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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該憲章忽略了以下事實：我們已經有一個每月開一次會且多元化的市
民監督委員會。制訂這一附加管理階層需要與相關工會重新進行進一
步談判，並導致目前的處長招募流程被延遲至2016年或之後。現在是
讓已經得到同意的實踐方式完全發揮功能並按照原定方式進行運作的
好時機。此具有官僚作風且費用高昂的憲章是不必要且冗餘的。請投
反對票。

我們現有的系統並未提供金郡和我們國家的其它市民所要求的權立、
透明度、問責制和民事監督。提高對重大事故的市民監督有助於確保
公平，同時讓市民信任執法部門有關合理並公正地使用武力的承諾。
這能夠減少訴訟經費成本，同時保持專業水準和我們民主社會所推崇
的價值觀，從而提高對我們社區居民的責任感。

本議案的全文在第20頁開始。

該執法監督民政事處（OLEO）由議
會成立，且經過漫長的法院和仲
裁過程。該提案要求與相關工會重新進行談判，進一步加強了官僚作
風。  

該聲明假設我們現有的程序失效或存在錯誤。我們的警務署署長在透
過執法監督民政事處提供監督方面表現積極。各種問題都能夠快速且
公正地解決。因此，該提議不成熟、不必要、不靈活且需要與工會進
行長達多年的重新談判。 

目前存在一種多層次方法去透明地解決問題。該系統有一個內部調查
小組和一個市民監督委員會。如果還存在未解決的問題，市民可以
聯絡議員、郡長或郡申訴專員。此外，合約城市則透過其議會提供監
督。

我們已經開始招募一名全新的全職執法監督民政事處處長。管理結構
的任何變動都會使目前的招募流程延遲至2016年或之後。我們應該讓
目前的系統按照原定方式運作。郡政府不能沒有進行協商便設立一個
新的民事監督模式，這就意味著成本將變得更加高昂。 

潛在問題都可以透過現有系統去解決。我們現有的系統能夠提供警務
透明度和良好的社區服務，從而維護大家的安全。 

我們的市民對執法中的關鍵運作要
求更高的透明度、問責制和監督。
該提議的憲章修訂案經過各方協調，專門為提供市民要求的恰當監督
水準而制訂，同時也能讓官員高效率承擔其職責。在金郡歷史上的這
一重要時刻，增加對警務署署長辦公室的監督，這為我們提供一個機
會去讓官員和其所保護的市民能建立和維繫對彼此的信任。透過指出
已發生的嚴重不當行為，市民有機會去更好地維護其基本權利，抵制
濫用權力。該憲章修訂案還規定成立一個市民諮詢委員會，其職責是
審查、諮詢並報告與公平和社會正義相關的事務，從而加強執法，致
力於讓所有市民都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在民主社會中，對執法進行
有效的民事監督是至關重要的。現在正是好時機就執法進行獨立、透
明且負責的市民監督。請投贊成票，支持修訂金郡憲章，以設立一個
執法監督民政事處。

支持者：

華盛頓州司法部長，Bob Ferguson 

華盛頓最高法院退休法官，Faith Ireland 

華盛頓西區，前聯邦檢察官，Jenny A. Durkan

聲明撰寫人：

Larry Phillips、Estela Ortega和
Larry Gossett

聲明撰寫人：

Kathy Lambert和Tricia Richards
Kathy@KathyLambert.com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Nick Wagner、
金郡議會員工
206-477-0894
nick.wagner@kingcounty.gov

第1號憲章修訂案將為一個執
法監督民政事處（OLEO）和一
個執法監督市民諮詢委員會制
訂基於憲章的規定。目前的執
法監督民政事處和市民諮詢委員會都根據一項議會所採納的法
令而設立。如果該憲章修訂案獲得通過，其則要遵從憲章的規
定，並需要選民核准方可作任何修訂或廢除。

根據該憲章修訂案，此法令將設立執法監督民政事處的職責，
其職責預計包括就對執法人員或執法人員使用武力的投訴進行
調查、審查和分析。而且可能還包括審查相應的內部調查和紀
律處分之權力。執法監督民政事處將有權接觸公共安全部門檔
案中的相關資料，能夠檢查犯罪現場、進行訪談並參與內部調
查和審核聽證會。執法監督民政事處預計還有權去發佈建議並
進行社區外展。執法監督民政事處處長將由議會任命，任期為
四年。

而該市民諮詢委員會將為執法監督民政事處的工作、公平和社
會正義事務以及公共安全實踐部門的改善機會提供諮詢和報
告。而委員會成員則根據法令規定選出。

該修訂案將進一步要求就集體談判的目的，有關執法監督民政
事處對薪資，工作時間和工作環境的影響事宜，將由郡長諮詢
警務署署長而協商決定。

第1號憲章修訂案

執法監督

應否修訂金郡憲章，所有均按照第18087號法令之規
定，設立一個基於憲章的執法監督民政事處，並賦予該
部門相關權力去履行其職責；設立一個基於憲章的市民
諮詢委員會，其負責執法監督事宜；並規定郡長須要諮
詢郡警務署署長即本郡的談判代表有關執法監督？

應 

否

金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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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金郡憲章是本郡的憲法，要求我們首先為郡基本服務提供資金。本郡
的警務署署長辦公室的官員人數比經濟衰退之前少了近125個，而且
本郡的道路嚴重遺失資金支持。直到我們為本郡基本服務提供足夠資
金之前，郡政府都不應該要求納稅人承擔奧林匹亞的責任。  

此項徵稅提案缺乏具體資訊。其是一張空頭支票，要求大家在不瞭解
具體用途的情況下就繳納$400,000,000。本郡的兒童應該得到有組織
且負責任的協助，但此徵稅無法提供這些保證。

最好的開始是一項明智的投資，能夠預防問題的出現，減少刑事司法
成本，並節省長期稅收。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贊同並
支持第1號提案：“……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理智評估……發現在兒
童護理行為預防方面花費$221獲得的收益（提高成績、減少干擾、預
防犯罪）價值$31,741……”一個獨立市民監督委員會確保問責制。
每個屋主平均花費不到$5。好的開端就能夠協助所有兒童獲得成功。 

 

本郡的基本服務並沒有得到足夠的
資金支持。由於年度維修預算短缺
超過1億元，因此金郡正在關閉大橋並任由道路變得坑坑窪窪。警務
署署長的預算需要上百萬元才能夠使工作人員恢復到經濟衰退前的水
準。而郡長最近提出一項提案，要求在逮捕幾小時之內釋放某些重罪
犯以消減成本。 

這項徵稅聽似合理，但其是一張“空頭支票”，並沒有列出徵稅收入
的具體使用。在金郡還沒有能力為基本服務提供資金之時，金郡納稅
人無法負擔這項附加的4億元。

由於州規定的產業稅上限，多至14個消防區和醫院區可能會因為這項
徵稅而失去資金。而且這也將使我們的稅收機構感到捉襟見肘，無法
為執法、法庭、監獄或道路維修提供足夠資金。

僅在短短幾個月之前，州政府就在今年年初將教育資金提高了19％或
27億元。我們和州立法委員一樣，都瞭解這些項目是州政府的職責所
在，而最近增加的州預算將增加孩子的優質早期學習機會。 

現在並不是新增4億元徵稅的時候。政客需要先為郡基本服務提供資
金，然後才有權要求增加郡預算。

www.smartchoiceskingcounty.com

info@smartchoiceskingcounty.com

金郡的每個兒童都應該有一個良好
的生活開端。所有孩子在成長過程
中都需要支援，才能發揮本身的最大潛能。第1號提案是一個來自兩
黨、基於證據的綜合提案，其將為現有可行的計劃提供資金，帶來真
實且可計算的益處，以及持續的改變。

幼年：華盛頓大學開創性的研究顯示0到3歲是大腦發育最關鍵的時
期。第1號提案提供生育前支持、家長教育、護理人員培訓和發育篩
查，並為面臨經濟困難或無家可歸的年輕家庭提供專門協助。

行為干預：對教師和家長進行教育，使他們能夠識別行為和心理健康
挑戰 — 並為孩子提供其所需的協助 — 這一點對學校教育的成功、
防止輟學和使孩子遠離犯罪都非常關鍵。  

家庭暴力預防：孩子應該生活在具有養育功能的家庭之中。第1號提
案支持那些降低家庭暴力風險的項目，也支持保護受害者。

財政負責：目前，郡內75％的資源都用於刑事司法，即用於管理而非
預防不良成果。第1號提案進一步支持預防，打破貧困和刑罰之間的
循環，節省資金，並確保每個兒童都能夠成長、學習和成功發展。

支持者：金郡郡長Dow Constantine；兩黨郡議會；企業和工會領
袖；男女童俱樂部；基督教女青年會；金郡聯合勸募協會。

本議案的全文在第21頁開始。

聲明撰寫人：Nancy Backus、
Calvin Lyons和Dow Constantine 
www.beststartsforkids.com

聲明撰寫人：

Warren Peterson和George Scott
www.smartchoiceskingcounty.com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Adrienne Quinn,
社會及民生服務部部長
206-263-7991
adrienne.quinn@kingcounty.gov

此提案將授權金郡對郡內所有
須納稅產業徵收一項額外常
規產業稅，稅率為每一千元
（$1,000）估值價徵收十四分
（$0.14），用於為預防和早期療育策略提供資金，從而改善
兒童、青少年、家庭和社區的健康和福利。該徵稅將授權維持
六年，從2016年開始收取，而且第二至第六年的授權年均增長
率可高達3％。

徵稅收入將用於改善兒童、青少年、家庭和社區的健康和福
利，其中的50％將重點用於5歲以下的兒童，35％將被用於5歲
至24歲的兒童和青少年，10％將被用於機會社區，而剩下的5
％將按照第18088號法令的具體規定進行使用。資金將用於為
孕婦和新生兒提供服務，為他們提供安全且健康的食品，並增
加獲取心理健康服務和發育篩查的途徑。資金還用於負面成果
的預防和早期療育，包括慢性疾病、心理疾病、藥物濫用、家
庭暴力和監禁。而且資金還將進一步用於減少郡內兒童和青少
年在成果方面的不平等，加強，結合並鼓勵健康和民生服務機
構的創新。在第一年的徵稅收入中，1900萬元將被用於為青少
年和家庭無家可歸預防動議案提供資金，並用於支付徵稅選舉
成本。

此外還會成立一個由各個地區及各種文化背景的郡居民和利益
相關者組成的監督和諮詢委員會，其負責為徵稅收入的分配提
供建議和監督。

第1號提案

為兒童、青少年、家庭和社區徵收常規產業稅

金郡議會通過了第18088號法令，有關提供資金用於改
善兒童、青少年、家庭和社區福利。如獲通過，此提案
將提供資金用於與下列相關之預防和早期療育，從而取
得正面的成效：健康孕期；父母和新生兒援助；健康兒
童和青少年發展；社區健康和福利；以及為兒童和青少
年所提供的危機預防和早期療育，包括家庭暴力和無家
可歸問題。此議案將授權徵收一項額外常規產業稅，每
$1,000估值價徵收$0.14，於2016年開始收取，並授權
在隨後的五年，每年稅收增長最高可達3％。此提案應
否被：

通過

否決

金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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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該贊成聲明扭曲了事實。雖然金郡63.5%的選民都贊成第502號動議
案，但只有費多威（Federal Way）非常微小的多數選民支持此提
案。而且支持合法化並不意味著居民希望在此開設大麻商店。只有一
小部分的稅收會返回市政府，這一部分稅收並不足以抵消所增加的執
法成本。我們的青少年福利和我們的優質生活是任何價格都無法換取
的。

酒精和大麻委員會針對大麻銷售設定了極其嚴格的規定。與安全、商
店位置、廣告、包裝等相關的規定旨在維護社區安全並使未成年人遠
離大麻。並沒有證據表明零售大麻商店提高了執法成本。 

有了大麻業務所帶來的稅收，費多威（Federal Way）就能夠在減少
城市納銳人負擔的情況下取得繁榮發展。

在2012年，金郡選民以63.5％贊成
票通過了第502號動議案，使娛樂
用大麻得以合法化。費多威（Federal Way）市議會卻反對選民的意
見，曾多次禁止在市內從事大麻業務。議會要求進行諮詢投票。這就
是我們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市會議希望進行二次投票，讓費多威市民
再次告知他們我們核准娛樂用大麻。 

截至2015年8月4日，華盛頓州就娛樂用大麻所徵收的消費稅總額約為
七千六百萬元。金郡在總額中占將近一千八百萬元。該法律規定將稅
收分配給允許大麻業務的當地轄區。如果費多威繼續禁止大麻業務，
那麼費多威就無法獲得這筆稅收的任何部分。  

費多威市禁止大麻業務的行為只是將大麻銷售量轉給其它城市，或黑
市。第502號動議案的最終目標是在禁止策略顯然失敗的情況下，負
責任地調整並管理大麻，而當地禁令只會破壞這一最終目標。

如果你投“贊成”票，就表明你認為費多威市議會應該允許大麻業務
並應該公平享有並受益於從中獲得的稅收資金。  

費多威（Federal Way）致力建構
一個適於家庭生活、吸引優質業務
並能提高生活品質的環境。 

發牌給大麻企業不相符費多威居民的安全、健康和福利。雖然向未成
年人銷售大麻是非法的，但大麻商店傳達的資訊是藥物就是新常規。
青少年將收到這個尋找終身客戶的行業所發送的大量推廣資訊。 

街角的大麻商店將使青少年更易取得大麻。美國兒科學會報告稱使用
大麻會干擾記憶、注意力、學習和大腦發育，以及降低高中畢業率。

透過創造一種易於引發輕微犯罪和嚴重犯罪元素的環境，零售商店將
損害附近的商業發展並提高執法成本。 

華盛頓的六十四個其它城市已察覺社會成本遠遠高於任何潛在稅收。

“反對”票並不會限制成年人私下使用大麻。 

費多威是成立家庭、建立業務並享受優質生活的好地方。此處無法容
許大麻商店的存在。對零售大麻說“不”！

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瀏覽：https://www.facebook.com/
NOtoFWPotShops

聲明撰寫人：Jack Walsh、
James Stiles和Terrance R. Thomas II

聲明撰寫人：Elise Crick、
Francois Ryf和Cristiano Suzuki
FedWayProMJ@gmail.com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Amy Jo Pearsall, 
市秘書長
253-835-2562
AmyJo.Pearsall@cityoffederalway.com

費多威（Federal Way）市目前
暫停任何與大麻相關的業務，
該措施將於2016年5月到期。

此選票提案是一個非約束性諮詢投票，讓居民向費多威市議會
表達其是否贊成或反對在費多威市內從事任何與大麻相關的業
務。投票“贊成”即表示選民贊成在費多威市內從事與大麻相
關的業務。投票“反對”則表示選民反對在費多威市內從事與
大麻相關的業務。

 

第1號諮詢提案

允許在費多威市內可從事與大麻相關的企業

費多威（Federal Way）市議會應否制定法令允許在費
多威市内可從事與大麻相關的企業？ 

應

否

費多威（Federal Way）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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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目前沒有一個配備後勤的場地，能夠容納大批人群來觀看專業煙花匯
演。

如果所有煙花都變得非法，那911報警電話數量會只增不減。警察局
將疲於應對煙花引起的事故。

煙花發出的噪音將更大，因為民衆將會從銷售非法煙花的地方購買煙
花。

很多退伍軍人都喜歡觀看煙花。兒童也喜歡煙花。

因為一小部分人的行為就禁止煙花，這將減少普通市民在具有歷史意
義的國慶當天的觀賞享受。 

反對方的聲明似乎與我們不謀而合，都認為存在煙花問題。我們同意
他們的觀點，認為7月4日值得銘記且應該進行慶祝。但這並不是一個
權利問題，而是一個社區問題，附近的大多數社區都已經採取這一措
施，使肯特（Kent）市顯得孤立無援，必須獨自面對一切。唯一理智
的行動就是禁止所有煙花。

請和我們一起投“反對”票。

在肯特（Kent）市使用的煙花分爲
兩類，合法的和非法的。

可以在當地印第安人保留地和走私販處購買到非法煙花（爆竹、M-80、
粉色瓶裝火箭等）。這些煙花會引發噪音和火災問題。這就是它們之
所以非法的原因！即使存在禁令，但你還是經常可以聽到響亮的爆炸
聲,並發現粉色爆竹和其它火箭類爆竹碎片。當地法規不適用於保留
地的銷售。事實證明禁止煙花的城市由非法煙火導致的噪音、火災和
傷害事故較爲更多！  

州和消費品安全委員會核准的合法煙花是由持牌的非營利組織和個人
經營的當地煙花攤位所銷售。很多家庭都會使用合法煙花，而且不
同社區的人群會聚集到一起共同以傳統、安全而理智的方式慶祝國慶
日。很多退伍軍人都非常喜歡用煙花來慶祝國慶日，而且他們認為自
己曾我們的自由進行過鬥爭。

請勿剝奪各個家庭以安全而理智的方式慶祝國慶日的自由！“執行現
有法律；懲罰不法分子，而非負責人的民衆！”請和我們一起對該禁
令投“反對”票！

肯特（Kent）的消費者煙花問題顯
然難以管理。肯特是本地區剩餘少
數仍允許私人使用煙花的城市之一，來自周邊城市的民衆前來到肯特
燃放其煙花，留下一個爛攤子讓別人來收拾。今年38個傳票中有一大
部分是發給那些不在肯特居住的人士。

由於大量與煙花相關的求助電話，合理的煙花投訴和其它嚴重緊急情
況往往不能夠及時打通911。這延遲了緊急醫療救護、消防和警察的
回應時間，更糟的是可能無法作出回應。在一些鄰里區一連串響亮的
煙花炮聲，有時候和槍聲沒有甚麼分別。噪聲妨礙溝通，而且可能為
警察，消防員和救護人員工作帶來風險。今年便有一名警察在接聼電
話時遇到此問題。

煙花會使動物受驚，小孩和長者也會被嚇怕，並且可以引發患有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人士的恐慌。那些試圖去妥協和干預的人士，往往會變
得憤怒，然後與鄰居留下長期不和諧的印象。

我們不能簡單地享受那持牌，專業的公共煙花匯演來慶祝國慶節的歡
喜嗎？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聲明撰寫人：Gwen Allen-Carston、
Dave McDougall和Richard Brandau
rich_brandau@yahoo.com

聲明撰寫人：Richard Wilkinson、
Lorraine Brinkmann和Colin Hauck
RNWilkinson@comcast.net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Ronald F. Moore,
市秘書長
253-856-5728
rmoore@kentwa.gov

消費者煙火指能夠在肯特
（Kent）市的煙火攤位購買到
的煙火。目前，根據肯特市法
規，消費者煙火的銷售和購買
時間為6月28日中午12:00至下午11:00，以及6月29日至7月4日
上午9:00至下午11:00。消費者煙火的持有時間為6月28日中午
12:00至7月4日下午11:00，但其燃放時間僅為7月4日上午9:00
至下午11:00。根據目前的法律規定，其它時間一律禁止消費
者煙火。

公開煙火表演需要接受嚴格監管和牌照規定，如7月4日國慶活
動時在默裏迪恩湖公園（Lake Meridian Park）舉行的市煙火
表演和肯特市中心的亮燈儀式。第1號提案不適用於公開煙火
表演。

第1號提案是一項非約束性諮詢投票，以決定市議會應否通過
一項法令，禁止全年在肯特市進行消費者煙火的銷售、持有和
燃放，包括7月4日假日期間在內。對第1號提案投“贊成”票
則表示支持市議會採取此法律，規定肯特市全年消費者煙火的
銷售、持有和燃放為非法。對第1號提案投“反對”票則表示
反對市議會採取此法律，既在肯特市消費類煙火的銷售、持有
和燃放均為合法。

肯特（Kent）市

第１號諮詢提案

在肯特市銷售，擁有及燃放消費者煙火

肯特（Kent）市議會提呈一項諮詢投票，是為決定應否
在肯特全市範圍內嚴禁銷售，擁有或燃放消費者煙火。
該銷售，擁有或燃放消費者煙火之禁令將不會影響適當
持牌且獲允許的公開煙火表演。

應否禁止在肯特市內銷售，擁有或燃放消費者煙火？

應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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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市政府和支持者表現得好像這是一項核准該水上運動、康樂和社區中心
的徵稅。
這是錯誤的。
實際上，這會讓科克蘭（Kirkland）透過添加一個超出華盛頓徵稅上限
的新稅收系統，用來為該新區選取的項目提供資金。
他們還想讓每個人都相信所任命的監督委員會和諮詢投票會防止進一步
增稅或出現未經選民核准的附加項目。
這是錯誤的。
要求一個用於建造水上運動、康樂和社區中心的標準徵稅或公債券。請
投票“反對”。

設立該公園區是為了建造該水上運動、康樂和社區中心（ARC）。這是
一項具有多層責任的謹慎投資，要求年度州審核、市民監督，而且任何
重大開支都需獲得選民通過。市政府和社區用了兩年時間，共同為該水
上運動、康樂和社區中心制訂了初步計劃，並且確立了兩個潛在場地。
請投票贊成，如果我們同心協力，就能夠共同進步，確定一個能為我們
整個社區服務的最終場地和設計。

該提案旨在設立一個由科克蘭
（Kirkland）市議員控制並由州法
律管理的新公園區。這給予議員們一張空白支票，他們可不經過選民
核准就能夠任意使用任何公園相關資金。

若此提案通過的話，他們就可以增加年度稅收，對一所價值$500,000
的房屋可徵收高達$375。他們所建議的徵稅率將給一所價值為
$500,000的房屋增加$125的年度產業稅，這幾乎是2012年選民通過的
公園徵稅之兩倍。

他們可以在不經選民通過的情況下隨時增加稅收，而且選民卻無法終
止該公園區。

當科克蘭投票後，若此提案通過的話，議員們便將決定一個大型室內
游泳池設施、體育館和社區中心的實際花費，這些費用將被用於還未
選取的產業且成本不明。成本預測範圍為$53,000,000至$86,000,000
。我們都理應更明確地把握我們所交的稅款之去處。

