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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簡介和背景 
 

A. 英語能力有限 (LEP) 計劃目的 
 

屋崙 (奧克蘭) 港務局（港務局）英語能力有限 (LEP) 計畫的目的是：（i）
深入了解需求及應採用的方法，確保 LEP 居民能有意義地使用聯邦協助計

畫；（ii）確保實施語言服務；以及（iii）在計畫、服務和活動中，以一致

有效方式遵守 1964 年《民權法案》第六篇的規定和實施條例（第六篇）。 
 
本港務局 LEP 計畫旨在依照民權法第六篇的規定，協助港務局工作人員在 
LEP 居民尋求使用港務局計畫、服務或活動時，提供翻譯、口譯和推展服務

方面的指導。   
 
《加州政府法典》第 11135 節 (California Government Code § 11135) 禁止受

州政府資助的機構有歧視行為，並要求這些機構為所有種族、膚色、原國籍

或族群提供平等使用機會。此外，《雙語服務法案》（Bilingual Services Act, 
CA.Gov.Code §7290 et seq.）第 7290 節及後續條文要求每個地方公家機構都

必須為英語能力有限居民提供語言協助服務。 
 
所有員工應確保以尊重態度對待社會大眾、識別港務局客戶的語言需求，並

在需要時利用雙語資源協助個人。 
 

B. 政策聲明 
 

港務局將確保任何人不得因種族、膚色、原國籍、宗教、祖先、族群認同、

信仰、性別（包括實際或認知的性取向或性別認同）、障礙、精神障礙、身

體障礙、醫療狀況、遺傳資訊、婚姻狀況、退伍軍人身份或年齡，而被排除

參與港務局管理的任何計畫、服務或活動，或被剝奪應得的相關福利，或在

其中受到歧視或受到報復。在英語流利程度有限的人接觸到港務局的計劃、

服務和活動時，港務局將致力採取合理措施，為他們提供及時且有意義的服

務機會。港務局將向 LEP 居民提供免費語言協助，並告知社會大眾：LEP 
居民可免費獲得語言協助服務。 
 

C. 誰是英語能力有限居民？ 
 

LEP 居民是指不以英語為主要語言，且讀、寫、說或理解英語能力有限的個

人。英語能力有限居民包括美國人口普查局認定英語口語能力不太好、不好

或根本不說英語的人。民眾可自我認定是 LEP 居民。這些個人可能有權在

特定的計畫、服務或活動中獲得語言協助。 
 
 

 
D. 對大眾傳播民權法第六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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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務局在其設施範圍內和網站上提供明顯的書面通知，用港務局社區 LEP 
居民最常使用的口語語言，告知 LEP 居民 可免費取得語言服務：英語、西

班牙語和中文（參閱附錄 D）。  
 
通知將張貼在顯眼的地方，讓社會大眾可隨時看到。港務局指南、手册和小

册子將說明聯邦無歧視法的規定，包括民權法第六篇和語言協助的提供，以

及聯邦無歧視投訴程序。廣告將說明港務局實施平等機會計畫，並表明聯邦

法律禁止歧視。以下是港務局可能使用的通知： 
 

港務局的政策是確保所有計劃和活動完全遵守聯邦無歧視法律。港務

局不會因種族、膚色、原國籍、宗教、血統、族群認同、信仰、性別

（包括實際或感知的性取向或性別認同）、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身

體殘障、身體狀況、遺傳資訊、婚姻狀況、退伍軍人的身份、年齡，

而在任何港務局計劃、服務或活動中有歧視行為。欲取得更多資訊、

請求語言協助，或提出有關歧視或報復的投訴，請致電 (510) 627-130
2 聯繫 Amy Tharpe，或發送電子郵件至atharpe@portoakland.com。 

 
II. 授權與指導 

 
《1964 年民權法案》第六篇 (Title V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規定 1「在

獲得聯邦財政資助的任何計劃或活動中，任何人不應因種族、膚色或原國籍而

受到排斥、被剝奪福利或遭到歧視」。美國最高法院在 Lau 訴 Nicholls 一案，

414 U.S.56（1974）中認為，一種血統起源的歧視是基於一個人不能說、讀、寫

或理解英語的歧視。 
 
民權法第六篇及其實施條例禁止受聯邦財政補助的接受機構因原國籍而有歧視

行為；同時，禁止這些機構因未採取合理行動讓 LEP 居民以有意義方式使用其

計劃、服務和活動而有歧視行為。這項保護規定必須向 LEP 居民提供平等機會，

讓他們使用服務或因使用服務而受益。 
 

根據美國環境保護署（EPA）條例（40 CFR，第 5 和 7 部分）和美國運輸部

（DOT）條例（49 C.F.R.21.111（e）），禁止接受美國環境保護署和美國運輸

部財政協助的機構基於種族、膚色或祖原籍國採取或允許故意歧視或具有歧視

性影響的行為。 
 

III. 定義 
 

雙語/多語工作人員或員工 – 已證明具備英文能力或可讀寫說或理解至少一種其

他語言的工作人員或員工。 
 

口譯 – 用一種語言傾聽溝通，並將其口頭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同時保留相同意

義的行為。   

                                                      
 
