664
Tinamcgann@l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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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第400號麻沙島（Mercer Island）校區

第1號董事席位

 學歷：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理學士

職業：軟體工程師；技術主管

聲明：我在麻沙島（Mercer Island）居住了17年，三個孩子都在本校
區上學。我將確保，在這個越來越全球化、電子化的世界，我們島上所
有的孩子都能為日後的成功做好準備。這需要提升創意課程和技術課程
的深度，強化對學習困難者的協助，以及讓所有學生都有機會發掘本身
的學習熱情。

我本身就積極參加校區的各類活動，加入學校董事會、與其他人展開合
作，這也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延續。我是麻沙島學校基金會的共同主席，
還任職於總監諮詢委員會、技術諮詢委員會和多元化諮詢委員會，並且
是麻沙島高中，大學和就業準備計劃的總諮詢主席；我也曾任職2014年
學校公債券/徵稅委員會的共同主席，為麻沙島中小學生編撰過課後電
腦程式設計課程，還參加過很多藝術和科學課程審核論壇。

Dave D’Souza
 PO Box 114
Mercer Island WA 98040 
(425) 443-2870
davidds@daveandlinda.com
www.daveforschools.com

第3號董事席位

學歷：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UCSB），經
濟學學士；雷鳥國際管理學院（Thunderbird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西雅圖大學教育學碩士

職業：教育顧問及導師（自僱）

聲明：我對服務校區董事會的志向源於我對有 教無類優質教育的熱愛。

我擁有商務、技術及教育界從業背景。作為Islander中學前數學和特殊
教育教師，以及活躍的家長和社區志願者，我將運用自己相關經驗和眼
界，在各個層面提升領導力、透明度和問責力度。

我的目標包括：找到長期資金來源來聘請心理健康顧問；改善教學課
程，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務；聘雇並留住優秀教師人才。我將努力追求卓
越，對社區意見敞開大門，並為學校的充足資金而奔走倡議。

如果能為你們服務，我將深感榮幸。同時，我期待著和大家展開談話交
流，探討我們社區的需求和積極的實現方案。

我獲得以下個人和團體的支持（更多請參閱網站）：麻沙島記者報
（The MI Reporter）、麻沙島學校董事會董事Adair Dingle、Brian 
Emanuels和Dave Myerson，以及麻沙島市議員Mike Cero等。

Tracy Drinkwater
 PO Box 282
Mercer Island WA 98040 
(206) 579-5818
tracydrinkwater@gmail.com
www.drinkwater4schools.org

 學歷：MIHS；普捷灣大學文學士；華盛頓大
學法學博士

職業：為受傷人員及工人提供協助的律師

聲明：我是這個島土生土長的居民，畢業於當地具有世界級水準的優秀
學校。我會孜孜不倦地努力，力爭滿足這裏所有學生的需求。我的兩個
女兒Annie和Sarah在IMS以及湖脊（Lakeridge）學校就讀。我不是為特
殊利益集團代言的候選人，我支持的是以校區總監為核心的領導層。處
理資金事務堪稱是我們最重要的職責，而我經驗豐富，能高效率地展開
這項工作。

我為社區提供了40年的志願服務，最近在麻沙島學校徵稅委員會任職，
還在一個公債券委員會擔任主席。我協助創立了廢棄物再循環利用中
心；在公園董事會擔任過主席，成功地通過了公園債券；我還在美國猶
太人委員會擔任領導。

我的支持者包括：現任及前任校董Pat Braman、Janet Frohnmayer、
Lisa Strauch Eggers、Carrie George、Rand Ginn、Ken Glass、
Laurie Koehler和Sue Blake，以及包括參議員Maria Cantwell、郡
長Dow Constantine、副郡長Fred Jarrett、眾議員Tana Senn和Judy 
Clibborn在內的其他人。更多其他支持者請參閱網站：
votebillhochberg.com。

Bill Hochberg
 7683 SE 27th Street, Box 147
Mercer Island WA 98040 
(206) 380-5664
bill@hochberglaw.net
www.votebillhochbe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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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第400號麻沙島（Mercer Island）校區

第5號董事席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電子工程理學士、
理碩士和理博士

職業：工程與研究顧問

聲明：作為世界一流學校的學子以及兩個就讀於本區學校的女兒之
家長，我非常感激本校區對所有兒童和整個社區帶來的重要影響和
付出。

我熱衷於公立教育，並且希望繼續服務校董會以引領本地區不斷追
求優異的學業成績，目標是讓所有學生都能最大程度發揮自己的潛
能來為社會作出貢獻。  

本人擁有豐富的社區和學校義工經驗，包括在奧林匹亞宣導為學校
籌資、支持心理健康輔導教師、採取上學安全路線等項目、採用GMA
學校影響經費而且是剛剛所通過的2014年學校公債劵和M&O徵稅活動
的共同主席。 

感謝您的支持。 

支持者：參議員Litzow，眾議員Senn，以及退休校董會董事
Emanuels、Braman和Frohnmayer

www.electralph.com

Ralph Jorgenson
 8040 84th Ave SE
Mercer Island WA 98040 
(206) 605-5757
jorgenson.ralph@gmail.com
www.electralp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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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第401號高線（Highline）校區

第1號董事區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我是Tyrone Curry Sr.，正在競選第1號區高線（Highline）
校區校董會董事職位。我相信每一套強大的教育體系都必須由強大
的社區、家長和學生的意見組成。作為校董會成員，我會優先去發
現和傾聽社區的意見和建議。因此我會定期走訪我轄區內的學校、
教堂和社區機構，同時也會組織社區論壇，讓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
能參與並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們努力確保所有學生都做好準備，面
對高中畢業後的生活。我還會首先確保不會失去那些對職業技能行
業充滿激情和赋有能力的學生。若我當有幸選，我會努力確保高線公
立學校的每個決策都以青年人的利益和他們未來的成就為出發點。  

Tyrone Curry, Sr.
 10735 27th Ave SW
Seattle WA 98146 
(206) 835-9660
bigfi shty@msn.com
  

第3號董事區

學歷：高線（Highline）學院—刑事司法/
管理與主管證書。迪茂伊（Des Moines）
警員預備學校畢業

職業：Surgitrack計劃主管；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代表

聲明：很幸運，在我年輕的時候，我的家庭、教師、教練和朋友對
我施加了正面的影響。目前我擔任校董會董事，我努力確保我們的
孩子擁有同樣的機會來達成他們的目標。 

對公立教育而言，當下充滿了挑戰。面對經濟全球化，我們的學生
應該為自己的求學和就業做好準備。目前，我們校區面臨着很多重
要問題：教育平等、貧乏的資金、班級規模，還有比他們預期年齡
都要老的教學樓。 

我的首要任務是提升教育質素，提供安全、健康和赋有挑戰的學習
環境。我們必須應對華盛頓的資金危機。在教育上不捨得投入，最
終會傷害我們所有人。如果能繼續為你和你的家庭服務，我將倍感
榮幸。我會協助提供安全的學校、充足的設施、傑出的教師和工作
人員，以及有益於我們的年輕人學習和為成功做好準備的環境。

Joe Van
 PO Box 297
Seahurst WA 98062 
(206) 992-5996
electjoevan@outlook.com
  

 學歷：2009年長青（Evergreen）高中畢業生

職業：BluWater Bistro服務員助手

聲明：我叫Miles Partman。在#BlackLivesMatter這一運動中，媒
體稱我為Mohawk Kuzma，這個名字更廣為人知。我相信此時改變本
董事區的領導勢在必行。我們需要給予教育更清晰的關注度，並
確保合理花費所有納稅人的稅款並將其運用於指定目的。在高線
（Highline）校區我們需要更多透明度，並要提高家長和學生對教
育的參與度。我也相信我們需要傾聽並調查社區群眾的意見和想
法，以整體改善教育系統並實施您需要的計劃：而且，我已經與眾
多社區群眾談論過，我聽說你們希望獲得更優質的教育和更好的反
欺壓運動，及更優秀的學校等。我期待為您服務。

Miles Partman
 12440 22nd Ave S
Seattle WA 98168 
(206) 334-6007
Milespartmanforschools@hotmail.com
www.milespartmanforschools.webstar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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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第401號高線（Highline）校區

第4號董事區

學歷：高線（Highline）校區畢業生

職業：未提呈 

聲明： 作為過去八年高線校區董事會的成員，我仍很清楚地知道，隨著
社區發展，我們必須要以更負責任的姿態去應對我們下一代快速變化的
需求。這種需求不僅僅體現在教育上，同樣還體現在他們的學習設施，
以及能讓其發揮本身潛能的技術上。

我是本社區的長期居民，自己和孩子都畢業於高線校區。我相信，我們
在工作中應當保持緊迫感，但絕不能以放棄深思熟慮為代價。我們的社
區代表著如此豐富的文化，堪稱潛力無限。我向我們的社區承諾，我們
要竭盡所能讓本社區發揮出這種潛力。我們的公立學校影響著眾多家
庭、城市和企業。只有各方攜手努力，我們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Bernie Dorsey
 20002 3rd Ave SW
Normandy Park WA 98166 
(206) 824-8388
berniedorsey@outlook.com
  

第5號董事區

 學歷：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文學士；美國國
際大學，教育證書；以及許多進階課程

職業：迪茂伊（Des Moines）市WESLEY HOMES公司環保服務，退休教
師，商人

聲明：我之所以參選，是因為近期兩次失敗的徵稅。高線（Highline）
需要通過一項財政謹慎的徵稅，這才是對選民的尊重。但是，本地區只
會誇誇其談，不聽取民眾意見。在設施維修保養方面，本區表現一貫做
得不足。這一點必須要改變，董事會要證明給我們看。 

為了改善學生的學習情況，我們需要實行更全面的方案。特別是對
Evergreen和Tyee兩所學校而言。 

所有州畢業標準未有強制要求的考試，董事會都應該統統取消。以考試
為目標的教學不符合教育道德。

應該在迪茂伊小學的現址上建設一所全新的學校。否則的話就是對社區
的破壞。

如果你們想要財政上謹慎的徵稅、想要全面的教育方案、想要減少考試
的數量，還想要一所全新的學校，那麼請投票支持我。

此外，我還將一如既往地重視和尊重教師。 

John D. Burdine
 1413 S 237th Ct
 Des Moines WA 98198

  

學歷：華盛頓大學政治科學理學士

職業：西雅圖中央社區學院和連頓（Renton）技術學院導師，西雅圖基
督教女青年會

聲明：我曾當選兩屆學校董事，非常感謝社區給予我們校董會工作的信
心和支持，並希望大家對我的工作感到滿意。這次我們完成了該區的財
務和教育重任，我感到非常高興，但是我們需要更努力以讓更多兒童順
利畢業。

我們需要空間，並且需要利用經驗來面對未來的發展。在進行地區規劃
時，我們需要放眼50年，而不是5年。 

這就是我們為甚麼需要大膽的策略性規劃，我們有一位堅定的總監和能
出色地為校區和區域設定教育發展步伐的委員會。我期待與您繼續社區
對話並確保委員會代表社區利益，而非個人利益。 

Michael D. Spear
 PO Box 98346
Des Moines WA 98198 
(206) 265-1940
mspear3675@a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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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第402號瓦遜島（Vashon Island）校區

第1號董事席位

 學歷：Bloomington的印第安那大學，數學
文學士和地理學碩士；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野生動物生態學

職業：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NOAA）和華盛頓大學，軟件工程師；
奧林匹克（Olympic）學院，電腦工程兼任教員

聲明：在2005至2009年擔任校董事期間，我奔走倡議，力爭讓本校區
每一位學生都能取得成功。我努力編制一份設施方案，最終促成了我
們現在這所新高中；我還協助領導市民委員會，為新學校贏得撥款核
准。我將會給校董會注入一股新能量和新見解。我致力於用完善的設
施維護來保護社區投資，並在校區努力培養一種盡責管理和可持續性
使用設施的文化氛圍。我將謀劃出一套在財政上可靠的方案，對日漸
殘破的運動設施進行更新。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了解到，體育運
動對整個學生群體的教育大有裨益。我們需要減小Chautauqua夏令營
的班級規模，學生的收費也要降低。我承諾用一種周全的方式來實施
共同核心教育標準；我認為考試固然要考，但代價不應該是犧牲對孩
子的教育。   

John Oz Osborne
 17416 100th Ave SW
Vashon WA 98070 
(206) 567-0065
tooz@oceanatlas.com
  

 學歷：哈佛大學文學士；西雅圖大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職業：作家、律師

聲明：我們需要平衡。

我們依然承受著來自州和國家大量（且不怎麼有用的）考試所帶來的
壓力，同時依然要滿足多方的需求和期待—堪稱是資本債券的“第二
種形態”。

校區應當為教師創造出工作彈性，使他們確實是在教書育人，而不僅
僅是教會孩子應付考試；校區也應該為教師提供支持，讓他們將新課
程的要求和其它內容結合起來。這些內容可能對學生具有更大的價
值。

此外，校區還應當多多體恤納稅人的付出，在資金需求和欲望中取
得平衡。我們的舊大樓和舊操場不可能變戲法一樣自己翻修好或變成
一座新大樓新操場；從某個方面上而言，我們必須要把錢砸到位方
可以。但是要砸多少？還有，甚麼時候砸？截止到我動筆寫這篇文章
時，基本上沒看到社區有討論的動作。希望你們讀這篇文章前，它已
經亡羊補牢。生活在這裏的所有人都應當被視為“利益相關者”。

Dan Chasan
 17228 Westside Hwy SW
Vashon WA 98070 
(206) 463-2571  

第3號董事席位

學歷：Buffalo大學工程學

職業：設施維護經理

聲明：懇請大家支持我為瓦遜島（Vashon Island）校區服務。我將努
力以校區目前的成功為基礎，確保本校區實現以下目標：每名孩子接
受的教育都可以協助他們在今後實現內心的希望和夢想；為教育工者
提供必須的資源，使他們在教育事業中出類拔萃；確保學校系統可及
性強，反應迅速且問責機制健全。

我在瓦遜島生活了39年，我的子女和孫輩均在本校區上學，有些已經
從這裏畢業。我以正直、誠實和坦率的態度在各類社區委員會為大家
服務，包括瓦遜校董事會、瓦遜公園區委員會、社區委員會和瓦遜島
少年籃球隊委員會。我對瓦遜年輕人展開了30多年的訓練和指導。對
我來說最重要的是為學生提供工具和方法，協助他們逐步發掘本身的
最大潛能。

已得到金郡勞工 議會的支持。

Jake Jacobovitch
 PO Box 1624
Vashon Island WA 98070 
(206) 650-5253
VashonOne@aol.com
  

學歷：Wesleyan大學文學士；太平洋橡塑學
院教師資格證

職業：志願者、教育和環境倡導者 

聲明：瓦遜（Vashon）校區非常適宜採取一些能創新和啟迪靈感的措
施。我們的社區範圍不大，氣氛活躍，財政穩定。作為校董事會董
事，我願意協助維持這裏的穩定，尤其是在提議實施新增新的體育設
施的第二計劃階段。

我的孩子，一個在Chautauqua而一個在McMurray就讀，我見證過教師
和家長每天辛勞的掙扎和獲得的成功，我也知道本區一定既能滿足州
內的要求標準，作為一個社區，也能為孩子創造我們理想和滿意的未
來。

作為校董會成員，我會聽取教師、家長和管理人員的意見和建議，努
力瞭解他們的需求。為使本區成為州內的最優秀地區之一，我們任重
道遠，我希望能參與其中 

Zabette Macomber
 12803 SW 236th St
Vashon WA 98070 
(206) 463-6392
zabettevashonschoolboard@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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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號董事席位

學歷：2001年華盛頓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1993年Grinnell學院文學士；1989年瓦遜（Vashon）高中畢業

職業：Vix Technology商業開發總監

聲明：我是瓦遜的土生土長，曾就讀於瓦遜公立學校。我們學校實
力強大，我們仍需要聽取社區的需求並做出相應積極的改變。我為
董事會帶入新的能量，也願意單獨提出實際困難的問題。我對董事
會的貢獻將協助有效指導並落實新標準，同時防止教育經歷大規模
統一化。本區目前面臨資本投資的複雜問題，我能夠使用專業知識
評估具有挑戰性的選擇。我的關注點是：使學校管理者與家長之間
關係更加透明度，以此來改善校園文化；培養與支持校園內形成的
獨特島嶼文化；確保學校根據我們宣揚的使命來做出各種選擇。“
讓每個學生都能學有所成，在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中，能夠 順利實
現目標，走向成功，並有所貢獻。”

Toby Holmes
 23013 107th Ave SW
Vashon WA 98070 
(206) 408-7234
Grovertdi@gmail.com
  

 學歷：Oberlin學院，地理學文學士；華盛
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職業：西雅圖市律師事務所環保律師；Shape Up Vashon組織協調員

聲明：我們地區的使命是：“使每名學生能參與到不斷變化的世界
中，取得成功，做出貢獻。”我信奉這一承諾。為了兌現承諾，我
們必須和家長合作培養年輕人，讓他們在面對困難時學會不屈不
撓，同時不畏懼於犯錯。我們還應該引導學生選擇健康的食物，督
促他們每天參加體育活動。

從我們中學畢業的學生中，有很多人透過競爭成功贏得了名校的錄
取通知書。而在另一條道路上，我們也必須為學生提供支持。例
如，我們應該在實習和勤工助學方面深入進行探索。

我認為，傾聽教師的心聲是學校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教師的要求
下，我們增加了其帶薪休假天數，讓其可以互相交流學習。我們還
增加了顧問員工的數量。 

能為我們地區這些優秀的學校作出貢獻，我倍感自豪。在此懇請大
家投我一票，讓我確保這項光榮的使命能圓滿完成。

Laura Wishik
 23722 71st Ave SW
Vashon WA 98070 
(206) 463-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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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董事區

 學歷：西雅圖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職業：商業房地產

聲明：Todd在連頓（Renton）市度過了其大部分人生。他曾就讀
於連頓公立學校，也從連頓高中畢業。Todd和妻子養育了兩個女
兒。Todd有極強的職業道德，他對公共教育體系也充滿信心，皆盡
可能地讓學生享受到最好的教育，因此，他將有機會繼續為連頓校
區的未來作出奉獻。“能在連頓市居住並擔任校董會董事，我深感
自豪。”

Todd Franceschina
 301 S 22nd Ct
Renton WA 98055 
(425) 430-8758  

第3號董事區

學歷：工商管理學理學士，主修會計學

職業：會計師

聲明：我的背景如下：華盛頓州土生土長，美國海軍退伍軍人，20
多年的會計從業經驗。曾參加和平隊志願者組織，在烏克蘭服務。
我期待建立財務問責機制，有可持續的目標以及以學生為本的工作
成果。針對社區，我制訂並實施了相關的可持續計劃。 

我的目標是關注我們的學生群體。社區的未來在於孩子們。我們應
該奉行一個都不能少的原則，不能坐視任何一個孩子被拉下，每個
人都應該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機會。在展開任何一個項目時，我們都
必須把提高學生教育品質作為目標。還有，教師也應該和其它政府
僱員一樣，享受績效加薪和可負擔的醫療護理項目。我的目標是，
利用自己的會計背景，確保學校有充足的資金，在不加稅的情況下
發掘新的收入來源。  

我懇請大家為我投票。提高學生成績，對學校負責，並使所有學生
都能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機會，這些我們都有能力做到。

Larry Wright
 PO Box 1832
Renton WA 98057 
(253) 302-1481
sarahm57@yahoo.com
  

學歷：華盛頓州立大學機械工程理學士

職業：連頓（Renton）學校校董會董事，
任職14年

聲明：24年來我一直致力於為兒童服務的各方面工作，我堅定地宣
導優質教育。我的三個孩子都是連頓學校的畢業生，目前我擔任連
頓學校之友和連頓學校社區（CISR）董事會成員和CISR導師。

由於擁有強大的領導能力和才華出眾的教師及支持人員團體，此校
區在面對不斷提升的學術和問責要求挑戰的同時，也取得了顯著進
展。連頓校區的所有居民都應該對此校區的成就和出色納稅人資金
管理工作感到自豪。

能夠擔任校董會董事是我莫大的榮幸，我希望繼續為校區的未來成
就貢獻力量。我代表校董會承諾為所有學生提供優質教育。  

Lynn Desmarais
 15632 129th Ct SE
Renton WA 98058 
(425) 255-1189
lynndesmarais@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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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號董事區

學歷：華盛頓州立大學文學士。在不同學
院課程修讀早期學習教育。

職業：未提呈

聲明：身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及一名就讀小學女兒的家長，我親眼目
睹好的政策如何能幫助影響教育系統的質素。我在連頓（Renton）
一個高需求學校作義工的工作肯定了我的信念：我們需要密切關注
我們的孩子如何獲得教育，如何更好地支持我們的教師和行政人員
履行自己的職責。越來越多重點放在如何尋求合作夥伴和幫助家長
方面，正因他們面臨着如何平衡其雙重角色--作為父母及為其家庭
的掙錢養家人士。 

我競選此職位是因為我已投資於我們的社區，我們的孩子和我們的
學校。我想成為參與決策過程的一份子，能夠透過教育幫助下一代
塑造一個燦爛的未來。連頓是一個多樣化的社區，具有豐富的潛
力，但面臨許多挑戰。通過一起合作，我相信我們能夠戰勝那些孩
子成功路上的障礙和困難。我認為我的教育經驗連同我對幫助學生
的熱誠，將有助我有效地代表你們的聲音和意願。 

我很榮幸能得到你們的一票。謝謝你們 。

Gloria Hodge
 PO Box 78554
Seattle WA 98178 
glrhodge@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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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董事席位

未提呈。

William Atkinson
 531 Sky Ln
Skykomish WA 98288 
  

第5號董事席位

未提呈。

Danial Woodford
 63822 NE 190th St
Gold Bar WA 98251 
(360) 513-3607
danial.woodfor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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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董事區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我曾在表爾威（Bellevue）校區上過學，我清楚其優劣所
在。表爾威校區豐富了學生的選擇，並透過最佳化課程項目和教學
風格來提升學生成績。但在不菲的業績面前，我們仍有進一步提升
的空間。學生依然面臨諸多問題，例如同學之間的欺淩現象、規模
過大的班級、標準化測試、支離破損的特殊教育體系和力度欠缺的
心理健康支持。這些問題可以改變，也必須改變。學校有意識地兼
顧到每一名學生，這並非不可能。

讀高中時，我成立了史曼米須非健全和健全學生聯盟，並擔任同性
戀者和異性戀者聯盟主席。我提升了學校對非健全人士和LGBT（女
同性戀、同性戀、雙性戀及變性人士）群體的認識，還號召大家與
欺淩現象展開鬥爭。畢業以後，我成為了華盛頓ASAN一名非健全人
士權益活動者，呼籲停止對身體有殘缺者的限制和排斥，並為心理
健康病患的權益奔走發聲。

我懷著滿腔熱情呼籲公正，而如果當選，我承諾會將這種公正帶到
如下倡議裏：擴展社會和情感學習課程，提供切實有用的心理健康
支持，減小班級規模，教授自我調適技能，處理學生比例失調問
題，針對身體殘缺、心理健康、課堂性別主義、種族主義和恐同主
義等主題對教師展開額外訓練，力爭形成一個真正透明和對家長、
教師及學生負責的學校董事會。  