我們不知道稅額，我們不知道該水上運動、康樂和社區中心的建造成
本，我們不知道公該園區或水上運動、康樂和社區中心的運作成本，
我們也不知道還將增加哪些其它項目。

議會在要求我們納稅之前必須為我們提供所有基本事實，這樣才顯得
公平。 

請瀏覽www.no-kard.org瞭解詳情並投票反對第1號提案。   

我們將有機會為科克蘭
（Kirkland）設立一個非常必要的
室內水上運動、康樂和社區中心（ARC），這不僅對現在的我們十分
寶貴，對我們的後代更是如此。自2001年起，居民就已經開始要求建
造此類設施。科克蘭沒有公共康樂和健身中心，也沒有大型會議或活
動空間。市政府提供的游泳課程門票在幾分鐘之內就銷售一空，而且
我們僅有的全年游泳池不久也將關閉。現在正是為我們的社區發展進
行投資的好時機。該水上運動、康樂和社區中心將豐富我們的生活品
質，配備體育館；教學、治療、鍛煉和休閒游泳池；健身房；最多可
容納300人的集會/活動空間；各個年齡段和能力水準的人群都可以在
這個健康安全的集會場所會面並參加各種不同項目。從嬰兒到長者，
每個人都能夠以合理的價格參與全年健身項目，也開放了更多市民極
需的游泳課程。 當水上運動、康樂和社區空間合為一體，構成一個
多功能設施之時，合理的使用費就能夠負擔中心的運作成本。一個由
市民諮詢委員會負責監督的都市公園區，能夠為一流設施的建造和維
持創造源源不斷的資金，這將世世代代造福我們的社區。請投票贊成
第1號提案。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聲明撰寫人：Rick Colella、
Bill Finkbeiner和Joan McBride
www.buildthearc.org

聲明撰寫人：Rick Whitney、
Mike Nykreim和Ken MacKenzie
www.no-kard.org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Robin Jenkinson,
市秘書長
425-587-3030
RJenkinson@kirklandwa.gov

科克蘭（Kirkland）市正在要求選
民核准設立科克蘭水上運動和康樂
區，這是一個與科克蘭市具有相
同邊界的都市公園區，旨在為水
上運動、康樂和社區中心提供資金。該科克蘭水上運動和康樂區將是
一個截然不同的市政組織，並享有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35.61章
賦予的所有權利，該法律的網址為：http://apps.leg.wa.gov/rcw/
default.aspx?cite:35.61。該區的權力之一是徵收年度產業稅，對
每一千元估值價可徵收不超過$0.75。而其委員會也將由民選的科克
蘭市議員所組成，而該區將透過增稅為這個名為水上運動、康樂和社
區中心（ARC）的設施之建造、運作、維修保養及改善提供資金。該
水上運動、康樂和社區中心將包括競賽和鍛煉游泳池、一個溫水康樂
游泳池、體育館、健身房、鍛煉室、藝術課程教室以及社區集會和晚
宴空間。  

在授權此選票議案的同時，市議會還核准了一項法令，如果選民通過
此議案的話，就授權市政經理與該區簽訂協議。根據擬定的協議，該
區將徵收一項產業稅，稅率為每一千元估值價徵收約$0.25；成立一
個市民諮詢委員會負責監督；發佈一份年度責任報告；並且要求任何
重大支出須經過公衆諮詢投票核准。市政府將保留對所有公園財產的
擁有權，但會為該區進行人員編制。  

相關補充法令和擬定的協議可在此網站查閲： 

http://www.kirklandwa.gov/Assets/
Interlocal+Metro+Park+District.pdf

科克蘭（Kirkland）市

第1號提案

設立科克蘭水上運動和康樂區

第1號提案是有關按照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35.61
章之規定設立一個大都會公園區。

此提案將設立科克蘭水上運動和康樂區，從而提供資金
作一個提議的水上康樂和社區中心及其它公園和康樂設
施之建設、運作、維修保養和改良使用；通過徵收產業
稅來增加收入；與市政府簽訂合同來實行其用途，並且
由一個市民諮詢委員負責監督，以確保問責制。其邊界
將會與科克蘭市的邊界一致，而其委員會也會由該民選
的市議會成員所組成。

贊成設立科克蘭水上運動和康樂區，由科克蘭市議會成
員擔任該專員委員會的當然成員，負責監管。

反對設立科克蘭水上運動和康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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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在這個話題上真的需要反對嗎？煙火是表達我們的自由和獨立的一項
傳統。受傷事故是悲慘而不幸的，但要說合法和非法燃放煙火引發的
事故相差兩倍，這個聲明讓人感到震驚而驚訝，因為沒有人追蹤這一
資訊。Elk Run火災源頭不明，而且很多退伍軍人認為他們曾為燃放
煙花的權利鬥爭過。請勿讓四處散播的恐懼影響這次投票。

對保護我們的家人和朋友免受燃放煙花造成的危險、噪音和污染投
“贊成”票。清晰定義合法和非法有助於警察局執行工作。燒烤和派
對也可以維持社區的集體感。我們的慈善組織將找到危險性更低且毒
性更低的資金籌措選項。只有個人使用煙火將被禁止。我們仍然能夠
在湖濱荒野公園（Lake Wilderness Park）欣賞專業煙火表演。            

個人使用煙火會傷害人群，引起火
災並污染空氣和水源。患有創傷後
應激障礙（PTSD）的退伍軍人會因煙火爆炸聲而感到痛苦。我們的寵
物和野生動物在每個爆炸聲之後都會驚慌，而且有時候會因為攝取煙
火殘留物中的毒性物質而死亡。煙火會花費納稅人用於保護人民及其
財產的加班資金。   

2014年，華盛頓州因合法燃放煙花引發的受傷事故數量是非法燃放煙
花引發的受傷事故數量的兩倍。今年，楓樹谷（Maple Valley）的一
位母親不顧一切將其三歲大的女兒撲倒在自己身下，以保護她免遭燃
放失敗的合法煙花傷害。煙花擊中了這位母親，她的腿部受到嚴重灼
傷，留下了終身無法消除的傷疤。要是煙花擊中的是她的女兒呢？  

煙花導致Elk Run高爾夫球場好幾畝場地被燒毀。很多小型火災燒毀
了我們果園中的蔬菜，危及家庭安全。楓樹谷消防局增加了兩名加
班人員構成了一個附加消防小組，但仍然疲於應對大量的火災報警電
話。     

煙花是我們能夠控制的一種危險。讓我們將其使用範圍限於專業表
演。對禁止在楓樹谷市燃放煙花投“贊成”票。

委員會在截止日前前未有提交聲
明。

聲明撰寫人：Clark Davis
聲明撰寫人：Linda Olson
banfi reworks.98038@gmail.com

本議案的全文在第25頁開始。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Shaunna Lee-Rice,
市秘書長
425-413-8800
shaunna.leerice@maplevalleywa.gov

此選票議案僅作為諮詢用途。
因此，通過或否決此諮詢議案
本身不會產生任何法律效力。
但楓樹谷（Maple Valley）市
議會很可能會使用此諮詢選票的結果決定是否採用選民手冊中
的法令議案。如果被採納，該法令議案將規定任何人在楓樹谷
市銷售、擁有、使用、運輸、燃放、點燃或燃爆任何煙火都是
非法的。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70.77.290節的規定，
該禁令不適用於獲得正式授權的公開煙火表演，或根據華盛頓
州修訂法第70.77.311(2)節規定，該禁令不適用於獲得正式授
權的宗教用途。如果被採納，該法令將在採納之日起一年後生
效。

 

第１號諮詢提案

在楓樹谷市銷售，擁有及燃放消費者煙火

楓樹谷（Maple Valley）市議會提呈一項諮詢投票，是
為決定應否在楓樹谷全市範圍內嚴禁銷售，擁有或燃放
消費者煙火。該銷售，擁有或燃放消費者煙火之禁令將
不會影響適當持牌且獲允許的公開煙火表演。

應否禁止在楓樹谷市內銷售，擁有或燃放消費者煙火？

應

否

楓樹谷（Maple Valley）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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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第1號提案沒有為納稅人提供限稅保護！如果此提案在去年就通過，
我們的產業估價值計從2014年的10.6億元上升到2015年的12.4億元，
那麼稅收收入僅僅一年時間就會上漲了17％。

我們需要的稅收計劃既要帶來能滿足城市需求的稅收收入，又要能讓
納稅人放心。

請投票反對第1號提案。

反對聲明注：聲明中提及的所有估價值均由金郡估稅官辦公室Hazel 
Gantz提供。

委員會在截止日期前未有提交聲明。

對多年嚴酷的6％年度增稅之回
應，華盛頓州選民在2002年通過了
第747號動議案，限制稅區每年實際稅收上升幅度不得超過1％。

2010年，本地選民通過了將公園區從城市中脫離的提案；爲了保障我
們的警員，用於城市服務的稅收增加了38.6％。2013年，我們再次投
票通過增加城市稅以保障我們的警員，稅收永久性地提高了13.4％。

2015年產業估值價預計上升了15％，而第1號提案為我們2016年的實
際稅增加額外的25％，接下來的5年則每年增加6％，還是為了保障我
們的警員。何時才會停止？

與過去的增稅合共，在短短十年內城市稅收上漲幅度達到了令人乍舌
的263％。如果2002年第747號動議案通過後我們的稅收一直以每年6
％的速度增加，最後得到的增幅比現在還要少得多。

問題不在於警務成本，而在於議會和工作人員蹩腳的財政管理，他們
在立法成本、律師費用、項目預算上浪費了數百萬元的訴訟費，而
且，到這個地步還念念不忘要造一個新市政廳。我們當然需要更多稅
收入，但對比在此所提議的議案，我們應得到一個不同，更好的稅收
措施。

請投票反對第1號提案。　　　

在2012年，諾曼第公園（Normandy 
Park）的市民投票贊成將徵稅率提
高到和周邊城市相符的水準。此後，該稅在2013年提高到法定最高的
每$1,000估值價徵收$1.60，並在產業價值上升的情況下逐年減少。
在沒有公眾投票允許的情況下，市政府徵收的產業稅總額每年上升幅
度不得超過百分之一；然而，城市服務成本卻在持續上升，上升率大
約與通脹率持平。

我市主要是一個居民社區，嚴重依賴於產業稅。目前市政府的稅收收
入只能保證必不可少的關鍵性服務得到足夠供應，同時工作人員編
制數量處於一個相當薄弱的水準。而且，預算幾乎沒有多少削減的餘
地。如果不把徵稅率重新提高至$1.60的水準，我們就只能在城市工
作人員編制數量、警察服務、2016年道路項目以及接下來的財政預算
上削減。被削減的可能還包括兩個或多個警員職位（你們和我們的警
員），這將對公共安全造成影響。我們已經取消了一個警員職位。

根據此提案，徵收的產業稅將保持在或略低於＄1.60，持續時間最高
可達六年。

保護我們的城市，保護我們的警員……請為第1號提案投票贊成！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聲明撰寫人：Clarke Brant
206-824-2108

聲明撰寫人： John Rankin
206-835-2853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Jennifer Ferrer-Santa Ines,
財政部部長
206-248-8251
jenniferf@ci.normandy-park.wa.us

諾曼第公園（Normandy Park）
市依靠產業稅來提供基本服
務，包括警力保護、街道、人
行道建設和設施維修保養。

過去十年，該市的產業稅收入沒有跟上通貨膨脹速度，不符合
州、聯邦政府的強制性要求，也無法滿足市民的服務需求。  

諾曼第公園2015年產業稅徵稅率大約為每$1,000估值價徵收
$1.44。如果此議案獲得通過成為法律，本市將授權於2016年
可徵稅高至每$1,000估值價徵收$1.60，上升幅度為每$1,000
增加大約16分。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84.55章，市
政府將獲授權在2016年之後接下來的五年每年提高4％的產業
稅。這將使諾曼第公園在2017年至2021年五年期間的產業稅
率略低於$1.60。透過增稅，市政府便能將服務維持在目前水
平，包括警察、街道、人行道和設施維修保養。目前，諾曼第
公園市普通家庭產業稅總額的10％分配給市政府。而該提議的
增稅只適用於撥給市政府的那一部分稅，不適用於稅單中的其
餘部分。

為了做到量入為出，諾曼第公園市已經削減了工作人員編制數
量，推遲了街道和設施的維修保養工作，實施各項節能措施，
並開拓了其它稅收來源。如果此議案未獲通過，其將需要進一
步削減警察和其它城市服務。

第1號提案

產業稅率

諾曼第公園（Normandy Park）市議會通過了第888號決
議案，向選民提呈有關為城市服務提供資金的提案。
此提案將授權（1）增加常規產業稅率，每$1,000估值
價徵收$0.160840，於2016年收取，而總稅率則為每
$1,000估值價徵收$1.60，（2）於2017-2021年期間，
徵稅額將每年增加百分之四，以及（3）根據華盛頓州
修訂法（RCW）第84.55章之規定，該2021年的徵稅額將
作為徵稅基準，用於計算未來的徵稅。提高徵稅率之目
的是為提供資金來維持目前一般政府服務的水平。

此提案應否被通過﹖

應

否

諾曼第公園（Normandy Park）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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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議案的全文在第26頁開始。

西雅圖市第122號動議案（I-122）是有關公眾參與政府決策，
對競選籌款和遊說活動設立限制，改變申報要求，加大處罰
力度，包括公開資助競選活動，同時授權市議會透過增加產
業稅來為競選活動籌集資金。

I-122設立了民主代金劵的概念：在每次西雅圖展開市選舉
時，會為每位選民分發四張價值$25的代金劵；代金劵由選民
捐給候選人，然後候選人再用其兌換成現款。在此過程中，
該些候選人必須同意對部分項目的競選開支和捐款之限制。
該民主代金劵項目的部分資金可來自一項產業稅 — 在十年
時間內，該產業稅總收入最高可達到3千萬元。而2016年徵稅
率估計為每$1,000估價值徵收1.94分錢。

違反選舉法的民事處罰將從每天$10上升至每天$75；如果在選
舉前30天內違反選舉法，則課以每天$250-$1000的重罰。

目前，候選人在申報個人及其家庭財務時只需要說明收入階
層。而目前的最高階層為“$25,000以上”。I-122增設更多
收入階層，最高階層為“$5,000,000以上”。I-122還要求候
選人申報持有股票的市值和預計淨利潤。

而允許的最高競選捐款將從$700降至$500，並根據通脹進行
週期性調整。如果有人在過去兩年曾和市政府簽訂過價值
$250,000以上的合約、或者在過去12個月曾支付超過$5,000向
市政府展開過遊說活動，民選官員和候選人則禁止接受其或向
其索取競選捐款。如果技術可行，候選人必須公佈轉入其銀行

帳戶的電子匯款。 

受薪的簽名收集者必須
出示一張帶有“受薪簽
名收集者”的標誌、標語或徽章。 

民選官員及其頂薪助手/員工在離開官職/職位後三年內不得
向市政府進行有償遊說。

本手冊其它頁面載有該動議案全文。

第122號動議案

西雅圖市第122號動議案是有關公眾參與政府決策，包
括公開資助的競選活動和遊説。

如獲通過，此議案將限制來自透過城市合同而獲得總額
達$250,000或更多的實體之競選活動捐贈，也限制來自
曾使用$5,000或更多作遊説用途的個人之捐贈；規定任
何電子捐贈要在24小時內報告；規定受薪的收集簽名者
要出示身份證明；限制前市府官員進行任何遊説；為公
開競選資金設立一個自願方案，透過為期十年的額外產
業稅，於2016年收取$3,000,000（每$1000估值價概約
徵收$0.0194），從而向登記選民發出價值$100的代金
券。

此議案應否被立例成法？

應

否

西雅圖市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Polly Grow，西雅圖道德和選舉委員會
206-615-1248
polly.grow@seattl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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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I-122支持者的動機可能是好的，但他們對選舉真正的運作機制知之甚
少。西雅圖的選舉專家紛紛反對I-122，其中一個原因在於：I-122的核心
部分“民主代金劵”有深層的缺陷，為大量濫用行為敞開了大門。沒錯，
我們的全國大選是要改革。但我們所知的和I-122支持者的主張完全相
反：此提案實際上反而增強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力，為西雅圖當地選舉中
的貪腐行為提供更多機會。

此議案會破壞改革：

•I-122的民主代金劵產生漏洞；

•導致更多的捐款以來路不清的獨立競選支出形式出現，而I-122本身無
法對此加以限制或改變；

•讓影響力已夠大的特殊利益集團利用成員手裏的代金劵製造出更多競
選騙局；

•阻礙很多少數族裔的小企業老闆參與此政治程序。

請與兩位西雅圖道德和選舉委員會的前主席一起對I-122投反對票。

不要相信這種恫嚇戰術。 

西雅圖道德和選舉委員會前專員（Lynne Iglitzen和Lorena Gonzalez）、
婦女選民聯盟、民主黨人和進步領袖，還有大多數競選西雅圖市議員職位
的候選人都支持I-122。
I-122可以讓灰色捐贈大白於天下：
•對市政府工程承包商的選舉捐款作出了限制，對企業及其遊說人作出
了管控； 
•加速選舉捐款的公佈程序；
•賦予每個人參與民主程序的權力，而不僅是最富裕的少數群體。 
富裕的利益集團 — 包括那些薪資日貸款機構的遊說者和殼牌石油公司
（Shell Oil）集團均反對I-122，他們用的就是過去反對郵寄選票時採用
的同一套恫嚇戰術。

為了防止濫用和欺詐，此動議案設定了強有力的保護、限制和嚴格的懲
罰條款。每年僅需要三百萬元，數額足夠小，完全可以依靠常規資金或
西雅圖歷史上徵稅額最小的一項稅收來資助。如要瞭解更多資訊，請瀏
覽：www.HonestElectionsSeattle.org

請為I-122投贊成票。讓西雅圖繼續保持民有、民治和民享。

請為I-122西雅圖廉潔選舉動議案
投贊成票！

我們的政府應該為民有、民治、民
享，但從最近的情況來看，競選活動中富人和大企業贊助者正在將普
通人排擠出此民主程序。

從全國範圍來看，實力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正在揮舞著創紀錄的支票
簿，意圖對選舉施加影響。灰色政治捐贈正在侵蝕著我們選票的力
量。結果造成：政府和政客畢恭畢敬的對象是富得流油的特殊利益集
團，而非我們人民。 

而I-122可以使西雅圖始終保持民有、民治和民享。該提案確保民選
官員們傾聽所有人的心聲，而不是只考慮自己的金主。

該提案得到了婦女選民聯盟和進步領導者組織的支持

I-122西雅圖廉潔選舉動議案獲得超過3萬個西雅圖選民的簽名，並得
到了進步民選領導、候選人、組織和小企業的支援，包括：西雅圖
和金郡婦女選民聯盟、西北地方計劃生育投票、公共市民（Public 
Citizen）、普捷灣退休活動倡議組織、One America Votes、融合華
盛頓（Fuse Washington）、Working Washington等組織以及金郡年
輕民主黨人和許多其它組織。

通過贊成I-122，我們可以：

限制企業和富有利益集團對選舉所施加的影響

I-122透過限制市政府工程承包商的競選捐款，使我們選舉中的灰色
政治捐贈大白於天下；同時，透過快速公佈競選捐款和嚴格設定較低
的捐款金額限制，對企業及其遊說人進行了有效管控。

讓民選官員永葆廉潔本色

富裕的特殊利益集團在西雅圖的能量過於強大。當該些利益集團對選
舉揮舞起支票簿時，言論自由就不復存在了；他們這是在用錢收買
我們的候選人。I-122規定，市官員在離任後立即接受遊說工作是非
法的；同時官員必須全面公佈其財產，以確定是否存在可能的利益衝
突。

提升選民對民主程序的參與度

I-122賦予普通民衆參與民主程序的權利，鼓勵更多婦女、有色人種
和年輕人不需要依靠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捐贈也能參加競選。其使選
舉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選民手中 — 用四張$25的民主代金劵來支持
自己選擇的候選人。民主代金劵的資金可以來自普通財政收入，也可
以來自一項金額較小的徵稅。對於價值$400,000的產業，每年約繳納
$8稅款。  

提升透明度，強化問責制，對違法者加大罰款力度

I-122收緊了競選活動中財產申報的截止日期，並對違反競選法的人
士課以嚴厲罰款。

讓西雅圖繼續保持民有、民治和民享。請投票贊成I-122！

選舉確實需要改革，作為西雅圖道
德和選舉委員會前主席以及州民主
黨前主席，我們知道這一點。但第
122號動議案的方法不對。 

此議案的核心部分改寫了西雅圖選舉法，以提高產業稅來給每位登記
選民分發四張價值$25的“民主代金劵”。選民可以拿這些代金劵捐
贈給自己支持的候選人。但I-122實在太過繁雜，並且條款也未經過
實踐 — 沒有哪個地方的司法部門實施過這套系統 — 這會引起大量
難以預計的後果，產生的新漏洞也會輕易被特殊利益集團濫用。 

寫得差勁，漏洞百出

I-122據稱對競選開支作出了限制，但寫得實在差勁，乃至這些限制
毫無約束力可言。一方面，候選人可以累積代金劵金額的總數量；但
另一方面，如果其競選活動中出現獨立競選支出，那麼他大可以跳出
開支限制的約束。這意味著候選人可以從兩個渠道獲得捐款 — 既可
以拿由納稅人稅款所資助的代金劵，也可以無限制地籌集額外競選資
金。還有，根據I-122，每次選舉要分發四千一百五十萬元面額值的
代金劵，但每年只資助這些代金劵三百萬元 — 然而，每次選舉也只
有很小一部分選民的代金劵可以被兌換；其它代金劵提交後也起不了
作用。難道這公平嗎？ 

I-122提高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力

此議案事實上會給西雅圖招致貪腐。分發數百萬張紙張“民主代金
劵”只會形成一個系統，好讓一些作奸犯科的人想盡辦法神不知鬼不
覺地把代金劵賣到競選活動市場。此外，I-122實際上增強了特殊利
益集團對政客的控制：資金充足的特殊利益集團會對其成員和支持者
下達指令，於是幾十萬元則流向其青睞的候選人。結果就是，政客對
這些利益集團的俯首貼耳程度更甚從前。  

降低選舉透明度

在我們目前的競選系統中，任何人都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誰人作出了
捐贈。如果I-122獲得通過，更多的競選捐款將會以特殊利益集團獨
立競選支出的形式出現，透明度和問責制都更成問題，這完全有違一
項改革議案的初衷。

我們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從可負擔住房到教育、交通和公共安全等等問題，西雅圖面臨著諸多
嚴峻挑戰。我們有太多迫在眉睫的工作，選擇在這個時候提高產業
稅、為政治競選活動提供資金的做法是毫無意義的。

I-122會讓我們的選舉貪腐滋生，而且更容易被影響力巨大的利益集
團所操縱。請和我們一起對I-122投反對票。

聲明撰寫人：Bob Mahon、
Michele Radosevich和Dwight Pelz
www.noelectionvouchers.com

聲明撰寫人：Nick Licata、Pramila 
Jayapal和Estevan Munoz-Howard
http://honestelectionsseattle.org