 

mailto:atharpe@portoak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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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能力有限 (LEP) 居民 – LEP 居民是指不以英語為主要語言，且讀寫說或理

解英語能力有限的個人；其中包括在美國人口普查時報告自己英語程度不是很

好、不好或完全不會的人。這些個人可能有權在特定的計畫、服務或活動中獲

得語言協助。   
 
主要語言 – 個人能最有效溝通的語言。 

 
合格口譯員 – 合格口譯員是指能够為有限的英語能力人員有效、準確和公正地

進行口譯，並符合港務局所訂精通程度和能力的內部或約雇口譯員。口譯員應

能用任何必要的專業詞彙理解與表達。 
 
視譯 – 口譯員依據目視方法檢閱原文或文件，將書面文字原義以口頭形式提供

口語語言。 
 
翻譯 – 用另一種語言中相同意義單字、短語或文字替換一種語言中的單字、短

語或文字。將 LEP 居民的文件翻譯為四年級的識字程度，確保目標受眾理解資

訊。社區組織或焦點小組可以協助測試翻譯是否達到適合的語言和識字程度。 
 

重要文件 – 紙本或電子書面資料，其中（i）包含使用港務局的計畫、服務或活

動至關重要的資訊；（ii）直接和實質上與公共安全有關；或（iii）法律要求。

重要文件範例，包括但不限於  （i）申請書、同意書，登記表或其他參與港務

局計劃或活動的表格；（ii）與權利有關的書面信件或通知，以及減少、拒絕

或終止服務或福利，或需要回覆的書面信函或通知，包括對任何港務局計劃的

決定提出上訴的有關權利資料；（iii）非評估英文語言能力的筆試，而是測試

取得不需英文書寫知識的特定許可證或技能的能力；（iv）LEP 居民免費語言

協助的通知；（v）解釋港務局計劃、服務或活動的材料；(vi) 投訴表；（vii）
任何其他有可能確定能否有資格參加或使用港務局計劃、服務或活動的書面文

件。 
 

IV. 年度自我評估和語言服務計畫 
 

港務局將採取合理行動，確保 LEP 居民能以有意義方式使用港務局提供的資訊

和服務。 
 
港務局將考慮適當平衡筆譯和口頭語言協助，並確保讓居民以有意義方式使用

港務局的計畫、服務和活動。  
 
每項計劃領域都將與屋崙 (奧克蘭) 港務局的民權合規專員合作，根據問題相關

資訊的特殊性質、類型和目的，確保採取合理措施讓有能力在流利度、理解力、

保密性和及時性等方面適當提供這些服務的個人，提供高品質的口譯和翻譯服

務。港務局計劃領域每年將向屋崙（奧克蘭） 港務局民權合規專員收集、審閱、

分享數據，以決定適當的語言協助服務組合，並讓 LEP 居民以有意義方式使用

港務局計畫、服務和活動。(參閱附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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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崙（奧克蘭）港務局的民權合規專員將為工作人員提供可使用語言資源的每

年更新清單和聯繫資訊；並且為工作人員提供任何所需的額外訓練或資源，讓

他們執行與其語言服務相關的職責。 
 
港務局規劃透過民權合規專員讓 LEP 居民以有意義方式使用服務；港務局在規

劃中考慮四個因素，並以確保提供協調性的、經濟效益的高品質語言協助服務

為目標，因此決定每年進行一次自我評估並更新語言服務計劃： 
 
1. 人口統計數據 

 
港務局將針對周圍社區範圍內所服務或所遇到的特定語言群體，每年評

估其中 LEP 居民的人數或比例。  
 
港務局將考慮各種人口統計資訊的來源，包括： 
 

• 美國人口普查局 (http://factfinder.census.gov/)  
 
對於 2019 年，港務局已確定在其服務的社區中，LEP 居民最通用的語言

是西班牙語和中文。（參閱附錄 C，屋崙 (奧克蘭) 港務局社區人口統計

數據） 
 

2. LEP 計劃聯繫頻率 
 

港務局將收集和評估不同語言群體與港務局的聯繫頻率數據，並考慮港

務局的計畫、活動和服務如何影響這些需求。(參閱附錄 C) 
 
對於 2019 年，港務局已確定說西班牙語和中文的居民最常和港務局聯繫

計畫、服務和活動事宜。   
 

3. 提供服務的性質和重要性 
 

港務局將檢討港務局向市民提供計畫、活動及服務的性質及重要性。 
  

4. 資源 
 
港務局將評估本身可用資源以及語言服務的成本；同時，港務局將盡力

規劃足够的語言服務，以具成本效益方式供民眾有意義使用其計畫、服

務和活動。 
 

V.  語言協助 
 

港務局將採取一切合理行動，讓 LEP 居民以有意義方式使用港務局所有服務、

計畫或活動。透過重要文件的翻譯，以及現場或電話的口頭翻譯，為 LEP 居民

提供語言協助。  
 

http://factfinder.censu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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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提供語言服務的時間和地點時，應避免造成居民無法有意義使用各項服務