Eric Warwick
 11820 NE 30th Pl
Bellevue WA 98005 
(425) 999-5258
ericwarwickforschoolboard@gmail.com
  www.ericforschools.com

 學歷：皮瓦拉普（Puyallup）市的Rogers
高中；維門（Whitman）學院文學士；西雅圖大學軟體工程碩士

職業：Construx Software的老闆和執行總裁；表爾威（Bellevue）
校董會主席

聲明：很榮幸從2011年開始就在表爾威校董會效力。

一開始，我進入校董會工作是因為我的孩子們，他們一個極有天
賦，一個有特殊需要。我知道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讓本校區的學生
們更好地全面發展。我已經在表爾威居住了30年，做了20年的企業
老闆，我給董事會帶來了優勢，因為我彌補了其他校董會成員的不
足。

一進入校董會，我就領頭對250條校區政策作出全面修正，從而在承
擔所有法定義務的同時，提高了我們認真負責地為各式各樣的學生
提供服務之能力。在我的帶領下，校董會採用了結構化的年度計劃
和匯報週期，因此，校董會能夠每年審核每一個重要的校區職能，
並且根據需要快速發現問題並加以解決。

展望未來，我的首要任務是：（1）努力協助每一個學生取得成功，
（2）提高校董會運作的專業化程度，最大程度地提升公開和問責
制，（3）充分參與我們多元化的社區。

學校是我們社區的基石。我現在已經被校董會選為校董會主席。請
為我投票，讓我能夠有機會繼續從事這項重要的工作。  

Steve McConnell
 10900 NE 8th Street, Suite 1350
Bellevue WA 98004 
(206) 714-8467
steve@steve4schools.org
www.steve4sch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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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第405號表爾威（Bellevue）校區

第2號董事區

 學歷：印第安那（Indiana）大學工商管理
碩士；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SUNY Albany）人類學文學士；
美利堅（American）大學應用人類學研究所課程

職業：家長教師學生協會董事會成員；VIBES學術導師；前軟體開發
工程師；母親

聲明：表爾威（Bellevue）校區的卓越表現也帶來了一些挑戰，包
括在高學術標準和學生情緒健康中取得平衡，為大量新生準備教
室，用彈性政策和多樣化計劃滿足每一位學生的需求。

作為校董之一，我將確保董事會的政策聚焦於為所有學生帶來最好
的教育成果。我將動員社區，並傾聽家長、學生的意見反應，以協
助自己評估政策的有效性，同時處理非預期的問題。

我將致力支持教師及工作人員，給予他們需要的資源和工作彈性。
這樣，他們在展開世界一流教育的同時，可以為學生和本身情緒健
康提供支撐。

我還在四個不同的家長教師協會董事會擔任過各類職位，包括在
Stevenson學校董事會擔任主席，在表爾威家長教師學生協會擔任
過共同主席。我也曾在幾個地區諮詢委員會，包括那些關注資優教
育、教育公平和教育技術的委員會擔任過職位。

在Stevenson小學的志願服務讓我獲得了家長教師協會金橡獎，華盛
頓州家長教師協會還曾授予我金牌領導力學院獎。

Carolyn Watson
 15127 NE 24th Street, PMB 101
Redmond WA 98052 
  carolynsedgwickwatson@outlook.com
  

第4號董事區

 學歷：環境毒理碩士；化學理學士；政治
科學理學士；麻省理工學院（MIT）

職業：科學教育-研究員/博士生（非營利機構前高級主管，微軟公
司領導）

聲明：我始終致力於確保我們社區的每一名孩子都能獲得優質的教
育；為實現這一點，我還保證本校區會以開放的態度與工作人員和
社區展開合作，在董事會任職的這五年，我強化了本校區對社區的
透明度，協助改善了本校區與各利益相關方的關係；我還支持加大
對各校科學和工程學教育的投入，讓全體學生能接受社會情感技能
培養，同時為特殊學生和天才學生規劃課程。我和其他人共同牽頭
展開了一項基於社區的合作，最終聘用並留下了一位能力強、以學
生為中心的總監。他與社區的交流愈發頻繁，與教師和員工的合作
也愈發完善。在我的爭取下，本校區用兩年時間完善了相關規劃與
報告機制，針對學生學習的投入就此納入了地區優先投入項目；同
時，這項機制還要求本校區切實承擔起本身責任，為全體學生帶來
成果。我還將繼續倡議下列內容：提升交流和透明度，建立一套校
區和家庭及社區的合作水準評價標準，設立明確和適當監管的學生
學習目標，營造一個職業化的環境來帶動持續發展、合作和對各級
教師、管理人員及工作人員的支持。作為一個家長，一個有經驗的
教育工作者，一個商業領袖，我有信念、有能力貢獻自己的力量。

Christine Chew
 226 W Lake Sammamish Pkwy SE
Bellevue WA 98008 
  chew4school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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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董事區

學歷：塑膠工程博士，材料工程碩士（華
盛頓大學第93屆畢業生），材料工程學士（GA理工學院，第91屆畢
業生）

職業：波音公司塑膠工程師

聲明：我個人就讀過五個校區，不管是有效還是無效的政策我全都
親眼見證過。

我積極動員社區的各個方面，鼓勵家長，特別是那些認為自己無力
參與的家長在學校建言獻策，

我努力為校區內所有教師和學校提供人力資源支持。

我從來不低估待教育孩子的能力。

在奧林匹亞，我呼籲為多樣化的塔奇拉（Tukwila）校區提供所需的
資金。同時，對於目前校區資金依然不足的現狀，我絕不滿意，還
將繼續爭取。

Kevin O’Brien Gaw
 3432 S 141st St
Tukwila WA 98168 
(206) 276-3963
kevingaw2003@yahoo.com
  

學歷：Foster高中（1961年），華盛頓大
學工商管理（1968年）

職業：2000至2007年任塔奇拉（Tukwila）市長，已退休

聲明：100多年來，塔奇拉的學校一直都致力於協助學生為未來做
好準備。今日我們的學生呈現出多樣化的態勢，同時21世紀要求的
職業技能也在不斷地發展變化。這些因素敦促著我們制訂出全新的
教學策略，對學生的需求要作出更靈敏的反應。從學前教育直到畢
業，我們要對課程和教學進行精心調整，使目前的學生能掌握其參
與未來競爭所需要的技能。

我對我們的學校之未來大有信心，也支持作出積極的變化，鼓勵所
有學生取得成功。如果能再次擔任第2席位，我將繼續為所有學生，
為其夢想，為其社區參與以及塔奇拉校區長期可持續性發展作出奉
獻。感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Steve Mullet
 3303 S 132nd St
Tukwila WA 98168 
(206) 244-7553
mulletsville@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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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號董事區

學歷：未提呈 

職業： 未提呈 

聲明：哈羅！塔奇拉（Tukwila）市。

很遺憾地告訴大家，我已經搬出了該城市，無法為校董會提供服
務。我相信，取代此職的人士將會用勤勉的工作繼續提升本區的教
育水準，並為學生和教職工提供支持。

Dana Scott
 4220 Southcenter Blvd. Apt. 12
Tukwila WA 98188 
(206) 501-9544
sea481412@gmail.com
  

第5號董事區

 學歷：華盛頓大學電腦科學碩士；加州大
學柏克萊（Berkeley）分校數學文學士

職業：軟體工程師（退休）

聲明：我致力於協助學生開創一種教育體驗，使他們為踏上社會後
取得成功做好準備。我已經在本區義務教了14年的數學課。我努力
向學生灌輸對其日後成功至關重要的技術知識。今年我們就有財力
為所有三年級及以上的學生每人提供一台電腦。作為本區的立法代
表，我將繼續在州層面為我們的學生倡議，他們應該享受到應得的
那部分州教育資金。我們擁有的是一個出色而多樣化的學生群體，
他們應當享有卓越的教育體驗。

Dave Larson
 5630 S 147th St
Tukwila WA 98168 
(206) 244-2313
dave.larso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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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董事區

 學歷：理副學士

職業：家庭主婦

聲明：我在河景（Riverview）校區生活了已經快有15年，我的兩個
兒子也在本校區上學。我很榮幸過去四年為河景校區董事會服務。
作為家長和校董，我將繼續致力於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發揚他們
的閃光點，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我相信，協助學生和學校
持續取得成功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Jodi A. Fletcher
 23236 NE 141st Pl
Woodinville WA 98077 
    

第3號董事區

 學歷：社會學文學士

職業：金郡聯合募捐（United Way）協會發展關係主管

聲明：河景（Riverview）的選民，感謝你們對河景校區的支持！ 

你們的校董會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工作。過去兩年，我們聘請了一位
傑出的總監，以全新的策略規劃重新設定了校區願景，通過了預
算，實施了大量政策，完成了一份20年期的資產和設施規劃，並和
立法委員一起為增加教育撥款奔走呼籲。

奉獻精神，以及對教學工作的熱情，這是我們事業的核心價值觀。
我們認為，每名學生都有資格接受良好的教育，享受到高效率的教
學設施、優秀的教師和優質的學習資源。

教育下一代，這是我們的使命。

校董會高度重視你們為學生的投入和展開的合作。感謝用你們的一
票來支持校董會！

Carol Van Noy
 31719 NE 115 Pl
Carnation WA 98014 
(425) 941-8855
carsort@broadstrip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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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號董事區

學歷：加利福尼亞路德會大學（CLU）
ChFC—美國學院（American College）AAMS—金融規劃學院

職業：金融顧問

聲明：很榮幸自2007年以來為社區服務，擔任河景（Riverview）校
區董事會董事。作為一個家長，我深刻認識到自己職位的重要性。
我們前方面臨着重重挑戰，我希望能繼續擔任你們的代表。

我的家庭已經在杜瓦爾（Duvall）生活了22年，我的公司也開在這
個城市。我對公立教育有着強烈的信念。過去幾年，我們取得了顯
著進步，而學生成績依然是我們的底線目標。作為董事會立法代
表，我在奧林匹亞的立法者面前經常發言。今後我將繼續為孩子們
的利益在立法會議上發出倡議。我在這裏是為了代表你們，我們的
各位市民和納稅人。

感謝您的支持。

Danny L. Edwards
 14511 273rd Place NE
Duvall WA 98019 
(425) 788-3640
dannyledwards@gmail.com
  

第5號董事區

學歷：岡察格（Gonzaga）大學文學士

職業：主婦、社區義工

聲明：自從接受任命填補此職位空缺起，我就開始擔任河景
（Riverview）校區董事會董事，對此我感到非常榮幸。我希望在
競選此職位時獲得您的支持。我們的學生需要準備迎接未來的各種
挑戰，學校在引領他們面對未來多變的情況方面起著非常完整的作
用。我非常支持公立教育，而且非常自豪能成為強烈宣導學生學習
的董事會成員。 

我有三個孩子，目前他們就讀於Cedarcrest和Tolt學校。在任職董
事會成員之前，我曾擔任多屆小學和中學的家長教師學生協會主
席，也曾擔任河景家長教師學生協會議會主席。我曾就職於多個地
區委員會，並積極參與 本校區2010年和2015年舉辦的策略規劃論
壇。

Sabrina Parnell
 27827 NE 156th St
Duvall WA 98019 
(425) 788-4216
sabrina.parnell@fronti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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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第408號奧本（Auburn）校區

第1號董事區

 學歷：愛達荷（Idaho）大學，建築學學士，
1984年

職業：建築師/項目經理

聲明：我在過去十八年一直擔任校董會成員，我熱衷於協助下一代
發揮其潛能獲得成功。我們的兒童是最寶貴的資源，我們未來的生
活將由青少年的教育決定。為了在全球化經濟競爭中獲得優勢，我
們必須努力確保為他們提供最佳公立教育。 

這將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嚴苛的決策和指導來幫我們度過艱難時
期。我的建築職業和之前在社區中的義工經歷使我能提供強有力的
教育領導。我是學業成就的堅定擁護者，對所有兒童都抱有很高的
期望。我希望能繼續為奧本（Auburn）校區的社區兒童、工作人員
和市民服務。 

Ray Vefi k
 1356 32nd Place NE
Auburn WA 98002 
(253) 833-1351
jhrvef@aol.com
  

第2號董事區

學歷：通訊學文學士 

職業：房地產

聲明：我成為奧本（Auburn）社區的一員已有10年之久，也幸運地
在蘊含高標準學習和家庭氛圍的校園環境中養育了我的孩子。作為
家長，我理解協助孩子成長的重要性，作為校董會成員，我將努力
支持校區內所有學生的發展需要。我的目標與奧本校區對於優異學
業成績的策略化目標一致。我致力於協助他們獲得成功的同時為所
有學生提供最高教育水準。我對教育飽含激情，期待為社區服務。 

Robyn Mulenga
 PO Box 901
Auburn WA 9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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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號董事區

學歷：西華盛頓大學工商管理文學士，集
中修讀：市場營銷

職業：非營利組織資深主管

聲明：在2011年，我被選為奧本（Auburn）校董會成員，期間負責
學生成績相關事務。目前我擔任校董會副主席。我希望能繼續為本
校區所有學生的利益展開工作。

在當選為副主席之前，我在當地區已經工作了十二年，參與過家長
教師協會、地區促進方案、疆界委員會，以及負責檢查本區設施在
社區中使用情況的委員會。我曾任職於奧本市民支持學校和社區組
織。我還擔任過創立奧本公立學校基金會的委員會共同主席，是該
組織的首任共同主席，該組織旨在支持發掘更多資源來協助學生提
高成績。

我的家庭已經在奧本生活了將近20年。我的兩個孩子都畢業於奧本
河岸（Riverside ）高中。 

Anne Baunach
 5124 Nathan Ave SE
Auburn WA 98092 

(253) 735-2159
anne4auburnschoolboard@comcast.net
  

第5號董事區

未提呈。

Ryan Van Quill
 13200 SE 342nd St.
Auburn WA 98092 
(206) 226-1535
rvop@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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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董事區

學歷：北亞當斯州立（North Adams 
State）學院

職業：顧客服務經理 

聲明：當我初次接受面試、被告知要在接下來幾個月填補主管離職
造成的空缺時，我告訴面試小組，自己沒有任何計劃。但我唯一決
意做到的是：以客觀的心態看待我們面臨的一切。對所有下一代
人，我作出的決定必須能為其提供最好的服務。自那時開始後的數
年，我的方法沒有任何變化。我很自豪地看到，塔何瑪（Tahoma）
地區圓滿實現了目標。我任職的這幾年來，註冊學生數量幾乎翻了
一番。不過，我們之所以能實現目標，要感謝一支出色的職工團
隊，以及傑出的領導層。接下來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建造一所新高
中，對年級進行一次大規模重新調整，同時在考試預期成績中每天
都能看到進步。我們正在經歷重要的過渡期，本社區允許我繼續擔
任這一職位，對此我深表感激。

Bill Clausmeyer
 21627 SE 267th St
Maple Valley WA 98038 
(425) 432-6191
Bill2SB@cs.com
  

第3號董事區

 學歷：連頓（Renton）技術學院，副理學
士；連頓技術學院，手術醫師認證

職業：手術醫師

聲明：代表塔何瑪（Tahoma）校區的學生、教育工作者和居民的應
該是這樣一位董事會成員：他積極地傾聽民衆的聲音，並且對社區
有獨到的觀點和熱情。在這個快速發展的地區，我將用一種創造性
的觀點來解決問題，保證塔何瑪各校在未來的競爭力。

我本人就在塔何瑪這個傑出的校區畢業，我和丈夫也選擇在這裏撫
養我們的兩個孩子，因此，我熱情地關心著這地區的長遠目標。

目前我在當地社區擔任：Homesteading Half-Pints組織的4H導師、
義務藝術講解員、獎章背後（Behind the Badge）基金會家庭網路
會議和紀念舞會的委員會成員。

作為你們在董事會的代表，我將努力實施具有創造性的解決方案，
讓每名學生和教育工作者都能擁有一個成功的未來。謝謝你們的考
慮，請大家投我一票。

Jessica Zielinski
 26828 Maple Valley Hwy PMB 275
Maple Valley WA 98038 
(253) 686-2268
jzielinski03@yahoo.com
www.facebook.com/JZBoardNo3

學歷：華盛頓大學文學士；華盛頓州立學
校董事協會領導

職業：圖像藝術家 

聲明：塔何瑪（Tahoma）校區正在進行教育標準、管理和設施
（以減輕過度擁擠教室的壓力）的歷史性變革。我的經驗和知識，
以及我對學生、教師、工作人員和家庭的奉獻將有利於在此關鍵時
刻指導該區的發展和實現面向未來的願景。

經證實的經驗：自1991年起，我就開始擔任該區的義工。我就職於
TSD債券監管委員會；氣候和文化委員會，參與處理多樣性問題；也
在可持續委員會和模型評估委員會任職，參與調整9-12、6-8和K-5
等級的工作。

經證實的領導能力：我曾擔任六屆校董會主席。在社區中，我擔任
楓樹谷（Maple Valley）創意藝術委員會主席；楓樹谷農夫市場副
主席；塔何瑪學校基金委員會成員和楓樹谷市藝術委員會成員。

支持者：公立學校員工；塔何瑪教育協會和塔何瑪校長協會。

Mary Jane Glaser
 20530 SE 198th St
Renton WA 98058 
(425) 432-9189
MGlaser591@outlook.com
www.maryjanegla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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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號董事區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我希望為學生提供優良的教育機會，對此我願意奉獻，也充
滿熱情。這就是我參加競選尋求連任的原因。

我在數眾多的委員會擔任過職位，也以很多方式代表著學校董事
會，其中包括石溪（Rock Creek）小學、塔何瑪（Tahoma）中學、
柏河（Cedar River）中學、塔何瑪初中、交通部門以及教學和學習
部門。我服務過的委員會有：民事委員會、多元化委員會、安全和
應急準備委員會、學生簡歷和嘉獎委員會以及反騷擾和反欺淩委員
會。

為了參與和瞭解塔何瑪學生的教育體驗，我經常到學校實地造訪，
觀摩師生活動。我參加的校區活動包括學校嘉獎典禮、學校開放
日、科學展覽會、運動會和員工發展會議。

我的部分目標包括：支持新高中投入使用並加入本區其它學校聯
盟，聘雇並留住優秀員工，建立財務問責制，為學生提供有效支
持，以及協助學生為今後的成功做好準備。

Didem Pierson
 23126 SE 243rd Pl
Maple Valley WA 98038 
  didem@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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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呈。

Geoff Doy
 8130 438th Ave SE
North Bend WA 98045 
(425) 233-4499
geoffrey.w.doy@comcast.net
  

第3號董事區

 學歷：聖地牙哥（San Diego）州立大學，
工商學理學士；南加州大學，會計學；
認可專業會計師

職業：安永（Ernst & Young）會計事務所資深財務審核經理

聲明：自四年前當選以來，我從來沒有動搖過把孩子放在首位這一
信念。我的目標始終如一：提高預期成績；關注學生成功，加強規
劃、決策和問責制；深入培養社區關係。

我可以很自豪地說，我們的校區取得了顯著進步。我們注重讓所有
學生做好準備迎接大學或就業，以及履行其公民職責；我們還致力
於降低輟學率。我們規劃了一套涵蓋全區範圍的策略方案，並推動
轄區所有學校將其作為目標。我們強化了與家長和社區間的交流。
此外，多虧了那62％的選民給予的支持，我們得以義無反顧地對學
校建築進行大面積擴建和翻新。

為了我們的孩子，為了我們的社區，我會以滿腔的熱情繼續投身到
這項極具意義的工作中。如果能得到您的一票，我將深感榮幸。

Carolyn Simpson
 34802 SE Garden Ct
Snoqualmie WA 98065 

(425) 890-2239
carolyn@simpsonforschoolboard.com
www.simpsonforschoolbo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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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號董事區

未提呈。

Dan Popp
 27935 NE 26th St
Redmond WA 98053 
(425) 766-7600
dkpopp@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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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董事區

 學歷：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電子與電腦工程
學理學士；聖大克拉拉（Santa Clara）大學
工程管理學碩士

職業：教育和宣傳志願者；前營運和市場行銷經理

聲明：感謝大家允許我這四年來擔任校董會董事一職。我專注於為學生
提供更多機會，協助他們為高中以後的階段做好準備，不管是讀大學，
參與工作，還是選擇其它道路。我們的學生按時畢業率超過91％。現
在，我希望能繼續提供協助，確保每個年級的所有學生都擁有獲得成功
所需要的資源。我們的社區正在實現長足發展，而我們的學校需要準備
好向每名學生提供高品質的教育。

我曾擔任過兩年董事會立法代表，目前任董事會主席。過去十八年，我
一直透過美洲獅嶺（Cougar Ridge）學校、阿波羅（Apollo）學校、伊
薩夸（Issaquah）初中和伊薩夸高中的家長教師學生議會、伊薩夸家長
教師學生議會、伊薩夸校區公債/徵稅委員會、伊薩夸學校志願者協會
等機構參與教育志願工作。

衷心感謝您的支持。

Anne Moore
 6530 155th Ave SE
Bellevue WA 98006 
(425) 643-0278
annemoore5@comcast.net
  

第3號董事區

學歷：華盛頓大學醫學博士；普捷灣大學理
學士

職業：急診醫師；曾擔任六年級數學和科學教師

聲明：全情投入

我期待着能有機會為這個地區的家庭服務。我的一個孩子在Discovery
小學讀兩年級，還有一個在上學前班。對於早期兒童教育，以及與社區
合作為所有幼稚園至12年級的學生創造更多教育機會，我充滿着工作激
情。

經驗豐富

作為Gig Harbor校董會董事，我和地區以及其他董事一起合作實施了全
新的教學標準和評估標準，並提高了畢業標準，我們還重新設計了策
略規劃，加強了和社區的關係。我的經驗可以讓我更好地服務伊薩夸
（Issaquah）校區的學生。

追求平等

我將努力確保本區所有學生，不管他/她是住在Skyline地區、伊薩夸地
區、或是Liberty地區，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機會。透過嚴格的課程和必
需的支持，他們不但能取得學業上的成功，還能為就業或升大學做好準
備。

Harlan Gallinger
 1316 235th Place SE
Samammish WA 98075 
(206) 390-4312
harlan.gallinger@gmail.com
www.HarlanGallin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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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號董事區

 學歷：柏克萊（Berkeley）加州大學，
金融學工商管理碩士。步郎（Brown）大
學，法語研究文學士。

職業：現任：伊薩夸（Issaquah）校董會董事。曾任：企業財務總
監/財務分析員。

聲明：在過去的九年，我有幸作為伊薩夸校董會董事為各位服務。
由於伊薩夸一直注重優質的教學指導，現在持續在州内最高學生考
試成績中榜上有名。

本校董會的目標是確保將學生的成功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
學生是我們的未來，當務之急是讓他們參與挑戰，給他們學習的機
會，為進入大學和職場做好準備。