西雅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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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本議案的全文在第33頁開始。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Polly Grow ，西雅圖道德和選舉委員會 
206-615-1248
polly.grow@seattle.gov

西雅圖第1號提案替代一項即將到期的交通徵稅，為安全項
目、交通堵塞緩解、保養工程和修復項目提供資金，例如橋樑
防震加固、公交交通走廊和輕軌使用項目、行人及單車安全
項目、協調交通信號、貨運項目，以及鄰里區街道項目。第1
號提案在未來9年可徵收高達9.3億元的稅金，可用於三個項
目類別：安全通道（4.2億元）；交通堵塞緩解（3.03億元）
；維修保養和修復（2.07億元）。根據法令，在徵稅監督委
員會對其作出評論後，每種類別的支出總額變化幅度不得超
過10％。如果在市議會決議中獲得四分之三贊成票的話，每
種類別支出總額的變化幅度則可以超過10％。  

第124796號法令進一步解釋這些項目類別和該徵稅相關的細
節，本手冊亦有登載。除了第1號提案中提及的支出，西雅圖
市還將每年動用至少四千萬元（根據通脹調整）常務部分資
金用於交通項目。  

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84.55章對年度產業稅收入的增長上
限作出規定：比較過去三年城市收到的歷年產業稅，取數額
最高那一年的1％為增長上限。如果此議案獲得簡單多數票通
過，年度產業稅則可超出此限額。第1號提案授權市政府超出
這些限額，徵收上文提及最高不超過9.3億元的稅款。  

於2016年，即收取徵稅的第一年，會徵收不超過九千五百
萬元。根據第1號提案，每一名業主所增加的稅率大約為每
$1,000估價值繳納$0.62。而城市的常規產業稅稅率將不會超
過州法律所限制的每$1,000估價徵收$3.60。在2023年徵收並
於2024年收取的稅款，以及往後的徵稅，將按照第1號提案未
獲通過時的方法而進行計算。

 

第1號提案

西雅圖市的第1號提案是有關替代用於全市範圍内交通
維修保養和改善之資金。

如獲通過，此提案將替代一項即將到期的徵稅，並將資
助橋樑防震加固、公共交通走廊和輕軌使用項目、行人
及單車安全項目、協調交通信號、街道維修保養和修
復、貨運項目，以及鄰里區街道項目。

此提案將授權徵收超出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84.55
章所限制的常規產業稅，於2016年收取$95,000,000，
而在九年期間將收取$930,000,000。而2016年的常規產
業稅總限額將維持在每$1,000估值價徵收$3.60，其包
括每$1,000估值價概約徵收$0.62的額外稅。

此徵稅應否被通過？ 

應

否

西雅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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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聲明撰寫人：Faye Garneau、
Moussa Samb和Gene Hoglund
www.keepseattleaffordable.com

聲明撰寫人：Ed Murray、
Pramila Jayapal和Jessyn Farrell
www.LetsMoveSeattle.com

西雅圖市

打造一個為所有人服務的交通系統 
西雅圖的交通必須要跟上城市的發展
速度。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打造一個更高效率的綜合性系統，讓民衆和貨物
以公交、自行車、步行、小汽車和卡車等方式既快速又安全的移動。此項爲
期九年的“讓西雅圖動起來”（Let’s Move Seattle）徵稅優先為必要的交通
設施維修保養提供資金，同時在所有鄰里區投資建設新的公交項目、提升安
全水準，從而替代即將到期的“彌補差距”（Bridging the Gap）徵稅。

完善公交和運輸系統，緩解交通堵塞
在快速發展中，我們要推進交通網絡現代化，為每個鄰里區提供更多出行選
擇，緩解交通壓力。此徵稅將：
•建造更多輕軌站點，包括Graham街在內；建設連接北門（Northgate）站
的I-5步行－自行車雙用橋；並啟動Accessible Mount Baker項目。
•建立一個由七條巴士快速中轉通道構成的網路，用快速可靠的公交系統
將以下鄰里區連接起來：巴雷（Ballard）、德爾裏奇（Delridge）、國會
山（Capitol Hill）、麥迪森穀（Madison Valley）、東湖（Eastlake）、
羅斯福（Roosevelt）、雷尼爾谷（Rainier Valley）、中央區（Central 
District）、瓦林福德（Wallingford）、弗里蒙特（Fremont）、大學區
（U-District）和北門（Northgate）等。
•改善西西雅圖Fauntleroy Triangle的發展。
•提升貨運效率。
•改善45個車流密集點的交通訊號。

對現有設施進行維修保養
“讓西雅圖動起來”徵稅優先為基本設施的維修保養提供資金：
•對16座防震性較差的橋進行加固。
•重新鋪設總長180英哩的主幹道。 
•重建結構上存在缺陷的Fairview Avenue橋。
•強化巴雷橋的行人道安全。
•每年完成幾十個鄰里區項目。

街道安全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為了提升安全性、將交通事故遇難人數從每年20人降至零，“讓西雅圖動起
來”徵稅將為以下項目提供資金：
•為所有公立學校實施“平安上學路”（Safe Routes to Schools）項目。
•在交通事故多發區域進行安全通道項目。
•在150個街區增添新人行道，並且在225個街區進行維修項目。
•在750個十字路口的行人道和車道進行安全改善工程。
•鄰里區居民街道總長60英哩的綠化帶、主幹道總長50英哩的機動－非機動
車隔離欄項目。

可負擔得起，而且追責機制完善
“讓西雅圖動起來”徵稅替代一項即將到期的徵稅，普通屋主每月大約要多
繳$12。市政府將會公平合理地對所有重大項目進行分析，同時設立一個市
民監督委員會，確保完善的追責機制。
受到廣泛支持
市長Ed Murray和市議會對此徵稅一致表示支持，此外還獲得眾多鄰里
區領導和著名團體的支持，包括：交通選擇聯盟、OneAmerica Votes組
織、Futurewise組織、普捷灣賢者會、西雅圖建築和建設行業協會、Feet 
First組織、西雅圖市中心協會、大西雅圖商會、喀斯開（Cascade）單車俱
樂部、西雅圖鄰里區綠化帶組織等！
請對第1號提案投贊成票。

第1號提案的稅額比我們上一個交通徵
稅高58％。

現在每個人都覺得，西雅圖越來越住不起。很多人退休後都希望繼續住在和
其相伴一生的房子裏，但節節高攀的產業稅卻傷害了他們。上漲的產業稅讓
很多早婚家庭更難維持生活；沒錯，對於我們中的房東而言，較高的產業稅
會轉化成較高的房租。 

第1號提案在起草過程中缺少鄰里區參與

這幾乎高達10億元的“方案”沒有聽取鄰里區的意見就匆忙起草了出來。
雖然他們給鄰里區觀看了提案“展示”，但卻沒從真正使用我們公交系統、
知道哪里需要最佳化的人那裏掌握實際情況。前後經過三次研究的Magnolia
橋，如今大塊大塊的混凝土正從橋身掉向下面的人行道。然而，此徵稅將要
對這座橋再一次進行“研究”，而不是重建。在Wallingford區，提案中提
到的自行車道沒有延伸到Stone Way North，此處是自行車愛好者都會騎經
的地方。還有，北西雅圖的鄰里區從來就沒有過人行道，提案中也沒說要
建。我們需要應該的是坦誠、透明的成本效應分析和有價值的鄰里區意見，
並且要制訂出一份真正的綜合性規劃，使我們的交通系統到下個世紀都不
會落伍。我們要和新任區議員一起，找到為所有人提供服務的交通問題解
決方案。

西雅圖目前交通預算有4.29億元可供使用

這種預算已經很健康了，為甚麼還要新的徵稅？徵稅是為了特別項目而非基
本需求，後者的資金應該由市政府預算來解決。此徵稅是一張空頭支票，項
目列了一大堆，真正要求落實的少之又少。之前的“彌補差距”徵稅明確禁
止在海堤和隧道項目上動用稅款。而此徵稅卻沒有類似限制。有的只是一些
含糊其辭的項目類別。我們要和新任區議員一起規劃出西雅圖最重要的交通
項目清單；單子上的項目不但要明確，還必須是我們可負擔得起的。

讓我們都能繼續負擔得起在西雅圖居住，請對第1號提案投反對票

如果第1號提案獲得通過，到2016年其就會出現在你們的稅單上。再加上新
的都市公園區徵稅，大家的產業稅中的城市部分將會上漲36％。屋主和房東
只能山呼萬稅。我們將要繳納的這些“特別徵稅”總額將超過我們對學校投
入的資金。明年，數百萬元的公債券發行和徵稅還會出現在選票上。我們要
保持西雅圖經濟上的多樣性 — 請對第1號提案投反對票。
 

“西雅圖動起來”徵稅是一項可負擔得起的替代徵稅，平均每月多繳$12。
我們在鄰里區展開了50多次會談，獲得數千人的回饋意見，透過這種開放
的公共程序設立了此徵稅。
 
這就是為甚麼此徵稅讓我們可以對鄰里區所有的安全項目進行投資，並緩
解交通堵塞情況 — 優先事務包括：16座需要進行防震維修的橋樑，在所
有公立學校為孩子們建設安全上學路、減少塞車現象的同步訊號燈、七條
新增公交通道以及在全市範圍內對破損路面進行重鋪。
 
反對方在下列關鍵事實上存在誤導：該稅為北西雅圖和南西雅圖鄰里區150
多個街區的新增人行道項目提供資金，而優先建造位置將由居民和我們共
同決定。本市各區議員透過投票一致同意將此徵稅提呈給選民。如果未能
替代即將到期的徵稅的話，西雅圖交通預算將削減25％。
 
西雅圖的交通網絡需要跟上城市的發展步伐。鄰里區、勞工組織、企業和
環保組織的領導都敦促對第1號提案投贊成票。

第1號提案比我們上一個交通徵稅高155％。 

這種增稅幅度對屋主和房東來說都是完全無法負擔的。 

更惡劣的是，為了引誘大家對第1號提案投贊成票，該徵稅的倡議活動列出
了大量在經過核准的前提下可能實現的項目。

可能實現？真的假的？ 

我們來聽聽成本接近10億元的第1號提案是怎麼說的：“支出分解圖僅用於
範例說明，無強制性。” 

意思是大家的錢搞不好還要給Bertha隧道挖掘機項目收拾爛攤子？

在市政府必須和鄰里區將選出的新一屆議會一起展開工作之前，大型市中
心利益集團孤注一擲，想要匆忙透過第1號提案來賭上一把，這種提案，請
大家務必要投反對票。 

基本的交通設施維修保養應當是市政府預算的一部分。那麼，市政府預算
的錢打算花在哪里？為甚麼新開發項目的成本不讓項目本身來承擔，卻要
轉嫁給屋主和房東？

請對第1號提案投反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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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艾蒙卡拉（Enumclaw）的街道每年
大約需要$500,000的維修保養費以
維持現有水準。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街道的退化速度將會比修復
速度更快，使目前$3,500,000.00的延遲維修保養成本金額進一步上
漲。資金通常都來自本市從產業稅、房地產消費稅和車輛牌照費中獲
得的常務資金。 

艾蒙卡拉盡可能利用補助金翻新各條街道，但我們需要這項投資才能
為延長街道的使用壽命提供源源不斷的維修保養資金。

艾蒙卡拉每年需要一筆價值為$250,000的額外資金，用於維修並保養
我們遭到嚴重損壞的街道。這項增稅旨在讓所有在艾蒙卡拉做生意的
人士（居民和非居民）都共同分擔交通系統維修保養成本。目前要求
的增稅率為0.1%，低於州法律允許的0.2%。這一提案將在10年內每年
產生大約$250,000，這筆資金將被專門用於街道。 

從8.6%增加至8.7%的增幅不大，且稅率將保持低於奧本（Auburn）、
皮瓦拉普（Puyallup）、森那（Sumner）和邦尼湖（Bonney Lake）
的稅率。該提議的0.1%徵稅是針對每$1,000.00花費只需付額外的
$1.00，食品和其它非稅項目除外。

請投票贊成，共同修復我們的街道。

未有提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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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撰寫人：

Rich Curtin和Pamela Harding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Maureen J. Burwell,
市秘書長
360-615-5608
mburwell@ci.enumclaw.wa.us

第1號提案表明艾蒙卡拉
（Enumclaw）交通服務區
（TBD）致力於為艾蒙卡拉的六
年交通改善計劃規定的交通維
修保養和改善項目提供資金。通過第1號提案的投票將授權收
取一項額外零售和使用稅，稅率為銷售價格的0.001，這意味
着每$1,000.00花費只需付額外的$1.00。從該稅所產生的收入
有所限制，只能用於維修和改善艾蒙卡拉的交通系統。該交通
服務區正在嘗試增加一項銷售稅，從而讓所有使用艾蒙卡拉街
道前往商店購物和在艾蒙卡拉做生意的人士，共同分擔維持交
通系統的成本，而不是單獨依靠艾蒙卡拉當地居民繳納的車輛
牌照費。該0.001銷售稅增長的有效期為10年。

 

第1號提案

為交通改善的銷售和使用稅

華盛頓州艾蒙卡拉（Enumclaw）的艾蒙卡拉交通服務區
董事會採納了第2015.02號決議案，有關一項用以資助
交通改善的銷售和使用稅。此提案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
（RCW）第82.14.0455節，將授權對區內所有須納稅的
零售銷售徵收一項稅率為0.1%的銷售和使用稅，期限不
超過十年，用以支付或資助在第2015.02號決議案中所
確定的交通維修保養和改善工程等費用。此提案應否被
通過﹖

應 

否

艾蒙卡拉（Enumclaw）交通服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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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未有提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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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提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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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ike Marrs，消防局長
206-242-2040 ext 101
mmarrs@burienfi re.org

金郡第2號消防區為布萊恩
（Burien）和諾曼第公園
（Normandy Park）的市民提供
服務，在2015年11月3日的選票
上提出一項多年解除徵稅最高限額的提案。該提案將授權2016
年的產業稅稅率保持每$1,000估值價徵收$1.50，並且在繼後
的5年中每年可增至6%。

提出此提案是讓選民推翻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84.55章所
設立的限制，如果不推翻，即將產業稅總稅收只限於前一年稅
收的101%，而忽略選民在此之前通過的授權金額限制為$1.50。

該提案符合華盛頓州修訂法第84.55.050節的要求，即任何超
過前一年稅收1%的增長都必須獲得選民的通過。

通過此提案將允許本區維持現有的服務水平。否決此提案將導
致每年失去高達$500,000的預計稅收，迫使必須削減服務、可
能裁員、有可能取消諸如拯救隊等的特別服務，以及類似的削
減。

第1號提案

維持產業稅徵稅率在每$1,000估值價徵收高達
$1.50，為期六年（2016-2021）

金郡第2號消防護衛區的管理委員會採納了第2015-01號
決議案，有關維持$1.50的產業稅率。應否授權金郡第2
號消防護衛區的年度稅收增長可超過所限制的1%，為期
六年，於2016年維持在每$1,000估值價徵收$1.50，而
在隨後的5年，稅率每年最高可增至6%，而該2021年的
徵稅額將用來計算繼後的徵稅限額?

（此提案不應被解釋為授權額外徵稅，並應受制於其
它適用的法定限制，除了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
84.55.010節及其小節所規定的1%限額。）

應

否

金郡第2號消防護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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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未有提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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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號消防區專員要求我們繼續支
持消防服務費（FBC）。消防服務
費是為他們謹慎的監督、保守的方法和強大的財政管理提供依靠的穩
定，且持續的資金來源方法（在過去五年，提供本區平均每年總收入
的37%）。消防服務費最初在2003年被通過，在2009年再次被授權，
多年來已經在普通屋主心目中建立了公正而公平的形象。該收費僅適
用於建築物而不適用於土地。在該區擁有更大型建築物，而且/或者
使用更大型建築物，從而導致更高風險，應該比那些消防區使用服務
費的普通屋主支付更多費用。此外，按照過期的（2003年之前）估值
價方法，平均屋主將在2015年比按照現有消防服務費系統支付更多費
用。我們每隔六年都會重新確定消防服務費。這是一個完美的制約與
平衡方法，以確保負責任的政府支出。我們的消防員/緊急救護員技
術高超、動力十足、且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消防服務費在維持這支由
專業人員和志願者救援人員組成隨時預備好的隊伍方面扮演了重要作
用。投票贊成能夠為我們在平時和特殊情況下都需要依靠的關鍵服務
繼續提供資金。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聲明撰寫人：Pat Grady、Wesley 
Moorehead和Kevin Bryson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Lee Soptich, 消防局長
425-313-3201
lsoptich@esf-r.org

第10號消防區把第1號提案列入
11月普選的選票上，以重新授
權使用服務費用於為消防護衛
和緊急醫療服務提供資金。該
服務費將本區的產業稅率從每一千元估值價$1.50降至最高不
超過$1.00。您的消防專員們認為，根據建築物大小和用途，
同時降低的產業稅率和服務費，這是一個資助緊急服務的更公
平且更穩定的方法。

當時本區的選民以超過60%的贊成率通過了實施服務費。每隔
六年必須重新授權該服務費。

該項服務費的數額要在收取服務費那年的前一年之11月30日或
之前確定。在確定服務費之前，專員委員會需舉行一個公眾聽
證會。服務費總額不可超過本區當年營運預算的60%。

確定服務費之後，該區將通知每位業主即將收取的數額。之後
業主將有機會就服務費向委員會上訴，要求減少徵收數額，
而委員會有權徵收他們認為屬實、公平且公正的服務稅。該法
律允許長者市民和裝有自動噴水滅火系統的建築物享受部分豁
免。

第1號提案 

繼續徵收服務費

應否授權金郡第10號消防護衛區繼續每年徵收服務費，
為期六年，數額不超過其運作預算的百分之六十，並根
據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52.16.160節禁止徵收一項
額外產業稅？

應

否

金郡第10號消防護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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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第28號消防區尋求選民通過一項提
案，將消防專員的職位從3個增加
至5個。如果繼續僅僅依靠3個專員管理消防區的預算和財務，就顯得
效率低且效果不佳。

禁止由3名專員組成的委員會在會議前後進行討論，否則就違反公開
會議法案（OPMA）的風險。5名委員會專員將提高金融管理和決策制
訂效率，並縮短消防委員會的會議時間。這一改變有助於促進內部委
員會的建立，選出的專員將列席這些內部委員會，共同以更加高效率
的方式解決複雜的金融和勞工問題。 

我們長期以來都深受有限且效率低的預算監督之苦。

選民應該歡迎最佳管理實踐，並提高消防區的內部效率，從而更好地
服務於顧客。

一個委員會有5名專員可能會造成
負面影響。這一點由選民決定。很
多消防區的專員委員會都是由已經退休或現任的消防員組成的。第28
號區之前由3名成員組成的委員會就是這種情況。專員委員會為本區
僱員提供法律允許的一切福利，而在其它領域的開支則非常不合理，
使本區面臨金融危害。然後委員會就會向選民徵收更多資金。消防區
委員會應該由對財政負責的市民或企業老闆以及消防員組成。一個全
部由消防員組成的委員會傾向於優先滿足消防員兄弟的需求，而不會
將其服務的市民所承擔的經濟成本作為首要考量。一個消防區和其它
任何政府機構之間只存在一個差異，即不存在監督消防區的更高級別
的政府。只有市民能夠使其承擔責任。如果選民不推選非消防員市民
和有消防/緊急醫療服務背景的專員進入該委員會，那麼由5名成員組
成的委員會能夠有效地服務於市民。

聲明撰寫人：Ted DeVol
聲明撰寫人：Lane Walthers
L_walthers@hotmail.com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Stan McCall 
消防專員
360-825-5544
smccall@ci.enumclaw.wa.us

金郡第28號消防護衛區專員
委員會通過了第2015.05號決
議案，向本區的選民提呈要求
擴大專員委員會的規模：專
員人數由三(3)名增加至五(5)名。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
52.14.015節允許以簡單的多數票通過專員人數的增加。

專員委員會認為通過提案是對本區最有利的，因為其將擴大委
員會的代表性、提高市民的參與度、並為高效率營運本區提供
更多意見。

第1號提案

增加專員人數

應否將金郡第28號消防護衛區的專員委員會由三名成員
增加至五名成員？

應

否

金郡第28號消防護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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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為甚麼南金郡消防及拯救想要為所謂的必要需求增稅：
南金郡消防及拯救為維護消防局長之子的個人調查而浪費了$20,000；浪
費了$43,000給500位選民打電話徵詢公債券事宜；並揮霍了$7,000,000
用於無人使用的產業。
招募家人和朋友擔任高薪職位，而不為必要採購提供資金，這讓人感到
無法接受。
同時，哈文湖（Lakehaven）公用事業區就做到南金郡消防及拯救不能做
到的事情，他們在不提高稅率或稅收的情況下負責任地為基礎設施提供
了七千萬元資金。
要求問責制！請反對第1號提案。

負責。幾十年來，南金郡消防及拯救領導層都對財政事務極其負責。面對
經濟衰退期間30％的收入縮減，他們選擇透過人員編制，而非改良設備和
設施來維持及時救生回應。

策略。南金郡消防及拯救的提議和決定是基於數據分析、社區發展預測和
整體風險評估而作出的；並非毫無根據的推測。

價值。南金郡消防及拯救以相對較低的成本提供一流的服務。請勿將個人
安全和更高的保險成本置於風險之中。

請支持你們的消防局！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家庭平安，但南金
郡消防及拯救領導層再一次要求大家
為他們的錯誤買單。 

這項增稅和你們的安全或我們的應急人員的安全不存在任何關係。 

其實是幾十年的管理不當、裙帶關係、不成熟行為浪費了納稅人數以萬計
的稅款，並放任一切自行老化，直至大家不得不同意給他們更多金錢。

南金郡消防及拯救領導層並沒有使用現有資金使設備和消防站維持良好的
維修狀況，而是每年在不必要的寵物項目上浪費$250,000。 

有責任感的決定不應該是增稅，而是出售其第320號產業，停止向急救電話
派遣多輛消防車，並將特殊設備成本增加至特殊建築物許可之中。 

如果選民因為領導層的錯誤而通過增加稅收，那麼南金郡消防及拯區將會
使用你們辛苦掙來的錢去購買價值$1,000,000的自訂工業應急消防車，而
不是購買成本較低、油耗較少的居民應急車輛。 

受人尊敬的南金郡消防及拯救的專員Mark Frietas的意見最中肯：
“我們有優秀的消防員、優良的設備、良好的服務，現在我們要求資金是
因為我們沒有管理好我們擁有的資源。” 