或計劃以及服務或活動的福利。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為了安排翻譯或翻譯服

務，港務局可能會提出合理要求，請 LEP 居民在指定日期和時間回來。 
 
計劃人員可聯繫屋崙（奧克蘭）港務局民權合規專員，請她安排提供口譯和筆

譯服務：  
 

Amy Tharpe 
屋崙（奧克蘭）港務局民權合規專員（ Port of Oakland Civil Rights 
Compliance Coordinator） 
社會責任科（Social Responsibility Division） 
530 Water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510) 627-1302 
atharpe@portoakland.com 

 
A. 推展活動 

 
港務局將採取行動進行推展和交流，盡力接觸 LEP 居民及需要的社區；港

務局期望透過這些行動，在其公共推展活動和交流策略及計畫中納入英文能

力有限居民及需要的社區。 
 

B. 向 LEP 居民提供通知 
 
港務局將通過以下管道提供有關免費語言協助服務的資訊： 

 
• 在民眾可能閱讀的高人流區（如設施入口、公共場所等），以英文、西

班牙文和中文張貼有關聯邦無歧視法（包括民權法第六篇）以及免費提

供語言協助服務的標誌。 
• 在港務局網站上，以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發佈有關聯邦無歧視法（包

括民權法第六篇）和免費語言協助服務的通知。 
• 在推展活動材料（手册、小書冊、小册子和傳單中）中表明會提供語言

服務。 
• 與社區組織合作，通知 LEP 居民有關語言協助的提供； 
• 包括在非英語且廣泛發行的其他語言報紙上刊登通知。 
• 在非英語電台和電視台上提出通知，說明關於為重要活動提供語言服務

的事宜。 
• 在宗教組織和學校（或在社區參與很重要的地方）提供重要活動的簡報

和/或提出通知。 
 

C. 口譯 
 

雙語工作人員 
 

mailto:atharpe@portoak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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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LEP 居民或潛在個人的百分比具統計顯著性時，或與這些人聯繫頻率將

提供高效率和有效的溝通時，在可行的情况下，港務局將雇用計劃的雙語工

作人員。雙語員工的聘用將根據需要評估、適當考慮預算限制，並遵照港務

局人力資源政策和程序。港務局核準雙語工作人員提供語言服務前，將評估

其語言精通程度。 
 
口譯 
 
儘管有些 LEP 居民被告知可獲得免費語言協助後，寧願自己提供口譯員，

但他們沒有義務這樣做。為了法律或安全原因，在某些計畫領域和專案中，

必須使用港務局提供的合格口譯員，而不能使用 LEP 居民的口譯員（如家

庭成員或朋友），這一點可能是很重要的。 
 
港務局將確保使用合格的口譯員，這意味著他們能够有效、準確和公正地為

英語能力有限的個人進行口譯。口譯員應能理解與表達任何必要的專業詞彙。

合格的口譯員： 
 

• 精通英文和其他語言，並有能力以英文和其他語言進行準確的溝通，

以及採用適當的口譯模式（例如，連續口譯、同步口譯、摘要或視

譯）。 
• 對計劃、服務或活動特有的任何專業術語或概念，具備兩種語言的知

識。 
• 理解並遵守保密和公正規則，其程度與使用他/她口譯服務的港務局

工作人員相同，或與該職位要求的程度相同。 
• 理解並謹守他/她擔任口譯員的角色，而不會偏離成為顧問、法律顧

問或其他不適當的角色。 
 

港務局與 International Contact，Inc. 簽訂了現場口譯合約，並使用「港務局

公共平等機會及便利設施」專線 (510) 627-1337，提供電話口譯。 
 

D. 港務局計畫、服務或活動編訂的書面文件翻譯 
 

必要時，港務局將安排有資格的翻譯人員翻譯港務局編訂的重要文件，以確

保 LEP 居民可以有意義使用服務。當全新重要文件英文版發佈的同時或不

久後，港務局會至少將文件翻譯成西班牙文和中文，以及港務局 LEP 計劃

識別為適當的任何其他語言等版本。若計畫、服務或活動已編訂或傳播全新

的重要文件，則負責的港務局工作人員必須聯繫港務局的民權合規專員，請

她安排及時翻譯。 
 

港務局當局將根據英語能力有限人口百分比、文件的重要性以及計畫、服務

或活動的重要性，依照優先順序來持續翻譯現有的重要文件。港務局每項計

畫、服務或活動的負責人員將確認現有的重要文件，並聯繫港務局民權合規

專員，請她安排及時翻譯成西班牙語、中文，以及經常接觸該計畫、服務或

活動的 LEP 居民所說的任何其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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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 LEP 居民要求將重要己文件翻譯成尚未準備翻譯的語言，港務局工作

人員將聯繫港務局民權合規專員，請她安排文件翻譯，但前提是文件翻譯要

能及時合理完成。如果無法及時合理地完成翻譯，則民權合規專員或計劃工

作人員將採取合理措施，視情况提供文件視譯或其他有意義的溝通方式。 
 
如果經由港務局計畫分發的重要文件是由港務局另一項計畫或第三方製作，

則港務局的民權合規專員將向該製作方尋求翻譯版本。 
 
重要文件範例包括： 

 
• 緊急資訊。 
• 如事關提議的專案或影響社會大眾的計劃變更，其提議的社會大眾聽證

會通知。 
• 减少、拒絕或終止服務或福利的通知。 
• 接待區和其他首次入口點的標誌，例如，大廳、公共櫃枱。 
• 告知 LEP 居民免費提供語言協助的通知。 
• 在手册、小册子、推展和招聘資訊以及其他定期向社會大眾傳播的資料