我對本區認真負責地監管納稅人稅款和管理實物資產的現象感到極
其自豪。我與家長教師協會，伊薩夸學校基金會以及為伊薩夸學校
志願工作組織等的合作以及其支持，使我和選民們有了密切的關
係。

我期望能夠繼續重視本區所有學生的成績，衷心感謝您的一票。 

Suzanne Weaver
 3749 234th Ave SE
Samammish WA 98075 
(425) 313-2494
sgweav@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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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董事區

 學歷：華盛頓大學動物學理學士，政治科
學文學士，普捷灣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職業：律師

聲明：Mike Jacobs擁有能擔任社區董事的背景、經驗和堅定的決
心。在其任職期間，本區實現了財務穩定，完成了兩所高中的施工
建設，為所有學生提供全天制幼稚園，維護了選舉機會，建立了支
持按年級學習的干預課程，並啟動了電腦科學、工程和機器人方面
的新STEM課程。 

由於工作出色，本區再次得到州和國家認可。七所學校獲得華盛
頓州成就獎。今日美國（USA Today）將岸峰（Shorecrest）高中
評為美國最佳高中之一，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將岸林
（Shorewood）高中評為美國最具挑戰性高中之一。

Mike及其妻子Janelle和兩個孩子都畢業於岸林高中。他們有兩個孩
子正在岸林高中就讀。岸峰校區非常優秀，Mike將繼續效力並為其
增添光彩。 

Michael Jacobs
 19560 8th Ave NW
Shoreline WA 98177 
(206) 542-1419
mikejacobs412@gmail.com
  

第4號董事區

 學歷：俄勒岡（Oregon）州立大學，雙理
學士學位

職業：退休擔保人和認可專業會計師 

聲明：我參加競選是希望連任以延續我們卓越校區獲得的成功。首
次任期中我的成就包括：實施共同核心標準、完成兩所新高中建
設、應對就讀學生增加的設施規劃、特殊教育、專業人員編制、實
施全新的州考試要求和STEM改進等。我希望在校董會此職的新任期
中為今後的成就作出貢獻。 

Richard Nicholson
 15811 11th Ave NE
Shoreline WA 98155 
(206) 362-5129
dickncpa@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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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號董事區

 學歷：工業技術碩士；經濟學學士

職業：波音公司技術人員（退休）；前工
業工程師和指導員

聲明：學校是對孩子也是對我們未來的投資。我們應當為學生們提
供最佳的教育。

我認為，民選官員應該接受評估並對其服務和承諾兌現程度負責。
在我擔任董事會成員的兩屆任期中：學生的考試分數有所提高。開
始為所有人提供全日制幼稚園。顯著提升了本校區和社區之間的交
流。透過軟件記錄學生進步情況，因此學生們都不會落後。新高中
軟件可指導學生課程和畢業後規劃。重建兩所高中（符合預算）。
改善眾多學校設施。改革數學課程。儘管州提供的經費持續不足，
我們的預算已經恢復。並且聘請了新總監。

我在岸線（Shoreline）已經居住了32年；兩名孩子分別是岸峰
（Shorecrest）學生和岸峰畢業生。  

我希望傾聽您的意見反饋。讓我們共同努力將岸線打造成為州最佳
校區。

Richard Potter
 18400 15th Pl NE
Shoreline WA 98155 
(206) 367-5477
redptc@gmail.com
www.vote4po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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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華盛頓大學法學院；Chapman大學工
商管理碩士和經濟學文學士

職業：律師；華盛頓湖校區設施工作小組成員；科克蘭
（Kirkland）規劃委員會主席

聲明：作為華盛頓湖校區設施工作小組（負責規劃學校未來建設和
最佳化現有建築使用）成員，我清楚使各利益相關方參與到學校建
設中的重要性；同時，比起高層未經商榷就作出的決策，由社區形
成的規劃實施起來會更為有效。

我希望能在華盛頓湖學校董事會服務，繼續爭取更多社區參與，發
掘出更多的創新性教育方案。

如果有幸當選校區董事，我將和教師、社區展開合作，確保學生既
可以為未來的就業做好準備，又有能力解決今後將會遭遇的問題。
我會立即採取三條務實措施來解決學校的規劃問題，使學生學習與
時俱進：

（1）透過實施高成本效益的設計政策來提升教育品質，防止學生今
後出現能力不足的問題；

（2）增加學生未來就業訓練所需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課程；

（3）加大對教師的技術支持力度，為他們提供新穎的電子裝置，協
助學生在實操環境中練習解決問題和展開合作的能力。

我的相關背景和對教育的熱忱可以為校區帶來全新的領導方式。衷
心感謝您的投票！

Eric Laliberte
 9201 NE Juanita Drive #105
Kirkland WA 98034 
(425) 218-2135
info@voteeric.org
www.voteeric.org

學歷：基督教長老會St. Luke’s護理學院 

職業：社區志願工作者，註冊護士

聲明：作為華盛頓湖校區董事會20年的成員，我持續致力於為所有
學生改善教育機會，協助他們在未來取得成功。我始終擁護為學生
和家庭 提供多樣化的教育項目。

我還致力於在多年來經費減少的情況保護教室。在入學學生數量逐
年上升的情況下，我們的長遠設施規劃既回應了公眾意見，又滿足
了學生需求。建造、維持學校需要遠見和規劃。確保和社區之間的
交流一直是我的首要任務。有了社區的參與，我們使民眾更好地理
解到徵稅和公債問題，並給予更大的支持。 

在使用政策治理的過程中，華盛頓湖校區董事會持續關注學生的成
績和表現，將此作為我們的關鍵教育成果。這種管理模式已經成為
我們和選民展開合作的根基。我致力於聆聽大家的想法和建議；學
生應該怎樣為未來做好準備，我也準備好聽取你們的見解。

我已經在華盛頓湖校區生活了四十年，兩個孩子也都在本校區畢
業。我繼續致力於為每名學生帶來優質、有意義的教育。我期待著
能為大家再服務四年。

Jackie Pendergrass
 13410 98th Ave NE
Kirkland WA 98034 
(425) 821-1157
reelectjackie@gmail.com
www.jackiependergrass.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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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董事區

 學歷：Pomona學院分子生物學文學士；
史丹福大學遺傳學博士

職業：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公共健康科學部職員

聲明：我很榮幸能在華盛頓湖校區董事會擔任兩屆職位。目前，我
的孩子們正在本校區的小學、初中和高中就讀，作為家長我倍感自
豪。我有經驗和資格當選，同時也致力於提升本區學校的教學表
現。在我前兩個任期內，兩所以學生興趣為出發點的高中（擴建的
國際社區學校和新增的Tesla STEM高中）吸納能力增強了三倍還不
止；我們還引入了一套經過大量改良的K5數學課程。過去八年，我
們校區良好的學術聲譽使入學學生數量上升幅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
20％。因此，目前我們面臨的最大難題在於營運。我們無法增加額
外的固定教室供這些學生使用。在缺乏新教學樓的情況下，我們只
能作出艱難的選擇，對現有教學樓的使用進行最佳化，包括將新生
安排到高中上課，以及最近在全區範圍內重新劃定校區邊界。

我會加強個人的努力來爭取必要的教育資金，以適應校區發展；
同時，我承諾繼續展開倡議，對那些以學生興趣為出發點的高中課
程，呼籲增強其可及性和豐富程度；我的重點依然是為學生創造出
更多的數學和科學學習機會。 

Chris Carlson
 5125 107th Ave NE
Kirkland WA 98033 
(425) 576-9040
cscarlson47.shop@gmail.com
  

第2號董事區

學歷：Hartford大學，文理學士學位

職業：Suited Connectors LLC，創業投資基金－管理合夥人，投資
顧問  

聲明：華盛頓湖（Lake Washington）校董會需要一個善於傾聽其管
理的社區中民眾心聲的代表。我就是合格人選。當我們使校區重返
正確道路之時，我希望與您交流以確保我們的學生可以獲得最佳和
最安全的學習環境。 

去年我出席了所有校董會會議，也完全意識到眾多存在的問題。我
們的校區處於萎靡不振的狀態。2004年學校公債券議案兩次未獲通
過。現任校董會成員向納稅人請求收取一筆不切實際的費用。他們
透過不嘗試解釋對於公債券的權衡需求，然後使情況更加複雜化。
現在整個校區仍能感受到失敗的後果。課堂極度擁擠，教師們感到
非常沮喪。我將不懈努力去改善這種情況。 

我來自一個教育工作者家庭。我為我的母親感到非常自豪，她起初
是一位代課教師，退休時是新澤西（New Jersey）大學Ramapo學院
副校長。

現任校董會成員表現出冷漠和疏離的態度，我迫不及待想成為你們
的 利益宣導者。 

Rob Tepper
 6528 111th Ave NE
Kirkland WA 98033 
(206) 391-3333
robtepper05@gmail.com
  www.votetepp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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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

第5號董事區

學歷：華盛頓大學，公共衛生學碩士；
史丹福大學，人類生物學文學士

職業：公共衛生 

聲明：我是此地長期的居民，強烈支持優質公立教育，全面發展學
生的各項才能。在過去四年，我是一個卓有成效的教育領導者，也
是一個積極的校董會成員。我一直努力增加社區參與活動----這是
個關鍵性策略計劃目標。這最終產生了合作式的公共工作形式，例
如社區成員合作採用數學和科學課程和組成多個工作小組。由於目
前華盛頓湖（Lake Washington）校區學生數量增加，需要增添更多
設施，我傾聽並瞭解這些問題。我強烈主張世界一流的教育需要優
質建築標準來支持。我曾支持為所有學生提供額外的協助和機會。
作為東區民生服務論壇成員、華盛頓州學校董事協會（WSSDA）領導
組織的成員，以及華盛頓湖學校基金會的創立成員，我會繼續擔任
一個卓有成效的社區代表。 

我現在已婚，有兩個孩子，住在雷德蒙（Redmond）市，他們從小學
到高中都就讀於華盛頓湖校區，這是一個備受讚譽的理想校區。  

我相信公立學校的價值，以及公眾為學校創造的價值。

Siri Bliesner
 16403 NE 111th St
Redmond WA 98052 
(425) 881-4306
Siriforschools@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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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第415號肯特（Kent）校區

第1號董事區

未提呈。

Trisha Sanders
 23501 112th Ave SE L-101
Kent WA 98031 
(206) 910-3100
sanders4ksd1@gmail.com
  

學歷：雅拉雅拉（Walla Walla）學院護理
理學士；華盛頓 大學衛生管理碩士

職業：皮瓦拉普部落（Puyallup Tribe）長者及弱勢群體部門行政
主管

聲明：Russell Hanscom是肯特（Kent）校區五、七和十年級學生
的父親，他致力於將肯特校區建設成州最佳校區。在過去的四年
中，Russell曾使用其領導能力協助在學校中實施新方案，在社區的
支持下，獲得恢復若干基本計劃和服務所需的收入，如學校輔導主
任、圖書館館長和5年級和6年級樂隊和管弦樂隊。他瞭解我們的社
區代表多樣化文化，且致力於滿足學生的個人需要和協助聯合社區
群眾。他瞭解協助孩子迎接未來挑戰的重要性，無論他們將上大學
還是準備進入職場。他曾指導制訂我們校區成功的方案，如iGrad，
肯特谷早期教育中心和學生成績的家長學院。他在改變兒童生活方
面有眾多成就，如擔任肯特公園部籃球、棒球和足球教練志願者，
並且熱衷於參加其孩子的家長教師協會。他以前是肯特扶輪社和肯
特商會成員。請為Russell Hanscom投票 

Russell L. Hanscom
 9523 S 237th Pl
Kent WA 98031 
(253) 859-9523
russ_hanscom@hotmail.com
www.russellhansco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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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第415號肯特（Kent）校區

第2號董事區

 學歷：華盛頓州立大學，教育學文學士

職業：伊薩夸（Issaquah）校區，課堂教師（退休）

聲明：作為現任董事，我很榮幸能為肯特（Kent）校區的學生和市
民服務。我真誠地相信，公立教育是維持社會、經濟和民主政體穩
定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經濟全球化徹底改變了就業的面貌，生活
標準的高低從此取決於是否擁有高超的職業技能。而在知識儲備不
斷累積的過程中，就業同樣發生了變化。因此，我們的學生不管能
力如何，都必須掌握技能。只有技能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無論這
種考驗是為了學生個人的成功，還是為了將來他們共同的就業環
境。我說的這些技能包括：有創意的問題解決能力、批判性思維、
合作精神、知識儲備、技術嫺熟和高效率溝通。我們需要進一步發
揮創意精神，而正正是教育把最好的創新實踐提供給了我們。學生
取得好成績，這是董事會的終極目標。

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教師，我對教育有著很深的理解。我們必須吸
引並留住反映這社區多元化的優秀員工。整合技術，最大化學習效
能，做到這一點非常關鍵；要想在滄海橫流的全球化競爭中笑傲群
雄，學生們必須要掌握精熟的技術。當然，在教會學生展開合作的
同時，我們本身也要在整個社區中展開合作、依靠合作。此外，我
們也要履行財政責任。為全世界培養出能力出眾、發展全面、適應
力強、赋有創造力，懂得批判性思考的人才，這才是我們的終極目
標。    

Karen DeBruler
 15413 SE 176th St.
Renton WA 98058 
(425) 277-6648
debrulerk@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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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第415號肯特（Kent）校區

第3號董事區

 學歷：曾就讀猶他州Provo市的Brigham 
Young大學

職業：Flow International公司專案經理

聲明：我很榮幸能在過去8年以董事會成員的身份為大家服務。我對
下一個4年充滿期待。我知道，我們每天送孩子去學校，都希望他
們能接受到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育包括藝術、音樂、體育以及數
學、科學、寫作和閱讀。我致力於確保我們提供的是一種全面發展
的教育。

齊心協力，我們可以達成“讓所有孩子為明天作好準備”的使命。
為此，我們需要創新方法，確保學生有學習的積極性；要和社區一
起努力發揮孩子們的特長；要相信每一名學生都有潛力可挖，並把
此信念作為我們的行動綱領。齊心協力，我們就能縮小學生間的成
績差距，並確保所有學生取得成功。

我和丈夫一起在肯特（Kent）市將五個孩子撫養成人。他們五個人
全都畢業於本校區。而且他們每個人的教育需求都不盡相同，我們
本區的其他學生也同樣如此。我承諾，會在確保我們校區在保持財
政健康之同時，為所有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感謝大家一如既往的
支持。

Debbie Straus
 32212 227th Ave SE
Kent WA 98042 
(206) 713-9719
debstraus@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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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第417號北岸（Northshore）校區

第2號董事區

 學歷：密蘇裏（Missouri）大學，政府會計
學博士

職業：中央華盛頓大學迪茂伊（Des Moines）分校，會計學副教授

聲明：我的兩個孩子都在北岸（Northshore）讀書。我本人是北岸市
民支持透明度組織的創始成員，一名義務教練，並且是家長教師協會
成員—我知道，這個優秀的城市可以變得好上加好。任何一個孩子都是
我們的重要財富，因此，我們希望這個校區能協助他們茁壯成長，取得
成功。

我在企業、政府和非營利性組織擁有逾20年的財政管理經驗。我曾在一
家認可專業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目前在中央華盛頓大學教政府會計學。
我不光主張良好的治理，我在課堂上教的就是這些內容。

我獲得一眾組織、社區成員和教師的支持，請查閱：
www.kenforbetterschools.org。

透過攜手合作傾聽社區需求，我們可以讓北岸地區從“良好”變成“優
秀”。促使我這次參選的是我的社區、我的政府會計經驗和我對北岸地
區的信奉。所有這些匯聚成一個聲音在我耳邊回蕩：團結合作，精益求
精。 

Ken Smith
 15816 70th Ave NE
Kenmore WA 98028 
  

 學歷：教育學文學士；消防科學理學士；
教育學碩士

職業：退休消防員；目前為特殊教育教師

聲明：我是一名教師，過去曾是一名消防員。學校和公眾服務組織正面
臨挑戰，其需要我的專長來保持卓越的效率。作為教師，我以滿腔熱情
培養出高效率、充實且投入的市民。他們為今後踏上社會做好了充足的
準備。我相信自己的專長和熱情可以為北岸（Northshore）提供服務。
每名學生的優點都各不相同。不管職業定位或教育歷程如何，所有學生
都應該享受到同樣的教育，去協助自己發揮最大潛能。目前，學生有
一部分能力透過強制性的考試來加以衡量。我們不僅僅要強調這部分能
力，還要持續關注學生的整體發展。要實現這使命，關鍵一點在於學校
的資金要充分到位。如果成功當選為北岸校董，我相信，我會以一種合
作和尊重的姿態，為實現上述目標作出自己的貢獻。 

已獲以下人士的支持：

NSES，NESPA

Janet Quinn

州眾議員Derek Stanford

第一號立法區民主黨人

John Harley Hammond
 14920 72nd Place NE
Kenmore WA 98028 
(425) 698-0116
jharleyhammond@gmail.com
  

第3號董事區

 學歷：印第安那（Indiana）大學化學文學士

職業：生物醫學技術行業高階代表

聲明：教育為先

我的孩子在北岸（Northshore）學校受到良好的教育，這得益於學校教
師、行政人員及學校員工的質素及承諾。我們在取得成功的同時亦面對
巨大挑戰，如學校資金、教室規模及標準化測驗。思想型的領導比以往
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本人擔任義工科學講師、家長教師協會立法代表、課堂助手、監護人及
北岸長曲棍球董事會成員，為社區作出貢獻。我的妻子在本校區教授特
殊教育已超過20年。

本人在管理數百萬元稅金地區已有16年的經驗，具備專業知識及判斷
力，能夠以負責任的方式分配各位納稅人的稅款。

本人的首要任務是推動家長、校董會、行政管理及教師間的開放溝通，
並尋求在教育及標準化測驗間取得“更明智的平衡”。

支持者：NSEA/NESPA（北岸教師、教師助理及學校護士組織）、
平權華盛頓（Equal Rights Washington）組織、參議員Rosemary 
McAullife、眾議員Derek Stanford和北岸學校董事會主席Janet Quinn

David Cogan
 10518 Valley View Road
Bothell WA 98011 
(425) 489-0596
DavidCogan@comcast.net
www.DavidCogan.org

 學歷：岸線（Shoreline）社區學院，FEMA應
急管理學院

職業：小企業老闆，退休輔導教員，學校義工，家長教師議會領導

聲明：我和丈夫、還有我們的孩子和孫輩都在岸線學校接受到良好的教
育。我們的學校有傑出的教員和敬業的工作人員。 

未來四年，岸線將會見證很多變化；而學校董事會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
定這些變化會對學生造成怎樣的影響。  

我們需要堅定、有獨立主見的領導者。他在做決策時要切實負起財政職
責，要投資那些為學生提供支持的項目，還要減少學校人滿為患的現
象。我們不必再那麼強調標準化測試，而要把更多資源投入到提高學生
的學習成果上，協助他們為高中畢業後的人生做好準備。我們要鼓勵社
區參與到我們的決策過程中來。

作為輔導教員、學校和議會PTA領導，並且是岸線議會家長教師學生議
會傑出服務獎獲獎者和華盛頓州學校安全諮詢委員會成員，我堅決擁護
學生利益。  

我獲得以下人士的支持：教師、家長和社區成員

以及下列團體：家長倡議推遲早課開課時間（Parent Advocates for a 
Later Start）組織。 

Berta Phillips
 22509 9th Ave SE
Bothell WA 98021 
(425) 487-1311
bertaphillips63@outlook.com
www.berta4northsho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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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第417號快菲（Fife）校區

第1號董事區

未提呈。

Doug Fagundes
 2506 David Ct E
Fife WA 98424 
(253) 405-4831
jetskidoug@gmail.com
  

第2號董事區

學歷：Decatur高中，綠河（Green 
River）社區學院

職業：從事企業老闆42年

聲明：從1976年起我一直居住在快菲（Fife）/米爾頓（Milton），
我的四個孩子都非常幸運地從快菲校區畢業了。過去13年裏，我很
榮幸能夠在快菲校董會任職。為我們最重大的資產-我們的兒童提
供支持，我深感責任重大。我們根據最能使孩子受益的情況作出選
擇。課堂規模對於每個區來說都是一項持續的挑戰，我認為我們在
這個方面已經獲得了成功。我們校區很快將面臨設施修繕和籌資方
面的艱難決策。我以前參與建造了CJH並修繕了SLMS足球場及FHS足
球場，此經驗和我的商業經驗將有利於指導決策。我理解在關注學
生成績過程中財政責任的重要性。我將十分感激您的投票，以及繼
續為您服務的機會。我得到 WEA的支持。 

Robert Scheidt
 711 20th Ave
Milton WA 98354 
(253) 380-7581
bobscheidt@aol.com
  

 學歷：西華盛頓大學社會學文學士；華盛
頓大學教師資格認證；Clover Park職業技
術學院圖像技術

職業：在快菲（Fife）校區擔任教育工作15年，2004年獲評
Discovery學校教師獎

聲明：我叫Drew，我希望能在快菲校區董事會擔任大家的代表。對
我來說，這意味著傾聽心聲、收集資訊並及時和大家公開交流。

對於本校區和教育情況，我在很多不同的角度有著多方面的瞭
解。我是快菲高中校友，在Discovery學校教書，我的兒子就讀於
Surprise Lake學校。我也知道，我們的校區和教育總體上經歷了很
多變化，也面臨著一些挑戰，必須要透過公開交流加以應對。

學校是我們社區的根基。我希望以此來強化這個根基—保持互動，
並知道如何最好地服務學生、家庭和員工。 

如果當選董事，我會在財務上負責，密切留意學校日常運作離不開
的基建設施，同時未雨綢繆去處理那些長期需求。

優秀的傳統使快菲校區成為一個宜居之地，讓我們一起努力，把這
樣的傳統繼續延續下去。

Drew Ritzen
 1506 Maine St
Milton WA 98354 
(253) 896-2563
dritzen@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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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金郡第2號消防護衛區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Chris Elwell
 18435 2nd Ave S
Burien WA 98148 
(206) 784-8206
chris@chriselwe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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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Jurisdiction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我從1983年開始在岸線（Shoreline）市生活。我於1972年加
入到西雅圖消防局，在服務了27年後於1999年退休。我在大學區度
過了自己的大部分人生。剛退休，我就在岸線校區找了份校車駕駛
員的工作，2008至2012年期間還在岸林（Shorewood）高中教消防
安全課程。我至今仍在開校車，並從這份工作中獲得了巨大的滿足
感。

作為岸線社區堅定的一員，我希望能為岸線消防局專員委員會服
務。我的應急管理經驗，加上對岸線的付出和奉獻，使我有資格擔
任消防專員。

我期待著能有機會服務和回饋我的社區。

Dan Setterberg
 18539 1st Ave NE
Shoreline WA 98155 
(206) 258-2637
setterberg4fi re@comcast.net
  

 學歷：未提呈

職業：岸線（Shoreline）消防官員（退休），現任Nordic Services
應急主管。

聲明：金郡第4號消防區通常被稱為岸線消防局，但實際上是一個消
防區。岸線消防局和市政府無關，收入直接來自於稅收和公債券。
一個五人組成的專員委員會負責監督消防局的行政管理工作。