自四月以來這一情況並未發生任何變化，因此居民無法恢復對本區領導
層的信任。

反對協助不負責任的南金郡消防及拯救領導層。

保持快速的911應急回應。南金郡消
防及拯救每年要回應17,000多個消
防、醫療、外傷、心臟和其它緊急事故電話。一個正在老化的車隊、不斷
老化的設施和過時的技術會有損消防員和社區安全！

維持優質服務。南金郡消防及拯救獲得華盛頓地區最高的全面表現最佳評
級；降低了本區市民和商業的保險成本。

更換應急設備。應急車輛使用年數已達二十年，是透過選民上次通過的
公債券所購買的，為了確保社區道路安全和緊急情況安全，必須更換這
些車輛。

維修不斷老化的設施。南金郡消防及拯救消防站始建於30至50年前，已經
不符合現有安全和防震標準。嚴重的結構性損壞可能會傷害先遣人員並降
低本區在發生自然災害時的反應能力。

聆聽社區意見。這是一項經過刪減的綜合提案，第1號提案是一項綜合規
劃，用於解決關鍵設施和設備需求。預計對價值為$250,000的房屋每一千
元估值價徵收十六(.16)分，每年費用約為$40。

對第1號提案投贊成票！請支持此公債券，以確保為我們的社區提供安

全、法規遵循、快速的應急回應和高水準服務。

聲明撰寫人：Wayne Corey、
Roger Flygare和Matt Pina
wayne@corey.cc

聲明撰寫人：Jerry Galland和
Matthew Jarvis
Jerry@SouthKingFire.Net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Allen Church消防局長
253-946-7258
allen.church@southkingfi re.org

南金郡消防及拯救的人口正在
上升，且預計將會持續上升，
導致消防局的報警電話數量
也持續上升。本區的設施急需
改善和修復，才能繼續為消防和基本生活支援提供911緊急服
務。第1號提案允許本區改善老化的消防站和消防設施，包括
地震安全改良和屋頂更換；對技術基礎設施和消防應急設備進
行現代化升級；並對消防站排氣系統和傳染病消毒和相關區域
進行現代化升級，使其符合當地和聯邦規定的預防疾病和癌症
病原在消防站傳播的現有標準。

第1號提案將授權發行$39,000,000常務公債券，透過徵收年度
產業稅在20年内將其償還。我們預計的徵稅率為每一千元估值
價徵收$0.16，對於價值$250,000.00的居民產業而言，每年將
徵收$40，或每月$3.33。第1號提案允許本區改良及購置消防
車，消防輔助車/救護車，及其它911應急和醫療應急設備；採
購給病人使用的救生和心搏反應設備，以及給消防員使用的先
進安全設備；並改良和採購其它設備，以符合現有安全標準。

南金郡消防及拯救

第1號提案

消防站，緊急回應和社區安全改善的常規責任公債
券－$39,000,000

華盛頓州金郡第39號消防護衛區（南金郡消防及拯救）
的專員委員會採納了第504號決議案，有關為消防站改
善和消防員安全設備升級之公債券。如獲通過，此提案
將授權本消防區去改善和更新消防站及設施；改良及購
置消防車、救護車、救生和心搏反應設備，以及消防員
安全和其它設備；將用作緊急回應和基本生命支持的技
術基礎設施現代化；償還和重組現有的消防區債務；發
行$39,000,000常規責任公債券，最長在20年内到期；
並且每年徵收額外產業稅來償還此公債劵；以上完全按
照第504號決議案之規定。

第1號提案應否被：

通過

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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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反駁反對聲明 反駁贊成聲明
委員會在截止日期前未有提交聲明。專員每年需要參加六次會議，在會議上審核並通過會議記錄、補貼繳

費和相關支出。每張水費帳單的補貼金額由電腦公式進行計算。十年
來，這些專員從未對批准繳費產生過異議。任何一位本區居民都可以
在這些會議上直接瞭解並監督經濟事務，或透過電子郵件傳送請求，
郵址為KCWD1@comcast.net。

當100年前成立金郡第1號水務區之
時，服務區僅由耶魯角（Yarrow 
Point）北端的少數家庭構成，自此之後，該區的家庭已增長至208
個，且未來還有增長的劃分空間。在其擴展規模期間，地下蓄水層也
發生了變化。由於這些變化以及符合淨水標準的要求越來越高，這片
土地被出售，而服務區也成為了表爾威（Bellevue）水務系統的一部
分。

土地出售所得資金超過300萬元，這筆資金被納入一個安全投資基
金，該基金的回報率足夠繼續為該區家庭永遠供應補貼用水。正是基
於這個原因，我們反對將專員人數從5名減至3名，因為這事關監督。
我們不屬於鎮政府組成部分，我們是一個規模很小的政府組織，而且
我們是一個規模很小的水區。我們實行自我監督。正是基於這個原
因，也僅僅基於這個原因，我們應該使委員會的專員人數維持現有人
數。

 

此提案必須獲通過以避免造成不必
要的費用。州法律現時有所改變，
除非專員是自願簽署棄權書，否則要求專員的薪酬金額率應由州決定
（目前為$114），該薪酬按照其用在區業務的“每日或部分時間”
上。每隔五年，州根據通貨膨脹情況調整支付率。  

自過去127年來至今，金郡第1號水務區的系統都是由全體志願者委員
會營運的。金郡第1號水務區不再營運水務系統。自2005年，與表爾
威（Bellevue）的協議生效之日起，所有維修保養和營運活動都由表
爾威公用事業負責。該區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將繳費補貼分配給區內居
民，直至補貼基金在近幾十年後耗盡為止。達到上述時間點之後，該
區就將解散。目前限制專員職責，要求比管理一個水務系統營運的工
作要求不高，而補償率原為管理營運高工作量而設。你們目前專員的
平均年齡是在70歲以上。如果通過的話，當專員任期屆滿之後就將減
少專員人數，或在接下來的幾年之中將職位空出來。  

三名專員完全足以完成補貼分配工作。

本議案的全文在第9頁開始。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聲明撰寫人：Bob Trimble、
Len Newstrum和Richard Sternberg
KCWD1@comcast.net

聲明撰寫人： Liz Newstrum
lizbeth@blarg.net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Bob Trimble，委員會主席
425-450-0791
KCWD1@comcast.net

此提案尋求選民通過將金郡第1
號水務區專員委員會的專員人
數由五名成員減至三名成員。  

該區目前由一個五名成員組成的專員委員會管理。該區唯一的
職責是為區內產業提供水務服務。從1916年至1995年，該區是
一個三名志願者組成的專員委員會。在1995年，為了處理糾正
公用事業不足的情況，該委員會專員人數增至五名。自2005年
起，表爾威（Bellevue）市公用事業部門負責該區水務系統的
營運，而該區唯一的活動是透過水費帳單繳費補貼將剩餘資金
分配給客戶。完成該任務僅需很少的專員時間或管理能力。然
而，除非專員放棄補償，否則州法律要求每名專員每日或每日
的一部分時間用於區的業務上，其補償為一百十四元。其它水
務區開支同樣基於專員人數而定。因此，減少專員人數將降低
成本。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57.12.017節的規定，如
果此提案獲選民通過，專員人數將由五名減至三名

第1號提案

減少專員人數

應否將金郡第1號水務區專員委員會由五名成員減至三
名成員？

應

否

金郡第1號水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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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未有提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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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提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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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Travis Stombaugh
行政部長
425-831-1900
tstombaugh@siviewpark.org

西景(Si View)都市公園區目前
的產業稅款為公園設施和娛樂
項目提供基本安全、持續維修
保養和日常運作所需的資金，
其中包括西景社區中心和游泳池、公園、球場、遊樂場、體育
項目、小徑、成人項目、夏令營，以及少兒和青少年而設的
課餘康樂項目。第1號提案旨在協助維持資金和服務的現有水
準，而非增加。不斷下降的產業價值已造成本區的收益近年來
顯著下降。去年本區的選民通過了2015年的一年期營運和維修
保養徵稅項目，該項徵稅將於2015年12月31日期滿。第1號提
案將授權本區徵收一年期的額外產業稅，於2016年向區內所有
須納稅產業徵收，稅率大約為每$1,000估值價徵收$0.14。如
果第1號提案未獲選民通過，在2016年，地方資金將減少約百
分之三十五（大約$359,526），而且西景社區中心和游泳池、
公園和設施的日常運作、康樂活動、基本安全和持續的維修保
養將必須大幅削減。第1號提案是一個為期一年的運作和維修
保養徵稅，有助維持本區目前的資金和服務水平。

第1號提案

為期一年的運作及維修保養徵稅

西景（Si View）都市公園區董事會採納了第2015-02號
決議案，有關一項基本安全、維修保養及運作的提案。
此提案將維持目前用於運作、設施和項目的資金，包括
西景社區中心和游泳池、公園、球場、遊樂場、體育項
目、小徑、成人項目、夏令營，以及為青少年和青年而
設的課餘康樂項目，通過授權向區內所有須納稅產業徵
收一項為期一年的額外產業稅，稅率大約為每$1,000估
值價徵收$0.14，在2016年收取，從而提供$359,526。

此提案應否被通過﹖

應

否

西景（Si View）都市公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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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贊成聲明 反對聲明
未有提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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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塔奇拉（Tukwila）市議會
議員共承擔兩種角色，既是市議會
議員，也是塔奇拉游泳池都市公園區專員。本選票議案將改變領導
層，選出獨立的塔奇拉游泳池都市公園區專員，而且直接由選民選
舉，而不是要求市議會議員擔任游泳區專員。

塔奇拉市議會一致投票贊成把這項議案放在選票上。

此項提議的理由十分簡單：

首先，獨立選出的塔奇拉游泳池都市公園區專員能夠專門致力於確保
游泳區的財政和營運情況良好。除游泳區之外，市議會還承擔很多職
責。

第二，本議案讓有志於游泳區發展的人加入領導層，一起維護這一重
要的社區資源。

最後，本議案讓塔奇拉的市民有機會擔任領導並服務於其社區。

本議案並不會改變市民為支持游泳池而繳納的稅款，納稅額將保持不
變。

本議案不會改變游泳池區的營運，唯一的變化僅在於監管營運的游泳
池區領導層。

請投票贊成第1號提案。

聲明撰寫人： Diane B. Myers和
Jacqueline Carroll
206-243-1061

如有需要，此議案的全文可供索取。

更多有關此議案的問題，請聯絡：
Kate Kruller 
專員委員會主席
206-853-9330
kkruller@tukwilapool.org

塔奇拉（Tukwila）市的選民在
2011年設立了塔奇拉游泳池都
市公園區，並委任塔奇拉市議
會作為該塔奇拉游泳池都市公
園區的管理機構。

本提案讓塔奇拉市的選民有機會選擇將其改為由五名專員組成
的管理機構，這五名專員將直接被選為塔奇拉游泳池都市公園
區專員。如獲選民通過，這五名在2015年11月舉行的選舉中當
選為專員的個人將在選舉確證後立即就職。之前擔任專員職權
能力的塔奇拉市議會議員將被該獨立管理機構所替代。

 

第1號提案

塔奇拉（Tukwila）游泳池都市公園區的專員管理委員
會目前是由塔奇拉市議會擔任當然成員。

應否將塔奇拉游泳池都市公園區的專員管理委員會改為
由直接民選的五名委員會成員擔任塔奇拉游泳池都市公
園區專員？

應

否

塔奇拉（Tukwila）游泳池都市公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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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5年11月3日金郡舉行的一次特別選舉中向金郡合資格的選
民提呈一項法令，此提案要求修訂金郡憲章第898節並在金郡憲
章中新增第265節，內容為設立一個基於憲章且用於監督執法的
民政事處，賦予該辦事處恰當權力，使其能夠執行其職責；並
成立一個基於憲章的執法監督市民諮詢委員會；以及要求郡長
要諮詢金郡警務署署長，即金郡的談判代表，有關對執法的民
事監督；並指定一個委員會為2015年11月3日舉行的特別選舉撰
寫一份選民手冊聲明。

 金郡議會特此規定如下：

 第1節. 事實

 A.在民主社會中，對執法進行民事監督是至關重要的。
為了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自由權，警員有權對個人保留或使用
武力，但會對這項權力進行限制以防出現濫用情況。民事監督
旨在防止出現這種濫用情況。

 B.成立一個獨立的執法監督民政事處對維持執法的公
正、透明度和問責制以及建立對金郡警務署署長和公共安全部
門的信任、尊重及支持都至關重要。

 C.執法監督民政事處秉持獨立且客觀的審核方式，其職
責不僅是指出已發生的警員執法不當，而且還需在出現不符合
事實的執法不當申述時消除公民的疑慮並維護執法人員的良好
聲譽。

 D.為了確保其有效性，執法監督民政事處必須至少具
備以下權力：對被投訴的執法人員之行為進行調查、審核和分
析，而且無論郡執法人員的武力使用是否受到投訴，都可以對
其進行分析；就該行為或武力使用所採取的內部調查和公共安
全部門紀律處分進行審核和分析。該辦公室的權力還包括：起
草並公佈與辦公室對公共安全部門進行的監督相關之事實、結
論和建議。

 E.執法監督民政事處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社區服務，聆
聽人們提出的問題和擔憂並給予回覆，並協助促進社區和警務
署署長辦公室之間的溝通和理解。

 F.為了執行其職責，執法監督民政事處必須有權及時取
得所有相關資料。

 G.為了進行獨立判斷，執法監督民政事處處長絕不會在
任期未滿之前遭革職，除非郡議會多數投票贊成革職提議。

 H.執法民事監督是一個必須載入金郡憲章的基本法律。

 I.郡議會已經根據法令在金郡憲章第2.75章規定成立
一個執法監督民政事處並在金郡憲章第2.36.050節中規定成立
一個執法監督市民諮詢委員會。此憲章修訂案的目的不是解散
這些實體或要求重新採用與該提議的修訂相符合的現有規範條
款，而是為該辦公室和委員會提供郡憲章基礎和郡規範，並闡
明該辦公室和委員會的基本權力。

 J.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29A.32章的規定，金
郡憲章第1.10章針對金郡舉行的選舉對地區性選民手冊的出版
和分發進行了規定。

 K.華盛頓州修訂法第29A.32.280節規定，轄區的立法機
構應該為地區性選民手冊中轄區內的每一個議案正式任命一個
贊成委員會，負責游說選民通過該議案，和一個游說選民反對
該議案的反對委員會。

 第2節：應該召開一個特別選舉，與2015年11月3日普
選一同舉行，目的就新增的第265節以及對金郡憲章的第898節
進行修訂，向合資格的金郡選民提呈一項提案，供其通過或否

決，內容如下：

 第265節. 執法監督辦公室。

 郡議會應該根據法令設立一個執法監督辦公室，該辦公
室應該成為立法機構的一部分。郡議會應該透過多數投票為該
辦公室任命一位主管，任期為四年，直至任命下一位繼任者為
止。郡議會可透過多數投票隨時將在任主管革職。 

 法令規定執法監督辦公室必須具備以下權力：對被投訴
的執法人員之行為進行調查、審核和分析，而且無論郡執法人
員的武力使用是否受到投訴，都可以對其進行分析；就該行為
或武力使用所執行的內部調查和公共安全部門所採取的紀律處
分進行審核和分析。執法監督辦公室的權立還必須包括：起草
並公佈與辦公室對公共安全部門進行的監督相關之事實、結論
和建議；以及進行與公共安全部門和執法監督辦公室相關的社
區外展活動。

 為了確保執法監督辦公室能夠有效執行其權力，該辦公
室應該有權及時取得所有相關資料，包括有權審核並複製公共
安全部門的相關檔案、檢查犯罪現場、進行訪談並參與內部調
查和審核聽證會。

 郡議會應該根據法令成立一個執法監督諮詢委員會，該
委員會需按照法令規定的方式對執法監督辦公室進行審核、諮
詢和報告。該委員會應該為警務署署長和議會提供與執法公平
和社會正義相關的諮詢。該委員會還應該為警務署署長和議會
提供有關系統問題和改善公共安全部門執法行為的諮詢。郡議
會應該根據法令規定委員會的成員、資質、規則、程序和任命
委員會成員的程序，而且也可以根據法令規定委員會的職責。

 第898節. 公共安全部門的職員集體談判。

 郡議會可以制訂一項法令，以規定郡和公共安全部門員
工的集體談判。郡長對該法令無否決權。如果制訂該法令，其
將指派郡警務署署長為所有公共安全部門事務的談判代理人，
薪酬與福利事宜除外，憲章第890節規定這兩項應由郡長進行協
商，而執法民事監督則應由郡長在與郡警務署署長的諮詢下進
行協商。郡警務署署長或郡長與公共安全部門員工之間所達成
的任何協議在被制訂為法令之前均不具有法律效力。

 第3節. 要求舉行一個特別選舉。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
第29A.04.321節的規定，金郡議會據此號召與2015年11月3日的
普選同時舉行一個特別選舉，對該法令中規定的憲章修訂進行
審議。金郡選舉部部長應根據州憲法和普通法，於上文提及的
特別選舉中向本郡合資格的選民提呈此法令所確立的提案。議
會秘書長應確保提交給金郡選舉部部長的提案大體上符合以下
形式，並含有檢控官可能會要求的增、刪或修改。

經過應否修訂金郡憲章，設立一個基於憲章的執法監督民政事
處，並賦予該部門相關權力去履行其職責；設立一個基於憲章
的市民諮詢委員會，其負責執法監督事宜；並規定郡長須要諮
詢郡警務署署長，即本郡的談判代表有關執法監督？

 第4節. 根據金郡憲章第1.10.010節的規定，郡選舉部
部長據此有權且有責任起草並分發地區性選民手冊，用於該法
令中號召的特別選舉，手冊成本包含在特被選舉成本之內。

 第5節. 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第29A.32.280節的規定，
任命下列人員服務於選民手冊委員會，每個委員會需要起草一
份支持或反對徵稅的聲明：

金郡憲章修訂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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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5年11月3日金郡舉行的一次特別選舉中向金郡合資格的
本市選民提呈的一項法令，此提案授權徵收華盛頓州修訂法
（RCW）第84.55章規定的上限之外的產業稅，連續六年進行徵
收，而第一年對每一千元估值價徵收不超過14分，並將隨后五
年的徵稅額增長率限制在百分之三，目的是為預防和早期干預
策略提供資金來源，從而改善兒童、青少年及其社區的健康和
福利。

事實聲明：

1.金郡每年出生的嬰兒人數約為25,000。年齡不滿十八歲的金
郡居民占郡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一。金郡十八歲以下人口中
將近一半都是有色人種。

2.人類大腦的百分之八十五都在三歲之前完成發育。根據幼兒
發育專家的意見，在學校學習和成為一個成功的成年人所需的
基本技能，如自尊、動力、合作、優先、對所獲資訊的管理、
注意力和干擾控制，兒童年齡達到五歲去上學之前這些能力都
已經發育完畢了。

3.大腦發育的另一個重要時間是青春期。根據國家醫學院的意
見，負責控制衝動和提前計劃的大腦區域是在青春期成熟的，
而提前計劃是成功的成年人行為的標誌。青春期的關鍵之處
還在於，青少年正是在這一時期學習如何形成安全且健康的關
係，很多促進健康的模式或有害健康的行為也是在這一時期形
成的。

4.雖然金郡在整體上是一個繁榮且強盛的地區，但有證據顯示
本郡的部分兒童和青少年存在被忽略的危險。本郡某些地區五
歲及五歲以下貧困兒童的比例低至百分之四和百分之零點七，
但其它地區則高達百分之二十六。金郡部分地區的嬰兒死亡率
比其它地區高四倍。約有三分之一的孕婦未受到推薦水準的產
前護理。五分之一的青少年超重或肥胖，而且只有百分之二十
四的青少年進行了推薦水準的體育活動。百分之二十六的青少
年報告本身存在抑鬱情緒，百分之二十九的青少年報告自己使
用酒精或其它違禁藥物。超過六千名金郡學生無家可歸；有些
校區無家可歸的學生比例高達十分之一。

5.研究顯示如家庭暴力和性騷擾等不良童年經歷會增加這些兒
童長大成人後無家可歸的比例，也會增加心理健康和身體健康
問題的發生率。這些經歷對兒童和青少年的發育具有重要影
響，這突出強調了強大的社會服務和庇護計劃的必要性，它們
能夠防止存在風險的兒童和處於家庭暴力和性騷擾之中的青少
年變得無家可歸，也可以防止他們長大後出現身體和心理健康
問題。

6.有色人種兒童和青少年常常被忽略且無法在危機發生之前得
到服務。雖然有色人種只占金郡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但在
無家可歸的青少年和年輕成人中，有色人種青少年至少占百分
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

7.存在這種差距的區域之一是少年司法系統，他們在危機發生
之前無法得到應有服務。非洲裔美國青少年約占金郡拘留人數
的百分之五十，或是其總人口比例的五倍。各州立法機構在全
國會議提出的一份報告表明，全國處於少年司法系統之中的兒
童和青少年中，多達百分之七十存在精神障礙，且其中五分之

一的精神疾病非常嚴重，乃至有損其作為一個青年人正常生活
並成長為一個負責任的成年人之能力。金郡致力於在危機發生
之前就進行預防並消除少年司法系統中存在的比例失調。

8.本郡積極投身於公平和社會正義活動，旨在消除少年司法系
統中存在的種族差異，而且議會在考慮與選民核准的兒童最佳
開端徵稅相關的未來政策，而作計劃時會將這一目標納入考
量。

9.預防和早期干預投資能夠防止兒童在成長過程受到長期傷
害。根據國家兒童發育科學委員會的意見，如今的大量應激生
物學研究表明身體和大腦應激反映系統的過度或長期活躍可能
使健康發育偏離原有軌道，並對學習、行為和健康產生長期有
害影響。

10.預防和早期干預同樣也是解決慢性疾病、精神疾病、藥物
濫用和監禁等將來可能出現的嚴重問題之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
方法。科學研究表明很多終身問題都可以透過以下方式進行預
防：在兒童年齡達到五歲之前進行大量投資；在青少年年齡達
到二十四歲之前對其關鍵發育點進行策略性投資；採取措施確
保所有兒童和青少年都有機會生活在安全、繁榮且有益健康的
家庭、學校和社區環境之中。

11.研究表明對早期兒童發育的投資能夠確保兒童具有良好的
生活開端，每一元的投資報酬率為三至十七元。醫學研究所和
預防青少年心理、情緒和行為障礙國家研究委員會在2009年公
佈的報告也表明針對上癮和精神疾病項目的早期治療和預防項
目的成本效益比率為1:2至1:10。這意味著投資一元就能夠節
省二至十元健康成本、犯罪和少年司法成本、教育成本和生產
力損失。