中，對提供服務和免費語言協助服務的權利提出聲明。 
• 關於如何參加一項計畫或活動或接受福利或服務的申請或指示。 

 
文件（或計劃所要求的資訊）是否「重要」可能取決於所涉及的計畫、資訊、

發生事件或服務的重要性，以及若所涉及的資訊不準確或不及時提供，對 
LEP 居民的後果。  

 
港務局將確保書面文件的翻譯人員具備資格。一名合格的口譯員或可翻譯書

面文件，反之亦然。翻譯重要文件時，使用經過認證的翻譯人員可確保其具

備翻譯資格。 
 

港務局與 International Contact，Inc. 簽訂翻譯服務合約。   
 

VI. 我們如何協助 LEP 居民   
 
A. 與親自來的 LEP 居民互動 

 
港務局將採取合理行動，為與 LEP 居民當面接觸提供必要的語言協助。語言識

別卡（或「我會說卡」）邀請 LEP 居民確認他們的語言需求。聯邦政府已在

https://www.lep.gov/ISpeakCards2004.pdf 準備好這些卡供使用。  港務局會將這

些卡（附錄 A）分發給所有港務局員工，以配合下文中未預約的英文能力有限

居民使用。  
 

1. 港務局員工將嘗試先用英語溝通，以確定個人的英語理解能力是否足以

完全理解。 
2. 如果個人不能理解或無法有效地用英語溝通，港務局員工將確認他或她

會說哪一種語言。如果港務局員工知道 LEP 居民說的那種語言，但港務

局員工不會說該語言，請跳到第 4 步。 

https://www.lep.gov/ISpeakCards20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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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港務局員工不知道個人說的那種語言，請向他/她出示語言識別卡

（參閱附錄 A），以便 LEP 居民可以用手指出他/她的語言。  
4. 港務局員工將致電「港務局公共平等機會及便利設施」專線 ：(510) 627-

1337。   
i. 港務局員工將輸入部門被指定的密碼，並輸入所識語言的密碼。 

ii. 港務局的口譯/翻譯公司 International Contact 將與港務局的員工通過

電話聯繫，為 LEP 居民的主要語言找到電話口譯員。 
iii. 口譯員將為 LEP 居民與港務局員工之間的溝通進行口譯。  

5. 港務局員工會為 LEP 居民提供其所用語言版本的民權法第六篇小册子

（如有）。 
6. 港務局員工將盡一切努力，為 LEP 居民提供與說英語的客戶同等水準的

服務。 
7. 港務局員工一定感謝口譯員的協助。 

 
B. LEP 居民的來電 
 
LEP 居民來電尋求資料或協助時，港務局將採取行動以及時有效地回應。港務

局將採用以下行動來協助打電話來的 LEP 居民： 
1. 港務局員工將嘗試先用英語溝通，以確定個人的英語理解能力是否足以

完全理解。 
2. 如果有人不能理解或不能用英語進行有效溝通，港務局員工將致電「港

務局公共平等機會及便利設施」專線 ：(510) 627-1337，工作人員將會為

員工聯繫港務局的口譯服務。   
i. 港務局員工將輸入部門被指定的密碼。 

ii. 如果港務局員工知道 LEP 居民的主要語言，港務局員工將輸

入所識的語言代碼。 
iii. 口譯員將為 LEP 居民與港務局員工之間的溝通進行口譯。  

 
3. 港務局員工將盡一切努力，為 LEP 居民提供與說英語的客戶同等水準的

服務。 
4. 港務局員工一定感謝口譯員的協助。 

 
C. 現場翻譯的預先申請  

 
港務局承諾，如有事先要求，可為親自約訪和公開會議安排合格的口譯員。一

般而言，港務局請 LEP 居民提前五（5）個工作日提交口譯要求通知。但是，

如果沒有收到此類事先通知，港務局員工將嘗試通過港務局的民權合規專員安

排口譯。如果沒有合格的現場口譯員，港務局員工將採取合理措施，透過視訊

口譯、透過（510）627-1337 的「港務局公共平等機會及便利設施」專線或其

他管道安排溝通。 
 
D. 書面翻譯服務 

 
當 LEP 居民要求將重要文件翻譯成尚未提供翻譯的語言時，港務局工作人員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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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試使用「我說」卡來確認 LEP 居民的主要語言， https://www.lep.g
ov/ISpeakCards2004.pdf（附錄 A）。 

