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崙（奧克蘭）市認養公共空間申請
感謝您自願擔任屋崙（奧克蘭）的義工！
屋崙（奧克蘭）公共事務局 (Oakland Public Works) 與社區結盟，提供每位市民一個積極且持續參與美化、
清潔和維護屋崙（奧克蘭）街坊、公園及溪流的機會，無論是個人、家庭、鄰里團體、市民組織、職工
團體和本地企業，都能為維護屋崙（奧克蘭）的市容貢獻心力。

屋崙（奧克蘭）市認養公共空間 (Oakland Adopt a Spot) 計劃包含非常廣泛的義工服務項目和目的。參
與者選擇認養一個公共空間，並承諾負責定期清潔和美化該空間，為期至少一年。認養的公共空間必須
是屋崙（奧克蘭）的物業或道路用地。典型的公共空間包括公園、溪流、防洪排水道、安全島、路緣石、
人行道和分隔島。義工服務可能包括：清除垃圾、塗鴉和雜草；保持防洪排水道的清潔;在垃圾箱上鑲
嵌錦磚和壁畫; 恢復林木及其他的修繕工作。
公共事務局會協助提供工具和用品，垃圾清運服務, 宣傳和技術援助。
本申請包內含有：
屋崙（奧克蘭）市認養公共空間計劃申請與同意書
義工棄權與責任豁免聲明
垃圾箱和公用設施箱美化規則
義工守則
如認養公共空間：
1. 認真閱讀並熟悉義工守則（第5-6頁）。 更多信息發佈在 www.oaklandadoptaspot.org.
2. 填寫屋崙（奧克蘭）市認養公共空間申請表和同意書（第2頁）和義工棄權與責任豁免聲明（第
3頁），並在兩份文件上簽名。如申請美化垃圾箱和公用設施箱，請在垃圾箱和公用設施箱美化
規則（第4頁）上簽名，並上交作品樣本或描述。
3. 將 填完的文件發送郵件至 adoptaspot@oaklandnet.com，或發送傳真至(510)238-7286, 或郵寄/遞
送給Oakland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250 Frank H. Ogawa Plaza, Suite 5301, Oakland, CA 94612。
4. 公共事務局代表會與您聯絡，討論您義工服務的目標。一旦申請被批准，您會收到由公共事務局
簽署的申請複本，並且加入認養公共空間計劃的數據庫。您會成為一位被屋崙（奧克蘭）市認可
的義工。
如認養排水道:
1. 請勿填寫認養公共空間申請。請通過以下網址註冊認養排水道：www.adoptadrainoakland.com
如果您對屋崙（奧克蘭）市認養公共空間計劃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 (510) 238-7630，或寄電子郵件至
adoptaspot@oaklandnet.com。
加入我們的臉書專頁 www.facebook.com/sustainableo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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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崙（奧克蘭）市認養公共空間申請
請填妥本申請表及免責聲明，掃描後發送電子郵件至 adoptaspot@oaklandnet.com，或發送傳真至(510)238-7286。您也可以
郵寄/遞送給 Oakland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250 Frank H. Ogawa Plaza, Suite 5301, Oakland, CA 94612。公共事務局代表會與
您聯絡。您的認養公共空間同意書和義工棄權與責任豁免聲明會在公共事務局代表簽字後生效並發還給您。

個人姓名/團體名稱:
主要聯絡人:
地址:

城市:

電話:

電子信箱:

州:

郵遞區號:

1) 請勾選要認養哪種類型的地方（可複選）：
 街區（路緣石和人行道）
 公園 (名稱:
)
 其他（請指明）
 溪流(名稱:
)
 美化垃圾箱和公用設施箱: 請上交作品樣本和/或設計描述，並填妥垃圾箱和公用設施箱美化規則表（本申請包第 4 頁）
*如認養防洪排水道排水道，請勿填寫此申請表。而是通過以下網址註冊：www.adoptadrainoakland.com

2) 認養地點的確切位置(最近的十字路口或地址)?
3) 您大約要多久清潔/美化認養地點一次?
 每天  每週

次  每週一次  每月一次  每半個月一次  其他:

4) 您一般會在星期幾工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時間段?
_____ 至 _____

5) 您要進行哪些活動? (請勾選所有您要進行的項目)
 清除垃圾  除草  清除塗鴉  其他
簡單說明您的工作範圍:

6) 一次平均會有幾位義工在認養地點工作?
7) 我們可以幫您在公共事務局的義工活動月曆或者其他平台上刊登您的「認養公共空間」聯絡資訊，以替您招
募其他義工嗎？是

否

我/我們希望認養上述公共空間。我已閱讀並簽署義工棄權與責任豁免聲明附件。我會在開始工作前要求其他義工同伴簽署
義工棄權與責任豁免聲明（請到 www.oaklandadoptaspot.org 下載），且每年至少簽署一次。
我會將填妥的文件交到屋崙（奧克蘭）公共事務局，并保留簽署的聲明書。我同意遵守「義工守則」的規定，且會要求我的
其他義工同伴在開始工作前閱讀該守則。我瞭解若我或我的義工同伴違反本協議條款，屋崙（奧克蘭）市政府有權隨時終止
本協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公共事務局支持並認可此認養申請，同意：