面對幾年來的金融危機，管理層必須孜孜不倦地展開工作，對縮水
的收入進行分配，以維持市民期待和應得的服務水準。這正是我們
想方設法得以實現的；本消防局安然渡過了經濟衰退期，沒有像很
多其它消防局那樣解雇消防員或者降低服務水準。  

過去兩年在預算委員會的任職經歷讓我對目前面臨的挑戰有了充分
的認識；多虧最近選民們通過了一項選票議案，我們的前景可以說
是萬無一失。能有機會在第二個任期繼續擔任大家的消防專員，我
感激不盡。

Rod Heivilin
 20004 15th Ave. NW
Shoreline WA 98177 
(206) 546-1455
r2h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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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金郡第10號消防護衛區

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CTC技術學院畢業生

職業：波音公司IT工程師（退休）

聲明：若能再次當選消防專員，我將深感榮幸。我將運用我多年的
工作經驗去促進我們地區的分區消防服務。對於第10號消防護衛區
和其它合作夥伴而言，成為東區消防及拯救的一員已經是一個顯著
優勢，我相信此觀念將不斷擴展，從而在本區吸引更多合作夥伴。 

Mike Mitchell
 PO Box 134
Carnation WA 98014 
(425) 333-4350
mm7591@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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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北高線（North Highline）消防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歷史文學士

職業：阿拉斯加航空集團（Alaska Air Group）會計專家；

社區活躍分子

聲明：Dominic是長期的金郡居民。自2012年，他在北高線（North 
Highline）未立市地區購置了房產。對鄰里區的熱愛和對社區建設
的熱情促使他為當地基層組織提供服務，包括北高線未立市地區議
會、西北進步協會（Northwest Progressive Institute）、迪茂伊
（Des Moines）歷史協會和第33號區民主黨。

消防局和我們社區整體的長期成功息息相關。作為消防專員，
Dominic將會運用自己的經驗在緊縮的預算中取得平衡，用自己對消
防事務的深刻理解來滿足我們多樣化社區的需要；同時確保消防局
擁有所需的資源來保護北高線的市民，企業和產業。 

Dominic X. Barrera
 1407 S 99th St
Seattle WA 98108 
(206) 235-5344
dominicbarrera@gmail.com
www.facebook.com/dominicxbarr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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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瓦遜島（Vashon Island）消防及拯救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 過去28年我在西雅圖消防局效力，最初是一名消防員，後來
晉升為副隊長、隊長，過去16年則擔任大隊長。作為一名負責健康
和安全的官員，我為這個城市提供了大量服務。除了常規職責外，
我還在一些宣貫委員會擔任主席，並為西雅圖市種族與社會公正倡
議組織和犧牲消防員的防火地面生存項目擔任教員。我還是危機事
件壓力管理團隊的成員。

過去19年我一直生活在瓦遜（Vashon）。我的孩子在瓦遜公立學校
上學，而我全心全意地致力於這個島嶼的安全工作。我將奉獻出自
己的消防服務經驗和專業知識，以高效率且對財政負責的方式保護
這個島嶼和島民的長治久安。

Tamalyn Nigretto
 26014 101st Pl SW
Vashon WA 98070  
  tanigretto58@gmail.com
  

 學歷：35年緊急救援技術員，35年滑雪救
護隊OECT，教育學碩士（諮詢服務），社會學理學士

職業：35年緊急救援技術員，12年CPS社會工作，15年護理工作

聲明：我在瓦遜（Vashon）已經居住了33年。我在這裏成家立
業，今後也會在這裏退休。我在瓦遜的工作生涯以臨床護理協調
員開始，後來在一家當地基金會擔任醫學教育撥款撰稿人。我在
Chautauqua暑期班和McMurray學校當了14年的保健室志願者，有效
地施展了我在保健和社會工作方面的經驗。這種背景，加上我在
瓦遜島消防緊急及拯救12年（仍在繼續）的志願緊急救援技術員經
驗，使我對我們這座傑出島嶼的特殊需求有了深刻的理解。

我有足夠的經驗來保護我們的社區。作為一名專員，我將努力確保
大家繼續享有高水準的安全和保護服務。作為一名本島的屋主，我
理解保護家庭、財產和我們這種獨特環境之重要性。我主張要在財
政上負責，要傾聽民眾的意見，同時作出明智負責的決策。

Brigitte Schran Brown
 21704 141st Ave SW
Vashon WA 98070 
(206) 954-3447
b.schran@comcast.net
  

第5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David Daniel Hoffmann
 8820 SW Cemetery Rd
Vashon WA 98070 
(206) 940-3489
hoffmann_david@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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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金郡第16號消防護衛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UCSB）美
軍法案歷史文學士，獲錄取入聖巴巴拉城
市學院後便全職工作。

職業：15年IT行業從業經驗，期間因養育子女暫停職業生涯。 

聲明：社區安全是我最注重的權益。我的目標是提供最高價值和最
高級別的服務。我致力於實現公平、公正、善於協作和透明的管
理。我將把我的領導經驗和決心投入到社區服務中來代表您的權
益。

目前我擔任肯莫爾（Kenmore）傳統協會副主席並負責收藏數字檔案
庫工作，也擔任社區中支持藝術品的肯莫爾藝術協會委員會秘書，
並擔任肯莫爾小學家長教師學生協會成員和反思藝術計劃的主席。
我曾為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務。從類比到電子通訊的演化是我的軍事
專業。以前我曾擔任IBM項目經理，我精通技術實施，按照時間和預
算要求完成項目。

提供服務是我的畢生工作，也是我的實際生活經驗。若有幸當選您
的消防專員，我將感到無比榮耀。感謝您的投票。 

Mathew Martin
 19414 77th Place NE
Kenmore WA 98028 
(206) 372-8174
mathewcmartin4commissioner@gmail.com
  

學歷：華盛頓大學工商管理學士；華盛頓
大學和麥吉爾（McGill）大學研究生；認
證騙詐調查員

職業：財務規劃和審核；舞弊稽查

聲明：在不斷發展的北岸（Northshore）社區，我曾經擔任過24年
的消防專員。經過仔細考慮後，我決定利用自己的公共服務經驗再
度參選。很長一段時期我都是這個組織的一員，因此，我對在社區
需求和個人需求中取得平衡並不感到陌生。

我在北岸消防局任職期間展開了以下工作：將原本志願性質的消防
區發展為一個高水準、職業化的全職消防區；實施了財務規劃以維
持隊伍運轉，並持續改善社區內的消防服務；大幅度降低了運作成
本。此外，在得到聯邦許可下，我經過不懈努力完成了一拖再拖的
湖林公園（Lake Forest Park）消防站修建工程。

我的努力至今依然發揮著作用，這個消防站同時造福着社區和保護
我們安全的消防人員。

我感謝你們考慮我的候選人資格，同時還要向大家過去對我的支持
表示衷心的謝意。

Don Ellis

已獲得Knut Einarsen的支持 

Don Ellis
 6222 N.E. 182nd St.
Kenmore WA 98028 
(425) 487-9511
ppd5@frontier.com
  

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曾就讀西華盛頓州立大學和岸線
（Shoreline）社區學院

職業：在公共安全服務領域從業30年，已退休

聲明：我對北岸（Northshore）消防局的服務道德、訓練、運作和
財務情況感到相當自豪。北岸消防局運作良好，財務健康，並且為
提供優質服務作好了充分準備。

目前，北岸消防局正在調研與巴索（Bothell）消防局和伍德迪威
爾（Woodinville）消防局的合併事宜。如果合併過程中融入一些
創新性的隊伍運作措施，並且使成本和服務費用較為合理，那麼我
相信，這樣的合併就大有裨益。我贊成最初大家就合併後消防局的
服務模式簽訂一份代理合約，然後當合併成本及消防區域劃分的優
點確定並核實後，方正式進行合併。有人則呼籲要立即組成一個新
的區域消防管理局。我認為這套方案最不易實施，帶來的風險也最
大。合併是永久性的，需要新的管理模式，新的稅收體系和新的政
策，還要和雇員重新簽訂合約。過渡期的成本，資本成本，還有持
續的運行成本都還只是估計。我承諾消防局會進行區域合併，我也
致力於明智地分配納稅人金錢。

David Maehren
 6316 NE 196th Street
Kenmore WA 98028 
(206) 604-3683
David4KCFD16@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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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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金郡第20號消防護衛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土木工程理學士；數學理學士；土
木工程理碩士

職業：斯基威（Skyway）水務及污水排放區總經理

聲明：我是Cynthia Lamothe，很高興參加金郡第20號消防區專員第
3號職位的競選。我生於西雅圖，長於西雅圖。過去22年，我有19年
生活在斯基威/西山（West Hill）地區。這個社區是我的家，它的
未來關係到我的切身利益。對於生活在這裏的人們來說，第20號消
防區對他們的健康、福利和安全起到了關鍵作用。我希望能成為其
中的一分子，也相信自己能為社區貢獻正能量。我覺得，自己擁有
的技術、管理經驗和接受過的教育會成為這個消防區的一筆重要財
富。因此，敬請大家為我投票。

 

Cynthia Lamothe
 8214 S 128th Street
Seattle WA 98178 
(206) 660-2954
HNA71@m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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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金郡第25號消防護衛區

第2號專員職位

學歷：Humbolt州立大學海洋魚類生物理學
士；Coleman學院電腦科學學士

職業：半職退休人員 

聲明：第25號消防區的同胞居民們，作為你們其中的一員，我和大
家分享着同樣的期待：最好的消防和應急服務。確實如此，只有優
秀服務才能滿足我們社區的需求。

我已經在這個地區生活了32年，撫養了2個孩子，透過參與學校活動
為社區貢獻了數千個小時，我組織了幾項五星級的體育項目並擔任
教練，還參加了好幾個代表社區利益的市民活動委員會。我不是甚
麼政客，我是大家的街坊鄉鄰。我希望社區能享受到最好的消防和
應急服務，不管是火災、車禍還是急診，為難時刻，總有人來傾力
保護我們的家人和房屋。

當然，大家都希望自己永遠也不需要應急服務；不過世事無常，假
如哪一天真的發生，你們就應該享受到最好的服務！

我很榮幸能在過去幾個月以消防專員的角色為你們服務。我希望能
繼續為大家效力，也感謝大家能在選舉日為我投票。 

Kerry Abercrombie
 14317 166th Pl SE
Renton WA 98059 
  abrcrmb@msn.com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Myron R. Meikle
 14123 SE 139th St
Renton WA 98059 
(206) 949-3231
e10drivers@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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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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金郡第27號消防護衛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機械工程理學士，工
商管理碩士

職業：工程設計和管理顧問

聲明：感謝大家允許我擔任秋市（Fall City）消防專員，也謝謝
你們對特別徵稅的鼎力支持。特別徵稅在維持人員和裝備費用方面
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正是這些人員裝備才讓我們享受到符合期
待的優秀服務。衰退結束後，我們的經濟情況有所復蘇，房價也隨
之升高。因此，秉承合作精神的秋市消防區專員減免了特別徵稅，
僅徵收所需的稅收收入額。之前我們已經向大家進行過相關說明。
在大家的支持下，我們將繼續吸引並保留有資質、有奉獻精神的員
工，提供秋市地區要求的那種獨特的綜合性服務，並確保我們每人
都可獲得某天可能需要的服務。有了你們的投票，我將繼續提升當
地區管理階層的責任感和務實精神。感謝你們的投票。

Daniel E. Meredith
 PO Box 459
Fall City WA 98024 
(206) 612-9185
demeredithkcfpd27@outl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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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金郡第28號消防護衛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綠河社區學院與華盛頓大學 

職業：執法人

聲明：我是一名退休警察，經驗豐富，曾擔任多種領導者和管理者
角色。我是一名赋有責任心的財政保守主義者。 

在艾蒙卡拉（Enumclaw），我和妻子養育了兩個女兒，現在有了五
個可愛漂亮的外孫。 

我曾受命就職於金郡議會，填補專員委員會的空缺。在此期間，由
於財政超支與市民意見兩極化，該區域面臨財政問題與公眾認知問
題。自那以後我們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最終穩定了開支，建立了可
持續發展的財政預算。  

儘管過去我們經歷了重重困難，但是我們的消防員從不驚慌失措，
他們全心全意地為我們的社區的奉獻，對此我們始終心存感激。 

未來我們將面臨重重困難與種種挑戰。如果我能成為你們其中一名
消防專員，繼續為這個出色的社區服務，我將倍感榮幸。感謝你
們！ 

Stan McCall
 1203 Berilla Dr.
Enumclaw WA 98022 
(360) 825-1831
McCallsNW@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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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金郡第34號消防護衛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工商管理文學士

職業：已退休

聲明：我的家庭和我本人都很享受過去25年在這個地區的生活。如
果能夠再當選，我會繼續為我們社區未來的福祉作貢獻。很多年
來，金郡第34號消防區和雷蒙德（Redmond）市消防局展開著密切合
作，為我們地區的居民、企業提供了優質、及時的消防和醫療應急
服務。我們在財政上保持謹慎，並對本區域覆蓋能力展開着持續的
自我監控。過去5年，我們對本身財務工作進行了分析研判，並專
門形成報告，在此過程我也有所貢獻；此外我還協助展開了消防區
政策和程序規劃。如果大家能在十一月份投票支持我，我將不勝感
激。謝謝。

Fred Shanafelt
 21414 NE 67th St
Redmond WA 98053 
(425) 868-1489
shanafelts@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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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伍德迪威爾（Woodinville）消防及拯救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曾就讀於艾蒙特斯（Edmonds）社
區學院

職業：消防員

聲明：作為一名消防專員，能夠繼續為社區市民效力，我倍感榮
幸。

18年前，從我的第一個任期開始，我們整個部門和社區就處於不斷
變化的狀態。我們面對的是新建築物，新的首要任務，新標準，為
分區服務需要付出的更多努力，新夥伴合作關係，新的人員和新社
區險情等多方面問題。儘管有時非常困難，我還是認真努力地做好
領導工作，確保滿足社區的各種需求。

我會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地努力，改善社區的狀況，確保伍德迪威爾
（Woodinville）消防及救援隨時待命，一有情況，能立即行 動。

Tim Osgood
 19704 131st Pl NE
Woodinville WA 98072 
(206) 786-0339
osgood44@gmail.com
  

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建築施工理學士

職業：Sierra Construction Company, 
Inc.的創辦人和企業老闆

聲明：作為區域企業老闆，我希望繼續運用財政責任為伍德迪威爾
（Woodinville）提供卓越的消防和EMS服務，並希望為金郡北部和
史諾誇米須（Snohomish）郡南部帶來潛在利益。我相信採用合併、
獨立的消防區是為我們地區提供此類服務的最佳方法。 

敬業的伍德迪威爾消防及救援的員工每天都為社區付出熱情並作出
貢獻。我希望能僅使用較小份額的稅款來提供極其重要的服務。 

我在好萊塢山（Hollywood Hill）的同一個房屋中生活了將近30
年，在這裏我與愛妻Kim養育了兩個聰明伶俐的女兒，因此我是僅代
表此地區市民利益的宣導者。我期待與所有本地區的利益相關者合
作，為發展更健康和穩定的組織貢獻力量。 

Roger Collins
 19900 144th Ave NE
Woodinville WA 98072 
(425) 486-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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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1964-1966年就讀於艾弗韋
（Everett）社區學院

職業：華盛頓州塔可瑪（Tacoma）Graybar公司已退休分店經理

聲明：我相信我們的社區應當擁有傑出的消防和安全服務。這需要
最佳工作人員和消防員以及正確的程序才能完成。而且我也堅定地
相信，我們必須合理管理從市民接收的資金。肯特（Kent）區域性
消防管理局將精益求精作為信念，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尋求提升。組
成區域性消防管理局的當選官員和肯特區域性消防管理局工作人員
以及消防員必須做到這一點，不僅是昨天，而且還有今天和明天。
如果再次當選為第37號消防護衛區消防專員，我將全力以赴確保提
供最佳消防和安全服務，不斷尋求改進，保證明智地花費資金。 

我希望各位選民能夠為我投票，讓我再次當選為第37號消防區專
員。

Michael Denbo
 20109 SE 260th Place
Covington WA 98042 
(253) 630-9196
denbomr@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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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文學副學士；多個職業進修教育課程

職業：在西華盛頓都會區一所主要消防局
擔任大隊長職位

聲明：從上世紀80年代在北本德（North Bend）擔任志願消防員，
到後來24年的職業消防員生涯，再到過去13年擔任第38號消防區的
專員，我盡了最大努力來履行一名公僕的職責。 

開始擔任消防專員時，我的目標之一是要重建我們幾個社區共有
的那個老化的消防站。現在，我們有了漂亮的新第87號消防站
（Wilderness Rim地區第88號消防站也進行了升級改造），我已經
得償所願。第87號消防站的修建過程離不開我們與北本德市展開的
合作。在一種由地區規模決定的經濟狀況中，我們既提供了一流的
消防服務，又實現了納稅人稅款價值的最大化利用。要做到這一
點，夥伴社區之間的這種協作意識是必不可少的。建立財政問責機
制是我的另一項重點工作。

我期待着第三次當選第38號消防區專員，懇請大家的鼎力支持。

Chris Dahline
 12841 456th Dr SE
North Bend WA 9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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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專員職位

學歷：綠河社區學院(GRCC)庭審報告及商
務文科準學士

職業：Flygare & Associates/Alliance（庭審）報告公司業主前波
音職員。

聲明：Roger 於 1968 年移居費多威(Federal Way)，是本區德高望
重的市民成員。他曾幫助拯救Steel Lake Little League球場，支
持建設費多威農民市場、打擊人口拐賣。目前擔任1741年後海外作
戰退伍軍人協會(VFW Post 1741)的服務主管。他曾在綠河社區學院
咨詢委員會、Bates Voc-Tech學院以及庭審報告學院任職。Roger 
是一名越戰退役軍人，曾獲得紫心勛章。他與妻子Karla Warnke 
Flygare結婚39年，育有一子二孫。

35年來，Roger成功管理著旗下的庭審報告公司，目前在商務部任
職。為促進 業績完成，他創造了良好的工作環境。他擅長預算收支
平衡，並了解制定獲得成功效益所需的短期及長期目標要求。他將
運用自身豐富的職業經驗，競選消防議事專員。

Roger將確保為消防員配備在危難時拯救市民生命所需的一切裝備。

與朋友和街坊一起加入投票行列-請支持消防議事專員候選人Roger 
Flygare

Roger Flygare
 1715 S 324th Pl #250
Federal Way WA 98003 
(253) 214-2999
RGFlygare@gmail.com
www.rogerfl ygareskfr.com

 學歷：華盛頓大學，林業和木材技術理學
士，造紙學碩士

職業：金融風險管理（FRM）諮詢公司，獨立木材技術顧問

聲明：作為一名前消防員，我經常會在等候消防及救援電話期間收
聽無線電通訊。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們，我們政府部門能力出眾的
官員和工作人員正在為我們提供可靠的保護。我們保險評級排在全
州第三，僅次於西雅圖和表爾威（Bellevue）。您是否知道，在不
斷增長的社群中，這些人員每年需要響應將近18,000個電話求助？
為了第一時間回應緊急情況，他們的設備必須隨時處於就緒狀態。
而這些重要設備代價高昂。消防站必須得到精良的維護，即使地震
強度達到“大地震”等級，也應該屹立不倒。專員們要對廣大納稅
人、企業以及枕戈待旦為社區服務的消防員和工作人員負責。我們
所有人都明白資金必須及時到位，以保證日常的運作。專員們要和
消防局、市領導者一起制訂出滿足未來關鍵需求的穩健策略規劃，
還要就這些需求與納稅人交流，傾聽他們的心聲。 

確實，我對政治和政府事務還比較陌生。但是，在Weyerhaeuser公
司、在行業以及在社區的經驗使我收穫了自信。委員會正在制訂和
實施一份未來策略規劃，而我有信心可以為他們帶入全新的觀點，
提出創造性的替代方案。

Bill Fuller
 28815 8th Ave S
Federal Way WA 98003 
(253) 315-1519
bill@frmconsult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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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Marty Grisham
 2522 S 365th Place
Federal Way WA 98003 
(253) 838-7268
mfgrisham@comcast.net
  

 學歷：消防科學副學士學位

職業：退休消防隊長（服務32年）；現任消防專員

聲明：我參加消防專員競選，是因為我的知識和經驗曾為委員會決
策提供過協助，這些決策使南金郡消防及拯救保持全州最佳部門之
一的地位！ 

我擁有完成這一工作所需的背景、技能和受訓經歷。剛投入工作
時，我是費多威（Federal Way）消防局首批有薪消防員之一。我
擔任過調度員、消防員、副隊長、隊長、訓練官和代理大隊長的
職位。經過32年的服務，我於2000年任隊長時退休。在2002-2007
年、2010-2015年期間，我兩次出任南金郡消防及拯救的消防專員。 

我的經驗協助我應對南金郡消防及拯救所面臨的挑戰。在經濟危機
期間，南金郡消防及拯救財政資金下降幅度逾28％，累計損失達7百
萬元。然而，透過穩健的長期財務規劃，專員委員會確保我們服務
和保護市民的能力沒有受到影響。透過團結一致的努力，委員會實
現了這些事關重大的目標，我在過去兩個任期也兌現了我的諾言 — 
這樣的領導層，才配得上為南金郡消防及拯救的納稅人服務。 

支持者：

第30和33號區的民主黨人

華盛頓州消防員議會

消防員工會第2024號地方分會

John Rickert
 2616 S 360th St
Federal Way WA 98003 
(253) 307-7127
Elect.JohnRicke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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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鳳凰城（Phoenix）大學工商管理學
士和組織管理碩士

職業：波音公司

聲明： 我已在翡林（Fairwood）生活了18年，對我們的社區懷有深
厚的感情。過去兩年至今我一直擔任你們的消防專員，對此我深
感自豪。今年，我的專員同事們將我選為理事會主席。我於2015
年畢業於南普捷灣領導力研究學院，是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的家庭支持合作夥伴。我也樂於志願為多種社區慈善項
目提供支持。我相信，家庭、社區的安全和保護是頭號要務。懇請
大家為我投上一票，使我能繼續擔任你們的消防專員。

Cheryl Nichelson
 17402 SE 196th Dr
Renton WA 98058 
(425) 466-0834
nichelson90@gmail.com
  

第5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Ronnie Little
 PO Box 58414
Renton WA 98058 
(425) 830-4258
ronnie751@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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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畢業於西爾斯酋長（Chief 
Sealth）高中，獲得表爾威（Bellevue）
社區學院火災科學副學士學位 

職業：連頓（Renton）市消防局首席消防監督員（30年）。

聲明：我擔任這一職位已經有6年時間，感謝你們在此期間對我的支
持。

我深深地信仰著消防服務使命，身為消防職業的一分子，保衛著社
區居民的日常生活，我深感自豪。

作為你們的消防專員，我的使命是為當地納稅人盡可能公正合理地
處理相關事宜，這是我的固守原則。我嚴格監督著每一筆支出。另
一方面，對於為我們的家人和鄰居提供服務的消防員，他們的生命
必須得到保護；你們期待消防局具備專業化的服務水準，這種水準
也必須得到維持。