• 聯繫屋崙（奧克蘭）港務局民權合規專員，請她安排及時將文件翻譯

成要求的語言。 
• 如果文件是由另一個港務局計畫或第三方製作的，則港務局的民權合

規專員將要求該製作或分發方，安排及時翻譯成所要求語言的版本。 
• 如果文件無法及時合理地翻譯成所要求的語言，則港務局民權合規協

調員或計劃工作人員將採取合理措施，視情况提供文件視譯或其他有

意義的溝通方式。 
 

當港務局計劃為某特定的 LEP 居民撰寫一份重要文件時：  
 

• 計劃人員將用英語起草文件。   
• 計劃工作人員將識別 LEP 居民的主要語言。 
• 計劃工作人員將要求港務局民權合規專員，請她安排文件及時翻譯成

要求的語言。   
• 計劃工作人員將以英語和為 LEP 居民翻譯的語言來發送文件，並保

留兩個版本的副本。 
• 計劃人員將盡一切努力，為 LEP 居民提供與說英語的客戶同等水準

的服務。 
 

VII. 科技協助和培訓 

A. 培訓 
 
訓練工作人員有關提供語言協助的程序，以及關於如何確定個人是否需要語

言服務及何種類型；這些訓練對於彌補政策或程序與實際做法之間的差距至

關重要。港務局每將年會為員工提供有關培訓，包括民權法第六篇、港務局

提供語言服務的義務、如何獲得語言協助服務、如何與合格的口譯員和翻譯

人員合作，以及如何妥善處理根據聯邦無歧視法（包括民權法第六篇）宣稱

歧視的投訴等（參閱附錄 B）：屋崙（奧克蘭）港務局歧視與合規/審查申

訴程序）。  
 
所有管理人員和監督人員都將接受培訓（即使他們並非定期與 LEP 居民互

動），確保他們充分明白和理解 LEP 計劃，以便他們加强計劃重要性並確

保員工實施計劃。 

B. 技術協助 
 
屋崙（奧克蘭）港務局民權合規專員負責向管理人員和員工提供技術協助。

這包括關於 LEP 規定和實施的建議，並協助擬訂計劃領域的程序以確保遵

守規定。 
 

VIII. 監督和持續評估 
 

https://www.lep.gov/ISpeakCards2004.pdf
https://www.lep.gov/ISpeakCards20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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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和組長負責確保在其個別計劃領域為 LEP 居民提供有意義的服務。港務局 
LEP 計畫必須引入適當的計畫程序手册中，以確保員工瞭解他們的合規義務。 
 
屋崙（奧克蘭）港務局民權合規專員將持續監督計劃，以確保履行 LEP 計劃的

規定，並每年向港務局領導階層和聯邦機構報告 LEP 活動的相關成就。在監督

合規性時，各計劃領域的程序是否允許 LEP 居民克服語言障礙，並以有意義的

方式參與計劃、活動和服務，這些都要進行評估。本 LEP 計劃詳列的計畫領域

正確使用方法和選項，將證明計劃遵守 LEP 規定和民權法第六篇的意圖。 
 
為需要語言協助的 LEP 居民發展出的程序，是本評估過程的一個重要資源。一

旦提供口譯/翻譯協助，計劃人員將填寫「LEP 申報表」（見附錄 C），記錄該

服務。表格一經填妥，便會送交港務局當局的民權合規專員。本表格資料將列

入年度自我評估、LEP 計畫及報告內。 
 
各計劃將保管文件，包括： 
 

• 服務性質（親自來、打電話或文件翻譯）。 
• 提供協助的管道（計劃領域或地區志願者、當地志願者等）。 
• 翻譯或口譯的語言。 
• LEP 居民的原國籍和種族。 
• 主要事項或提供的服務。 
• 日期、時間（從開始到結束）。 

IX. 結論 
 

讓 LEP 居民有意義使用港務局的計畫、服務和活動，是港務局一項重要的工作，

有助於港務局實現向所有人提供公平和及時服務的使命。當我們共同努力確保

有意義使用服務時，LEP 居民將得以使用港務局寶貴的計畫、服務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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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語言識別卡 
 
 
 
 
 
 
 
 
 
 
 
 
 
 
 
 
 
 
 
 

 
  

阿拉伯語 

孟加拉語 

亞美尼亞語 

柬埔寨語 

查摩洛語 

中文 

克裡奧爾語 

克羅地亞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 

捷克語 

荷蘭語 

英語 

波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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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 

德語 

希臘語 

北印度語 

苗語 

匈牙利語 

伊洛卡諾語 

義大利語 

日語 

韓語 

寮國語 

波蘭語 

葡萄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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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語 

薩摩亞語 

塞爾維亞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 

斯洛伐克語 

西班牙語 

他加禄语 

泰語 

東加語 

烏爾都語 

烏克蘭語 

羅馬尼亞人語 

越南語 

意第緒語 



歧視投訴和合規審查/申訴程序 

歧視投訴表格 

按一下此處下載「歧視投訴表」 

歧視投訴和合規審查/申訴程序 

港務局的政策是確保所有計劃和活動完全遵守聯邦無歧視法律。港務局不會因種族、膚

色、國籍、宗教、血統、族群認同、信仰、性別（包括實際或感知的性取向或性別認

同）、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身體狀況、遺傳資訊、婚姻狀況、退伍軍人的身份、年齡，