12.研究表明預防對商業具有積極的經濟影響。例如，更健康
的勞動力能夠降低健康保險成本，而員工曠工則會影響公司的
競爭優勢。在美國，與健康員工相比，具有慢性疾病的全職員
工每年遺失的額外工作日預計為4.5億天，每年所產生的生產
力損失成本為1530億元。

13.郡現有的大部分資金來源和公共預算都用於應對危機和負
面結果，尤其是成年人的負面結果，如嚴重的精神疾病、無家
可歸和慢性疾病，同時也用於已經輟學或已經進入少年司法系
統的兒童和青少年。雖然這些是必要或必須開支，但投資於預
防的資金非常少。例如，國家總資金的百分之七十五用於支援
法律和司法系統。由於退伍軍人和民生服務徵稅主要服務於處
於危機中的人群，因此主要為成年人提供服務。總資金中僅有
百分之十六用於支持二十四歲以下的人群，總徵稅中僅有百分
之十一用於支援以預防為導向的服務。

14.2014年，公共健康資金不足—導致西雅圖和金郡處於危急
關頭，資金不足危及母親和家庭的有效預防和早期干預項目，
如護士家庭合作家庭造訪計劃和產科支援服務。

15.雖然選民核准的兒童最佳開端徵稅允許公共健康發展，但
西雅圖和金郡需要繼續提供父母-兒童健康服務，如護士家庭
合作家庭造訪計劃和產科支援服務，徵稅無法使金郡的整體公
共健康服務變得穩定。公共健康資金仍然存在風險，因為目前
並未確定長期公共健康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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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選民核准的兒童最佳開端徵稅的大部分稅款都將被用於社
區合作夥伴，目的是提供社區服務。隨著徵稅得到實施，郡的
目標是確保不同的社區和小型組織，包括那些正在採用緊急和
創新方式提供服務的機構，都能夠在金郡獲得提供與文化相符
的服務所需的資金。郡計劃和這些機構合作，並協助評估創新
計劃或服務，從而使有前途的實踐得到普遍推廣。

17.隨著機構和組織與兒童和青少年合作，兒童和青少年服務
水準將得到提高，使他們有機會得到訓練、建立組織和系統能
力並為管理計劃和服務提供足夠的資源。

18.2010年，郡制訂第16857號法令，制訂金郡策略規劃。健康
和人類潛能是這個策略規劃的眾多目標之一：為所有社區和個
人提供機會，讓他們能夠完全發揮本身潛能。

19.2010年，郡制訂第16948號法令，將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工作
重點從一項動議轉移到共同致力於在全郡範圍內推廣金郡策略
規劃中的“公平和公正”原則，目的在於為所有人和所有社區
提供公平的機會。

20.2010年，郡採納了第13768號提案，制訂健康和民生服務改
造方案。該改造方案制訂了一項宗旨，即到2020年，金郡的所
有人民都將體驗到重大的健康受益，因為我們的社區攜手合
作，從成本高昂、以危機為導向的健康和社會問題反映模式轉
變為重點關注預防、迎接恢復並消除差異的模式。

21.2014年，郡制訂了第17738號法令，成立了青少年行動方案
工作小組，並為青少年行動方案的制訂提供政策導向。青少年
行動方案工作小組成員促進了兒童最佳開端徵稅的成形。

22.2014年，公平和社會公正法令、健康和人類服務改造方案
都是金郡策略規劃實施過程中的一部分，而作為青少年行動方
案制訂過程的組成部分，金郡工作人員開始檢查本郡如何才能
平衡其投資組合，使其更趨向於能夠改善結果，從而使個人和
社區完全發揮其潛能。由此導致的兒童最佳開端徵稅法令受到
本郡所採用的政策導向進一步實施的引導並代表其進程。

23.除了增強已採用的郡政策之外，為了制訂兒童最佳開端徵
稅法令，金郡工作人員諮詢了華盛頓大學學習與腦科學研究所
的專家和多個團體和聯盟，包括兒童最佳開端諮詢小組、青少
年行動方案工作小組、改造方案諮詢合作小組、金郡民生服務
聯盟、青少年發育執行董事聯盟和多個早期學習聯盟。本郡工
作人員還檢查並諮詢了美國和世界各地有關最佳實踐和有潛能
實踐的轄區和組織。

24.議會和執行委員會的目的是使選民核准的兒童最佳開端徵
稅所支持的策略在各個不同個人和社區都取得成果。個人成
果將包括以下方面：提高得到早期和足夠的產前護理的孕婦比
例；提高兒童看護服務提供者的技術援助；減少兒童和青少年
的心理入院治療；降低使用酒精或藥物的兒童和青少年比例；
提高感到其社區內有可以與之交談的成年人之兒童和青少年比
例；並降低南金郡體重不健康的學齡兒童和青少年的比例。社
區成果將包括以下方面：減少金郡兒童和青少年不公成果；減
少兒童看護至高中的留級和開除情況；降低金郡不同地區健康
和福利成果的不公平現象；減少家庭暴力；減少危機服務所花
費的資金，如監禁和過失責任；提高免受無家可歸情況的家

庭、兒童和青少年的數量；並提高機會社區的生活指數。

25.議會和執行委員會的目的是讓預防青少年和家庭無家可歸
倡議的資金能夠讓該倡議變得靈活、以客戶為中心且以成果為
導向，並為援助客戶的社區代理機構提供經濟支援。

26.議會和執行委員會的目的是該法令第5.C.節所規定的徵稅
收入將根據地理分佈公平發放，從而推動金郡策略規劃、公平
和社會正義法令和其它已採用的郡政策。

27.議會和執行委員會意識到長者市民、低收入家庭和住房成
本及可負擔性方面的其他弱勢人口的擔憂。雖然如果兒童最佳
開端徵稅獲得選民核准，郡從2017年到2021年被授權實施的最
高年增長率為百分之三，但議會和執行委員會的目的是在決定
每年的徵稅增長幅度時，會將影響這些長者市民、低收入家庭
和其他弱勢人口的經濟條件納入考量，例如美國勞工統計局所
計算的城市聘雇勞動者和文書工作者(CPI-W)的全國消費者物
價指數的年均變更。

 金郡議會特此規定如下：

 第1節：定義。本節中的定義適用於整個法令，除非文
中另有明確要求。

 A.“兒童和青少年”指年齡低於二十四歲的個人。

 B.“機會社區”指西雅圖基金會和金郡在2014年啟動
的被記錄於合約#5692351的一項計劃，包括任何繼簽合約在
內，旨在支持社區改善其居民的健康、社會和經濟成果，並和
這些社區合作，從而形成解決方案並獲得其所有權。如果B.節
所描述的西雅圖基金會和金郡之間的正式關係在徵稅期間的任
何時間失效，“機會社區”指旨在提高特定社區的健康、社會
和經濟成果的策略，這些社區由郡進行管理，而且郡會合這些
社區建立合作關係。

 C.“機會社區臨時管理團隊”指負責為策略方向和機
會社區營運提供建議的團隊及其後繼團隊。機會社區臨時管
理團隊將包括分別由執行委員會和議會任命的兩位成員，他們
將得到法令確認。本法令生效之日起的臨時管理團隊成員包括
社區合作夥伴和來自西雅圖基金會和金郡的當地政府代表。如
果徵稅提案被通過，將根據本法令的第7.B.節對該團隊進行重
組。   

  D.“徵稅”指出於特定目的、根據本法令條款規定並
根據州法律獲得選民授權的常規產業稅徵稅。

 E.“徵稅收入”指徵稅和任何金錢利益收入所得的金
錢總額。

 F.“限制因數”的目的是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第
84.55.010節計算徵稅上限，這就意味著百分之一百零點三。

 G.“策略”指旨在達成本法令目的的一項計劃、服
務、活動、倡議或資本投資。

 H.“青少年和家庭無家可歸預防動議案”指旨在預防
並使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免受無家可歸困境的一項動議案。

 第3節．徵稅提交。為了提供足夠的資金以實現本法
令第5節中提出的目的，郡議會應該向郡合格選民提呈一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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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授權從2016年開始連續六年徵收華盛頓州修訂法第84.55 
章規定的徵稅上限之外的產業稅，第一年每一千元估值價徵
收不可超過百分之十四，並授權在2017至2021年隨後五年每
年的限制因數為百分之一百零點三。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第
84.55.050節，此徵稅將成為常規產業徵稅，並受到華盛頓州
修訂法第84.52.043節的法定比率限制。

 第4節．徵稅收入存款。徵稅收入將被存入一個根據法
令而設立的特殊收入基金。

 第5節．合法支出

 A.來自第一年的徵稅收入：

   1.一千九百萬元將被用於計劃、提供並管理一個青
少年和家庭無家可歸預防動議案；而

   2.這些金額是用於支付郡所產生的選舉成本和費用
的必要資金。

 B.剩餘的徵稅收入應該被用於計劃、提供並管理一系
列策略條款，從而：

   1.改善兒童和青少年及其生活的家庭和社區的健康
和福利成果，包括但不限於，透過確保足夠的服務並支援孕婦
和新生兒；提供安全和健康的食品；支援醫院和金郡的其它心
理健康提供者為兒童和青少年所提供心理健康服務；並為兒童
和青少年提供發育篩查；

   2.預防和干預早期負面成果，包括但不限於，慢性
疾病、心理疾病、藥物濫用、無家可歸、家庭暴力和監禁；

   3.減少郡內兒童和青少年的成果差異；並

   4.加強、提高、加強合作、配合和鼓勵健康和民生
服務系統和解決兒童和青少年及其家庭和其所在社區需求的代
理機構、組織和團體進行創新。

 C.這一節的第B小節規定的合法支出：

   1.百分之五十將被用於計劃、提供並管理重點關注
五歲以下的兒童及其照顧者、孕婦和與懷孕有關的個人或家庭
的策略。在這些資金之中，不少於4280萬元將被用於提供健康
服務，如產科支援服務和護士家庭合作家庭造訪計劃服務；

   2.百分之三十五將被用於計劃、提供並管理重點關
注二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的策略；

   3.百分之十將被用於計劃、提供並管理機會社區；
而且

   4.百分之五將被用於計劃、資助並管理下列事務：

     a.評估和資料收集活動；

     b.旨在提高服務水準的活動和改善兒童和青少年
及其家庭的計劃；

     c.在本節第B小節提及由金郡都市公園區所提供的
服務；如果郡議會法令授權，在第C.4.c.小節規定的這些資金
中，與都市公園區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第84.52.010節規定按
比例分配的多達一百萬元的收益損失金額相等的一筆資金將提
供給這些都市公園區；而且

     d.在本節第B小節提及由金郡消防區所提供的服
務，如果郡議會法令授權，與金郡消防區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
第84.52.010節規定且由此徵稅單獨引起的按比例分配的收益
損失金額相等的一筆資金將提供給這些消防公園區。

 第6節：要求舉行一個特別選舉。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
第29A.04.321節的規定，金郡議會據此要求舉行一個特別選
舉，與2015年11月3日的普選一同舉行，對為達到法令規定目
的而授權常規產業稅的提案進行審議。金郡選舉部部長應根據
州憲法和普通法，於上文提及的特別選舉中向本郡合資格的選
民提呈此法令所確立的提案。議會秘書長應確保提交給金郡選
舉部部長的提案大體上符合以下形式，並含有檢控官可能會要
求的增、刪或修改。

第___號提案。金郡議會通過了第___號法令，有關提供資金用
於改善兒童、青少年、家庭和社區福利。如獲通過，此提案將
提供資金用於與下列相關之預防和早期療育，從而取得正面
的成效：健康孕期；父母和新生兒援助；健康兒童和青少年發
展；社區健康和福利；以及為兒童和青少年所提供的危機預防
和早期療育，包括家庭暴力和無家可歸問題。此議案將授權徵
收一項額外常規產業稅，每$1,000估值價徵收$0.14，於2016
年開始收取，並授權在隨後的五年，每年稅收增長最高可達
3%。

 第7節. 管理。

 A.如果徵稅得到選民核准，應根據法令成立一個監督
和諮詢董事會，並作為本法令第5.C.1.節、第2節和第4節規定
的部分徵稅收入的監督和諮詢董事會。執行委員會應在2015年
12月1日之前向議會轉交一個關於監督和諮詢董事會以及規定
監督和諮詢董事會職責和結構的提案法令規劃。監督和諮詢董
事會的職責應包括提供建議並監督徵稅收入的分配。監督和諮
詢規劃應與第13768號提案採用的郡青少年行動方案所包含的
建議保持一致。監督和諮詢董事會應由來自金郡各地區和各種
文化族群的居民和利益相關者組成。

 B.機會社區臨時管理團隊將作為本法令第5.C.3.節規
定的徵稅收入諮詢董事會。執行委員會應在2015年12月1日之
前向議會轉交一個關於機會社區臨時管理團隊以及符合本法令
第5.C.3.節徵稅收入規定的機會社區臨時管理團隊職責和結構
提案法令規劃。

 第8節. 實施方案。

 A.執行委員會應向議會轉交一項實施方案，規定使用
本法令第5.A.1.節規定的徵稅收入所資助的策略和計劃達成的
成果。應在最大程度上與監督和諮詢董事會合作制訂與青少年
和家庭無家可歸預防倡議相關的實施方案，且應在2016年3月1
日之前被轉交至議會，以便接受議會審查和法令核准。

 B.執行委員會應向議會轉交一項實施方案，規定使用
本法令第5.C.節規定的徵稅收入所資助的策略和計劃達成的
成果。視實際情況，該實施方案應與監督和諮詢董事會和機會
社區臨時管理團隊合作制訂，該實施方案應在最大程度上將第
13768號提案所採用的郡青少年行動方案和郡指導委員會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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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2015年形成並被納入政策的少年司法比例失調建議納入考
量。除了第B.小節規定的實施方案之外，執行委員會應向議會
轉交一項有待核准的政策提案，該政策規定郡每年決定下一年
徵稅增加率時應考慮的經濟指標。該提案還應包含執行委員會
對基於規定經濟指標變化而生產的徵稅比例的建議。該實施方
案應在2016年6月1日之前向轉交至議會，以便接受議會審查和
法令核准。

 C.直至可應用的實施方案被法令核准的那一天為止，
徵稅收入可能被用於本法令第5.A.節和第C.節規定用途以外的
其它用途，法令規定的規劃資金除外，但其額度不能超過兩百
萬元，即本法令第5.A.2.節規定的選舉成本所需的資金，以及
本法令第5.C.1.節規定的公共健康服務所需資金。

 D.本節的第A.小節和第B.小節規定的每一個實施方案
都將包含一個提交給議會的年度報告程序提案，包括地方政策
委員會或一個繼任委員會。

 第9節. 確認。在2015年11月3日選舉之前，郡議會秘
書長須依法向選舉部部長確證如此提案，以及在本法令生效日
期之前與授權相一致的任何其它行動。

 第10節. 分割性。如果本法令中的任何條款或其針對
任何人或在任何情況下的應用視爲無效，該法令的其餘部分或
針對其他人或在其它情況下的應用均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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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州楓樹谷（Maple Valley）市

法令O-15-

 華盛頓州楓樹谷市的一條法令，進行廢除法令第8.05
章題為「煙火」；進行修訂第8.10章題為「煙火牌照許可」以
禁止使用和銷售煙火；規定了條款的可分割性；並設定了生效
日期。

鑒於，市議會經過審查和討論之後，認為適合對楓樹谷市法規
（“MVCC”）第8.10章“煙火牌照許可”進行修訂，禁止在楓
樹谷市銷售和使用煙火，除非得到正式授權的公眾煙火表演，
以及得到正式授權的宗教組織、或私人組織、或出於宗教的個
人、或其它特定原因使用煙火，且使用的日期和地點事先經過
批准，以上均按照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70.77.311（2）
章所規定；及

鑒於，為了確保楓樹谷市法規第8.10章的新法律語言一致，有
關煙火在公共場所使用的楓樹谷市法規第8.05章應被廢除；

鑒於，有關當地煙火銷售牌照許可的楓樹谷市法規第8.10.050
節、有關煙火危險燃放的楓樹谷市法規第8.10.150節應被廢
除，因與楓樹谷市煙火銷售和使用的禁令存在矛盾；及

因此現在，華盛頓州楓樹谷市市議會特此指令如下：

第1節.  廢除議題。下列法令在此廢止：

楓樹谷市法規第8.05章題為煙火。

第2節. 楓樹谷市法規第8.10.040節，題為“煙火銷售和燃
放”，在此修訂如下（新內容以底線顯示；刪除內容以刪除線
顯示）：

A. 除按照華盛頓州修訂法第70.77.311節所規定的情況外，市
政市區範圍內不得銷售任何煙火，但在6月28日中午12時至晚
上11時、6月29日上午9時至晚上11時和7月4日全天銷售消費者
煙火除外；任何時間都不得燃放炮竹煙花，但7月4日上午9時
至晚上11時燃放消費者煙火除外。

 

B. 在12月31日上午9時至晚上11時允許銷售消費者煙火；12月
31日下午6時至次年1月1日淩晨1時允許燃放消費者煙火。

C. 任何人在未獲得以下條款規定的牌照許可時參與任何煙火
的零售/批發都是違法行為。

D. 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第70.77.290節，獲得公開煙火表演會
許可的情況下銷售或燃放煙火不受本節禁令限制。 

在本市範圍內任何人銷售、擁有、使用、運送、燃放、點燃或
引爆任何煙火都是違法行為；但在得到州授權牌照許可和市許
可証的情況下，下列活動不受禁令限制：

A. 依據華盛頓州修訂法第70.77.290節獲得正式授權的公開煙
火表演；

B. 依據華盛頓州修訂法第70.77.311（2）節取得正式授權的
宗教組織或私人組織或個人使用，並且滿足下列條件：

1. 購自執牌製造商、進口商或批發商；

2. 在規定的日期和地點使用；及

3. 出於宗教目的。

第3節.  廢除議題。下列法令在此被廢止：

A.第8.10.050節題為“當地煙火銷售牌照許可＂。

B.第8.10.150節題為“禁止危險燃放或使用”。

第4節. 分割性。如果此法令的任何章節、語句、分句或措詞
被一個具有管轄權的法院判定為無效或違憲，這種情況對此
法令其它章節、語句、分句或措詞的有效性和合憲性不造成影
響。

第5節. 有效日期。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第70.77.250（4）節
的規定，此法令在最終通過一年後生效。

於2015年6月29日在市議會特別會議上採納。

楓樹谷（Maple Valley）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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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有關減少金錢影響力，確保問責制， 

並防止西雅圖市政府的貪腐現象之法案。  

茲由西雅圖市人民制訂：

第1節.  在西雅圖市政法中新增一個名為 “誠實選舉西雅
圖”的第VIII分章—第2.04章—選舉活動捐款(Chapter 2.04 
- ELECTION CAMPAIGN CONTRIBUTIONS)內容如下：

新增2.04.600節—目的和權利。(a)目的。這項人民動議案要
求在西雅圖市（ “本市”或“西雅圖”）建構誠實選舉並防
止貪腐，透過：讓民主社會中的更多人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
見；確保公正選舉過程，透過加強選民對市政府的控制讓當選
領導人對我們負責；禁止與本市簽約者和聘雇職業說客的實體
組織之競選活動捐款；降低競選活動捐款限制；加強對前任官
員遊說活動的禁令（ “旋轉門” 問題）；加強對候選人的要
求，促使其公開本身的金融控股與利益情況；並提高違反活動
規則的罰款力度。此議案還將成立一個民主代金劵競選活動公
共資金項目（ “民主代金劵項目”或 “該項目”），從而增
加市官員候選人人數並加強民眾對西雅圖選舉過程的控制力
度。(b)民眾權利。民眾將立法權授予市長和市議會，但其本
身保留獨立於市長和市議會的權利，即提出當地事務或市政事
務範圍內任何相關事務的解決措施之權利。該權利包括向本市
合資格選民提呈一項動議案請願，即華盛頓州修訂法（RCW）
第84.55.050節規定的議案，旨在提高華盛頓州修訂法第84.55
章中包含的現有或此後可能修訂之常規產業稅徵稅上限。華盛
頓州修訂法第42.17A.550節特別規定西雅圖市民眾有權採取該
議案和保留屬於選民的權利，該規定允許一個城市使用來自當
地的資金（無論是來自稅收、收費、罰款或其它來源）為當地
政治競選活動公開提供資金，若該提案曾提呈給西雅圖市選
民，徵求其採納和核准，或否決。

新增第2.04.601節—不可接受與本市簽約者或其政治行動委員
會的活動捐款。 

禁止市長、市議會議員或市檢察官或任何候選人及相關職位人
員在知情的情況下接受來自任何在過去兩年之內曾憑藉與市建
立的合約關係賺取或接受超過$250,000的實體或個人之直接或
間接捐款。禁止市長、市議會議員或市檢察官或任何候選人及
相關職位人員在知情的情況下尋求來自任何在過去兩年之內曾
憑藉與市建立的合約關係賺取或接受超過$250,000的任何政治
黨派、政治委員會、活動委員會或公共辦公室的直接或間接捐
贈。如果該節的第一句被裁定無效，則禁止市長、市議會議員
或市檢察官或任何候選人及相關職位人員在知情的情況下每年
接受來自任何在過去兩年之內曾憑藉與市建立的合約關係賺取
或接受超過$250,000的實體或個人的超過$250的直接或間接捐
款。如果該節的第二句被裁定無效，則禁止市長、市議會議員
或市檢察官或任何候選人及相關職位人員在知情的情況下索取
來自任何在過去兩年之內曾憑藉與市建立的合約關係賺取或接
收超過$250,000的任何政治黨派、政治委員會、活動委員會或
公共辦公室的超過$250的直接或間接資助。在所有情況下，候
選人或現任官員都可以索取並接受民主代金劵的捐贈，而這種
索取或委任不會被認定為違反該節規定。如果該節的任何部分
被裁定無效，則剩餘部分將繼續在最大程度上對該節的反腐目