我感謝大家的投票。讓我們一起努力，為社區營造安全的消防環
境。

Camille Walls
 21827 244th Ave SE
Maple Valley WA 98038 
(425) 432-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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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專員職位

 學歷：華盛頓州立大學通訊學文學士；奧
本（Auburn）高中

職業：McKinney Communications公司老闆；國民警衛隊就業過渡輔
導員

聲明：能夠一直擔任消防專員一職是我的榮幸。對於我們良好的財
務記錄，我深感自豪。目前，我們地區擁有全州最高的保險評級，
也保持了多年的無污點審計。今年，我們為遺留的公債券徵稅項目
再次籌措資金，在徵稅期為納稅人節省了數千元。我將繼續爭取機
會去推動本區發展壯大，並充當忠實的公共基金財務監督人。

我大半生都在這個地區生活，在本區則度過了25年的光陰。我清楚
我們本區在地理位置和財政上正面臨的挑戰。

我將重點確保山景（Mountain View）消防區擁有所需的資源，為社
區提供充分的保護和回應，並制訂出消防規劃來滿足經濟發展需要
和增長的消防服務需求。

感謝您的支持。

Catherine McKinney
 37922 244th Ave SE
Enumclaw WA 98022 
(360) 825-7728
cvmckinney@comcast.net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工商管理文學士；華盛
頓大學法學院法律學位

職業：消防員

聲明：作為你們的消防專員，我致力於用一種對財務負責的態度，
為社區提供優秀的應急服務。 

我以這樣的心態展開工作：包括你我在內，每個人的家庭都需要依
靠消防局來保護親人和財產的安全。  

在我擔任消防專員期間，我確保消防局厲兵秣馬，時刻準備好提供
應急救援服務，這是我的職責所在。厲兵秣馬，意味著我們的設備
都得到了精心的保養，隊員都接受過良好的訓練；同時，納稅人的
錢，我們花得問心無愧，倍感自豪。  

在這些目標的實現過程中，我汲取了自己作為一名職業消防員、企
業業主、律師和25年社區居民的經驗。受惠於這樣的背景，我得以
在消防專員委員會上發表頗有見地的積極意見。有了你們的支持，
我將繼續奉獻自己的領導才能和負責精神。對社區來說，這是我的
份內之舉。

Dan Bjurstrom
 PO Box 42
Enumclaw WA 98022 
(253) 951-0652
danandjuli@jun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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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Mark E. Clayton
 34617 215th Ave SE
Auburn WA 98092 
(253) 261-6240
Mkclay511@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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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Jerry E. Smith
 31324 NE 111th Pl
Carnation WA 98014 
(425) 788-3431
triplejsmith@m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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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金郡第47號消防護衛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高中畢業，曾就讀兩年職業學校。

職業：電氣技術設計員

聲明：由於他人辭職，自2015年3月起我就開始擔任臨時專員。我將
盡我所能繼續努力管理地區事務。我將認真擔負財政責任並努力充
分利用選民辛苦賺得並委託我們分配的稅款。我於2009年6月加入
到Kangley/Palmer消防局。我從中瞭解到，作為消防員必須堅持學
習。隨時會面臨全新挑戰。作為專員，我希望迎接各種不同挑戰。
我會努力將過去的傳統與未來的進步相結合。我將公正、誠實和樂
意地不辭勞苦完成工作。感謝您為我投票。 

Mike Knopp
 29510 333rd Ave SE
Ravensdale WA 98051 
(360) 886-8139
mjknopp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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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專員職位

 學歷：長灘（Long Beach）城市學院，
文副學士學位；工業技術（航空）證書：Redlands, Inc大學
（Redlands）工商管理學理學士

職業：航空製造工程師

聲明：6個月前，我被任命為金郡第50號消防區消防專員，至今一直
為專員委員會服務。過去11年，我一直是第50號消防區的消防員，
為Baring、Grotto、斯基科米須（Skykomish）、Scenic和史蒂芬
斯峽（Stevens Pass）等社區提供服務。過去38年，我還不遺餘力
地從事志願消防員工作。我先前一些的工作包括：一級消防員、二
級消防員、緊急救援技術員、工程師、隊長、訓練官以及代理大隊
長。我很樂於和消防局的同事一起為社區和我的同胞市民們提供支
援。

我期待著以消防專員和一名金郡第50號消防區活躍分子的身份，繼
續為地處北部的斯基科米須谷（Skykomish Valley）服務。 

感謝大家在我參加金郡第50號消防區專員競選中對我的支持。 

Larry (Mac) McLaughlin
 PO Box 128
Skykomish WA 98288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已退休

聲明：我在第50號消防護衛區生活並擔任義工的時間超過27年。搬
遷至Grotto之前，我曾在Index生活並在因德科斯消防局擔任義工約
10年。我目前正在擔任金郡第50號消防護衛區專員委員會專員，從
2004年六月起我就擔任該區的消防專員。感謝您的支持，希望再次
當選專員並在下一任期繼續服務。 

Robert (Butch) Untinen
 PO Box 212
Skykomish WA 9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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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第51號史諾夸米峽（Snoqualmie Pass）

消防護衛區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Lloyd D. Holman
 PO Box 74
Snoqualmie Pass WA 98068 
(425) 434-5622
lloydd6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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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東貝爾斯（ East Pierce）消防及拯救

第2號專員職位

學歷：貝爾斯（Pierce）學院副學士；執
照經驗護士；緊急救護員；高級士官學院

職業：東貝爾斯消防和拯救消防員（已退休）；美國陸軍（已退役）

聲明：Kirby Pollard長期投入公眾服務事業。他曾經作為陸軍軍醫
為我們國家服務，後來又作為志願者和專業消防員為這個地區的市
民服務。

Kirby曾在東貝爾斯消防和拯救擔任消防員、野外消防滅火隊和水
上救援隊成員、緊急救護員、醫療用品專案經理和心肺復蘇術指導
員，他的這些經驗將成為處理預算、人員問題和應急挑戰的有益補
充， Kirby很清楚，對於納稅人的錢，一個負責的管理人員有多麼重
要。作為一名前志願消防員，他重視消防局和社區之間的連絡。而
正是這些社區團結在一起，才形成了目前這個優秀的消防局。 

Kirby以奉獻和同情心作為行動準則，他值得大家的託付。他瞭解
消防局，清楚我們面臨的問題，也有能力和委員會一起克服任何困
難。請給予Kirby Pollard機會，讓他用經驗為你們效勞。  

Kirby T. Pollard
 10119 232nd Ave E
Buckley WA 98321 
(253) 863-5302
kirbytp@comcast.net
  

 學歷：表爾威（Bellevue）社區學院消防
指揮管理副學士

職業：肯特（Kent）消防局區域性消防管理局主管和消防督察

聲明：我有24年的消防服務經驗，在一個大地區的消防服務機構擔
任長官。在如今的財政困難時期，面對簽約、管理、預算、規劃等
複雜問題，我的資歷和經驗算得上是獨一無二的。如果當選，我將
為這個部門帶來必需的監督和協助。我會努力確保EPFR為居民提供
的服務水準超過他們的期望值。為了實現這一點，我會為消防員所
需的裝備和技術提供保障。依靠這些，消防員才能安全、高效率地
展開滅火救援。

我們消防局的轄區面積巨大，但我一定會為所有居民的利益大聲疾
呼，自今至後，矢志不移。

懇請大家大力支持，為我投上神聖的一票。

Jon Napier
 19409 112th St E
Bonney Lake WA 98391 
(253) 507-2685
jonnapier@comcast.net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Mike Cathey
 7207 154th Ave Ct E
Sumner WA 98390 
(253) 863-1715
mike@shinst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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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東貝爾斯（ East Pierce）消防及拯救

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畢業於森那（Sumner）高中，曾就
讀於綠河（Green River）社區學院

職業：已退休塔可瑪（Tacoma）消防局隊長和起重機/卡車駕駛員

聲明：我作為消防員和消防專員的豐富經歷保證了我在量入為出的
情況下協助東貝爾斯（East Pierce）繼續提供卓越消防、救援和
EMS服務的絕佳資質。我的經驗將協助消防護衛區在經濟衰退導致的
預算削減後恢復。我非常榮幸能成為一位監督此消防區保險評級改
進的委員會專員，包括密爾頓（Milton）市從6級到4級的改進-這意
味着為市民節省一大筆費用。作為長期居民，我瞭解我們多元化地
區面對的獨特挑戰，並期望成為接受東貝爾斯消 防及救援服務的所
有納稅人的代表。 

Ronald Scholz
 1621 Robinson Rd
Sumner WA 98390 
(253) 863-1666
ront4a@hotmail.com
  

 學歷：曾就讀於洛杉磯谷地兩年制學院。

職業：塔可瑪（Tacoma）消防局局長助理，從事消防服務35
年；1974年至1976年服役於美國空軍；

聲明：我們的消防區需要積極改變。我們的消防區需要Pat 
McElligott。

由於消防徵稅減少，目前本消防區面臨著近100萬元的赤字。由於一
名現任消防專員突然辭職，加上失去消防局長，我們的居民發現未
來安全持續亮起了紅燈。

我們是時候要選出新的專員人選。我們是時候要讓專員委員會擁有
新穎的觀點和能量。作為一名消防員、退伍軍人和主管，我對消防
服務的運作擁有全面的理解。 

我具備奉獻精神、有經驗、也有幹勁來完善這個消防區。 我們是時
候要及時停止錯誤的做法，和導致目前衰落的惡因徹底說再見；我
們要東山再起，讓東貝爾斯（East Pierce）郡的應急醫療服務和消
防服務運作水準重回巔峰。 

Pat McElligott
 22822 146th St E
Orting WA 98360 
(253) 370-3503
patolddog@gmail.com
  

第6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Victor Proulx
 12303 190th Ave Ct E
Bonney Lake WA 98391 
(253) 229-0071
victor_proulx@m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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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東貝爾斯（ East Pierce）消防及拯救

第7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Dale T. Mitchell
 2618 96th Ave Ct E
Edgewood WA 98371 
(253) 952-5110
Djudymitch@m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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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煤溪（Coal Creek）公用事業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愛達荷（Idaho）大學地理學理學
士、水文學碩士

職業：水文地質學原理工程師

聲明：我在煤溪（Coal Creek）公用事業區（CCUD）已經生活了20
多年，一直積極投身於紐卡素（Newcastle）社區活動；在紐卡素商
會委員會擔任了六年職位，還在Lake Boren公園舉辦的節日和社區
慶典活動中提供志願服務。我接受過水文地質學教育，還有過相關
的從業經歷，因此，對於本區運轉相關的工程和科學問題，我可謂
瞭若指掌。

煤溪公用事業區的水費付款人是由一個專員委員會代表。專員要在
所有相關事務上為納稅人發聲，包括水務、污水排放和街道照明服
務這幾個關鍵的基建設施項目。能作為代表為煤溪公用事業區的水
費付款人服務，我感到萬分榮幸。再次懇求大家為我投出信任的一
票，讓我的服務延續到下一個任期。

Douglas Kunkel
 9628 123rd Ave. SE
Renton WA 98056 
(425) 227-7920
dougk@epi-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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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考文頓（Covington）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文副學士；水務經理證書；廢水收
集系統證書；眾多其它證書

職業：半退休；索斯溪（Soos Creek）水務及污水排放區前營運經
理。

聲明：Alan終生居住在華盛頓，自2000年起一直居住在考文頓
（Covington）區。Alan與Kathy於34前年結婚，有兩個孩子。

考文頓的某些水費在州內屬於最高水平。現在是時候關注營運事
項、推行高成本效益措施及控制水費了。

Alan在用水公共事業擁有26年的從業經驗。在其作為營運經理的14 
年中，Alan一直致力於找到 改進方法，以管理區域內的資源。他推
行了眾多項目以幫助在減少浪費及提高效率的同時保護環境。   

Alan的相關行業專業經驗及廣博知識能夠造福考文頓。他會在必要
時提出尖銳問題，確保納稅人的錢財能夠花得明智。  

Alan致力於確保水質及用水安全、系統可靠性及客戶服務。 

感謝您的投票！

Alan Eades
 22828 SE Lake Wilderness Dr
Maple Valley WA 98038 
(425) 433-1079
alaneades228@gmail.com
  

 學歷：俄勒崗大學

職業：全球保護組織（Global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風險
管理和法規遵循主管

聲明：作為市民和納稅人，我們有權要求政府中代表我們的那些人
在資金管理中秉持透明、問責以及高效率的原則。但是我們應該要
求更多——我們要求他們對精益求精有堅定的願景和承諾，要求我
們的心聲不但要被聽到，還要成為本次換屆的驅動力量。我在前蘇
聯、高加索（Caucuses）和亞洲工作了20多年，協助發展民間組織
機構、支持人道主義援助，以及為一些最瀕危的自然地區提供保
護。現在，我在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全球性保護組織負責風險管理和
法規遵循營運監管工作。在我的努力下，這個組織保持了最高標準
的道德操守、最大程度的透明和高效率的營運。我個人也因此名聲
鵲起。我們這個傑出的社區裏有最年幼的孩子，有最智慧的長者，
我將運用自己的經驗，為他們奉獻出一個世界級水準的公園區。 

Joshua Lyons
 24060 SE Kent-Kangley Rd
Maple Valley WA 98038 
(206) 335-4601
joshualyons@pinnacle-p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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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秋市（Fall City）水務區

第1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Eric Soderman
 33017 SE 42nd Pl
Fall City WA 98024 
(206) 396-4870
ericsoderman@msn.com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Norman Jacobson
 4420 332nd Ave SE
Fall City WA 98024 
(425) 222-5056
normj@tciincg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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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高線（Highline）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常青州立（Evergreen State）學院
文學士；高線（Highline）社區學院

職業：未提呈

聲明：Kathleen參選連任高線水務區職位。她有代表高線水務區發
聲的經驗。Kathleen在諾曼第公園（Normandy Park）市議會任職了
12年，之後在高線水務區擔任專員。

她參加過與水務相關的研討會和課程。這些經驗協助她為水務區實
現以下使命和目標：為高線水務區納稅人提供安全、清潔和可負擔
的用水。

透過在華盛頓污水排放和水務區協會（WASWD）的服務，Kathleen繼
續為高線水務區納稅人效力。她也是應急準備委員會成員，並積極
支持華盛頓水務和污水機構回應網路（WAWARN）。

作為一名業餘無線電台服務員，她支持塔奇拉（Tukwila）、西塔
（SeaTac）、布萊恩（Burien）、迪茂伊（Des Moines）和諾曼第
公園（Normandy Park）等市的應急通訊。

請再次選擇Kathleen Quong-Vermeire擔任你們的高線水務區專員。 

Kathleen Quong-Vermeire
 20209 2nd Ave SW
Normandy Park WA 98166 
(206) 853-5333
kvermeire45@hotmail.com
  

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品質監管文科副學士、應用科學副
學士

職業：小企業老闆

聲明：我擔任高線（Highline）水務區的專員已經18年，能為各位
服務我感到非常自豪。辛勤的管理團隊與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都任
勞任怨，努力工作，確保我們的市民能持續享用純淨、安全的飲用
水。此敬業精神加上基礎設施的改善，現代化及其綜合維修保養，
使得高線水務區的債券等級從標準普爾及差級上升為最高評級等級
（AAA）。於我們而言，AAA評級意味着我們為您提供了最優質的服
務。非常感謝您對我競選專員的支持。  

Vincent Koester
 21015 11th Ave S
Des Moines WA 98198 
(206) 510-5197
Vcoaster@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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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湖林公園（Lake Forest Park）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Marquette大學，會計學理學士

職業：大型地方公用設施天然氣管道承包經理

聲明：我認為，只有保證優質的供水，我們才能為使用者和屋主的
利益提供最好的服務。我將和湖林公園市一起尋找不會對水源和設
施造成影響的解決方案。

我完全支持像我們水務區這種小型、獨立、低運作成本和專業的水
資源公用設施系統。

Bill Donahue
 5005 NE 187th Street
Lake Forest Park WA 98155 
(206) 363-4625
wfdjr@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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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北市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我是岸線（Shoreline）的長期居民，積極參加這裏的社區活
動。

作為水務專員，我將鼓勵社區持續參與城北（North City）水務區
委員會和員工的工作，一起為客戶提供高水準的服務，並增強服務
可及性。

我們需要繼續維持高水質標準，推進資源開發，將城北水務區為客
戶提供了逾80年的高水準服務傳統發揚光大。

Charlotte Haines
 836 NE 194th St
Shoreline WA 98155 
(206) 362-1131
Haineshous@a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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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伍德迪威爾（Woodinville）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華盛頓州立大學，土木工程理學
士；明天的領導（Leadership Tomorrow）
校友

職業：水資源工程師

聲明：作為一名28歲的本區居民，我十分關注公共事業服務的品質
和成本。我參選的目標是使本區能以最低責任成本提供安全和可靠
的服務。

作為一名水資源規劃經理，我能夠以一個可持續的方法去管理本區
資產，規劃高經濟效率的系統替換並且要求財政問責制，從而以低
廉的成本提供優質的服務。如果我有幸當選，我將考慮到農村和城
市客戶的利益；支持能保持本區費率具有競爭性的長期管理方法；
並採取明智的方法提供服務，迎接本區的美好未來。

我在公共和私營水務工程行業擔任專業土木工程師已有33年，工作
重點是執行能滿足目前和未來客戶的用水和污水排放需要之規劃工
作。 

Pam Maloney
 13322 187th Ct NE
Woodinville WA 98072 
(425) 296-6864
PamMaloneyH2O@gmail.com
www.PamMaloneyH2O.com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哈佛大學，工程科學理學士；史丹
福大學，基建設施管理學碩士

職業：喀斯開（Cascade）水務聯盟，經濟學專家

聲明：能擔任伍德迪威爾（Woodinville）水務區專員一職一直是
我的榮幸。本水務區經歷了高速發展的過渡，目前重點已經轉為管
理和保護水務資產。透過技術和基建設施兩方面的投資，目前我們
的公用水務設施不管是回應能力還是準備的充分程度都有了較大提
升。

作為一個廣受尊重的公用事業部門，我們這個水務區正在持續不斷
地改善。我們成立了一個強大可行的財務基金，使用戶受惠，這一
點反映在我們公債券的AAA評級和穩定的收費率上。本水務區取得的
成功離不開熱忱的董事會、傑出的管理和一支樂於奉獻的專業化工
作人員團隊。

我致力於保持和發揚這些優秀傳統。感謝大家考慮為我投票。

Edward Cebron
 12118 NE 171st Pl
Bothell WA 98011 
  ecebron@bresn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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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伍德迪威爾（Woodinville）水務區

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土木工程理學士和工
商管理文學士

職業：西雅圖市註冊土木工程師

聲明：作為伍德迪威爾（Woodinville）水務區專員，能為用水和污
水排放的客戶服務是我的莫大榮幸。 

水對於生命、公共衛生和消防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十分關注我
們的用水問題，並保證會為本區客戶提供可用、潔淨和價格合理的
水資源。我致力於為目前和未來後代管理和保護此資源。 

作為一名註冊土木工程師，我曾與很多當地用水和污水排放公共事
業部門攜手合作，以規劃、設計和建造關鍵的基礎設施。我的行業
經驗有利於我理解本區所面對的挑戰，準確表達疑問並開發出合理
和謹慎的解決方案。 

作為您的社區鄰居，我致力於制訂最能代表納稅人利益的決策。

感謝您給予我擔任專員的機會，請求您投我一票。

Paj Hwang
 22540 NE Old Woodinville Duvall Rd
Woodinville WA 98077 
(425) 788-7625
water4future@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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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金郡第1號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Leonard Newstrum
 4428 92nd Ave NE
Yarrow Point WA 9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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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金郡第19號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麻省理工學院電機工程學理學士 

職業：Meadow Creature有限責任公司持
有者

聲明：水是一種珍貴的資源。我們有責任用心保護、珍惜和使用水
資源。為了確保擁有一個經濟活躍的社區、可持續利用的水資源和
健康的生態環境，我們必須在人類需求和自然極限中取得平衡。

深思熟慮的節水政策、更新換代的基建設施，以及良好的管理措
施，這些使第19號水務區實現了產能節餘，並形成了新的水資源單
位。最近，我們又努力新增了20個單位的可用水資源，希望明年能
再次做到這一點。但是，很難去預測影響水資源供求關係的長期趨
勢。要管理好水資源，需要透過良好的判斷，在短期需求和長期需
求中獲得平衡。

作為工程師、當地企業業主和環境活動積極分子，我可以從多種視
角來審度這些問題，並致力維護社區的最大權益。

我在瓦遜（Vashon）已經居住了16年。很榮幸能在這個理事會服
務。請大家繼續支持我。

Bob Powell
 PO Box 746
Vashon WA 98070 
(206) 271-9547
bobp@dogpat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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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金郡第20號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工商管理碩士，奧本（Auburn）；
文學士，華盛頓州立大學（WSU）；機械工程學，德州A&M大學；美
國空軍ACS學院

職業：項目經理/工程師；管理顧問

聲明：我為社區服務了30多年。一直在努力確保費率繳納人的錢發
揮最大作用。作為無黨派人士，我會繼續公正、平等地代表我們本
區每一名客戶。

作為專員，我將為你們付費孜孜不倦地維護我們最純淨、最高效率
的水務體系。

我的業績履歷表顯示，我是一個可靠、獨立的社區領導，經驗和規
劃能力可以確保我將工作落實到位。

我懇請您為我投上一票。 

Darold P. Doell
 PO Box 208
Seahurst WA 98062 
(206) 307-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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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金郡第45號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小學，高中，讀過兩年大學，和一
些艱苦的磨練

職業：在西雅圖FIsher Mills工作了四十年後退休

聲明：四年前，我參加競選懇及邀請你們將選票投給我時，我對這
項工作幾乎是一無所知。結果證明，當專員沒有我過去想得那麼簡
單。但是，幸虧了和我一起工作的專員，還有水務區那些極有耐心
的人們，我學到了很多東西。而現在，我很自信自己已經掌握了當
好專員的方法。如果能繼續以專員身份為你們服務，我將感到萬分
榮幸。因此，我懇請大家再次為我投票。謝謝。  

Jerry Foley
 10226 6th Ave SW
Seattle WA 98146 
(206) 763-0799
JerryFoleyWD45@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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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金郡第49號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Tom Jovanovich
 16472 Marine View Dr. SW
Burien WA 98166 
(206) 439-3575
tomjov@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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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金郡第54號水務區

第1號專員職位

 學歷：西華盛頓大學美國文化研究學學士
及教育碩士

職業：人力資源專業人員

聲明：成為第54號水務區專員的候選人，我倍感榮幸。我在迪茂伊
（Des Moines）市已經住了將近8年，很榮幸能加入北山（North 
Hill）鄰里區。2013年9月發生的自來水沸騰警告事件讓我開始對
水務區產生興趣，然後想方設法去參加保護社區的活動。如果我當
選，我會和同僚一起去解決目前的兩大問題。