而在任何港務局計劃、服務或活動中有歧視行為。 

《1964年民權法案》第六篇（「第六篇」）禁止任何接受聯邦財政補助的計劃和活動，

因種族、膚色和國籍而有歧視行為。《美國殘障法案》（「ADA」）和康復法案第 504 

條（「504 條」）禁止任何獲得州或地方政府機構和聯邦財政補助者基於身心障礙而有歧

視行為。 

歧視包括但不限於因種族、膚色、國籍、性別、年齡或身心障礙，而排除個人參與接受聯

邦財政援助的任何計劃或活動，或拒絕個人接受其福利。 

奧克蘭（屋崙）港務局（「港務局」）在提供其計劃或活動（包括海港、奧克蘭（屋崙）

國際機場和商業房地產計劃）時，且無論該計劃或活動是由港務局直接實施，或由港務局

安排完成其計劃和活動的承包商或任何其他實體所實施，皆不會因種族、膚色、宗教、血

統、族裔群體身份、國籍、宗教信仰、肢體障礙、精神障礙、身體殘障、身體狀況、遺傳

資訊、婚姻狀況、年齡、退伍軍人身份、性別（包括實際或感知性取向或性別認同），而

對使用公共服務、從事任何活動和擁有就業機會的任何人有歧視行為。 

在英語能力有限者接觸港務局計劃、服務和活動時，港務局會盡全力採取合理措施，為他

們提供及時且有意義的使用體驗。港務局將為這些人提供免費語言協助。有關語言協助的

更多資訊，請聯繫 

Amy Tharpe，奧克蘭（屋崙）港務局民權合規專員（Port of Oakland Civil Rights 

Compliance Coordinator） 

社會責任科（Social Responsibility Division） 

530 Water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510) 627-1302

附錄 B：

mailto:atharpe@portoakland.com
https://www.portofoakland.com/wp-content/uploads/FINAL-PO-Discrimination-Complaint-Form-06.28.18.pdf
https://www.portofoakland.com/wp-content/uploads/FINAL-PO-Discrimination-Complaint-Form-06.28.18.pdf
https://www.portofoakland.com/files/PDF/Discrimination%20Complaint%20Form.p21.English-zho-TW.fmt.pdf