授權此認養申請，自以下日期算起一 (1) 年內有效
提供工具、垃圾袋和其他適當用品
到指定地點清運市政府發放的垃圾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共事務局代表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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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守則
感謝您為屋崙（奧克蘭）市的付出！維護您的健康與快樂是我們的重要責任。所有參與本市物業或道
路用地相關公共活動的義工，皆須注意自身安全，行為有禮並遵守法規。請遵守下列守則：

一般
行為守則






務必守禮。
絕不說粗俗穢語或做出威脅或破壞行為。
嚴禁未經授權擅自改造市政府物業或道路用地，包括園林樹木在內。
除非事先取得公共事務局的授權，否則禁止將外來覆蓋物和土壤帶進市政
府物業和道路用地。

一般安全





穿著適當的鞋子、衣物、擦抹防曬用品，必要時戴護目用具。
隨時補充水分。
發生緊急事故時應立即撥打 911，手機請撥打 510-777-3333 屋崙（奧克
蘭）。
若在從事義工工作期間受傷，請儘速聯繫屋崙（奧克蘭）市政府人員，您
可以發郵件至到 adoptaspot@oaklandnet.com 或撥打 510-238-7630。



工具安全










請勿使用電動工具。
手持工具時注意不要打到他人。最好的方法是將工具朝下垂直持握。
務必使用符合工作所需的正確工具。如果不確定，請詢問隊長或市政府人
員。
絕不允許孩童把工具當玩具或使用尖銳工具。
工具不離身。
不使用工具時，將它們整齊地擺放在一旁，以防絆倒危害。
活動/清潔完畢後，請清點並清潔工具。
遵守協議歸還借用的工具及物件。請到 www.oaklandadoptaspot.org 下載工
具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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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







儘可能遠離車道。
穿越車道時請走有紅綠燈的地方或行人穿越道，切勿直接從中間穿過。
在排水溝內或附近工作時，請在靠近人行道的那一側工作。
如果在車輛往來的地方附近工作，請穿著明亮的反光工作背心或亮色衣物
。
如需交通協助或者錐形交通路標，請聯繫環境服務處。

在河道
附近工作






靠近河流時，務必要結夥工作。
避免碰觸毒葛。疑似接觸到後要洗澡和清洗衣物。
踩在斜坡處和河岸邊時要小心。
在沒有大人的陪伴下，絕不允許孩童單獨在陡坡處或河岸附近工作。

清除垃圾




請務必用掃把、耙子或鏟子清掃玻璃。絕不要徒手撿拾尖銳物品。
絕不要碰觸醫療或有害廢棄物（包括皮下注射針頭、汽車用油、不明液體
和物質）。如在公共道路用地發現有害廢棄物，請立即撥打 510-444-3322
向屋崙（奧克蘭）市消防局報告。
將清理的物質分類為回收物、綠色廢棄物和垃圾。
回收物請丟入您居住地的灰色回收桶。
小量垃圾請丟入您居住地的棗紅色垃圾桶。大量垃圾請放入市政府發放的
透明塑膠袋內，由公共事務局清運。您可要求市政府供應透明垃圾袋。
小量的綠色廢棄物（如樹葉和修剪廢屑）請丟入您居住地的綠色回收桶。
大量垃圾請放入市政府發放的紙袋內，由公共事務局清運。 在常規清運垃
圾日，廢物管理處會將擺放在綠色回收筒旁的紙袋裝的綠色廢棄物回收。
大型清潔所用的废物集装箱需要提前一个月预订。








和公共事務局協調清理市政府發放的垃圾或綠色廢棄物袋


公園，安全島，和大型清潔需要提前審批。如果您需要市政府協助清運大容量的垃圾和綠色廢棄物，請
至少提前兩週與環境服務處聯繫。如果需要廢物集裝箱，則需要至少提前一個月預訂。



在公園的街角或者鄰近垃圾箱附近，把垃圾袋集中放置的其中的一個或幾個地點。為避免阻礙道路，請確
保把垃圾袋放在安全的位置，例如街角或者鄰近垃圾箱的地方。



對於街道清運，請將已收集好的垃圾上報至公共事務局電話中心，請撥打 (510) 615-5566（星期一至星
期五的上午 8 點到下午 4:30），或寄電子郵件至我們全年無休的線上通報信箱

opwcallcenter@oaklandnet.com，或是造訪 www.seeclickfix.com/oakland。
o 上報垃圾種類，垃圾袋數量，以及最近的地址或十字路口。
o 至少提前兩週聯繫環境服務中心， 以便獲得及時的清運服務。
請注意：市政府保留立即撤銷支援任何一名義工的權利，如果市政府酌情判定義工在自願參與市政府物業或道
路用地相關公共活動時，其行為不符合本「義工守則」的規定或違反地方、州或聯邦法律，市政府得全權決定是
否撤銷其支援。撤銷支援可能包括取回出租工具和廢止相關的「認養公共空間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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