的發生效用。  

新增第2.04.602節—不可接受受監管公司/聘雇說客的行業之
活動捐款。禁止市長、市議會議員或市檢察官或任何候選人
及相關職位人員在知情的情況下接受來自任何在過去12個月之
內曾支付$5,000或更多費用給說客或遊說實體（根據西雅圖市
政法第2.06.010節的規定）作西雅圖市遊說活動的實體或個人
之直接或間接捐款。禁止市長、市議會議員或市檢察官或任何
候選人及相關職位人員在知情的情況下為其個人索取來自任何
在過去12個內之間曾支付$5,000或更多費用給說客或遊說實體
（根據西雅圖市政法第2.06.010節的規定）作西雅圖市遊說活
動的任何政治黨派、政治委員會、活動委員會或公共辦公室之
直接或間接捐款。如果該節的第一句被裁定無效，則禁止市
長、市議會議員或市檢察官或任何候選人及相關職位人員在知
情的情況下接受來自任何在過去12個月之內曾支付$5,000或更
多費用給說客或遊說實體（根據西雅圖市政法第2.06.010節的
規定）作西雅圖市遊說活動的實體或個人超過$250的直接或間
接捐款。如果該節的第二句被裁定無效，則禁止市長、市議會
議員或市檢察官或任何候選人及相關職位人員在知情的情況下
為其個人索取來自任何在過去12個月之內曾支付$5,000或更多
費用給說客或遊說實體（根據西雅圖市政法第2.06.010節的規
定）作西雅圖市遊說活動的任何政治黨派、政治委員會、活動
委員會或公共辦公室的超過$250的直接或間接捐款。在所有情
況下，候選人或現任官員都可以索取並接受民主代金劵的捐
贈，而這種索取或委任不會被認定為違反該節規定。如果該節
的任何部分被裁定無效，則剩餘部分將繼續在最大程度上對該
節的反腐目的發生效用。  

新增第2.04.605節—電子捐款快速報告。為了確保西雅圖道
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 “SEEC”）建立一個能夠提高透明度
的電子報告系統，不對低預算活動進行差別對待，並利用資訊
技術的進步，西雅圖市選舉辦公室的所有候選人都應該在電子
支付的活動捐款存入候選人帳戶之後立即向西雅圖市秘書長報
告；假如該條款僅在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決定存在兩
種或多種電子支付處理公司，且這些公司有能力在捐款被匯至
候選人帳戶之後立即將其匯報給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之
後才會生效。為了給該節預留活動時間，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
舉委員會應該在選舉週期開始之前的合理時間內發佈規則，從
而確定該節的生效日期。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應該在
候選人規定公開所收捐款之前，確保其有合理機會去拒絕或退
還不想接受的或非法捐款。

新增第2.04.606節—如果受薪收集簽名，簽名收集者必須披露
該情況。為西雅圖市的任何選票議案、動議案、複決案或其它
憲章修訂案收集簽名並因此而獲得補貼或付款的任何個人或實
體都應該在要求他人簽名之前告知該資訊，在非常明顯且清晰
的標誌、公告或徽章上寫明 “受薪簽名收集者”。 

新增第2.04.607節—對市長、議員、市檢察官或受聘雇的進階
說客實施為期三年的禁令。根據西雅圖市政法第2.06.010節的
規定，前任市長、市議會議員、市檢察官或市政部門領導人或

最高階聘雇助手或直接向上述職位匯報的雇員，在離開市辦
公室或離職之後的三年內不允許參加受薪的遊說活動。如果上
述句段被裁定無效，根據西雅圖市政法第2.06.010節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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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市長、市議會議員、市檢察官或市政部門領導人或最高階

聘雇助手或直接向上述職位匯報的雇員，在離開市辦公室或
離職之後的兩年內不允許參加受薪的遊說活動。

新增第2.04.620節—有權獲得$100的民主代金劵，并可用於委
任合格候選人 (a)民主代金劵。民主代金劵在確保西雅圖民眾
擁有參與政治活動的平等機會和確保候選人聽到其意見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能夠加強民主，達成該分章的其它目標並防止貪
腐。  

(b)分發民主代金劵。在每個市政選舉年的第一個工作日，西
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都應該給在上一個11月5日之前按
規定完成西雅圖市登記投票的個人發出$100的代金劵，其包括
四張價值$25的民主代金劵， 郵寄地址爲其在選民登記資料記
錄中的地址；但如果接收相同代金劵的個人選擇該分章中提供
的其它郵寄方式，那麼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可能會使
用網上和其它方式寄出該民主代金劵。因此西雅圖道德操守及
選舉委員會應該向任何在上一個11月5日之前至選舉年的10月
1日之間按規定登記成為西雅圖市選民的個人定期發放$100民
主代金劵。為了遵循聯邦法律，任何在西雅圖市停留30天以上
的成年人，並且是登記選民，或符合當地、州或聯邦法律規定
的投票資格，或符合聯邦法律規定的向競選活動捐款的資格，
但還未在選舉週期內收到任何民主代金劵，該個人則可以選擇
加入該項目並向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申請領取相同數目
的民主代金劵。只要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之前制訂了
一個用於分發民主代金劵的安全系統，包括網上分發、當面分
發、或傳送至並未列在選民登記記錄中的地址，那麼任何符合
資格的成年人都可以要求民主代金劵用以郵寄或電子郵件的方
式傳送至選民登記記錄以外的不同地址，或被送至西雅圖道德
操守及選舉委員會辦公室。禁止西雅圖市以外的居民、公司或
其他非人類實體、年齡低於18歲的個人、按照聯邦法規定不符
合參加政治競選活動條件的個人接受民主代金劵。  

(c)民主代金劵格式。每張$25的民主代金劵都應該聲明持有者
的姓名、個人獨有代金劵認證號碼、選舉年份以及委任語，並
附帶供持有者指定候選人並簽上持有者姓名的空白處，而且可
以包含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認定的有用資訊，如選民
號碼和條碼等簽名認證資訊，格式大致如下：

$25              四分之一                      20xx年
選舉民主代金劵                Jane Q. Public           

在[輸入日期]_______________，20xx年，我, Jane Q. 
Public，西雅圖市居民，將該民主代金劵委任給姓名為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市長、市檢察官或市議會議員。 

我宣誓本人以恰當的方式取得該民主代金劵，且該委任完全自
由、自願、不受任何壓迫或不存在任何類型的金錢交易，且不
出於任何類型的考量，而且本人知曉該委任並不保證一定可以
獲得資金而且無法撤銷。投遞至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
之後委任即刻完成。被委任的候選人或其登記代表，嚴格禁止
銷售/轉讓該民主代金劵。如果資金允許，只有符合資格的候
選人有權將該代金劵兌現，但該候選人必須遵守額外的捐贈和
開支上限要求。

 簽名：_____於____，20xx年。 

 Jane Q. Public                選民登記號碼和條碼                                  
代金劵編號#123,456,789     

(d)民主代金劵委任。必須符合如此處所述情況方可轉讓或委
任代金劵。任何透過合法途徑取得並持有民主代金劵的個人都
可以將其代金劵委任給他人，只需寫下被委任候選人的姓名，
並簽上持有者的姓名和日期，並將簽好名字和日期的代金劵交
付給候選人、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或任何在西雅圖
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處以該名義登記的候選人代表。交付方
式可以是郵寄、當面（任何持有者要求交付代金劵的個人），
或透過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安全網上系統進行電子交
付。除非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決定目標日期不可行，
否則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將於2017年選舉週期開始前
成立一個安全網上民主代金劵交付系統（對所有符合資格且有
權接受民主代金劵的個人一視同仁，並交付到其本人選擇的郵
寄地址之中）；且在任何情況下，該系統的建立都不應遲於
2019年選舉週期。  

(e)委任限制。個人只能將代金劵委任給已經選擇參與西雅圖
民主候選人項目的候選人，且該候選人必須已經提交一份已
簽署的參選聲明並按照以下形式向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
會宣誓。禁止在選舉後的11月的最後一個工作日之後委任代金
劵，也禁止向任何申請參選但不符合資格或不符合職位或項目
資格的候選人委任民主代金劵。候選人或登記候選人代表可以
當面請求委任或透過代表請求委任，或透過協助選民進入西雅
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安全網上系統請求委任。有效委任不
可撤銷。個人可在一年之中向同一位候選人委任其個人所有的
任何數量之民主代金劵。禁止出於任何金錢或其它目的之委任
或轉讓。禁止收購、購買或銷售民主代金劵。禁止任何個人將
民主代金劵給予或當做禮物贈送給他人，除非是委任給此處規
定的候選人。民主代金劵無任何現金價值且不屬於持有者資
產、收入或產業。禁止透過代理、律師或代理機構委任民主代
金劵。

(f)委託者承擔一定風險。如果持有者在將民主代金劵委任給
符合資格的候選人之前喪失西雅圖市居民資格，或者喪失聯邦
法律規定的參與政治活動的資格，該民主代金劵則失效。民主
代金劵持有者承擔風險，即該持有者可能會在完成委任之後改
變想法，或由於任何意外事件導致民主代金劵未被使用或被贖
還，包括但不限於項目資金不足；被委託的候選人達到 “競
選活動開支上限”（如下文描述和定義）；候選人死亡、喪失
資格、退選、無法贖還或使用民主代金劵；候選人不符合資格
或違反資格條款；或其它情況。

新增第2.04.630節—候選人要展現獲得一般民眾支持并同意新
競選活動和捐款上限方符合資格；民主代金劵兌換；資金使用
新上限。 

(a)只有符合資格的候選人可將民主代金劵兌換。只有已經向
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提交申請要求參加西雅圖民主代
金劵項目的候選人才能接受民主代金劵委任。只有被西雅圖道
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認定為合格的候選人才能接受民主代金劵
委任。只有符合資格且希望擔任市長、市檢察官或市議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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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才符合申請參加該項目的資格。  

(b)項目要求。為了符合資格，候選人應向西雅圖道德操守及
選舉委員會提交申請，提交時間為選舉年前一年的7月1日當天
或之後以及宣佈參選兩週之後，一份表明個人參選意圖的宣誓
聲明，表明候選人將及時提交申請或已經針對該職位提交參選
聲明。這類項目要求候選人：在初選和普選期間至少應分別參
加三次公開辯論（根據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的定義，
且如果符合資格的候選人盡自己所能參加辯論和類似的公開活
動，則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有權免除或減少辯論次
數）；應遵循選舉活動法及開支和捐款上限；而且，禁止候選
人在知情的情況下代表任何政治行動委員會、政黨或將在同一
選舉週期內獨立提供用於支持或反對西雅圖市候選人的任何組
織索取金錢（根據本小節的規定，代表某委員會或實體作為特
別演講嘉賓出現在籌款活動上，將構成向該委員會或實體索取
金錢）。其它項目要求包括禁止市長候選人在選舉週期內索取
或接受來自任何個人或實體超過$500的捐款，禁止市檢察官或
市議會議員候選人在選舉週期內索取或接受來自任何個人或實
體超過$250的捐款（包括任何用於申請民主代金劵的資金，但
不包括該候選人被委任的民主代金劵所具有的價值）（受此處
提供的例外的限制）。 

(c)合資格捐款。為了符合民主代金劵項目資格，候選人應該
出示證據，表明收到了最低不少於$10美元的 “合資格捐款”
，但其金額不應超過西雅圖市政法第2.04.630(b)節規定的競
選職位項目捐款上限，任何成年人都符合捐款人資格（年齡達
18歲或以上），且必須是居住在西雅圖市的居民，並符合聯邦
法規定的政治捐款資格：市長候選人，至少$600；市檢察官候
選人，至少$150；普通市議會議員候選人，至少$400；區市議
會議員候選人，至少$150（其中至少$75必須來自支持該候選
人參選的該區居民）。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將保留一
份合資格候選人名單，並透過在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
網站上公佈等方式向公眾公開該名單。 

(d)競選活動開支上限。參選候選人必須遵循所有選舉活動
法，禁止違反下列 “競選活動開支上限”（規定(i)迄今為止
總開支（等於之前的開支，加上欠款和債務），呈報的所有
實物捐贈所具有的價值，加上(ii)可支配現金和(iii)候選人
分配給初選或普選的未贖還代金劵所具有的價值）：市長初
選為$400,000；總金額為$800,000（初選和普選）；市檢察
官初選為$75,000，總金額為$150,000；普通市議會議員選為
$150,000，總金額為$300,000；區市議會議員初選為$75,000
，總金額為$150,000。 

(e)附加兌換限制。符合資格的的候選人可以在初選開始之前
為普選徵集民主代金劵，且在普選期間分配相同數量的代金劵
並不違反選舉活動開支上限規定的初選代金劵，但除非候選人
成功晉級普選，否則無法贖還普選代金劵。 

(f)超出競選活動開支上限的補救措施。如果符合資格的候選
人向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提交證據，證明其競爭對手
（無論該競爭對手是否參加該項目）的競選活動開支已超出上
述競選職位競選活動開支上限，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
在持有超支資料後將允許該候選人享受豁免，即不受競選活動

開支上限和該項目競選活動捐款上限的限制，在這種情況下，
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將允許該候選人兌換之前或之後
取得的民主代金劵，其金額僅限於競選活動開支上限，並允許
該候選人在不受項目要求限制的情況下參與競選活動籌款。西
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還將賦予符合資格的候選人以另一項
豁免權，條件是（以西雅圖候選人或市民身份進行申請）該符
合資格的候選人面臨西雅圖市政法第2.04.010節規定的獨立開
支，且該獨立開支對該候選人不利或對其競爭對手有利，並證
明該獨立開支的金額加上該候選人競爭對手的競選活動開支超
出該職位的選舉活動開支上限，則該候選人不受選舉競選開支
上限的限制。  

(g)喪失資格。如果候選人公開宣佈退舉、放棄競爭、無法成
功晉級普選，或如果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掌握其違反選
舉法或項目要求的足夠資料，如違反開支或捐款上限，或詐騙
或企圖詐騙民主代金劵委任，該候選人則喪失參選資格。 

(h) 兌換代金劵。在兌換民主代金劵之前，西雅圖道德操守及
選舉委員會先檢查確保民主代金劵被委任者符合資格並檢查委
任簽名，同時需要確保該兌換決定不會使該候選人超出競選活
動開支上限，且項目資金必須充足。為了核對簽名，西雅圖道
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可以調用金郡記錄與選舉部，委託其核對
請願提呈或郵寄選票上的簽名。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應
在公開規定的固定兌換日期將民主代金劵兌換，每月不超過兩
次，如果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裁定該兌換可行，在事
先通知的情況下則也可以在其它日期兌換民主代金劵。西雅圖
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不應兌換在普選之後的十二月的第一個工
作日之後收到的民主代金劵。 

(i) 代金劵收入使用限制。候選人只能將民主代金劵收入用於
相關職位和選舉期間的競選活動成本或債務，禁止在選舉結束
之後的一段時間（具體時間由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
規定）之後使用這筆收入償付競選活動債務。禁止候選人將民
主代金劵收入用於任何現金支付或違法行為；也禁止將其支付
給候選人（除非是用於償還政治委員會或選舉費用，總金額
不應超過華盛頓州修訂法第42.17A.445(3)節或頓州行政法規
（WAC）第390-05-400節規定的上限）或支付給華盛頓州修訂
法第4.16.030節規定的候選人直系親屬；禁止將其支付給任何
候選人或其直系家屬擁有百分之十或以上所有權的實體；禁止
用於支付任何超出合理市值的服務、商品、設施或物品；禁止
用於支付任何刑罰費用或罰款；禁止用於支付就職成本或辦公
室資金成本。  

(j)歸還民主代金劵收入。如果候選人在兌換民主代金劵之後
撤銷、死亡、喪失候選人資格、喪失資格，或在任何初選或普
選中被剔除，或贏得普選，則該候選人必須在西雅圖道德操守
及選舉委員會規定的時間段內支付所有欠款和債務，將其歸還
至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的帳戶之中，項目名稱為 “
未用完的民主代金劵收入。” 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須
透過規則對 “未用完的民主代金劵收入” 進行定義。   

新增2.04.658節—透明度。民主代金劵的委任是一項公開行
為，民主代金劵被委任人在接受委任時也應瞭解該行為為公開
行為，而且應瞭解登記取得民主代金劵或委任該代金劵的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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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有民主代金劵持有者都須注意該流程是公開且透明，唯
一的例外是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不應公開民主代金劵
的郵寄地址、電子郵件位址或其它地址。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
舉委員會應在其辦公室和網站確保委任和兌換民主代金劵的透
明度，包括被委任人姓名、民主代金劵編號和字尾、委任日
期、被委任人、兌換時間和兌換金額。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
委員會應提供其它必要方法，使西雅圖民主代金劵流程和項目
保持公開透明的狀態，讓每位民主代金劵被委任人及媒體和公
眾都能夠追蹤民主代金劵委任情況，從而協助舉報任何潛在的
偽造、欺詐或相關不當行為。如果民主代金劵被委任人聲明其
民主代金劵遺失、遭竊、遭欺詐或以不合法的方式被委任或兌
換，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應要求該被委任人提交公證
聲明或宣誓書或其它附加流程，並對所發現的相關事實進行判
斷，之後才會按照其認定的方式實施緩解措施，包括更換民主
代金劵、取消委任或兌換任何非法取得的項目資金。西雅圖道
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應發佈相關規則和法規，對此類收到兩份
相同的民主代金劵的流程和案例進行規定，而且應確保所有民
主代金劵被委任人都能夠在不支付任何申請費或其它費用的情
況下，申報民主代金劵委任過程中的所有遺失、盜竊、損壞、
偽造、脅迫或其他不當行為。此類流程應包括郵寄或當面進行
的流程，也應包括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制訂的網上流
程。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還應提供表格，對於當面進
行的流程，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應在正常辦公時間內
提供免費公正。除非有明確且有力的證據表明存在偽造、威
脅、強迫、身體脅迫，否則在任何情況下，都禁止僅因委託人
改變想法、從候選人或選舉活動處得到與其相關的新資訊，或
基於其它任何來源、其它任何理由裁定民主代金劵委任無效或
可廢止。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應發佈法規，規定這類
行為的解決措施和後果，如果存在違反項目要求、選舉活動法
的行為，或在取得民主代金劵過程中存在的其它蓄意偽造、威
脅、強迫或脅迫行為，則須規定候選人將所有民主代金劵收入
歸還至該項目，或取消候選人的項目資格。 

新增2.04.690節—過渡；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行政管
理權；罰款；犯罪；分割性。 

(a)過渡。為了累積項目資金，僅在2017年選舉中，儘管該分
章存在其它條款，但禁止市長候選人參加該項目或接受或兌換
民主代金劵。 

(b)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作為行政管理機構。西雅圖
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將執行並管理該項目、項目資金和該分
章中的條款，包括發佈並公佈適當的法規、表格、規則、資訊
包、流程和其它執法機制。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應透
過制訂規則執行該分章中的條款，包括但不限於制訂法規、定
義條款、制訂其它規則或公佈其它任何不符合該小節條款規定
的行政法規或指南。除制訂規則以外，此處西雅圖道德操守及
選舉委員會的其它行動都應由其行政主管或西雅圖道德操守及
選舉委員會法規規定的其他個人或其他符合資格的列印商或合
約商承擔。在每個選舉週期之前，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
會都應公佈民主代金劵和該項目相關情況。西雅圖道德操守及
選舉委員會應發佈適當的指南手冊供候選人和民主代金劵受領
者使用，並為其提供該項目所必需且適用的所有表格、手冊和

文件，包括供視覺正常和其他具有視覺障礙的人士使用之關鍵
文件，並翻譯成西雅圖大量居民使用的英語以外的其它語言，
這些語言首先應該包括西班牙語、越南語、粵語、中文、索馬
利族語、塔加拉族語、韓語、柬埔寨語、阿姆哈拉語、奧羅莫
語、提格裏尼亞語、老撾語、泰語和俄語。在每個選舉週期之
前，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應對競選活動開支上限、合
格捐款的金額和數量、西雅圖市政法第2.04.630(b)節規定的
單個捐款人捐款上限進行適當調整，但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
委員會不應針對超出西雅圖市政法第2.04.370節規定的捐款上
限的合格候選人設定捐款上限，也不應對每位符合資格的個人
所獲得的民主代金劵的數量和價值設定上限，由於需要將通貨
膨脹和通貨緊縮考慮在內，而且需要確保該項目的目標和目的
得以實現，包括民主和問責、提高候選人參選率、大幅提高之
前從未參加過西雅圖政治活動的個人的代金劵使用率，以及提
高公眾對該項目的滿意度。在每個選舉週期之後，西雅圖道德
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應對項目進行評估並向公眾和市議會提交評
估報告。自本措施生效之日起，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
就應立即規劃2016年到至少2021年的項目收益、開支和民主代
金劵項目資金（ “項目資金”）資產負債，還應定期修訂並
更新這些預估項目，並作為受託人對項目資金進行全程管理，
確保非選舉年和選舉年期間合理的資金積累和分配，以實現該
項目之目標和目的。在對該項目進行預估和管理時，西雅圖道
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應將所有相關情況納入考量，包括不同職
位的選舉活動開支上限、市長和非市長選舉年的不同資金需
求，以及管理項目和資金的必要性，以確保候選人的參與度。
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應在每個市政選舉年的1月1日之
前管理並謹慎保管項目資金，考慮並預估項目資金的開支情
況，並公佈預估情況，也需要將參與其中的候選人的需求、下
一年預留資金或儲量積累需求、謹慎營運成本和行政管理成
本，以及謹慎維護公共資源都納入考量。為了向候選人保證兌
換代金劵的資金十分充足，並向公眾保證將謹慎管理兌換代金
劵的資金，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應在每個市政選舉年
的1月1日之前公佈當年兌換代金劵的 “可用項目資金上限”
。在設定可用項目資金上限時，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
應盡全力進行合理預估，並確保目前選舉年的可用項目資金符
合該分章之目標和目的和所有合理預計情況和意外事故，還應
該預留一部分資金，用於目前選舉年的六場初選和兩場普選中
每個職位的候選人，使其符合資格並在僅使用民主代金劵的情
況下符合各自的選舉活動開支上限（而不是私人捐款，除非是
用於取得資格的私人捐款）。在所有市政選舉年期間，西雅圖
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在收到或基於合理理由認為將收到超出
當年可用項目資金上限的兌換代金劵之後，就必須立即宣佈項
目資金不可用，而且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應公開宣佈
項目資金不可用，並為民主代金劵交付設定提示截止日期，此
後，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應考慮收到的民主代金劵和
可用項目資金，並將剩餘的可用項目資金按比例分配給持有的
兌換還但經過驗證的民主代金劵，按比例公平分配給所有參選
職位的候選人。如果召集特別 選舉，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
委員會則應為此類選舉預留適當金額的項目資金，且有權實施
措施並變更、改變，或修改、設定並實施標準、流程、限制和
截止日期，這些措施類似於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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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章中規定的特別選舉期間適當且必須的可行操作，需注意保
持公平公正，請勿不當積累項目資金。