atharpe@portoakland.com 
 
建立此投訴和合規審查/申訴程序，是為了方便任何社會大眾人士認為自己在接受港務局

福利和/或服務時，因種族、膚色、宗教信仰、血統、族裔群體認同、國籍、肢體障礙、

精神障礙、身體狀況、遺傳資訊、婚姻狀況、年齡、退伍軍人身份、性別（包括實際或感

知的性取向或性別認同）而受到歧視，並且希望提交投訴時，可讓他們按照以下大致程序

進行。此外，港務局的民權合規協調員可以在沒有投訴的情況下，定期主動進行合規審

查，調查港務部門對《美國殘障法》第六篇第 504 節以及其他聯邦和州民權法律的遵守

情況。嚴禁港務局對任何根據這些程序提出投訴的社會大眾人士進行報復；若有任何報復

行為，將立即獲得處理。 

 
投訴應採書面形式，並應包含投訴人和聲稱歧視的相關資訊，例如： 

 
1. 投訴人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 

2. 遭到投訴的港務部門和/或員工的姓名； 

3. 聲稱違規事件的地點、日期和描述；和 

4. 申訴人或其指定人的簽名。 

 
請參閱本「程序」最後提供的第六篇 / 第 504 節/ ADA 法案和相關法規歧視投訴表。 

 
若投訴人無法以書面形式提交投訴，他或她可以致電奧克蘭（屋崙）港務局民權合規協調

員提交口頭投訴。 

 
投訴人或其指定人應盡快提交投訴，但不得遲於指控違規行為發生後的 180 天（曆日）

以後： 

 
Amy Tharpe，奧克蘭（屋崙）港務局民權合規專員（Port of Oakland Civil Rights 

Compliance Coordinator） 

社會責任科（Social Responsibility Division） 

530 Water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510) 627-1302 
atharpe@portoakland.com 
 
若直接向港務部門、辦公室或工作人員提交投訴，則港務局、辦公室或工作人員應在 5 

天（曆日）內，將投訴轉交給港務局民權合規協調員。 

 
在收到投訴後 10 天（曆日）內： 

1. 港務局民權合規協調員將確定港務局是否對投訴具有管轄權，並向投訴人發送確認

函，通知她/他是否將針對本投訴進行調查。此確認函也將通知投訴人，他/她有權

直接向聯邦機構提出投訴； 



2. 對於有關奧克蘭（屋崙）國際機場的投訴，港務局民權合規協調員將依規定在收到

投訴 15 天內，將投訴副本轉發給適當的聯邦機構，並附上聲明說明為解決此事所

採取的行動及其結果； 

3. 若港務局民權合規協調員決定了管轄權，他/她將通知遭到投訴的港務部門，要求

他們對投訴作出回應並開始調查。調查可能包括對歧視投訴人、港務局員工、承包

商、小包商、次擔保人和聲稱歧視案的證人訪談，並審查任何實物或書面證據。 

 
港務局民權合規協調員可以透過雙方同意的解決方案，嘗試調解和解決投訴。任何此類非

正式決議必須由遭到投訴的港務部門和投訴人簽署。若無可使罪行減輕的情況，港務局民

權合規協調員將在調查開始後 30 天內完成調查和解決工作。 

 
根據聯邦無歧視法規提出的任何指控，將會受到適當、迅速和公正的調查。在對投訴進行

分析時，將採用證據優勢標準。 

 
當港務局民權合規協調員確定發生歧視情況，但未達成非正式決議時，港務局民權合規協

調員應決定任何必要的補救措施，並命令遭到投訴的港務部門實施已接受的建議。 

 
若無可從輕量刑的情況，港務局民權合規協調員將在調查開始後 45 天（曆日）內提供書

面回應。協調員將發出以下三封信函之一： 

1. 一封總結指控的結案函，說明沒有違規行為且案件即將結束；或 

2. 一封總結指控的決議函，描述申訴人和港務部門就提出申訴共同商定的非正式決

議；或 

3. 一封總結指控以及所指投訴調查的結果函（“LOF”），並解釋港務局將採取的任何

補救行動。 

 
若回覆未能圓滿解決問題，投訴人或港務部門可在收到港務局民權合規協調員回覆後 15 

天（曆日）內，向港務局執行董事提出上訴。在收到上訴後的 15 天（曆日）內，港務局

執行董事或其指定人員將與投訴人和受影響的港務部門會面，討論該投訴和可能的解決方

案。港務局執行董事及其指定人也可以與證人面談，並審查任何實物或書面證據。在與投

訴人和港務部門會面後的 15 天（曆日）內，港務局執行董事或其指定人員將以書面形式

回覆投訴人，對該投訴提出最終的解決方案。 

 
若預期出現延誤，港務局民權合規協調員將隨時以書面形式通知投訴人延遲原因和預計回

覆日期。 

 
港務局民權合規協調員應保存收到的投訴、非正式決議、調查結果、上訴和上訴決定的記

錄。港務局民權合規協調員應記錄為解決每項投訴而採取的行動，並依照規定向適當的聯

邦機構溝通投訴活動，且應保留投訴副本和解決方案文件至少兩（2）年的時間。 

 
港務局民權合規協調員（通過執行董事）應至少每年向董事會提交一份有關投訴數量、性

質和狀況的報告。 

 



這些程序並不會否定投訴人向州或聯邦機構提出投訴的權利，也不會影響投訴人就聲稱歧

視、恐嚇或法律禁止的任何形式的報復等相關投訴提出訴訟。 



 
 
 

 
  
 
 
 
 

投訴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家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 

 

 

 

若我們要就此投訴與你聯繫，何時最方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歧視行為依據： 

 
____   種族                                                                                 ____   性別                                                                                    ____   婚姻狀態                                                     

____   膚色                                                                                 ____   原國籍／血統                                                                  ____   兵役狀態 

____   宗教／信仰                                                                    ____   身體／心理障礙                                                             ____   遺傳資訊 

____   年齡                                                                                 ____   醫療狀況 ____   報復  

 

聲稱歧視行為的發生日期和地點。請提供最早發生歧視的日期和最近發生歧視的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如何受到歧視？描述聲稱歧視行為、決定或狀況的性質。盡可能清楚地解釋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你認為你的受保護身分是遭到歧視的

一個因素。包括其他人的待遇與你有何不同。(如有必要，可附加更多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可與其聯繫者（證人、同事、主管或其他人）的姓名，以便我們取得支持或澄清你投訴的額外資訊：(如有必要，可附加更多頁) 

姓名  地址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訴人簽名                     日期 

 

日期：____________ 

 

審核者姓名簡簽：____________ 

第六篇 / 第 504 條款 / ADA 法案和 

相關聯邦和州政府法規 

歧視投訴表 

 限辦公室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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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屋崙 (奧克蘭) 港務局 LEP 申報表 

民權法第六篇計劃
英語能力有限 (LEP) 申報表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計劃領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_____________ 服務日期： ____________ 

LEP 居民如何聯繫你？ 

親自來： _________ 線上： 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 書面形式： _________ 

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類型 申請 提供

親自來的現場口譯：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電話口譯：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事前申請的現場口譯：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文件翻譯：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互動類型/文件 

非預定會議： _____ 預定會議：  _____ 
電話要求： _____ 線上要求/提交： _____ 
公開會議/活動： _____ 申請或表格： _____ 
信件： _____ 申訴： _____ 
手册/小册子/講義： _____ 
其他（請詳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言服務由以下機構提供：

部門志願者 ______ 能說多種語言的員工  ____ 
電話口譯員 ______ 現場約雇翻譯人員 _____ 
約雇翻譯人員 ______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 

請將填妥的表格寄往：
Amy Tharpe, Port of Oakland Civil Rights Compliance Coordinat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vision 
530 Water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510) 627-1302 atharpe@portoakland.com 

mailto:atharpe@portoakland.com


 22 

附錄 D：  
 

屋崙 (奧克蘭) 港務局 
選擇社區人口統計數據 

 

 
 

西班牙語 104,304  阿拉伯語 4,249  高棉語 1,759  
中文  85,330  其他亞洲語言 3,855  法語  1,489 
他加禄语 17,858  波斯語 2,873 古吉拉特語 1256 
越南語 12,423  日語 2,429  亞非語言  2960 
北印度語 6,379  伊洛卡諾語、薩摩亞語、