1.包含穩健交流計劃的綜合性應急管理系統。本區之前實施過能保
證安全性的措施，這種良好工作應該繼續展開。

2.詳細的基礎建設改善計劃。基礎設施逐漸老化，我們需要一套周
到的行動方案來維修設施和提高財政收入。 

我希望我們能一起秉承迪茂伊水務區的傳統。

謝謝，

Yoshiko Matsui

Yoshiko Matsui
 PO Box 13010
Des Moines WA 98198 
(206) 212-6587
yoshiko4waterdist54@gmail.com
  

第2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John H. Rayback
 PO Box 98082
Des Moines WA 98198 
(206) 824-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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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金郡第54號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西華盛頓大學，教育學文學士

職業：公立學校教師（退休）

聲明：Jim在我們的社區服務了很長時間，擔任過許多職位。他是迪
茂伊（Des Moines）市表演藝術委員會的前主席。目前他在我們當
地歷史性的Hillgrove公墓協會和迪茂伊歷史協會（之前擔任了10年
副會長）擔任會長；他還是迪茂伊共濟會地方分會的Noble Grand和
迪茂伊Masonic共濟會地方分會成員。作為一名46年的公立學校教
師，桃李滿天下的Jim對很多學生的人生都產生了巨大影響。他信任
我們的社區，信任這裏的年輕人，對光明的未來也充滿了憧憬。

Jim Langston希望我們的地下含水層的水資源能保持安全、清潔和
純淨。保養水庫和粉刷水塔，這兩項工作需要我們儘快關注。保證
水資源清潔，精心維護水務系統，同時保持合理的用水費率，這是
他為金郡第54號水務區設定的工作議程。

Jim Langston
 PO Box 98475
Des Moines WA 98198 
(206) 878-7205
electjimlangston@yahoo.com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水—所有生命之源—應當被視為一種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 

對於本水務區中的水流，我們怎樣去對待和利用，將對我們的生活
品質產生直接影響。

作為大家過去十二年的水務專員，我一直維護着你們金郡第54號水
務區（KCWD54）使用者的利益；即使是在我遭到解僱的時候，這一
點依然沒有改變。解僱的原因，是因為我把其他資深人士告訴我的
內幕抖露了出來，讓大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不止是KCWD54的真
相，還有華盛頓州各個水務和污水排放區以及這些地區資金來源的
真相。

如果你們想瞭解KCWD54面臨的問題，請參加我們每月第一個和第三
個星期二下午4時召開的公開會議。

此外，如果你們希望我繼續作為水務專員維護大家的利益，繼續為
大家提供KCWD54從1935年就開始供應的安全、清潔、可負擔的井
食 水，那麼請投我一票。

Alli Larkin
 21937 7th Ave S #210
Des Moines, WA 9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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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金郡第90號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高線（Highline）社區學院，中央
華盛頓州立大學，美國軍隊儲備供應及物
流管理

職業：波音公司資產會計專員；美國陸軍後備軍（退休）

聲明：Sam Amira在過去的29年一直是本區居民，目前是第90號水
務區現任專員。他在波音公司40年的資產管理、成本核算、資本預
算、政府審核和項目管理經驗對於監督水務區運作來說非常寶貴。
此外他還在美國陸軍後備軍服務了37年，專門負責物流和供應管
理。作為一名專員，Sam在華盛頓污水排放和水務區協會會議上也非
常活躍，作為專員認證計劃的一員，他取得“金”等級程度。Sam致
力於為消費者維持最低的費用，並提供最高水準的水質。在過去任
職專員的6年中，他為本區帶來了非常有價值的影響。請您為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投Sam Amira一票。  

Sam Amira
 14715 SE 138th Pl.
Renton WA 98059 
(206) 920-7142
samamira4912@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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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金郡第111號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Gary G. Cline
 13335 SE 248th Pl
Kent WA 98042 
(253) 631-2850
gicline@m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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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金郡第117號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Thomas Gething
 5405 146th Ave SE
Bellevue WA 98006 
  Kcwd117@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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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金郡第119號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Michelle Orndorf
 PO Box 313
Duvall WA 98019 
(425) 788-5935
dorfmom@m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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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金郡第123號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用水問題。仍然非常重要。

Wade Heninger
 30405 SE 84th Street
Preston WA 98050 
(425) 222-4252
wade@hening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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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金郡第125號水務區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James A. (Jim) Rick
 2802 S 135th St
SeaTac WA 98168 
(206) 243-9193
jimrick125@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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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柏河（Cedar River）水務及污水排放區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Charles Terwillegar
 21016 184th Ave SE
Renton WA 9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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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高地（Highlands）污水排放區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John B. Harris
 1 The Highlands
Shoreline WA 98177 
(206) 362-2100
jbh66@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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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中途（Midway）污水排放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房地產經紀人和老闆（退休）

聲明：能夠擔任中途（Midway）污水排放區專員是我的榮幸。我要
讚揚這個地區的污水管理公司員工和廣大使用者，在讓排污費維持
在一個較低的收費中所做的重要工作。雖然我們是全州排污費最低
的地區之一，但服務品質始終保持著優秀水準。我將再接再厲，使
我們的排污過程盡可能對環境友好，同時將排污費維持在合理水
準。感謝您的支持。

George Landon
 19705 34th Ave S
SeaTac WA 98188 
(206) 824-1340
landonjg@comcast.net
  

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在建築行業擁有30年從業經驗，成功經營一家公司

聲明：我擔任此職位兩年，我對中途（Midway）污水排放區的個人
目標仍然不變－保持優質服務和低價成本。本區已經能持續提供優
質服務，我希望能繼續保持。我有應對未來挑戰的經驗，我希望繼
續將維護繳費人的利益作為我的首要任務。 

我對社區和社區服務作出強有力的承諾。我一直在迪茂伊（Des 
Moines）地區生活和工作。我和妻子Liz及兩個孩子一同居住。

我非常榮幸能在過去兩年擔任專員一職，我期待在新任期中為您服
務。感謝您的支持。 

Scot D. Sanborn
 PO Box 98609
Des Moines WA 98198 
(206) 878-2912
lizsanborn@m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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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羅納德（Ronald）廢水處理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物理學位及碩士，和電
子工程碩士

職業：工程師和專案經理（35年），岸線（Shoreline）市議會成員
（8年）

聲明：我是一名越戰退伍軍人，華盛頓大學已退休電子工程師，在
岸線市將我的孩子們撫養成人。我有工程學碩士學位和多年的從業
經驗。同時，我還擔任過市府民選官員，在公共設施委員會度過了
很長一段時間，有平衡預算的經驗。我接受的教育和擁有的經驗將
為羅納德（Ronald）廢水處理區董事會帶來極大的協助。我可以保
證，在分析問題和展開決策時，我會竭力關注公用事業和納稅人的
利益。

根據2002年簽訂的一份協定，羅納德廢水處理區將於2017年收編為
岸線市所有。董事會將這份協議作為過渡期的詳細指引。現在，為
了確保納稅人和僱員的利益不會因公司被收編而遭到侵害，是時候
制訂詳細的規劃了。利用我的背景，我可以和董事會其他成員以及
市府方一起展開高效率的工作，確保制訂出翔實有效的規劃。 

Chris Eggen
 15104 11th Ave NE
Shoreline WA 98155 
(206) 271-3936
eggenChris@comcast.net
  

學歷：西雅圖大學土木工程學士

職業：建築工程師

聲明：羅納德 （Ronald）廢水處理區在不斷發生變化。本區將併入
城市運作區。我希望指導廢水處理區使其能夠在合併過程中順利過
渡。 

目前，我在一家公司擔任建築工程師，該公司專業負責廢水項目。
我的背景經歷讓我能憑藉理論指導做出與系統相關的正確決定。 

衷心感謝您的投票。謝謝。

Tim Tipton
 16503 Fremont Ave N
Shoreline WA 98133 
    

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我將繼續代表你們的利益展開工作，希望能為你們確保優良
的服務和可負擔的費率。

Arnold (Arne) Lind
 19718 12th Ave NW
Shoreline WA 9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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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史蒂芬斯峽（Stevens Pass）污水排放區

第2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Tom Maher
 PO Box 214
Skykomish WA 9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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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史米曼須（Sammamish）高原水務及污水排放區

第2號專員職位

學歷：會計學學士；護理學副學士

職業：企業老闆、商業理財 

聲明：我已經在史曼米須（Sammamish）高原水務和污水排放區生活
了近三十年，是一名用戶及費率繳納人。彈指一揮間，我見證了滄
海桑田，這個地區從一個當初的鄉野之地發展成了諸位眼前的繁華
之地。隨着我們的城市持續發展，這種巨大變化接下來我們本區還
將繼續見證。變化需要適應，而適應的方法，就是對資源展開完善
管理。

清潔和安全的飲用水固然重要，但在我們的生活中，負責將水輸送
到你我家中的基建設施同樣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很幸運，我們
水務區擁有一支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團隊。他們的努力既讓我們享受
到安全的飲用水，又為基建設施上了一道保險。我期待着，自己今
後可以在這種努力中繼續貢獻力量。 

在短暫的專員任期內，我被任命為區域應急管理諮詢委員會成員，
與郡及市政府一起工作。而目前我擔任委員會副主席。我希望能繼
續為你們效力。 

Karen Moran
 20705 SE 3rd Way
Sammamish WA 98074 
(425) 836-8306
kmoran5964@gmail.com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Buffalo）分
校化學工程理學士；紐約大學理工學院化
學工程理碩士

職業：西雅圖第10區域美國環境保護署經理

聲明：本區需要一個瞭解其服務的社區以及對居民非常重要的問題
的專員。我相信我擁有的相關專業技能和可靠社區領導經驗足以滿
足這些要求。我擁有處理路面、暴雨和飲用水、廢水處理、土地利
用規劃和財政管理等領域的學術訓練和專業經驗。

作為連任三屆的史曼米須（Sammamish）市規劃專員，我努力影響能
支持保護我們美麗的自然環境和實現增長與保持生態系統多樣性平
衡的政策和法規。此外，我曾在攜手發展中心（Together Center）
和地區性住房聯盟（ARCH）諮詢委員會任職。

自2005年起，我就成為費率繳納人。我的兩個兒子分別就讀於
Skyline高中和Pine Lake初中。若有幸繼續為本區的客戶服務，將
是我的莫大榮幸。 

Mahbubul Islam
 23114 SE 27th Way
Sammamish WA 98075 
(425) 837-0250
mahbubulsammami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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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史米曼須（Sammamish）高原水務及污水排放區

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加州理工大學，土木工程和水資源
理學士；註冊土木工程師

職業：史曼米須（Sammamish）高原水務及污水排放區專員

聲明：在過去的20多年間，我和家人把史曼米須高原視為我們的家
園。我們的社區美麗宜人，規劃縝密，感謝您投選我擔任過去兩屆
的代表。

我的經驗和資質包括：在史曼米須高原水務委員會當地社區任職12
年，並且擁有在公共和私營企業20年水務相關的工程經驗。

非常感激您能再次為我投票，我將繼續傾聽並承諾為所有本區的水
務及污水排放客戶（包括單一家庭、多戶家庭及商業化客戶 －史曼
米須及伊薩誇（Issaquah）市範圍內外的客戶）提供公平、平等和
經濟節省的政策，並以透明和包容的方式致力於處理本區決策制訂
問題。

Mary Shustov
 3029 231st Ln SE  #K201
Sammamish WA 98075 
(425) 922-3765
MaryShustov@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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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史諾夸米峽（Snoqualmie Pass）公用事業區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Jeremy J. Wiseman
 PO Box 147
Snoqualmie Pass WA 98068 
(425) 761-0781
jaywiseman291@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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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西南郊區（Southwest Suburban）污水排放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St. Francis Cabrini護理醫學院
畢業生

職業：Tony’s Market的會計 師

聲明：很榮幸過去5年能以專員身份為大家服務，最初我接任了已故
前夫Tony Genzale的職位，後來又參加了競選。我們夫妻二人合力
經營Tony's Market，這樣的經歷使我擁有一種企業老闆的觀點，也
帶來一種務實的作風。我的祖父母是義大利移民，從他們那裏我學
到了辛勤工作的價值。在與其他專員以及工作人員的合作下，我們
在改善基建設施、人員訓練、安全計劃、安保和技術方面取得了巨
大進步。我們地區的排污費率約是金郡平均水準的一半，本郡所有
28個服務供應方中只有一個比我們更低。居民經常告訴我，我們向
納稅人提供的是卓越的服務，對此我感到相當自豪。我獲得下列人
士和團體的支持：第34號區民主黨人、第33號區民主黨人、KCDCC、
常青民主黨俱樂部以及美國州、郡、市雇員聯合會（AFSCME）第21
地方分會（SWSSD公司員工）。我希望能繼續為您服務，懇請您投我
一票。

Susan M. Genzale
 1824 SW 166th Pl
Burien WA 98166 
(206) 244-5295
suzygenzale@yahoo.com
  

學歷：華盛頓大學土木工程學碩士華盛頓
大學土木工程學理學士

職業：專業土木工程師

聲明：我是 Derek Doell，我在布萊恩 (Burien) 已經生活了30多
年。在這30多年中，我們的社區不斷發展壯大，未來也將繼續發
展。在道路、水源及污水等基礎設施方面，我們需要優秀的服務，
以維持本地及B-Town 的高生活質素，而這正是本人參選的原因：本
人有近20年的土木工程師從業經驗，有技能也有熱情成為優秀的污
水專員。本人不僅了解污水處理的技術問題，也熟悉西南郊區等污
水區經 常面對的預算問題。本人的任職目標是確保以明智的方式花
費納稅人的資金，以維護、改進及擴建我們的污水網絡。感謝您的
關注，如能在選舉當日獲得您的選票，本人將不勝感激。

Derek Doell
 P.O. Box 915
Seahurst WA 98062 
(206) 787-3000
gimmiefi ve@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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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瓦遜（Vashon）污水排放區

第3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Don Joy
 9326 SW Bayview Dr
Vashon WA 9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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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谷景（Valley View）污水排放區

第1號專員職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我是一個普通市民，一個關心公共事務的水費付款人。目
前，我是本污水排放區專員委員會的成員。

我可以為社區貢獻技能和經驗，並致力於讓當地區一以貫之地代表
水費付款人的利益，以穩健的決策確保盡心盡責地使用水費付款人
提供的資金。

我很榮幸為委員會服務，如果能得到大家的選票垂青，我也將倍感
榮耀。

Deborah McCaslin
 100 Andover Park West, Suite 150, #179
Tukwila WA 98188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東華盛頓大學教育學文學士，優秀生

職業：半退休人員，臨時代課教師

聲明：在過去6年，我很榮幸能夠擔任谷景（Valley View）污水排
放區專員。我曾是塔奇拉（Tukwila）市議員，社區領導，並活躍於
鄰里區，這些經驗能確保你們能繼續擁有一個為客戶帶來價值，運
作良好的地區。

我們在谷景污水排放區一直保持低廉的費用，同時也根據需要作出
謹慎和必要的投資以維護和更新系統。在將污水傳送至金郡以進行
處理的34個地區和城市中，我們的費用位於最低之列。

我在金郡MWPAAC（大都會廢水污染減排諮詢委員會）擔任本區代
表，且被州長任命為州公共工程委員會用水和污水排放區代表。 

我期待能再繼續為您服務六年。

Pam Carter
 4115 S 139th St
Tukwila WA 98168 
(206) 244-0558
pmcarter@jp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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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哈文湖（Lakehaven）公用事業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廢水處理技術應用副學士，綠河社
區學院應急管理及災難規劃訓練

職業：污水處理署主管，廢水處理操作員

聲明：我是一名海軍退役軍人。我將把獨一無二的技能運用到議會
專員的工作之中。我擁有逾32年的廢水處理從業經驗以及25年的管
理及領導經驗。我的技能及能力源於紮實的職業功底，我從一個公
用事業操作員做起，勤懇敬業，並曾擔任廢水處理廠多個關鍵運作
部門職位，直至目前擔任部門主管。我不斷與工程及業務承包公
司，以及本州及當地官員建立職業關係，以促進跨區域的合作並符
合行業監管規定。我懂得如何在價值數百萬的預算及長期規劃之間
獲平衡力臂。

競選作為議會專員，我將運用33年的社區服務經驗效力市民。我承
諾將維持優質飲用水，並提供質優價廉的廢水處理服務。

我希望成為一名為市民效力的議會專員，懇請您投我一票。

Peter Sanchez
 4520 SW 317th Pl
Federal Way WA 98023 
(253) 670-8234
sanchez4lakehaven@comcast.net
  

學歷：華盛頓大學文學士（以優異成績畢
業）；美國天主教大學研究生課程

職業：西雅圖大主教管轄區墓園主管 

聲明：從1988年開始，我就在這個優秀的社區安居樂業及成家立
室。我在社區經營着一家服務性質的Gethsemane墓園；從1991開
始，我還對金郡所有的天主教墓園負責。領導力意味着規劃、預
算、實施、維修保養歷經數代的基建設施，以及聘僱、訓練和
支援專注於社區需求的工作人員。作為領導者，我擁有哈文湖
（Lakehaven）需要的技能。我將代表你們，以穩健的管理和透明的
方式來監管所有你們託付給哈文湖的資源—財政、預算、基建設施
和工作人員。

你們盡可以期待，這些資源會最大程度地保持完整，在維持低費用
的同時還能確保高品質的水務和污水處理服務；在此過程中，我將
始終對可持續性、環境保護和追責機制保持清醒的認識。我得到了
參議員Mark Miloscia、眾議員Linda Kochmar和專員Tim McClain的
支持。請為我投票。謝謝。

Richard Peterson
 2818 SW 340th Pl
Federal Way WA 98023 
(253) 838-4636
rmcspeterson@comcast.net
  

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密歇根大學機械與電氣工程理學
士；工商管理碩士

職業：專業工程師，企業老闆，現今已退休

聲明：我希望能繼續擔任專員，這是我的莫大的榮幸和真誠的責
任。經過全面的評估程序後，我於2006年七月被任命為專員。我和
我的家庭於1980年搬遷至哈文湖（Lakehaven）服務區，並從那時
起成為了該服務區的客戶。我擁有並經營一家環境工程公司已有24
年，並取得了專業工程師註冊。

專員在現在和未來都對您、哈文湖老闆們負責，他們為您供應充
足、潔淨、安全的飲用水和對環境負責的污水處理系統。我們必須
提供與收取的費率對等的最佳服務。我們必須維護現有設施以符合
所有目前的法規，我們應該位於遵守環境法規的最前列。

請允許我繼續為您服務，並帶來積極的影響。 

Ronald E. Nowicki
 29012 7th Place South
Federal Way WA 98003 
(253) 661-2664
renowicki@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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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東北史米曼須（Sammamish）污水排放及水務區

第1號專員職位

 學歷：內布拉斯加（Nebraska）大學，建
築工程理學士

職業：Hermanson Company LLP公司副總裁。

聲明：我是史曼米須（Sammamish）水務區的居民，作為其中一位專
員，我的主要任務是保護用水安全，維護基礎設施的完整性並確保
本區在我們應當擁有的財政責任下運作。 

Paul J. Robinett
 22601 NE 23rd Place
Sammamish WA 98074 
(206) 617-6081
probinett@hermanson.com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科羅拉多（Colorado）大學

職業：退休IT經理

聲明：能夠在卓越的水務及污水排放區擔任專員並為你們服務，我
感到非常榮幸。高效率、專業、努力工作的工作人員及備受讚譽、
獨立的供水系統展示了在無稅收的情況下當地政府工作的出色程
度。46年來，地區客戶都能享用適口性極佳的水源，且不受到用水
限制。為了更加確保安全性，我們也與周圍地區和城市保持連絡，
在遇到突發事件時其能為我們供應水源。我將繼續努力工作，為保
持本區的卓越性和獨立性而奮鬥。 

 

Paul Sentena
 21825 NE 30th Place
Sammamish WA 98074 
(425) 868-5077
pfsentena@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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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北岸（Northshore）公用事業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西華盛頓大學文學士；西雅圖太平洋
大學教師資格證；西華盛頓大學管理碩士。

職業：華盛頓湖（Lake Washington）校區教師。

聲明：北岸（Northshore）公用事業區是我們社區的基本部分，我
們所有人使用可靠的水和排污系統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必須加以保
護。北岸公用事業區的職責是提供安全、可靠、低成本的用水和污
水排放服務。Matt將與其他專員一起合作以確保北岸公用事業區提
供這些服務，並計劃在未來提供這些服務。Matt將以獨特的視角和
觀點解決北岸公用事業區委員會面臨的很多問題。

Matt及其妻子已經在巴索（Bothell）市生活超過26年，並且在此地
養育了兩個孩子。Matt將不辜負您的期望，秉公持正，為您提供質
優價廉的飲用水及污水處理服務，不斷關注可持續發展、環境治理
以及施政問責制。 

請為Matt Breysse投票！

Matt Breysse
 PO Box 422
Bothell WA 98041 
(206) 335-5310
mattbreysse@gmail.com
  

學歷：畢業於Diable谷學院；第一批美國
空軍社區技術學校女性榮譽畢業生 - 1973年

職業：已退休US West公司專案經理，NUD專員

聲明：感謝您允許我在專員委員會代表您發言，18年前我開始設定
透過基礎設施和保護來備災和可靠供給的目標。我們現在加固了能
滿足2060個客戶地區性供水需要的水槽和地震截止閥，2個用水處理
廠，並強化了200萬美元的區域性保護計劃。作為委員會主席，目前
我的顧慮是如何控制成本，該區的員工與之前費用比當地城市都低
時相比有所減少。批發成本一直以來是費用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
我一直在出席郡和西雅圖地區性會議以節省成本和獲得費用減免。
現在我成為每月召開兩次的針對污水處理機構的MWPAAC郡會議的公
認成員，也出席並參與SPU用水委員會會議。您的選票將使我繼續從
事此工作。 

Margaret Wiggins
 14444 91st Ave NE
Kirkland WA 98036 
(425) 821-3320
wiggins.margaret@gmail.com
www.facebook.com/margaret.wiggins.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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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索斯溪（Soos Creek）水務及污水排放區

第4號專員職位

 學歷：Brigham Young大學會計學碩士

職業：T-Mobile公司金融業務副總裁

聲明：Darold自2011年開始擔任專員職位。本區擁有最一流的客戶
服務、穩固的長遠規劃、熱忱的資深員工和極具競爭力的稅率，
對此他深感自豪。他擁有超過20年的公共和私營企業領導經驗，
為董事會帶來了傑出的管理和領導才能、牢靠的成本管理監督以
及對客戶服務工作的滿腔熱忱。作為T-Mobile公司金融業務副總
裁，Darold清楚管理階層和客戶、員工願景的重要性。

Darold全家在肯特（Kent）地區已生活了將近20年。他積極參與童
子軍活動，不但兒子獲得過童子鷹軍獎章，他自己也為幾個孩子所
在的體育隊擔任教練。他享受為董事會效力的時光，因為他從中獲
得了服務社區的機會。

Darold見證著一支自上而下都致力為你們提供優質、可靠和可負擔
得起的水務及污水排放服務的團隊。如果能繼續擔任社區專員，他
將深感榮幸。感謝您的支持。

Darold R. Stroud
 14910 SE 264th St
Kent WA 98042 
(253) 852-8356
darold_stroud3@hotmail.com
  

