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送回:   Traffic Calming Program, SFMTA Livable Streets Subdivision  
  One South Van Ness Avenue, 7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3 
  – or – scan and send to TrafficCalming@sfmta.com  
 

了解交通局居民區車輛減速計畫, 請上網 www.sfmta.com/calming 
 

要求交通減速申請表(Traffic Calming Request Form) 
 

主要聯繫人資訊 
 

     
姓名  電郵地址   電話號碼 

 

   
街道地址  郵編 

 
指明具體位置及關心的問題 

 

三藩巿交通局將在每個街區的基礎上評估交通減速的需要；必需另外提交一份相鄰街區的申請

表。請註明你的街區： 
 
 從  到  
你的街道  交叉街道  交叉街道 

  
三藩巿交通局交通減速計劃主要是解決住宅區內街區中段的超速問題。請詳細提供你所在的街道

上的有關問題： 
 

 
 

 

 
 
 

鄰近地區請願書 
 

想要被劃入交通減速計畫，你必須收集 20 *個簽名, 簽名人必須住在你的街區內, 請用附件中的申

請表。每個地址只允許一個簽名。 
收集簽名是申請工作的一部分, 為的是在審理程序之前, 得到社區的支持。如果你的街區劃歸為交

通減速計畫之內, 你的街區的居民將有機會投票選擇使用減速路突坡或交通局建議的其它交通減

速方式。 
 
*如果你的街區有少於 40 個地址，請從其中一半獲得簽名。  
 
社區聯繫 (非必須) 

 

請用表格最後的一頁來提供在您社區中有那些學校，社區中心或老年中心, 請填上他們的姓名，

地址和主要聯絡信息。進行評估時,靠近學校和其向社區設施的申請將得到優先考慮。然而,這頁

是非必須填的。 

http://www.sfmta.com/calming


 

請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與要求交通減速申請表一起送回。                                                      請瀏覽 www.sfmta.com/calming 獲得更多資訊。 

 

要求交通減速請願書(Traffic Calming Request Petition) 
 

我們所有簽名者特此向三藩巿交通局申請, 同意交通局進行必要的評估、舉行公開聽證會，及建議在以下地點設置減速突坡或其他適當

的交通減速器 
 從  到  
你的街道  交叉街道   交叉街道 

 

在批准具體措施前，街區內將派發選票, 並且舉行公開聽證會。 
 
在該請願書上簽名意味著, 

• 我同意在我房子或店舖前面鋪設減速突坡或其它減速器, 這些措施已被交通局認可; 並且 
• 我的簽字表明我投“贊成”票, 除非我在以後的街區選票中投“反對”票。 

 

 正體署名 簽名 
(同意上述聲明) 

地址 
(每一戶只限一個簽名) 電郵地址 

1     

2     

3     

4     

5     

6     

7     

8     

9     

10     
  
 

http://www.sfmta.com/calming


 

請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與要求交通減速申請表一起送回。                                                      請瀏覽 www.sfmta.com/calming 獲得更多資訊。 

要求交通減速請願書(Traffic Calming Request Petition) 

我們所有簽名者特此向三藩巿交通局申請, 同意交通局進行必要的評估、舉行公開聽證會，及建議在以下地點設置減速突坡或其他適當

的交通減速器 
 從  到  
你的街道  交叉街道  交叉街道 

 

在批准具體措施前，街區內將派發選票, 並且舉行公開聽證會 
 
在該請願書上簽名表明， 

• 我同意在我房子或店舖前面鋪設減速突坡或其它減速器, 這些措施已被交通局認可; 並且 
• 我的簽字表明我投“贊成”票, 除非我在以後的街區選票中投“反對”票。 

 

 正體署名 簽名 
(同意上述聲明) 

地址 
(每一戶只限一個簽名) 

電郵地址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http://www.sfmta.com/calming


 

請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與要求交通減速申請表一起送回。                                                      請瀏覽 www.sfmta.com/calming 獲得更多資訊。 

交通減速(Traffic Calming Request)社區聯繫資訊(非必須選項) 
 

請提供以下地點的學校、社區中心或老人中心, 遊樂場及公園的名稱、地址及主要聯繫人: 
 從  到   
你的街道  交叉街道  交叉街道  

 

 
無須提供遊樂場和公園的聯繫信息。進行評估時，靠近學校和其他面向社區的設施將得到優先考慮。 

 

設施名稱 

設施類型 
（例如學前班、 

老人中心、 
高中等） 

地址 聯絡人及職稱 

(例如校長等) 電郵地址 

     

     

     

     

     

 

http://www.sfmta.com/cal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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