(c)罰款。本小節中的刑罰條款無法抵消其它任何法律規定的
刑罰或補救措施。除非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裁定其超
支金額較小，不構成嚴重超支，否則開支超出選舉活動開支上
限的參選候選人將受到兩倍於超出開支上限金額的民事罰款。
西雅圖市政法第2.04.060、2.04.070、2.04.075、2.04.090
、2.04.500、2.04.510、2.04.520、2.16.010和2.16.020節規
定的所有執法、行政和其它權力、流程、權利、職責、補救措
施、過程、民事罰款和其它條款，只要與違反選舉活動捐款法
或動議法相關，都適用於違反本小節的情況，而且所有違反西
雅圖市政法第2.04節或第2.06節規定的罰款、補救措施或後果
都適用於違反本小節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要求黨派採取某項
特別措施以符合法律規定的命令，此外，或對其處以最高不超
過$5,000的罰款。

(d)犯罪。如果個人在知情的情況下收購、購買或支付一定數
量的金錢以取得民主代金劵，或在知情的情況下銷售、有償轉
讓或有償接受任何民主代金劵；或企圖實施上述行為，則則構
成販賣罪。如果個人偷竊（定義為在知情的情況下取得或未經
授權持有，並於此企圖剝奪原持有人或接受者的所有物）或企
圖偷竊民主代金劵，則構成盜竊罪。如果個人出於傷害或詐欺
的目的，企圖偽造、製造或更換民主代金劵或其委任或持有、
發出、提供、使用、或在知情的情況下蓄意使用偽造的民主代
金劵或書面委任民主代金劵，則構成偽造民主代金劵罪。在本
節之中， “非法變更” 指在未經憑證合法持有者或接受人授
權核准的情況下，透過擦出、塗改、刪除、輸入新內容、變更
內容或任何其它方式變更民主代金劵； “非法委任” 指透過
增加或插入內容完成民主代金劵委任，包括但不限於在未經當
事人授權的情況下偽造簽名； “非法製作” 指製作或繪製完
整或不完整的民主代金劵，並使用偽造代金劵充當真實代金
劵，偽造代金劵共有兩種，一是由於製作者不合法，二是即使
製作者合法，但未經授權，無權製作或繪製代金劵或在上面簽
名；而 “偽造的” “偽造品” 指非法製作、完成或變更的
民主代金劵。不具民主代金劵合法委任接收人資格的個人或機
構在知情的情況下接收、保留、持有、藏匿或使用他人的民主
代金劵，且得知該代金劵為被盜品的情況下保留或佔用他人的
民主代金劵，但本身並非該代金劵的合法所有機構或所有人，
則構成非法持有被盜民主代金劵罪。如果個人企圖販賣被盜民
主代金劵，嘗試銷售、轉讓、傳播、分發，或處理他人所有的
被盜民主代金劵，或購買、接收、持有或取得被盜民主代金
劵，並企圖銷售、轉讓、傳播、分發，或處理他人所有財產，
則構成販賣被盜民主代金劵罪。販賣民主代金劵罪、盜竊或偽
造民主代金劵罪、持有盜竊民主代金劵罪或販賣盜竊民主代金
劵罪都屬於情節惡劣的輕罪，將被處以最高不超過$5,000的罰
款或最長不超過364天的監禁，或者兩罪並罰，或被處以州法
律規定的其它刑罰。在該小節之中， “個人”、 “他”、 
“她”或 “行為人” 包括任何自然人，此外，還包括公司、
聯合股份協會、非法人團體或政治委員會。針對該小節規定的
所有犯罪情況，法院也可以要求將所有訴訟成本償還給該項
目，包括律師費，以及被盜用的金額或被誤用的民主代金劵的
面值，如果犯罪者為候選人或政治委員會，法院可以根據公平

的合法程序要求其償還當所收到的所有項目資金，或者也可以
取消該政治委員會或候選人在該選舉週期的項目參與資格。

(e)分割性和標題。本分章及其小節條款相互獨立可被分割。
如果本分章的任何部分或其在部分情況下失去效用，將不會影
響其它部分或在其它情況下的有效性。所提供的標題並非實體
標題。市秘書長可能會對本分章、本法令或各小節進行重新編
號或重新排列，以便在不改變其內容的情況下將其編入西雅圖
市政法。 

第2節：資金；解除常規產業稅最高徵稅限額—提交和金額。 

為了按照第1節的規定給西雅圖民主代金劵項目提供資金，
西雅圖市符合資格的選民據此決定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第
84.55.050節的規定允許透過解除最高徵稅限額來籌集資金，
並決定市議會可以根據該授權為該項目提供資金，或者也可以
透過其選擇的常規基金或其它任何合法資金來源為該項目提供
資金。本節授權允許2016年至2025年期間增加徵稅額度，在十
年之間的徵稅總額最高不超過$30,000,000。市政府第一年的
最高徵稅額度為$3,000,000（每$1,000估值價徵收約2.5分）
以達到該目的，之後的每一年除了在未能根據本法令取得選民
核准的情況下而受華盛頓州修訂法第84.55.010章規定限制的
常規產業稅最高金額之外，增加其它解除最高限額授權。市政
府在2016年徵收的常規產業稅總額不應超過每$1,000估值價徵
收約3.6分。根據該議案第1節的規定以及此後市議會法令採用
的任何修訂，本節授權的徵稅收入將僅被用於為西雅圖民主代
金劵項目提供資金。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第84.55.050(5)章的
規定，常規產業稅最高稅額將於2025年授權徵收並於2026年正
式收取，之後按照華盛頓州修訂法第84.55.010章規定的徵稅
最高限額未曾根據此法令被解除之前的情況進行計算。本節授
權徵收的稅款不應超過一定限額，如果市政府能夠從其它來源
取得足夠的資金，用於成立並支付該項目費用，則不應超過該
限額。項目資金包括但不限於此處授權的徵稅收入、利息或之
後的收益，從候選人處返回的任何金額的資金，以及項目被分
配到的其它資金，都將用於該法令規定的目，可根據法律規定
的城市資金投資方式將項目資金暫時用於儲存或投資，利息和
其它收益的用途與徵稅收入相同。

第3節：西雅圖市政法第2.06.130節——民事救濟與制裁，修
訂如下：

一旦根據西雅圖市政法第2.04.060節至第2.04.090節裁定存在
違反本章節規定的行為，委員會可以發佈一項命令，要求黨派
採取特定措施以符合法律規定，此外，也可以進行制裁，對其
處以最高不超過五千美元（5,000美元）的罰款。任何未在本
章規定時間內提交合格且完整的註冊或報告的個人都可能受到
金額為十美元（10美元）的民事罰款七十五美元（75美元）每
天，直至過失行為停止為止，但在所有選舉活動的最後30天罰
款額度至少為每天二百五十美元（250美元），且根據西雅圖
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的裁定，直至過失行為停止為止，每天
的罰款額度最高不超過1,000美元。 

第4節：西雅圖市政法第2.04.165節—個人財務報告，修訂如
下：

A.  下列人員必須提交財務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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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位候選人都必須在成為候選人的兩週之內向市秘書長提交
一份過去十二個月的財務聲明。

2.除非已經向市秘書長提交過一份過去十二個月的財務聲明，
否則每位當選官員和每位即將參選的候選人都必須在每年1月1
日之後至4月15日之前向市秘書長提交一份過去一年的財務聲
明。所有任期在12月31日之後將立即上任的當選官員都必須在
當年12月31日之前提交本節規定的聲明。

3.每位被任命填補職位空缺的個人都必須在任命兩週之內向市
秘書長提交一份過去十二個月的財務聲明。

4.如果提交的聲明能夠免去提交過去一整年財務聲明的優先義
務，則在1月1日至4月15日之間提交的候選人或被任命者聲明
的時間段必須包含去年1月1日至候選或任命日期。

5.禁止要求任何個人每年提交的聲明數量超過一份。

6.按本節規定提交的每份財務聲明必須宣誓其真實性和準確
性。

B.  財務聲明報告必須包含以下內容：

1.本節規定的財務聲明必須包含報告人和他或她的每一位直系
親屬的下列資訊：

a.職業、工作單位和工作單位地址；以及

b.上述個人或多人在報告期間擁有超過$5,000直接經濟利益關
係的所有銀行或儲蓄帳戶或保險政策；上述個人或多人享有直
接經濟利益且價值在報告期間超過$500的其它無形個人財產；
實體名稱、地址和性質；以及在報告期間每種上述直接利益關
係的性質和最高價值；以及

c.擁有$500或以上的每位債權人的姓名和地址；上述債權人擁
有的每筆債務的初始金額；上述債權人擁有的每筆債務在提交
聲明日期的金額；每筆債務的歸還條款；以及如有，每筆債務
的安全保障；如有，無需報告按照華盛頓州修訂法第63.14章
（零售分期付款銷售法案）規定的 “零售分期付款交易」” 
所產生的債務；以及

d.擔任托管人的每個公職、私職、管理職位和其它職位；以及

e.所有透過準備、提升或反對立法、規則、比例或標準獲得及
時補償和遞延補償的個人；如有，為了達到本節的目的， “
補償”並不包括個人向政府組織呈報的收入，該收入是上述個
人作為當選官員擔任他或她的部門職責後所得的報酬；上述實
際或提案立法、規則、比例或標準的描述；以及已支付或承諾
支付的及時補償和遞延補償金額；以及

f.每個接受總值超過500美元或以上補償的政府組織、公司、
合作方、合資企業、獨資企業、協會、聯盟或其他商務或商業
實體的名稱和地址；補償價值；以及交換該補償所付出或執行
的報酬；以及

g.在其中擔任職位、管理職位，或享有任何普通合夥人權益，
或享有百分之(10)或以上的所有者權益的每個公司、合作方、
合資企業、協會、聯盟或其他實體的名稱；該部門、管理職
位，或合夥人的名稱或職稱；所有者權益的性質；且針對上
述每個實體：(i)針對官員競選或擔任職位或職位的政府單

位，如果該實體在過十二個月期間收到過來自政府單位的任何
形式的補償，該補償的價值和交換該補償所付出或執行的報
酬；(ii)曾經在過去十二個月期間收到過超過$2,500或以上的
每個政府單位、公司、合作夥伴、合資公司、獨資公司、協
會、聯盟，或其他商務和商業實體的名稱，以及交換該補償所
付出或執行的報酬；如有，符合第B1gii小節目的的 “補償”
條款且不包含水費和華盛頓州公共事業和交通運輸委員會通過
或提供服務的公共部門的立法規定的其他公用服務費用；如
有，此外還有在其中擔任職位、管理職位，享有合夥人權益或
所有者權益的銀行或商業貸款機構，只需呈報銀行或商業貸款
機構每位主管和官員的名稱、地址和職位以及在過去十二個月
內該銀行或商業貸款機構持有的政府組織的每個帳戶的平均每
月資產負債情況，個人在其中擔任職位或是為職位的候選人或
專業職員，或如果利息金額超過$600，就需提供銀行或商業貸
款機構的貸款者支付的所有利息以及存款者獲得的所有利息；
以及

h.一份清單，包括委員會規定的華盛頓州所有不動產的法律說
明和其它充分說明，該不動產的估值超過$2,500，在過去一年
中曾取得過任何直接經濟利益，關於經濟利益的金額和性質和
交換該利益所付出或執行的報酬的聲明；以及

i.一份清單，包括委員會規定的華盛頓州所有不動產的法律說
明和其它充分說明，該不動產的估值超過$2,500，在過去一年
中曾放棄過任何直接經濟利益，關於交換該利益所得到的報酬
的金額和性質的聲明；以及提供該報酬的個人的姓名和地址，
以及

j.一份清單，委員會規定的華盛頓州所有不動產的法律說明和
其它充分說明，該不動產的估值超過$2,500，在其中持有直接
經濟利益；如有，如果之前提交的報告中已包含該產業說明，
為了達到本法令的目的，需參考之前提交的報告；以及

k.一份清單，委員會規定的華盛頓州所有不動產的法律說明和
其它充分說明，該不動產的估值超過$5,000，股份公司、合作
方、公司、企業，或其它實體在其中享有直接經濟利益，股份
公司、合作方、公司、企業享有百分之十(10)或更高比例的所
有者權益；以及

l.一份清單，列出地點、列明日期、捐贈人以及金額，還有在
該場合接受來自市政府全部或部分供應以外的其它來源超過
$50的食物和飲料；以及

m.一份清單，列出地點、列明日期、捐贈人，以及金額，市政
府支付或全部或部分供應以外的其它來源提供的出差或研討
會、教育項目或其它訓練；以及

n.其它此類資訊，如委員會出於執行該章目的和政策的考量而
制訂其它必要規定，委員會將以規則的性質制訂此類規定。

2.根據第B1a小節至B1m小節的規定要求報告金額，無論金額
低於$1,000，至少為$1,000但低於$5,000，至少為$5,000
但低$10,000，至少為$10,000但低於$25,000，或者至少為
$25,000但低於$100,000，至少為$100,000但低於$200,000，
至少為$200,000但低於$1,000,000，至少為$1,000,000但低於
$5,000,000，或者為$5,000,000或更多。一定金額應被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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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股份數量而非報告時的市值報告。每位報告人還必須報告他
或她的合理預估淨資產值。禁止對本小節的任何法令進行詮
釋，以防任何個人提交要求之外的多餘資訊或多餘細節。

3.贈與官員或職員的家屬或家庭成員的有價值物品可歸屬於該
官員或職員，如果捐贈者和配偶或家庭成員之間存在獨立業
務、家庭或社會關係，則該歸屬情況不成立。

C.  禁止隱瞞付款來源身份—特例。禁止向本章規定需要
進行報告的個人支付金錢，禁止接受任何上述個人直接或間
接、以假名、匿名或透過代理機構、親戚、或其他能夠隱瞞付
款來源身份的個人或任何能夠隱瞞身份的方式所進行的付款，
除非委員會基於合法商業目的而採取的非公開原則規定特定類
型和具體豁免情況，免除報告實際來源的要求。

第5節：西雅圖市政法第2.04.370節—捐款強制限制，修訂如
下： 

A.  禁止個人向市長候選人、市議會議員候選人或市檢察
官候選人捐款，除非是在 第2.04.010節規定的候選人選舉週
期之內。

B.   禁止個人在任何選舉週期之內將超過$500700的捐款捐
贈給任何市長候選人、市議會議員候選人或市檢察官候選人。 

C.  市長候選人、市議會議員候選人或市檢察官候選人只
可以在 第2.04.010節規定的選舉週期之內接受或收到選舉活
動捐款。

D.  禁止市長候選人、市議會議員候選人或市檢察官候選
人在選舉週期期間索取或接受來自任何個人的超過$500700的
捐款。 

E.  第2.04.370節規定的限制不適用於以下情況：

1.候選人的個人捐款來源向其個人選舉活動捐贈的款項，或候
選人或候選人的配偶或在州內登記的非婚姻同居伴侶共同擁有
的資產向候選人捐款的款項；

2.第 2.04章規定的獨立開支

3.實物勞動價值；以及

4.捐款包含代表候選人或得到授權的政治委員會進行的文書或
電腦服務所得報酬，服務目的在於確保符合市、郡或州選舉或
公眾公開法。

F.  本節規定的限制適用於候選人配偶或在州內登記
的非婚姻同居伴侶單獨財產所捐贈的款項。

G. 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會應該在2019年選舉
週期之前和之後的每個選舉週期之前對本節規定的限制
進行調整，按照CPI-W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或後繼指數將通
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納入考量，週期為本議案生效之日起
或調整之前，以美國勞工部計算的日期為准。華盛頓勞
工與工業局在每年9月30日發佈宣告，內容是明年1月1日
華盛頓州最低薪資率的上調比例，該比例為調整決定的
上調或下調比例依據，但是西雅圖道德操守及選舉委員
會可能會根據其認定的適當幅度將新數字四捨五入，使

增值接近$5或$10。   

第6節：廢除西雅圖市政法第2.04.400、2.04.410、2.04.420
、2.04.430、2.04.440、2.04.50、2.04.460和2.04.470節的
條款。

發起人資訊：誠實選舉西雅圖動議案    
xxxxxxxxxxxxxxxxxxxxxx

郵政信箱：20664，seattle WA，郵遞區號：98102  

電話：(206) 436-0292     

[1」 x 2」此處為條碼]

電子郵件：info@honestelectionsseattle.org   
xxxxxxxxxxxxxxxxxxxxxx

網站：honestelectionsseattle.org    
union bug        recycle 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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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市

法令 __________________

議會法案 __________________

一項與交通相關的法令；在2015年11月3日舉行的選舉期間提
交給本市合資格的選民，該提案授權市政府在最長達九年的時
間內徵收超過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84.55章規定的徵稅上
限的常規產業稅，目的是為城市設施和服務提供資金，包括交
通改善，兼具資本和經營，可能還存在債務融資；成立一個全
新的監督委員會；並核准和確認先前的特定法案。

鑒於，西雅圖是全國發展速度最快的主要城市之一，過去20年
的新增居民人數為100,000，新增50,000個職位，這有利於我
們的經濟發展，也對我們的交通系統提出了挑戰；及

鑒於，按照西雅圖綜合規劃的規定，三分之二的新居民和新職
位都處於市中心和城中村，這些區域便於步行和搭乘公共交
通；及

鑒於，西雅圖目前正在更新其2035年綜合規劃，至今為止收到
的公眾回應支持西雅圖繼續重點發展可步行、多用途、交通便
利的城中村；及

鑒於，公眾調查和回應繼續將交通列為西雅圖最優先的問題；
及

鑒於，西雅圖是一個增建城市，很難在現有基礎上擴建街道或
新增街道，而現有的街道網路必須盡可能以高效率的方式承載
不斷增加的人流量和物流量；及

鑒於，為所有居民維持安全和便利的人行道路線對緩解交通阻
塞和提高交通流動性非常關鍵；及

鑒於，西雅圖市坐落於一個活躍的地震區，很可能發生重大地
震，加固城市橋樑和建築物為優先事項；及   

鑒於，西雅圖的交通系統必須有助於抵抗氣候變化，提高社區
活躍度並提高公共健康水準；及

鑒於，2006年彌合差距（Bridging the Gap）交通徵稅捐贈了
約$365,000,000重點用於維修保養的交通投資；及

鑒於，彌合差距計劃為重要的交通系統維修保養和更新提供了
資金，目前的目標是完成或超額完成選民通過的提案所包含的
所有承諾，包括鋪設總長為225哩的街道，修復或防震翻新12
座橋樑，更換90,000個街道標牌，加強三個交通走廊，建造
120個全新人行道街區，重新粉刷5,000個人行橫道線的條紋，
實施48個學校安全路線計劃和30個鄰里區街道基金計劃，並制
訂一個健全的資產評估計劃，對交通資產及其維修保養需求進
行認定和分類；及

鑒於，彌合差距計劃將於2015年底到期，因此需要更換其提供
的資金來源，以便繼續為西雅圖交通系統的關鍵維修保養和改
善提供資金；及

鑒於，關鍵維修保養和改善需求包括安全改善，這將使橋樑在
發生地震時維持安全，並有助於西雅圖市達成西雅圖街道嚴重
事故和致命事故零死亡目標；及 

鑒於，西雅圖家庭交通相關開支僅次於住房開支，運轉良好的
交通系統能夠提供購買汽車之外的很多其它選擇，使人們更易

承擔在西雅圖的生活和工作費用；及

鑒於，現在謹慎維修保養交通基礎設施能夠減少將來的維護開
支；及

鑒於，西雅圖已經三次採用模態總規劃，包括2014年採用的自
行車總規劃、2012年採用的交通總規劃和2009年採用的人行道
總規劃，以及目前正在制訂過程中的貨運總計劃；及

鑒於，城市的目標是將學校安全路線投資放在優先位置，在小
學半徑約1哩範圍內規劃安全步行和自行車路線，重點關注與
社區設施的連接，如社區中心、圖書館、交通樞紐和鄰里商業
區；及

鑒於，西雅圖10年交通策略的制訂時間為2015年，旨在透過綜
合方案結合並優先安排模態總規劃的實施，建立起圍繞五個核
心價值觀的交通系統：為所有人建立一個安全、可負擔得起、
互相連接、充滿活力且創新的城市；及

鑒於，貨運和物品運輸效率和可靠度是一個城市充滿活力的標
誌，目前正在制訂過程中的貨運總計劃將建議增加貨運和物品
運輸投資額；及

鑒於，可用於交通維修保養和改善的現有收入並不充足；及

鑒於，在2001年整個州的選民一致通過了第747號動議案，以
及在2007年華盛頓州立法機構恢復了這一動議案，在未經百分
之一選民特別通過的情況下限制產業稅的增幅，使其低於通貨
膨脹率；及

鑒於，州共享的西雅圖燃油稅收入低於通貨膨脹；及

鑒於，雖然市政府正在評估並制訂一項西雅圖市交通影響費用
提案，但影響費用既不足夠也不適於為所有交通維修保養和系
統營運需求提供資金；及

鑒於，西雅圖選民在2014年通過了西雅圖交通服務區第1號提
案，預計該提案每年將提供$50,000,000，可用於維持超過六
年的交通服務，而政府可能會在2016年要求全區域的選民通過
一項擴展輕軌的議案，為普捷灣公共交通第3號提供資金，可
以透過徵稅為這兩個議案提供附加西雅圖市投資；及

 鑒於，西雅圖市在2006年不斷發展，市議會採取了第30915號
決議案，規定用於交通的20年資金計劃，並繼彌合差距計劃之
後制訂了第二項產業徵稅；及

鑒於，在2015年3月18日，西雅圖市頒佈了一項交通徵稅提案
草案，要求更換圍繞西雅圖交通原則制訂的彌合差距交通徵
稅，並要求公眾對其資金優先順序給予回應；及

鑒於，舉行三個公開會議、共有750人出席的35個社區簡要說
明會、五個咖啡時光討論會、一個網上研討會和在圖書館、
社區中西和農貿市場舉辦的隨機討論會，以及一項網上調查，
該調查共產生了關於提案徵稅的8,000個評語和5,300個調查回
應；及

鑒於，對這些評價進行綜合歸納，為提議提供意見；及

鑒於，市委員會將未來的徵稅收入用於城市承包社會公平和平
等承諾，以推動種族和性別平等，如執行法令2014-03所列出
的城市承包公平和西雅圖市政法規第20.42章的承包公平；因
此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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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由西雅圖市特此規定如下：

第1節. 定義.  本法令中所使用的以下詞語，如字首大寫則其
意思如下：

“本市”是指西雅圖市。

“主管”是指財務主管。

“徵稅收入”是指選民根據本法令通過授權徵收和收集的超出
華盛頓州修訂法第84.55.010節徵稅上限的常規產業稅，以及
此後的所有收益和收入，而且如果市政府發行債券、基金間借
款或其它可以使用本法令第4節允許的附加稅收整體或部分支
付的借款證明，那麼徵稅收入也包括這些債券、基金間借款互
其它借款證明收入。