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肯特（Kent）市企業業主

聲明：Alice在水務及污水排放領域擁有36年的從業經驗，過去在相
關部門擔任雇員，目前是你們的委員會專員。她致力於保持優質客
戶服務的傳統，在平衡地區需要和現有客戶需要的同時，為適應地
區內發展進行了策略性規劃。她的經驗能夠繼續使委員會全面瞭解
本區及其政策、歷史和未來需求。作為一位專員，她是委員會的一
筆寶貴財產，她將繼續支持和啟動相關政策，使本區保持強大的競
爭力。Alice為委員會帶來了全新的觀點，同時她已準備好代表索斯
溪（Soos Creek）應對未來的挑戰。

作為終生在西華盛頓生活的居民，Alice和丈夫Jim已經在索斯溪居
住了23年。她希望能繼續代表本社區擔任委員會專員。

Alice R. Marshall
 18812 131st Ave SE
Renton WA 98058 
(425) 235-0187
alice@runningstitchfabri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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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斯基威（Skykway）水務及污水排放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城市大學項目管理；華盛頓污水排
放和水務區銀級和銅級專員認證

職業：未提呈

聲明：自1974年以來成為社區居民、屋主和活動主義者。其它社區
參與包括：選區委員會官員（PCO）；西山（West Hill）社區協
會成員；2009年加入西山商業協會；曾開辦過州授權孤兒之家（6
年 ）收養青少年的孤兒之家；家長、關心社區的市民；組織展開鄰
里區街頭巷尾守望活動。如果你對高昂的水務和污水排放費率心存
關切，如果你重視長者、低收入者和單身家長——請把這些關切和
重視託付給我。同樣，還有我們的飲用水安全，也請交給我。如果
大家選我為斯基威（Skyway）水務和污水排放區代表，我將不勝感
激。

Joyce Clark
 8524 S 120th St
Seattle WA 98178 
(206) 854-5507
jeccy1626@gmail.com
  

 學歷：高線（Highline）社區學院；連頓
（Renton）職業技術學校；建築業主和經理協會，系統維護管理員
（SMA）

職業：谷地（Valley）醫療中心，HVAC總技師（退休）

聲明：我在這個社區住了32年，擔任專員一職則有18年。我正參選
連任。這個職位一直充滿挑戰，但又非常值得付出投入。最近我退
休了，和其他使用者一樣，我對越來越高的水務和污水排放帳單心
存憂慮。專員們竭力在使用者可負擔費率與老化基建設施所急需的
經費之間尋找平衡，而我也在不斷地發聲，倡議讓老年人和低收入
居民享受到最低費率。

我的經驗包括：三任專員，目前在任；斯基威（Skyway）專員委員
會主席（12年）；喀斯開（Cascade）水務聯盟董事會成員（16年）。
我與時俱進，努力學習地區水務和污水排放問題的相關知識，瞭解
這些問題會對我們造成怎樣的影響。

我希望繼續為你們的利益服務，如果能得到你們的選票支持，我將
深感榮幸。

Jon W. Ault
 7553 S Sunnycrest Rd
Seattle WA 98178 
(206) 772-4156
jonwault@m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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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第1號公立醫院區

第2號專員區

學歷：Kentridge高中；華盛頓州立大學學
士；華盛頓大學醫學院，醫學學位。

職業：谷地眼科和雷射中心眼科醫生（專業認證眼科醫師）。

聲明：我從小在肯特（Kent）長大，自2002年起我就與Paul Joos和
Peter Jones兩位醫生一起在谷地眼科和雷射中心工作。我們在連頓
（Renton）和考文頓（Covington）擁有辦事處，並接收新的長者醫
療保健和醫療補助計劃病人。 

由於谷地（Valley）納稅人失去其投選管治醫院的委員會之權力，
因此我參選此專員職位。

與華盛頓大學醫學院聯盟後，便奪走了你們民選的五位專員對谷地
的控制權，然後將其交給由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所指定和管制的委員
會負責，提高你們的產業稅！

以下是您應該為我投票和擊敗現任Carolyn Parnell的原因 

2011年Parnell投出了決定性的一票，她從民選專員身上奪走對谷地
的控制權，並將控制權交給所指定的委員會。

於2007年， 當裁定Roodman非法將$478,000 醫院資金挪用於選舉
後，Parnell卻投票支持將Roodman的薪酬從140萬元增至160萬元。
（Roodman的薪酬比港景和華盛頓醫院的行政總裁之總薪酬還要高！） 

於2007年，Parnell還支持為Roodman發放“特殊”的$1.7退休獎
金，但是華盛頓州核政司發現其未提供任何理由或考慮到公眾利
益。 

Parnell反對要求谷地的執行官遵守選舉法。

Parnell反對要求谷地的高階提交財政披露報告以防止財政利益衝
突。

於2013年，Parnell投票支持將Roodman的百萬薪酬延長兩年，於
2015年又再延長2.5年。

這就是我和Parnell的具體差異。

如果您投選我成為您的專員，我將請求議會允許你們廣大選民去決
定谷地應該由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指定的委員會控制還是由民選的委
員會控制。

希望能夠獲得您的一票！ 

M. Chris Monson
 4011 Talbot Rd S #210
Renton WA 98055 

 學歷：小企業管理和創業學理學士。工商
管理碩士（工商管理/國際商業和人力資源管理）。 

職業：作家、教育工作者（退休）。

聲明：Carolyn是唯一一名在南金郡醫療保健事業所有方面都作出過
貢獻的候選人，她的良好業績有案可查。

Carolyn是唯一投票贊成華盛頓大學醫學院與谷地（Valley）醫療中
心合併的專員，目的是將世界級的醫療服務帶給我們的鄰里區，同
時降低醫療保健費用。事實證明這次合併相當有效！同時，她還主
張給予南金郡居民最大程度的權力。

華盛頓醫學院董事成員負責推進醫療保健工作，並對醫學院展開監
督。在華盛頓大學董事會選擇的醫學院董事人選中，只有兩人來自
南金郡，Carolyn就是其中之一。

作為一名天生的領導者，Carolyn被其他專員選為委員會主席。她維
護護士和其他醫療保健工作人員的利益，並且反對高階主管享受高
高在上的薪水！

醫療保健經驗：受命在谷地醫療中心董事會的財政、醫療設施和審
核、以及醫療品質等委員會以及華盛頓大學醫學院董事會的醫療品
質、病人安全和財政委員會任職後，她在醫療品質、病人滿意度、
醫療服務可及性和降低醫療費等各方面取得了累累碩果。任命的依
據是她表現出來的業績。

Carolyn一直為病人優先的理念展開抗爭，她認為享受高品質醫療保
健是一種權利。在她的領導下，臨床護理服務、鄰里區診所和醫療
費下降的範圍進一步得到了擴展！

社區服務：她在我們的公共學校、社區、金郡和西雅圖都會區奉獻
了幾十年的服務，金郡郡長、市政府和商會都對她無私的志願精神
予以公開讚賞。Carolyn還在連頓（Renton）地區青少年和家庭服務
委員會擔任主席。  

獲得榮譽：她在醫療保健和社區服務方面擁有良好的記錄，受到各
界讚譽，而且從未與他人發生過利益衝突。

這位候選人真誠地關心著我們的社區和家庭健康，請大家再次投票
給Carolyn Parnell！

Carolyn V. Parnell
 16718 133rd Pl SE
Renton WA 9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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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第1號公立醫院區

第4號專員區

學歷：中央華盛頓大學學士學位；綠河
（Green River）學院文副學士；連頓職業技術學院；Liberty高中

職業：連頓（Renton）校區早期教育教師；上班族媽媽

聲明：懇請大家支持我擔任你們的醫院專員來做你們的代表。

我出生於谷地（Valley）醫療中心，在一家醫院當過志願者，最近
我的兒子也出生在谷地。我信任並支持谷地醫院的護士和醫生。

但過去幾年，谷地已經和當地區的人們漸行漸遠。Rich Roodmans唯
一關心的是保住自己將近200萬元的年薪。Roodman和其狐朋狗友在
競選中非法動用納稅人的錢，現在更是將我們的醫院拱手交給一個
來路大有問題的非民選受託人委員會，其中受託人都由西雅圖精英
集團指定。 

這些人對本區民衆充滿了輕蔑和不敬：兩個之前被選民換掉的專員
居然被指定為受託人。   

我對最近本區選民對我的支持表示感謝。那是因為，對於谷地醫療
中心的關鍵事務，我和選民們志同道合。

我們一致同意……  

受託人董事會在其會議上不接受公眾意見……這必須要改變

支付給Roodman和其核心集團的那些豪華年薪……這必須要改變

秘密地挑選受託人的程序……這必須要改變

而我將……

尊重醫院區的民衆。

把Rich Roodman撤掉。

聘雇更多護士，支付其較高的薪金。

力爭把那些被本區民衆換掉的專員從該受託人董事會撤除。

這是我們的醫院區和我們的醫院。作為生活在本區的一名母親、教
師、同時也是一個納稅人，我會把對民衆崇敬和尊重的承諾帶回醫
院專員委員會。而作為你們的專員，我在做決定時，會永遠把民衆
放在心中頭號位置。我會為你們，為你們的家庭效力。 

感謝您的支持。

Savannah Clifford-Visker
 2721 Talbot Rd. S.
Renton WA 98055 
savannahclifford@hotmail.com

學歷：國家消防學院（馬裏蘭州
Emmitsburg)；華盛頓消防學院，Spanaway高中，高線（Highline）
社區學院

職業：肯特 (Kent) 市消防局隊長；華盛頓州消防巡警學院教練

聲明：我擔任消防員已有 27年，知道如何為公眾提供服務。我決定
競選醫院區董事會專員，是因為我和大家一樣，對谷地（Valley）
醫療中心發生的事相當憤慨。這座醫療中心的控制權落入了華盛頓
醫學院指定的受託人手裏，而不是“我們人民”選出來的委員會專
員。

你們很多人都知道，谷地醫院區委員會由谷地行政總監Rich 
Roodman管治。他每年薪酬高達160萬元，另外還拿到了一筆870萬元
的特殊退休福利。選民不希望再看到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遺憾的是，沒等他們將委員會控制權重新奪回來，Roodman卻在2011
年選舉前實施了一項計劃，確保醫院區的控制權牢牢攥在其手中。
他的計劃是和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結成聯盟，把民選的專員趕出委員
會，由所指定的受託人取代。

醫學院指定的這八個受託人會提高你們的產業稅，而且可能在2056
年以前都繼續留任。更可惡的是，指定的受託人中有兩個就是此前
被選民趕下臺的前專員Kohlwes和Miller！

民選專員們奮然回擊提起訴訟，要求將谷地醫院區控制權交回給自
己。但很遺憾，法庭判決結盟協議符合憲法。因此，現在唯一的補
救方法就是由立法機構賦予選民對這個聯盟核准或否決的權力。

我支持第6021號參議院法案，給予選民權力去核准或否決與華盛頓
大學醫學院的聯盟。

我會繼續抗爭，力爭把Rich Roodman從谷地行政總監的職位上趕下
來。

我也會繼續爭取叫停其他高階主管高高在上的薪水，省下來的錢用
來聘請更多護士。

我支援谷地醫院區傑出的護理人員和醫生團隊，如果我們同心協
力，定能讓這個醫院更上一層樓。這是我唯一的目標。

希望能夠獲得您的投票支持！

Lawton Montgomery
 325 Washington Avenue South #283
Kent WA 98032 
  lawtonmontgomery@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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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第2號公立醫院區

第1號專員區

 學歷：巴索市（Bothell）高中

職業：財產投資和管理

聲明：第2號醫院區的選民們，我要感謝大家在過去36年的支持，讓
我作為你們的代表，為大家提供安全、優質且價格合理的醫療保健
服務。過去36年，常青（Evergreen）從一座小小的社區醫院發展
為今天的大型醫療中心。我們每年的預算費用超過13億元，可以為
你們提供優秀的設施、醫生以及工作人員，包括：十座初級護理中
心、兩座緊急護理站和三座急救護理站；Wockner善終護理中心；家
庭醫療保健和善終護理；母嬰護理之家；Halvorson癌症中心；心臟
病中心；乳房健康中心；門診手術中心；Booth Gardner帕金森症中
心；多發性硬化症中心；用藥指導服務；老年診所；常青健康合作
夥伴；24小時服務熱線；社區護理使用計劃，以及一個全國頂尖的
中風研究項目。

常青健康（EvergreenHealth）醫院因優質的護理服務獲得了眾多
獎項，其中，全國領先的醫院等級獨立評定機構Healthgrades授
予常青健康醫院「2015年優秀臨床護理傑出醫院」之稱號。這是
常青健康醫院連續第六年享此殊榮。根據對4500家醫院的獨立調
查，Healthgrades將常青健康醫院列為全國前5％的頂尖醫院。美國
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在2014-2015年度 
“最佳醫院”評比中稱常青健康醫院為華盛頓最好的醫院之一。在
西雅圖地區的36所醫院中，常青健康醫院排在整個西雅圖都會區的
第二名，在全州排在第三名。

目前，我們是維珍尼亞美申（Mason）醫院、西雅圖癌症護理聯盟和
曼露（Monroe）常青醫院的合作夥伴。透過這種擴展合作，我們可
以為你們提供普捷灣地區所有醫院最好的醫療保健服務。  

希望能榮幸擔任你們的第2號公立醫院區的議會專員。

Al DeYoung
 PO Box 863
Woodinville WA 98072 
(425) 486-9731
aldeyoungforcommissioner@gmail.com
  

第4號專員職位

 學歷：杜克（Duke）大學數學理學士；華
盛頓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

職業：急診醫師和急診醫療室主任（退休）

聲明：感謝大家允許我過去6年在金郡第2號公立醫院區/長青健康醫
院（EvergreenHealth）董事會擔任你們的代表。在我的宣導下，你
們將常青作為醫療保健的優先選擇，對此我深表感激。我很榮幸和
其他四位專員以及我們的社區顧問一起共事，他們全心全意當好服
務者，為你們管理好這一寶貴資源。 

正因為這些傑出的工作人員和醫生，以及醫院董事會、管理階層和
醫務人員三方之間良好的工作關係，常青醫院才能依靠優秀的臨床
護理服務躋身全國頂尖醫院之列。 

在上一個任期內，我協助創立了董事會品質和安全委員會，後來還
出任主席。我們從航空、技術、工業等領域廣納賢才，不但確保了
透明度，還為本身醫療品質的提升提供了醫學領域以外的訊息。我
還在建設和規劃委員會擔任過職位，對新設施建設和商機拓展展開
監督，確保醫院每一次擴張都恰到好處，並保持財務上的合理性。 

過去六年，這裏發生了很多重大的里程碑事件，其中一項是和維珍
尼亞美申（Virginia Mason）醫院的聯盟。在此之前，圍繞眾多選
擇對象，我們展開了一年多的研究。之所以選擇美申，是因為我們
雙方有共同的文化：持之以恆，追求卓越。我們還新開了Halvorson
癌症中心，來自西雅圖癌症護理聯盟的醫生在那裏工作。我們也和
曼露常青醫院完成了結盟，使服務延伸到了一個已經使用常青醫療
的地區。其與科克蘭（Kirkland）常青醫院40年前所在的地區極為
相似。此外我們還就醫療保健的價值導向付款和合約，發展了長青
健康合作夥伴和普捷灣高端價值醫生網路。 

作為常青發展歷程的一部分，我已經在這裏度過了42年的光陰。我
期待著繼續為大家服務。

Charles A. Pilcher
 210 Market Street #302
Kirkland WA 98033 
(206) 915-8593
chuckpilcherm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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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專員職位

 學歷：西雅圖大學法學博士（1989年），
明尼蘇達（Minnesota）大學理學士（1984
年）

職業：律師

聲明：3年前，我的競爭對手辭去了我們的醫院區（SVHD）財務主管
一職，轉而任職年薪為8萬的市場行銷主管。最近，在本屆董事會著
力削減預算冗餘之際，他遭到了解雇。過去15年，我在秋市（Fall 
City）經營著一家法律事務公司。作為企業老闆，我明白要想維持
市佔率，第一要靠優質的服務，第二要樹立財務問責制度。醫療保
健行業正在發生變革，我們必須有過硬的財務能力才能引領這種變
革的潮流，繼而滿足我們社區的健康需求。我們要提升醫院區的生
存力，在預算平衡、不增稅的前提下擴大營運範圍。我將繼續要求
管理層對決策的謹慎性負責，認真核查工作措施，確保醫院區資金
得到妥當使用，以滿足社區的醫療保健需求。感謝您的支持。

David Speikers
 32116 SE Red-Fall City Rd.
Fall City WA 98024 
(425) 222-0555
dspeikers@hotmail.com
www.davidspeikers.com

學歷：華盛頓大學文學士

職業 ：半退休人員

聲明：史諾夸米谷 (Snoqualmie Valley) 居民應該了解最新的醫療
保健資訊及擁有相關設施。我們應該了解與醫療保健存取、質量及
可負擔保健相關的最新資訊，本人主張為 

家庭及社區制定長期的醫療保健規劃。

我的家族在史諾夸米谷生活了95年。本人也為社區服務了40年。本
人的公共服務包括：北本德義工EMT、北本德市議會、1988至1992
年北本德市長、郊區城市協會、史諾夸米谷議會議員、前董事會主
席、前行政主管；12年銀行分行管理、20財務服務行業經驗、3.5年
史諾夸米谷醫院市場經理及兩任醫院董事會成員。本人是一位越戰
老兵，總服務時間長達30年。本人期望為社區提供服務，希望大家
投我一票。

Fritz Ribary
 546 Riverside Dr SE
North Bend WA 98045 
(425) 442-5227
fritz@ribary.com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健康醫療管理學碩士（城市大學）；
歷史學文學士（華盛頓大學）；史諾夸米
市民學院（Snoqualmie Citizens Academy）校友

職業：前長期護理申訴專員；房地產管理從業經歷

聲明：我的目標是建設一個健康、有活力的社區。 

年輕的專業人員，老年人，退休員工……我們的社區正變得越來越
多樣化。在史諾夸米谷這個安居樂業的地方，不管您是甚麼年齡，
來自甚麼族裔，大家都是集體的一份子。每個人都能作出獨一無二
的貢獻。

新落成的史諾夸米谷醫院令人印象深刻，可能是全國同等級醫院中
最好的一間，但這個地區卻深陷負債泥潭。受誤導的董事會不顧一
切地尋求現金，結果舊醫院的以原價的半價出售。儘管有最頂尖的
護理人員，但很顯然董事會領導層需要作出改變，包括對公正和責
任真心實意的承諾。我會致力減少醫院負債，提升護理服務品質。

我們需要有人在董事會發出新的聲音，提出新的觀點。我可以發出
這樣的聲音，使我們重新贏回史諾夸米谷居民的信任。這正是納稅
人的期盼。

我會代表你們兢兢業業地工作。

Emma R. Herron
 35402 SE Aspen Lane #701
Snoqualmie WA 98065 
(425) 396-5249
herrons2007@comcast.net
  

學歷：美國海軍學院，政治科學理學士和
許可保險顧問學院（許可保險）

職業：Parker、Smith & Feek公司的副主席

聲明：我們的醫療保健服務系統正在快速變化。作為醫院專員，我
每天關注醫療政策並瞭解醫院如何努力才能獲得成功。投選我繼續
擔任您的醫院專員將可以保證財政問責制度、當地高品質的醫療服
務和擴大的服務範圍，從而能更好地滿足史諾誇米谷（Snoqualmie 
Valley）多變的需求。由於我將實用的商業領導能力應用到董事
會，我受到多方讚譽。

作為我的公司Healthcare Practice Group的領導，我瞭解我們面對
的風險和商業問題。作為史諾誇米的居民和擁有3個年幼孩子的父
親，我瞭解正確行動的重要性。作為退伍海軍飛行員，我瞭解如何
制訂嚴苛的決策以及執行決策的重要性。 

若能繼續擔任醫院專員，將是我的莫大榮幸。 

Ryan Roberts
 7101 Cascade Ave SE
Snoqualmie WA 98065 
(206) 660-3056
ryan.edward.robert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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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愛荷華大學護理學士

職業：註冊護士

聲明：本人能夠在醫院專員這一職位上充分運用45年註冊護士及醫
療保健領導的經驗。本人過去35年都生活在康乃馨 (Carnation) 
市，因此了解讓本地患者享受優質及高性價比醫療保健服務的重要
性。本人會致力於確保本區公民能夠享有及使用相關服務，同時支
援提升福祉及疾病預防方面的舉措。作為醫療保健領導，本人了解
患者在困難經濟時期所面對的挑戰，因此本人會努力保留及發展本
區公民所享有的高性價比計劃。本人將在醫院專員職位中秉持承
諾、問責及 透明原則，如能得到大家支持，本人將備感榮幸。 

Joan Young
 5526 302nd Ave NE
Carnation WA 98014 
(425) 890-7846
commissionerjoan@gmail.com
  

學歷：東伊利諾伊大學 (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市場及電腦科學文學士

職業：企業主，金融顧問

聲明：只有勤勉敬業、勵精圖治，新醫院才能發揮潛能。我深信，
確保財務運營可行、樹立醫院資助基金用款問責制、監督服務品質
是每位議事專員的職責。總之，議事專員應不遺餘力為醫院爭取權
益。 

我曾在財富雜誌100強公司以及多間小企業任職20餘年，我對高瞻遠
矚的管理模式的效果有著切身體會。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必須運
用實 際的企業理念及經驗為醫院帶來效益。只有提出尖銳問題、果
斷決策、注重長期效益，才能獲得長遠發展。要達到高效管理，委
員會絕不能淪為毫無主見的官僚機構。必須對現狀進行質疑、透徹
分析，竭盡全力施行政策。 

懇請各位選民鼎力支持，讓我為社區今天的福利，以及子孫後代未
來效勞。

Steve Weaver
 42702 SE 108th St
North Bend WA 98045 
(425) 503-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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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Kaye Pierson
 9724 SW 268th St
Vashon WA 98070 
(206) 463-9145
ednkaye@centurytel.net
  

第2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Will Gerrior
 12625 SW Cemetery Road
Vashon WA 98070 
(206) 463-9092
vashonwill@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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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呈

Bob Therkelsen
 19710 87th Ave SW
Vashon WA 9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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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文副學士和理副學士

職業：已退休註冊護士，現在是執照的喪葬承辦人

聲明：在我的兩屆任期中，我參與了墓園的主要改進工作；我們有
了新的骨灰安置所和新紀念牆；完成了四個童子鷹軍項目，更新了
自越南戰爭以來所有戰役中退役軍人姓名的紀念碑。 

我期待在未來幾年繼續保護我們美麗又具有歷史意義的墓園，使其
成為我們都為之感到自豪的地方，同時能對其作出更多改進。 

我相信我是委員會和社區的重要力量。我將運用目前參與本島喪葬
服務的經驗競選此職位；現在我擔任金郡喪葬承辦機構董事會主席
和華盛頓州喪葬承辦機構委員會成員。

Lisa Ryan Devereau
 PO Box 492
Vashon WA 98070 
(206) 799-7480
vashonislandfuneral@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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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專員職位

