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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截止日期
2022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

公平諮詢委員會
2022-2024 年度成員申請表
注意：這是 Adobe Acrobat PDF 格式的可編輯表單。您需要使用 Adobe Acrobat Reader 才能填寫表單。如需下載免費
版 Adobe Acrobat Reader，請瀏覽 https://get.adobe.com/reader。

第 1 部分：申請人聯絡資料
名字 姓氏

稱呼（選填） 電子郵件

電話 郵遞區號

第 2 部分：背景資訊
職業 種族和族裔

雇主

社會人口學代表特徵
（請勾選所有符合的選項）：

青少年（18 歲及以下）

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種 (BIPOC) 

老年人 / 長者 

殘障人士社群 / 殘障人士權益 

低收入戶 

流離失所、居無定所、無家可歸人士 

美國原住民 

有前科 / 家人曾犯罪者 

LGBTQIA+  

來自農村社區

其他 

不想回答 

專業領域
請勾選您具有經驗的所有領域

（專業經驗、志工經驗、個人經驗或其他經驗）：

交通 / 鐵路基礎建設 / 規劃

房屋建築 / 土地使用

環境（如空氣品質、水質和氣候變遷）

環境正義

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

經濟發展 / 勞動力與培訓發展

https://get.adobe.com/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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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意向說明

請說明您對 Link21 計畫的意向。（300 字以內）  

請說明您是否有意加入公平諮詢委員會。（300 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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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從何處得知公平諮詢委員會？（300 字以內）

請說明您在以下方面具備的與公平諮詢委員會角色相關的經歷或工作經驗：交通、房屋建築、規劃、環境正義、經濟、宣傳、
社會正義、公平性和其他方面。（500 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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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輔助服務考量

請說明如果您擔任公平諮詢委員會成員，是否需要我們提供任何合理的輔助服務，例如翻譯服務或無障礙服務。

第 5 部分：利益衝突揭露 *
請選擇您要揭露的利益衝突情形： 

我曾在 BART 或 CCJPA 工作（請提供具體工作時間）

我是尋求 BART 或 CCJPA 資助的遊說團體的成員

我是與 BART 或 CCJPA 簽約公司的員工

我有家人任職於 Link21 計畫 

我個人或因工作關係與 Link21 計畫的獲利有所關聯（請具體說明） 

其他

* 回答「是」不會讓您失去申請公平諮詢委員會成員的資格。

第 6 部分：提交申請

請透過以下途徑提交申請表：

電子郵件
EAC@Link21Program.org

線上提交
Link21Program.org/zh-hant/EAC

郵寄 *

San Francisco Bay Area Rapid Transit District
c/o Link21 Engagement & Outreach Manager
2150 Webster Street, 9th Floor
Oakland, CA 94612

* 透過郵寄方式提交的申請表之郵戳日期應在 2022 年 8 月 26 日前。

Link21 由三藩市灣區捷運局 (BART) 和首府走廊號聯合監管處 (Capitol Corridor) 共同發起。此外，計畫團隊
也與我們北加州的鐵路合作夥伴和加州政府緊密合作，確保推出能整合各項需求的鐵路計畫。如要了解更多資
訊，請瀏覽 Link21Program.org。

mailto:%20EAC%40Link21Program.org?subject=
http://Link21Program.org/zh-hant/EAC
http://Link21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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