“開支明細”是指本法令附件A中所包含的種類和細項。

“交通改善”是指第6節中引用的種類和計劃區域，市政府可
以不定期根據法令授權進行修改。

第2節. 常規產業稅的徵收提交。本市特此根據華盛頓州修訂
法第84.55.050節的授權，向西雅圖市合資格的選民提呈提
案，以提高包含在華盛頓州修訂法第84.55.010節中的常規產
業稅徵收上限，這次調整將分別針對在2016至2024年徵稅，並
於2016至2024年收取，針對交通目的在最多不超過九年的時間
內的最高增長額不超過$930,000,000。該提案將受到限制，因
此本市第一年將徵收稅款不超過$95,000,000，此外還有在本
法令不適用的情況下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第84.55章規定限制
的常規產業稅最高金額。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第84.55.050(5)
章的規定，常規產業稅最高稅額將於2024年徵稅、2025年收
取，之後的徵稅以本法令未提高產業稅限制之前的標準為依
據。

第3節. 徵稅收入存款。所有徵稅收入都必須被存入交通基金
並分類別存放。該徵稅收入將按照合法的城市金錢投資方式被
暫時儲存或投資，所有投資收入都將被存入交通基金。財政主
管有權開設其它必要的子基金或帳戶，以實現本法令目標。

第4節. 債券和票據。在相關法律允許的程度內，市政府可以
發行債券或其它可以使用本法令允許的附加稅收整體或部分支
付的借款證明，也可以保證並將這些稅收用於支付這些債券或
其它款證明的利息和附加費（如有），並支付其相關費用。

第5節. 徵稅收入使用。僅允許將徵稅收入用於符合第6節條
款規定和華盛頓州修訂法第84.55.050節規定的交通改善計
劃。議會應撥款或轉移年度預算中用於交通目的的常規子基金
（GSF）收入。第一年徵稅的預估最低年度撥款或轉移（最低
年度常規子基金撥款）為$40,000,000；之後的最低年度常規
子基金撥款將根據當年的通貨膨脹因素進行調整。如果議會某
一年的撥款額度不符合最低年度常規子基金撥款規定，則議會
無法徵收本法令授權的用於下一年預算的稅收，除非市議會憑
藉3/4的投票決定經濟和金融情況使議會的撥款額度無法滿足
最低年度常規子基金撥款規定。在西雅圖-塔科馬-布雷默頓從
上一個預算年6月尾至目前預算年6月尾之間的12個月中，年均
通貨膨脹因素在所有城市消費者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U-
Seattle）的百分之三或百分數變化之中較為次要。 

第6節. 交通改善計劃。主要改善三個核心類別的交通情況：

安全路線、緩解交通堵塞和維修保養和修復。市政府預計九年
之內的徵稅收入為9.3億元。該徵稅收入將被用於下列用途：

安全路線計劃。市政府將從徵稅收入中撥款2.07億元，用於安
全路線。該徵稅包括下列安全路線計劃：

安全走廊計劃

學校安全路線計劃

標識和標記計劃

交通作業計劃

自行車安全計劃

行人安全計劃

鄰里區計劃

緩解交通堵塞計劃。市政府將從徵稅收入中撥款3.03億元，用
於緩解交通堵塞。在這些撥款中，不少於2000萬元將被用於
蘭德爾（Lander）街的立交橋計劃；或者，如果不為蘭德爾
（Lander）街計劃提供資金，這些撥款將被用於其他貨運交通
改善計劃。該徵稅包括下列緩解交通堵塞計劃：

多模態改善計劃

交通信號燈時制計劃

智慧交通系統計劃

輕軌連接：格雷厄姆（Graham）街輕軌站

諾斯蓋特（Northgate）大橋

輕軌連接：貝克山（Mt. Baker）交通便利計劃

自行車和步行設施計劃

全新人行道計劃

合作改善：蘭德爾（Lander）街天橋

重載網路：東邊緣路廊

貨運點改善

維護和維修計劃。市政府將從徵稅收入中撥款4.2億美元，用
於維護和維修。該徵稅包括下列維護和維修計劃：

橋樑和建築物維護計劃

橋樑防震加固計劃

橋樑更換計劃

主幹道維護計劃

路面鋪設點改善計劃

排水合作計劃

樹木修剪和植樹

第6節規定的每個核心類別的徵稅收入九年撥款金額在規定金
額基礎上最多可增加百分之十，在給予徵稅監督委員會評價機
會之後，可透過單獨法令執行上述規定。第6節規定的每個核
心類別的徵稅收入九年撥款金額在規定金額基礎上可增加超過
百分之十，可透過市議會3/4的投票執行上述規定。

開支明細（附件A）提供有關預計交付、預計開支和預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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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的附加資訊；但開支明細僅具說明性，不具強制性。市政
府預計徵稅收入撥款將符合法令附件中的開支明細所規定的計
劃。 

本市應在城市年度預算中或根據單獨法令，逐年確定以最有效
方式實現徵稅目標和結果的交通改善及經費分配。在一個預算
年內，本市被授權根據西雅圖市政法規第5.08.020節轉移營運
預算，將未花費且未被作為抵押的的資金從三個核心類別中的
一個計劃分配到另一個計劃。

市政府將與其它代理機構的合作並提高效率和效益獲得補助資
金，努力發揮徵稅收入的最大潛能。 

第7節. 西雅圖交通部將評估其計劃是否推進了下列動議目標
以及其推進方法：(1)市零死亡願景計劃；(2)市校園安全路線
計劃；和(3)市種族和社會公正動議。西雅圖交通部將向市議
會提交年度報告，記錄評估情況，包括(a)每個貨運、交通和
安全走廊計劃和(b)其他所有資金改善計劃預算超過500萬元的
交通計劃。

第8節. 資金使用。任何使用徵稅收入建造或營運有軌電車的
提案必須附加一份說明，並提交給議會相關委員會進行評估，
主要評估該提案的地理價值、生產力和種族與社會公正影響效
果。說明應該對種族平等工具包（或隨之的後續工具）的應用
發現進行描述。

第9節. 監督委員會。本法令提交的票選提案得到選民核准，
從而成立一個監督委員會，用於監督收入、開支和項目及計
劃實施，並為市議會、市長和西雅圖交通部提供建議，指導他
們如何應對項目和計劃成本節省或超額。委員會每年都將評估
西雅圖交通部的項目和計劃優先順序、開支和修訂過的財務計
劃。監督委員會能夠向市長和市議會提出有關徵稅收入使用方
式的建議。

監督委員會將由16位成員組成：一位市議會議員（市議會的交
通委員會主席或負責交通的後繼委員會）；市預算主管；西雅
圖行人諮詢委員會、西雅圖自行車諮詢委員會、西雅圖交通諮
詢委員會和西雅圖貨運委員各自選派的一位代表；市議會任命
的五位西雅圖居民，包括一位持有證書且具有橋樑和建築經驗
的工程師；以及市長任命的五位西雅圖居民，這五位居民的任
命需經市議會通過。

除了兩個任期為兩年的職位（市長任命的一位和議會任命的一
位）和四個任期為三年的職位（市長任命的兩位和議會任命的
兩位）之外，被任命委員會成員和居民的初始任期為四年。被
任命的所有成員的後續任期應為四年。這些條款將於2016年1
月1日開始生效。如有監督委員會成員辭職、退休、死亡、喪
失能力或被免職，則任命該成員的權力機構可任命替代人員，
以保持任期平衡。後期任命或核准也應符合任期平衡。任何任
期未滿的空缺都將以初始任命同樣的方式進行填補。任期即將
結束的成員可以繼續基於臨時基礎作為不具投票權的成員，直
至該職位的繼任者被任命或，市長任命的五位居民得到通過。  

監督委員會將選出一位主席，且可能採用適用於其本身流程的
規則，包括法定人數要求和會議頻率。根據華盛頓州修訂法
第42.30章公共會議法案的規定，監督委員會的會議對公眾開
放。監督委員會將向市長、市議會和西雅圖人民公佈年度報

告。在2024年1月1日與4月30日之間，監督委員會必須為市長
和市議會提出建議，內容是關於向選民提交另一項徵稅提案的
可行性，要求其授權用於實施交通改善計劃的附加產業稅。 

監督委員會在提出這些建議時考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
於：(a)城市計劃實施的成功度，包括其管理和控制計劃成本
的能力；(b)其他收入資源的可利用性，在支付的稅收或費用
和城市交通系統的使用之間提供一個直接連接；以及(c)用於
支持第6節規定的用途的潛在資金需求。市長和議會會將監督
委員會提出的任何及時建議都納入考量。

西雅圖交通部將為監督委員會提供工作人員和後勤支援。成員
將無償工作，但可以撥補費用，包括開會期間產生的兒童看護
費用。該監督委員會將持續存在直至2024年12月31日，如法令
規定，則在此日期之後也無需解散。

第10節. 報告。交通主管將編寫並向市議會、市長和監督委員
會提交一份年度進展報告，匯報以徵稅為資金來源的改善計
劃實施情況。對於作為本法令附件A的開支明細中的每一個細
項，該年度進展報告都將包含每一個類別和每一個細項（按照
徵稅、當地和槓桿基金詳細列出）： 

計劃開支和計劃交付； 

實際年度開支和交付；以及 

實際累計開支和交付。  

該報告將包含說明性評估，將實際開支和交付與計劃開支和交
付進行對比，而且該報告將解釋為何會和原計劃開支和交付出
現偏離（如有任何偏離）。此外，年度進展報告將會總結實施
所採用的模態計劃的徵稅投資，包括徵稅資金額度明細、當地
基金和槓桿基金。

除了年度進展報告之外，交通主管將準備並提交一份年度報
告，重點匯報橋樑和建築物的情況，包括對西雅圖市的橋樑和
建築物進行具體的說明性解釋，尤其是巴拉德(Ballard)橋和
馬格洛利亞（Magnolia）橋，一份已知缺陷評估和一個解決已
知缺陷的基金計劃。

交通主管每年都會修改交通改善財務計劃，並將其提交給市議
會、市長和監督委員會。

第11節. 選舉選票標題。市議會將指示市秘書長與作為當然選
舉監督人的華盛頓金郡選舉部部長一起將本法令歸檔，要求選
舉部部長配合將於2015年11月3日舉行的州普選在本市召集並
舉行一次特殊選舉，從而向本市合資格的選民提交本法令中所
述的提案。

市秘書長必須向金郡選舉部部長指明由市律政司依據華盛頓州
修訂法第29A.36.071節以及第29A.72.050節對市檢察官職責的
規定核准的選票標題。以下主題的選票標題包含說明及簡述，
將被提交給市律政司以供其參考：

西雅圖市

第1號提案

西雅圖市第1號提案是有關替代用於全市範圍內交通維修保養
和改善之資金。 

如獲通過，此提案將代替一項即將到期的徵稅，並將資助橋樑

西雅圖第1號提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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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加固、公共交通走廊和輕軌使用項目、行人及單車安全項
目、協調交通信號、街道維修保養和修復、貨運項目，以及鄰
里區街道項目。 

此提案將授權徵收超出華盛頓州修訂法（RCW）第84.55章所限
制的常規產業稅，於2016年最高收取＄95,000,000，而在九年
期間將收取$930,000,000。而2016年的總常規稅收上限將為
$3.60/$1,000估值價，其包括$0.62/$1,000估值價的額外稅。

此徵稅應否被通過？ 

徵稅，應 

徵稅，否 

第12節. 小節標題。小節標題僅出於指稱方便，並不會改變或
限制小節內的文字內容。

第13節. 分割性。如果本法令中任意某項或多項條款因某種原
因被裁定無效，此無效性將不影響本法令中的其它條款或此處
授權的附加徵稅，但是，本法令及徵稅授權仍將按照如同本法
令不含此類無效條款一樣予以解釋和執行；同時，無論何種原
因，由於其影響範圍而被裁決無效的任何條款都可能在法律允
許的範圍內被認為是有效的。

第14節. 確認。市秘書長向金郡記錄與選舉部部長證實，第11
節中的規定的提案以及在該法令通過後與權威一致的其它任何
行動均據此而通過和確認。 

第15節. 本法令應於獲得市長通過30天後起效，但是，如果提
呈後十天內未獲市長通過並被送回，則其將按照西雅圖市政法
規第1.04.020節的規定生效。

市議會通過日期於2015年__月__日，我在公開會議上簽字授權
其通過，簽字日期於2015年___月___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議會__主席

我於2015年__月__日通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長Edward B. Murray

我於2015年__月__日提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秘書長Monica Martinez Simmons

 （蓋章）

附件A：開支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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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第1號提案全文

附件A：開支明細 

交通徵稅，改善西雅圖交通狀況

修訂版徵稅提案開支明細——附加細節

更新日期：2015年6月26日

西雅圖交通部預計之後9年的徵稅中的下列累計金額將被用於下列項目和計劃，同時每年都會透過城市預算進行年度撥款。當
地類別的估算主要基於西雅圖市2015年預算撥款。當地包括常規子基金、汽油稅、房地產消費稅和其它城市收入。對槓桿資金
方式進行了預估，且包括其它非徵稅資金，這些資金將被用於確保每個項目或計劃區域的順利交付。所用資金包括州和聯邦撥
款、公共和私人合作夥伴捐款和其它收入。下方標註的交付金額基於總計劃開支；每個計劃的總額為三個類別的總數之合：當
地、徵稅投資和槓桿資金。

類別 當地 徵稅投資 槓桿資金 總額

安全路線

提供安全而通達的路線，將學校、轉乘樞紐和其它
目的地連接起來。 1.22億元 2.07億元 4000萬元 3.69億元

零死亡願景——實施計劃以排除嚴重事故和致命事
故 1.33億元 7100萬元 1700萬元 2.01億元

• 安全走廊：完成12-15個走廊安全計劃，加
強事故發生率最高的街道上所有出行者的安
全 600萬元 2300萬元 300萬元 3100萬元

• 學校安全路線：每年完成9-12個學校安全路
線計劃並進行安全教育，加強西雅圖每個公
共學校區域行人和騎自行車人員的安全。在
徵稅前三年之內完成下列高度貧困小學步
行區計劃：貝利·甘茨（Bailey Gatzert）
小學、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小學、西西雅圖小學、鄧拉普
（Dunlap）小學、迪爾伯恩公園（Dearborn 
Park）小學、陸榮昌小學、北門小學、范
阿塞爾特（Van Asselt）小學、艾默生
（Emerson）小學、協和（Concord）小學、
雷尼爾景（Rainier View）小學、洛克斯希
爾（Roxhill）小學 3400萬元 700萬元 700萬元 4800萬元

• 標牌和標記：將重新粉刷人行橫道線的頻率
增加至每年四次或以上，以確保每條人行橫
道線都標記清晰。 900萬元 400萬元 - 1300萬元

• 交通運作：維修保養並改善城市交通信號
燈、標牌和標記系統。 6400萬元 3700萬元 700萬元 1.08億元

類別 當地 徵稅投資 槓桿資金 總額

行人和自行車安全——保護最弱勢群體的出行
者——行人和騎自行車的人 900萬元 1.1億元 2300萬元 1.42億元

西雅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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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車安全：建造全長約為50英哩的自行車
道和全長為60英哩的綠化帶，完成超過一半
的《自行車總規劃》全市網路。在該計劃的
撥款資金之中，有200萬美元將被保留，用
於實施貝克山（Mt. Baker）交通便利計劃
中的自行車道改善計劃。 900萬元 6500萬元 2000萬元 9400萬元

• 行人安全：維修市中心和城中村多達225個
街區的人行道 - 1500萬元 - 1500萬元

• 行人安全：在全市多達750個交叉路口建造
路緣坡道並改善人行橫道線 - 3000萬元 300萬元 3300萬元

鄰里區計劃 - 2600萬元 - 2600萬元

• 鄰里區計劃：完成20-35個鄰里區優先計
劃，以提高安全、交通和便利度，並提高這
些鄰里區的生活品質 - 2600萬元 - 2600萬元

維修保養和修復

減少西雅圖沿主幹道和其它繁忙街道的積壓維修保
養和修復工程。 9400萬元 4.2億元 9700萬元 6.11億元

維修保養街道 3600萬元 2.5億元 1900萬元 3.05億元

• 主幹道維修保養：重新鋪設長達180英哩的
主幹道，維修保養西雅圖35%最繁忙、人流
量和物流量最高的街道並進行現代化改造（
資金同樣來源於7個交通走廊改善計劃，具
體資金請參照下方） 1600萬元 2.35億元 1900萬元 2.69億元

• 路面鋪設點改善計劃：每年重新鋪設65個目
標地點，總長約為70英哩的主幹道，以及由
城市工作人員營運的維修和維護計劃 2000萬元 1500萬元 - 3600萬元

橋樑和建築物——確保橋樑安全 3100萬元 1.4億元 6800萬元 2.39億元

• 橋樑和建築物修保養：排除積壓必要的橋樑
點維修工程 2000萬元 2500萬元 - 4400萬元

• 橋樑防震加固：對16座脆弱橋樑進行防震加
固 100萬元 6800萬元 3700萬元 1.06億元

• 橋樑更換：更換西雅圖最後一座木橋（在美
景（Fairview）大道上） 600萬元 2700萬元 1600萬元 4900萬元

類別 當地 徵稅投資 槓桿資金 總額

• 橋樑更換：規劃並設計於2024年之後開始的
優先橋樑更換計劃。在該計劃的撥款資金之
中，總資金中有1000萬元（當地、徵稅、槓
桿資金）可能被用於實施近期處於更換研究
過程中的橋樑的行人和自行車安全計劃（其
它計劃中的行人和自行車安全細項除外）。 400萬元 1500萬元 1500萬元 3400萬元

• 橋樑和建築物維修保養：其他它橋樑安全投
資包括樓梯和建築物維修和修復 100萬元 500萬元 - 500萬元

城市森林和排水 2700萬元 3000萬元 1000萬元 6700萬元

西雅圖第1號提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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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木修剪：增加一個專門對關鍵修剪需求做
出快速反應的樹木團隊（例如清理樹木為
騎自行車和步行的人群以及交通站點創造空
間），並重點確保樹木不遮擋交通信號燈和
交通標牌

• 植樹：所有由於疾病或安全問題而被移除的
樹木都需更換兩棵新樹木 2700萬元 2000萬元 - 4700萬元

• 排水合作夥伴：與西雅圖公共事業局合作，
共同鋪設街道、提供全新的人行道基礎設施
和人行橫道線，並解決易發洪水的南方公園
鄰里區的排水問題 - 1000萬元 1000萬元 2000萬元

緩解交通堵塞

增加整個交通網絡的選項 6900萬元 3.03億元 4.27億元 7.99億元

走廊交通改善計劃——街道現代化改造 3100萬元 1.69億元 2.18億元 4.18億元

• 多模態改善計劃：完成7個交通加多模態走
廊計劃，重新設計主要街道，增加巴士的頻
率並提高可靠度，更新道路鋪設、訊號燈和
其它改善，從而加強所有出行者的連通性和
安全，無論出行者是步行、騎自行車、駕
車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完成伯克吉爾曼
小道(Burke-Gilman Trail)缺失的環節、
方特勒羅伊路西南大道（Fauntleroy Way 
Southwest Boulevard）計劃，制訂計劃並
在2021年大學輕軌開通之前為東北第4大道
和東北布碌崙（Brooklyn）大道之間的行人
和騎自行車的人改善東北第四十五號走廊
（NE 45th St Corridor），並規劃北歐若拉
（Aurora）大道改善計劃。 1300萬元 1.04億元 2.11億元 3.27億元

類別 當地 徵稅投資 槓桿資金 總額

• 交通信號燈時制改善計劃:每年最佳化全城5
個走廊的交通信號燈時制，以提高交通流量
並為駕駛小汽車和卡車、騎自行車、搭乘公
共交通和步行的人提供服務 200萬元 1300萬元 100萬元 1600萬元

• 智慧交通系統改善計劃：實施下一代智慧
交通系統改善計劃（Next Generation ITS 
Improvements），協助所有出行者都能夠以
更可靠的方式在城市中穿行，並為出行者提
供更有效的資訊 200萬元 1700萬元 600萬元 2500萬元

• 交通走廊改善計劃：透過全面交通改善計劃
消除關鍵區域的瓶頸問題，從而確保更加可
靠的巴士服務，並改善7個交通加走廊，包
括規劃西西雅圖半島的進出改善計劃。 1500萬元 3500萬元 - 5000萬元

輕軌合作夥伴改善計劃——加強輕軌連接 100萬元 2700萬元 1000萬元 3800萬元

• 輕軌連接：為西雅圖東南區的全新交通連接
點格雷厄姆（Graham）街輕軌站提供城市基
金捐款 - 1000萬元

交通服務區
（TBD）

交通服務區
（T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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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門（Northgate）大橋：為I-5上方與北門
輕軌連接的人行和自行車橋樑提供額外的城
市基金 100萬元 1500萬元 1000萬元 2600萬元

• 輕軌連接：初步實施貝克山（Mt. Baker）
交通便利計劃 - 200萬元 - 200萬元

人行道和自行車道改善計劃——讓步行和騎自行車
變得更加輕鬆 在該計劃的撥款資金之中，有200萬
元將被保留，用於實施貝克山（Mt. Baker）交通便
利計劃中的人行道改善計劃。 3500萬元 6800萬元 2900萬元 1.32億元

• 全新人行道：建造150個全新人行道街區，
彌補全市優先交通走廊中75%的人行道空
缺，重點為殘疾人士和老年人提供便利路線

• 自行車和步行設施：加強不設人行道的居民
街道的安全，使步行更加舒適，包括在易發
洪水的布羅德維尤（Broadview）鄰里區與
西雅圖公共事業局夥伴合作 3500萬元 6100萬元 2800萬元 1.23億元

類別 當地 徵稅投資 槓桿資金 總額

• 自行車和步行設施：在全市範圍內安裝
1,500個全新停車點並維護現有自行車設施

• 自行車和步行設施：其它自行車和步行投資 - 700萬元 100萬元 800萬元

貨運交通改善計劃——貨運和運輸 200萬元 3900萬元 1.7億元 2.11億元

• 夥伴合作改善：為蘭德爾（Lander）街天橋
的設計和建造提供當地資金 - 2000萬元 1.3億元 1.5億元

• 重載網路：建造東邊緣路廊，作為西雅圖重
載網路的關鍵路線 200萬元 500萬元 3700萬元 4400萬元

• 站點改善計劃：為目標站點改善計劃提供資
金，協助改善貨運情況 - 1400萬元 300萬元 1700萬元

總計（所有類別） 2.85億元 9.3億元 5.64億元 17.78億元

由於四捨五入，因此總計金額可能並不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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