 學歷：中央華盛頓大學，2001年工商管理
學士-主修財政學

職業：自1994年起擔任迪茂伊（Des Moines Marina）市港口管理員

聲明：當迪茂伊市的市民在2009年投票成立該游泳池區時，我相信
其目的是希望市内有一個游泳池和水上運動項目。現時和過去的董
事會成員和工作人員一直妥善地管理本區，其進行了遲遲未落實的
設施維修保養，同時保持著較低的開支，還為未來的修繕工作創立
了一個投資基金。如今，專員們正在考慮對設施進行大規模升級，
以及想辦法讓過去很少能享受到此服務的民衆也能使用該泳池。作
為一個經常去那泳池游泳的人，我認為對本區而言，泳池是非常重
要的設施。如果能夠當選，我會努力確保迪茂伊有一流的泳池和水
上運動項目。 

Joe Dusenbury
 PO Box 98646
Des Moines WA 98198 
(206) 795-4832
mypeggysue@me.com
  

第2號專員職位

未提呈

Eric Kasnick
 22015 Marine View Drive S.  PO Box 98711
Des Moines WA 9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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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號專員職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建築學碩士

職業：波音公司房地產規劃師；秋市
（Fall City）都市公園區專員

聲明：公園和社區康樂中心是我們秋市居民在此居住的主要原因。
此處擁有兩條河流和好幾英哩小徑，因此我們可以享受豐富的戶外
活動。發展對綠地和水道帶來壓力，並且我們需要提高維護它們的
能力，這使我們也面臨著挑戰。我在公園委員會就職五年，善於應
對各種 挑戰。

我的丈夫和家人在秋市居住了15年，而且我一直熱衷於保護公園和
小徑。作為金郡公園大使，我曾與郡公園委員會和土地業主緊密協
作。我是金郡郊區合作夥伴關係（PRKC）的創始董事會成員，該組
織因將土地業主與管理資助金及多種支持服務連絡在一起，曾榮獲
金郡綠色地球獎。

有了您的一票，我就能繼續為改變我們的公園和社區效力。

Lee Moderow
 525 278th Ave NE
Redmond WA 98053 
(425) 818-5171
leemod@pobox.com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全球執行經理

聲明：我和丈夫還有兩個孩子在秋市（Fall City）住了15年。我們
的兩個孩子都在史諾誇米谷（Snoqualmie Valley）校區長大，現在
我兒子還在那處上學，我女兒現正在上法學院。十多年來，我一直
是社區熱忱的義工。13年來，我一直在秋市少年棒球隊擔任財政司
志願者，後來擔任副主席。在過去的四年裏，我擔任了秋市都會公
園區的辦公室主任，後來被任命為填補空缺職位的專員。

作為公園區專員，我希望透過代表他們發言，將他們的想法運用到
良好運行的公園系統中，與秋市的市民努力合作。 

Terri Campbell
 7338 Lake Alice Road SE
Fall City WA 98024 
(425) 765-1241
ElectTerriCampbel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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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號專員職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土木工程理學士

職業：專業工程師/專案經理

聲明：能有機會作為公園區專員為秋市（Fall City）社區服務，我
感激不盡。懇請大家投我一票，以便讓我能繼續保護、完善我們本
地公園。對於本公園區成立後取得的成績，我深感自豪。但更重要
的是，我期待着繼續和社區及相關利益者攜手，完善公園設施。我
仍承諾，公園區在運轉過程中會對財政負責，同時在做決定前，我
會充分考慮社區的方面提出的意見和建議。 

Kirk Harris
 PO Box 1325
Fall City WA 98024 
(425) 922-1120
kirkaharris@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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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西景（Si View）都市公園區

第4號專員職位

學歷：華盛頓州立大學（WSU）森林管理理
學士；中央華盛頓大學（CWU）交通教育中
學教育文學士

職業：教師；房地產經紀

聲明：我的家庭在史諾誇米谷（Snoqualmie Valley）紮根已經超過
了33年。

我是一位父親、教育工作者，在成年階段一直都在捍衛青少年權
益，這使我有機會認識到，完善的計劃加上配套設施對社區來說有
多重要。透過親身參與，我意識到我們日漸壯大的社區需要啟動一
個積極進取的公園體系來連接、建設社區。今天，我們正向那個
目標大踏步前進，完善的設施提供了一個深受市民好評的完整公
園項目。我致力於推動這個獨立的公園體系，引導北本德（North 
Bend）市和史諾誇米市加入到我們持續不斷的努力中，共同發展壯
大，為生活在這裏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服務。

我感謝並珍惜在西景（Si View）都會公園區理事會服務的機會，也
感謝你們今天的投票支持。

Bud Raisio
 1080 SW 10th St
North Bend WA 98045 
(425) 894-2690
raisio46@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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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西景（Si View）都市公園區

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中央華盛頓大學教育文學士

職業：傷殘退伍軍人及退伍軍人倡議人

聲明：作為一名北本德（North Bend）居民，以及100%傷殘的海軍
陸戰隊退伍軍人，我認為向居住在我們社區的退伍軍人所作出的代
表是不足夠的。基於同樣的原因，我相信如果我在公園委員會任
職，將會代表我們退伍軍人以及所有生活在這個社區裏的愛國者發
聲。我們非常需要這樣的代表。同時，由於我20多年來一直為我國
兒童和青少年的安全積極展開倡議，我相信自己能以同樣的方式為
我們的公園部門提供引導。公園部門也非常需要這樣的引導。

 

Jim Curtis
 PO Box 1505
Maple Valley WA  98038 
  umibushi@yahoo.com
www.nas-da.com

學歷：Walden大學小學讀寫教育學碩士；
中央華盛頓大學小學教育和早期兒童教育學文學士

職業：伊薩夸（Issaquah）校區小學教師 

聲明：我參與了救救我們社區游泳池的基層運動，並在西景都
會公園區的創立過程中也出了一份力。我擔任過兩個任期的專
員，期間與都會公園區、郡、校區、北本德（North Bend）市和
史諾誇米（Snoqualmie） 市合作，積極塑造、影響了我們谷地
（Valley）的康樂機會。透過構思願景、設計規劃和爭取財政資
金，我們使年代久遠的社區中心和游泳池重新煥發了生機，還建成
了農貿市場，舉辦了多場音樂會。能為這些工作奉獻力量，我既感
到自豪，又心懷感激。同時，透過促進夥伴合作，我們加強了對
Meadowbrook、Tollgate等農場的管理，還為公眾提供了參觀這些農
場的機會，這同樣讓我自豪和感激！ 

為了完成專業教學證書和碩士學位，我的服務生涯出現了一個小小
的間斷；在那之後，我又重新在都會公園區發揮起了積極作用。我
相信，只要拿出盡心盡責和充滿激情的努力，我們可以保護、充實
自然資源，確保我們熱愛、珍重的高品質生活經久不衰。

Susan W. Kelly
 520 SE 7th St
North Bend WA 98045 
(425) 831-1734
pskellynb@comcast.net
  

 學歷：蒙大拿（Montana）州立大學，科學
教育學碩士。西華盛頓大學文學士。K8教
學證書。

職業：西雅圖Rattlesnake湖公用事業部，公立教育專家

聲明：很幸運，我和女兒的住處不遠就是修繕過的新西景（Si 
View）公園和社區中心。我們經常去操場、游泳池和農貿市場這些
地方享受時光，當然還有那壯觀的美景。公園的主題是玩樂、休閒
和公共開放。生活中擁有一個提升玩樂水準的公園網路，這不啻為
一種恩賜。

我將自己的職業生涯獻給公眾服務事業。作為一名學校教師、金郡
環保教員和Rattlesnake湖附近柏河流域中心的教員，我一直滿懷熱
情地為各階層民衆服務。 

我的特長包括：從文件撰寫到製作指示牌的各類詮釋性企劃；設計
公共方案；為最佳化項目提供創意。我所擁有的合作過程培訓使我
能成為團隊中極具價值的一份子。

如果能為西景都市公園區服務，繼續為大家創造更多的康樂條件，
我將深感榮幸。

Katie N. Eliza Klahn
 821 Riverside Dr SE
North Bend WA 98045 
  katieforparks@gmail.com
  

學歷：未提呈

職業：未提呈 

聲明：我過去是北本德（North Bend）居民，目前住在史諾夸米
（Snoqualmie）；能夠在我們這個風景秀 麗的地區快樂地生活，我
深感幸運。我認為，健康社區的部分關鍵在於我們的公園、開放空
地以及讓社區民衆歡聚一堂的活動。 

我在公園和康樂領域工作了22年；在履行好財政職責的同時，我了
解到康樂項目的重要性，認識到其可以為我們的社區帶來福利。我
相信，在我們步入未來的發展過程中，當地城市、企業和社區成員
在社區的深入參與具有重要的可持續性意義。

我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同時還是西雅圖山區救護隊的成員。我主張
回饋社區，回饋我們的家。作為你們的公園專員之一，我會傾聽市
民的關切，確保西景（Si View）都會公園區始終是我們社區中一個
可持續的有益組成部分。

Dave M. Perkins
 37205 SE 80th St
Snoqualmie WA 98065 

(425) 239-6244
davemperkins@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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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塔奇拉（Tukwila）游泳池都市公園區

第1號專員職位

學歷：加拿大維多利亞（Victoria）大學

職業：小企業老闆，顧問

聲明：自2012年開始，我受命在塔奇拉（Tukwila）游泳池諮詢委員
會任職，目前擔任主席。對此我感到萬分榮幸。

在諮詢委員會的任職經歷讓我對游泳池專員這一職位做好了充分準
備。諮詢委員會對預算和基礎建設項目提出諮詢意見，並鼓勵大家
提出新的創意。作為委員會的一員，我對我的工作相當自豪。

我和我的家人為很多場泳池活動提供了志願服務，活動展開時還和
你們中的許多人見了面。對於這種經歷，我們樂在其中。

向前發展

作為一名23年的塔奇拉居民，我將游泳池作為必不可少的公共財產
進行保護，投入必要的時間為社區維護好這項設施。

請為塔奇拉游泳池都會公園區（TPMPD）第1號提案投贊成票，同時
也敬請大家為我本人投票，讓我有機會作為TPMPD 游泳池專員為你們
服務。

Vanessa Zaputil
 15171 52nd Ave S Suite5
Tukwila WA 98188 
(206) 242-4149
vanessazaputiltukwilapoolcommissioner@
hotmail.com
  

第2號專員職位

 學歷：Marquette大學文學士—主修哲學、
副修電腦科學；華盛頓大學，行銷通信學
證書
職業：任職：塔奇拉（Tukwila）校區教學和學習部行政助理；曾任
職：Manufacturing & NGO’s公司市場行銷通信行銷主管
聲明：我和丈夫在1991年搬到塔奇拉。從1998年開始，我便每天去
游泳池游泳。2010年，當得知本市將不再為游泳池提供資金後，我
和其他人創辦了一個基層組織，要求成立塔奇拉游泳池都市公園
區。
塔奇拉游泳池專員必須專注於游泳池的生命力，並確保其和我們的
社區保持緊密的連絡。游泳池要想持續開辦下去，就需要由其所服
務的公眾選出一個專員委員會。
我擁有行銷通信背景。我是塔奇拉游泳池的熱忱倡議者。我協助制
訂了游泳池的市場行銷方案，印製宣傳單，還和兄弟社區展開了合
作。
塔奇拉游泳池需要有活力的領導，去確保納稅人的資源能得到負
責、高效的使用，從而造福我們整個社區。
請對第1號提案投贊成票，也請投我一票，讓我代表大家發聲，我將
為你們帶來透明高效且有求必應的領導層。

Ellen C. Gengler
 13727 MacAdam Rd S
Tukwila WA 98168 
(206) 372-3316
lngngl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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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塔奇拉（Tukwila）游泳池都市公園區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Linfield學院社會學/人類學學士，
輔修國際研究

職業：員工薪酬和職業安全

聲明：2011年，我在游泳池的接待處發現了一張當時讓我不敢相信
的小紙條，上面說泳池面臨關閉危險，請志願者援手施救。

作為一個關注公共事務的市民，我自那以後就開始為游泳池提供志
願服務，確保它不會從我們的社區消失。我協助籌劃了那場游泳池
保衛運動。此後，我參加了研究、預算和政策工作，對顧客的關切
跟進回饋，並協力組織相關活動。

我致力於為塔奇拉（Tukwila）游泳池的所有客人提供高水準的顧
客服務體驗。我們應該營造賓至如歸的氛圍。泳池設施應當精心保
養，確保潔淨和安全。工作人員和客人身處的環境應當既安全又宜
人。 

我還致力保持穩健的財務操作，確保合理使用納稅人的錢。

請為塔拉奇都會公園區第1號提案投贊成票。如果大家選我擔任專員
第3號職位，我將感激不盡。

Christine Neuffer
 13813 37th Ave S
Tukwila WA 98168 
  christineforcommissioner3@gmail.com
  

第4號專員職位

學歷：未提呈

職業：客戶服務代表/項目經理

聲明：我在塔奇拉（Tukwila）市已經生活了25年。我在塔奇拉
COPCAB、塔奇拉市民巡邏組織和塔奇拉游泳池諮詢委員會任職。最
近，我一直全情投入在一項活動中：讓塔奇拉游泳池作為我們社區
的一種可用資源持續開辦下去。

關於游泳，我對我的母親有非常美好的回憶，她那種對游泳的狂熱
愛好讓我記憶猶新。因為她，我的姊妹和我從來都不怕水，每年夏
天都參加游泳課。就是因為她，我對游泳和水上安全充滿了熱情。 

作為委員會成員，目前我正參與游泳池的市場行銷工作，向塔奇拉
市民介紹月度活動、游泳課以及各種各種的項目安排。我期待着為
你們服務，繼續展開游泳教育課程，加強水上安全，強化泳池的持
續性，為大家帶來健康的生活方式。

Jeri Frangello-Anderson
 15021 43rd Pl S
Tukwila WA 98188 
(206) 552-1620
jerber40@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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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塔奇拉（Tukwila）游泳池都市公園區

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南西雅圖社區學院，理副學士；
Glacier高中

職業：華盛頓塔奇拉（Tukwila），波音民用飛機品質保證工作

聲明：自1973年開放以來，塔奇拉游泳池就成為了Dave Puki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一直記得，自己和父母在1968年為了爭取泳
池而展開的活動。

當2011年泳池面臨關閉風險時，他熱切地展開行動，透過成立游泳
池都市公園區將泳池保留了下來。令他自豪的是，在投票中贊成保
留泳池的居民占63％。

自那以後，他就不斷義務奉獻自己的時間和知識來促進泳池的翻修
和保養項目，積極參加池水安全和獎學金評選事務；他還是社區服
務擴展委員會和游泳池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保護游泳池意義重大。而當務之急是維持其運作。泳池需要其專門
的委員會專心致志地打理。

如果當選為專員，Dave將繼續擴展規劃，為泳池打造一個滿足社區
需求的未來願景；持續確保泳池設施處於良好的運作狀態，並在財
政上保持謹慎，以實現長期財務穩定。

他懇請你們為他投票，並為塔奇拉游泳池都市公園區第1號提案投贊
成票。

David Puki
 3748 S 152nd St
Tukwila WA  98188 
  d_j_puki@hotmail.com
  

未提呈

Michael Robert Neher
 15100 65th Ave S # 32
Tukwila WA 9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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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瓦遜-莫妮島（Vashon-Maury Island）

公園及康樂區

第1號專員職位

 學歷：加州大學柏克萊（UC Berkeley）分校，
資訊科學博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MPH；園藝和土壤科學證書

職業：電腦學家（退休）；土壤顧問

聲明：我們的公園區由許許多多個利益相關者組成。每一位利益相
關者都有權利參與如何分配公園區的資金。資金分配決策必須要反
映出社區的目標。否則的話，尖銳的聲音會覆蓋所有人。

我在瓦遜（Vashon）大約生活了4年時間，我熱愛這座島。而公園區
對我來說簡直就是心裏的一塊寶。我以本身經驗管理著價值數百萬
元的項目，無論是誰，哪怕我有利益衝突，對我個人也相當認可。
當然，百分之百的共識幾乎是不可能的；有時候，我們不得不作出
艱難的決定。所以我主張，要規劃，要問責。沒有這兩項，機構就
會陷入一片混亂。

不管在哪裏生活，我都積極參與各種志願組織。目前，我正在完成
一個項目 — 確認微生物是否能恢復莫妮（Maury）地區的砷污染土
壤。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民選職位競選，我期待著和各位利益相關方
共同合作，一起重建我們的公園區。 

Karen M. Gardner
 10510 SW 127th St
Vashon WA 98070 
(415) 624-9002
km.gardner@gmail.com
  

 學歷：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文學士，
CSUF工商管理碩士

職業：攝影師，退休醫院行政總裁

聲明：我和家人在此居住超過20年，一直從社區受益。此處的鄉村
環境讓我有家的感覺。我很重視我們的公園和其對提升我們生活品
質的貢獻，以及對其開明且直接的管理，這對我們都非常重要。

我吟唱讚美詩，任職於日出嶺委員會，並為VAA擔任義工。對於再次
以有意義的方式去回饋社區，現在我感到非常興奮。

我任職醫療保健領導40年並於2005年退休，曾經負責管理醫師群體
組織和複雜教學醫院。我擁有金融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也是一
位海軍退役軍人（三次前往越南）。我認為我理解服務的含義。
基於同樣的心情，我希望你們能為我投票，讓我能在瓦遜-莫妮
（Vashon-Maury）公園區委員會代表你們。 

Rick Skillman
 25900 Pillsbury Rd SW
Vashon WA 98070 
(206) 463-6374
rskillman@icloud.com
  

第3號專員職位

學歷：華盛頓大學機械工程理學士，工業
工程理學士；華盛頓大學研究生行政管理
課程

職業：（退休）造船廠總經理，工程部經理，生產經理

聲明：公園可以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我希望瓦遜（Vashon）的市
民可以享受到他們配得上的設施和項目。

然而，目前這個董事會讓我們失望了。最明顯的一點當屬我們在VES
領域上的失敗。但是到11月份，島民們可以透過選舉使公園理事會
重回正軌。重新選出的專員會以一種考慮周密、實事求是且令人尊
重的態度來營運公園，讓大部分人享受到最大的利益。

我的資深管理背景（尤其是在新增項目、工程和財政管理上的經
驗）可以協助我對專員職位做好充分的準備。

我將根據以下優先項目展開工作：（1）制訂一份綜合策略規劃；
（2）維護、修復和最佳化現有設施和項目；（3）設計並建造反映
社區願景的新設施、新計劃和新服務。

針對任何專案的投票，我都會要求資金到位，同時確保聽到社區內
所有人的心聲。

Bob McMahon
 4315 SW Pt. Robinson Rd.
Vashon WA 98070 
(206) 730-0565
rtmcm@outlook.com
  

 學歷：俄勒崗大學

職業：全球保護組織風險管理和法規遵循主管

聲明：作為市民和納稅人，我們有權要求政府中代表我們的那些人
在資金管理中秉持透明、問責以及高效率的原則。但是我們應該要
求更多——我們要求他們對精益求精有堅定的願景和承諾，要求我
們的心聲不但要被聽到，還要成為本次換屆的驅動力量。我在前蘇
聯、高加索（Caucuses）和亞洲工作了20多年，協助發展民間組織
機構、支持人道主義援助，以及為一些最瀕危的自然地區提供保
護。現在，我在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全球性保護組織負責風險管理和
法規遵循營運監管工作。在我的努力下，這個組織保持了最高標準
的道德操守、最大程度的透明和高效率的營運。我個人也因此名聲
鵲起。我們這個傑出的社區裏有最年幼的孩子，有最智慧的長者，
我將運用自己的經驗，為他們奉獻出一個世界級水準的公園區。 

Joshua Weil
 24533 68th Ave SW
Vashon WA 98070 
(206) 802-8237
jbweil@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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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瓦遜-莫妮島（Vashon-Maury Island）

公園及康樂區

第5號專員職位

 學歷：工商管理理學士；工商管理碩士-主
修金融學

職業：小企業貸款機構/教練

聲明：我在瓦遜（Vashon）定居已有22年，擁有30年金融管理從業
經驗，我將致力建設一個財政健全的社區，制訂符合社區長遠利益
的規劃。

我堅持三大競選原則： 

相容並蓄：從Robinson Point到我們的社區泳池，再到我們公園及
運動場，我們負責管理眾多的社區資產。鑑於瓦遜市多種多樣的市
民利益，我們的發展規劃必須不論老幼，不分職業，保護所有使用
者的權益。 

財政負責：我們必須建構常用儲備基金，以應對不可預測的財政支
出及資金短缺，以防止社區借債貸款維持營運。

合作：儘管議會專員有著不同的施政要務，但各位必須團結一致，
誠心待民，將公眾當成消費者，為推舉我們的選民效勞。

本公園區正處於艱難時期。我希望得到您的支持，恢復民眾信心，
以高效率方式服務民眾。

Scott Harvey
 12216 SW Cove Rd
Vashon WA 98070 
(206) 463-6986
sdharvey50@comcast.net
  

學歷：未提呈 

職業：已退休

聲明：最近通過的徵稅在接下來的四年中能夠為公園帶為5百萬元
的資金。透過精心維護及精選升級，我們需要“精心照料我們所擁
有的資源。”如果能夠當選，我將努力讓公園變得乾淨、安全、方
便可用及美觀。我們需要完成以下事項：建成船庫、修復及升級
水池、清理及恢復天堂山脊區域、改善Burton地區的山徑、完成 
Burton活動中心的改進工程、升級Ober公園的遊樂場、完成球場項
目、重新劃分Agren公園的場地，並保存Tramp海港碼頭。此外，我
們還需要提供更好的洗手間設施，並更新外觀，加入桌子、長椅 、
垃圾箱及安全步行走道等小型設施。最後，我們還需要透過更友好
的規定及程序與最低的價格以鼓勵更多遊人前來公園。

Bill Ameling
 11617 105th Ave SW
Vashon WA 98070 
(206) 567-4662
wameling@ix.netcom.com
  

 學歷：北卡羅來納（North Carolina）大
學，教堂山（Chapel Hill）分校－文學士

職業：自僱攝影師

聲明：過去三年來的專員會議我幾乎無一缺席。我深刻地意識到，
在議會與社區的關係以及本公園區運作情況方面，需要一個基本的
風氣轉變。我曾對議會活動作出記錄和匯報。為實行切實的作風轉
變，我決定表達我的參議心得。身為公園區委員會專員，必須把握
社區期望以及公園需求的全局態勢。如今，委員會必須以社區利益
為唯一的要務，提升行政效力，著力維護公園設施及發展計劃，為
瓦遜-莫妮（Vashon-Maury）島的納稅人及其家人謀福利。我將聽取
島區居民的意見，並相信我瞭解市民的需求。我將繼續聽取民意、
高效率施政，致力維護社區最佳權益。 

Peter Ray
 10322 SW 165th St
Vashon WA 98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