夏威夷語 
 2,344  尼泊爾語/印度語 1,153 

烏爾都語 7,538  俄語 1,927  泰語、寮國語 1,045  
韓語 6,147  葡萄牙語 1895   

 
資料來源： 
https://factfinder.census.gov/faces/tableservices/jsf/pages/productview.xhtml?src=bkmk  
  

西西西西

西西

西西西西

西西

西西西西西西

西西

西西

西西
西西

西西西西西西 /西西西西西西西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西西

西西

西西西
西西西

西西西西

西西

西西西西

西西

西西西语
西西西西西西西… 西西西西 西西西西

阿拉米達縣超過 1,000 名 LEP 居民所說的語言

https://factfinder.census.gov/faces/tableservices/jsf/pages/productview.xhtml?src=bk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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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factfinder.census.gov/faces/tableservices/jsf/pages/productview.xhtml?pid=ACS_17_1Y
R_B16002&prodType=table  

8,286, 西西西西

85, 西西

39, 西西西西
530, 西西

6,876, 西西

1,816, 西西西

134, 西西西语

764, 西西西西西西

西西西西西西
197, 西西西西 870,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屋崙 (奧克蘭) 市 - 英語能力有限 (LEP) 家庭所說語言

https://factfinder.census.gov/faces/tableservices/jsf/pages/productview.xhtml?pid=ACS_17_1YR_B16002&amp;amp;prodType=table
https://factfinder.census.gov/faces/tableservices/jsf/pages/productview.xhtml?pid=ACS_17_1YR_B16002&amp;amp;prodType=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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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屋崙（奧克蘭）區家庭所說語言  
西班牙語 16% 32000 
中文 3% 6000 
越南語 2% 4000 
蒙語-高棉語/柬埔寨語 2% 4000 
阿拉伯語 1% 2000 
非洲語 1% 2000 
他加禄语 1% 2000 
英語 74% 148000 

 
 
 
 
 
 
 

Spanish, 16%

Chinese, 3%

Vietnamese, 2%

Mon-
Khmer/Cambodian, 

2%Arabic, 1%

African, 1%

Tagalog, 1%

English, 74%

西屋崙（奧克蘭）區家庭所說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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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ty-data.com/neighborhood/West-Oakland-Oakland-CA.html 
 

http://www.city-data.com/neighborhood/West-Oakland-Oakland-CA.html#ixzz5HPaVX4kr 
 
  

2016 年資料 
西屋崙

（奧克

蘭） 

屋崙

（奧克

蘭） 
2016 年資料 

西屋崙

（奧克

蘭） 

屋崙

（奧克

蘭） 
家庭收入中位數  $36,177 $68,060 教育程度   
房租中位數  $904 $1,216 高中以下學歷 35% 19.2% 
平均每戶人數 4.3 ppl 2.6 ppl 高中 8.3% 14.8% 
低於貧窮線百分比 32% 18.9% 不到 1 年大學 5.5% 4% 
家庭戶數百分比 35.2% 40.8% 1 年或以上大學教育 16.9% 14.4% 
單身母親家庭百分比 36.5% 10.7% 副學士學位 7.9% 6.6% 
已婚夫婦家庭百分比 20.2% 36.3% 學士學位 15.1% 24.1% 
有孩子已婚夫婦家庭百分比 32.4% 24.6% 碩士學位 7.4% 11% 
夫婦都工作的已婚家庭百分

比 99.6% 66.1% 
職業學校學位 

2.5% 3.7% 

英語說不好的百分比 10.3% 14.3% 博士學位 1.5% 2.4% 
家中平均汽車數 1.7 2    
公寓平均汽車數 .8 1.1    

http://www.city-data.com/neighborhood/West-Oakland-Oakland-CA.html
http://www.city-data.com/neighborhood/West-Oakland-Oakland-CA.html#ixzz5HPaVX4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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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ty-data.com/neighborhood/West-Oakland-Oakland-CA.html 

職業 西屋崙（奧克蘭） 屋崙（奧克蘭） 
管理   

男 8.8% 11% 
女 6.5% 11.4% 

業務/財務運營   
男 6% 5% 
女 4.9% 6% 

電腦/數學   
男 5.2% 5.6% 
女 2% 1.9% 

建築/工程/科學   
男 1.9% 2.3% 
女 1.1% 2.1% 

社區/社會服務   
男 1.2% 1.7% 
女 3.1% 3.1% 

法律   
男 1.1% 2.1% 
女 1.9% 2.5% 

教育/培訓   
男 5.5% 4.3%` 
女 10.3% 9% 

藝術/設計/娛樂/體育/媒體   
男 5.3% 4.5% 
女 4.3% 4.2% 

醫療/科技   
男 1.5% 2.4% 
女 5.1% 5.9% 

服務業   
男 22.8% 17.7% 
女 28.8% 23.4% 

銷售/辦公室   
男 16% 15.1% 
女 26.1% 23.9% 

施工/維護   
男 6.5% 9.4% 
女 - - 

生產   
男 4.3% 4.7% 
女 2.6% 2.6% 

交通   
男 5.2% 5.1% 
女 - - 

物料搬運   
男 5.1% 3.8% 
女 1.3% 1.1% 

http://www.city-data.com/neighborhood/West-Oakland-Oakland-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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