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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D Admin Initial  __________ TSD Determination: 

S.R No.                   __________  Engineer Initial __________ 

Mail Out Date    __________  Approved Date __________ 

Receipt Date    __________  Denial Date __________ 

屋崙 (奧克蘭) 市 

住宅殘障停車區 (RDPZ) 

申請表 
2009 年 7 月 1 日生效 

欲申請住宅殘障停車區，請遵照以下說明進行。 

1. 填寫本申請表，提供下面列出的所有必要文件，並郵寄到：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Division Manager (TSM) 
City of Oakland,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Division 
250 Frank H. Ogawa Plaza, Suite 1333 
Oakland, CA 94612 

2. 所需文件如下所列。請郵寄正本文件的影印本。不要郵寄正本。
(a) 殘障人士停車識別證 (識別掛牌)

(b) 駕駛執照
(d) 以申請人或主要同住照顧者名義申請的 DMV 車輛註冊登記證，照顧者必須全

天候住在該地址
(b) 租約、公用事業帳單或房屋保險單
(e) 如果申請人不是物業業主，則申請人必須提供業主同意設置住宅殘障停車區

的同意書。

3. 請注意，符合所有資格和技術規定的申請人將被要求簽署一份協議書和免責書。

我申請在以下住宅設置一個殘障停車區 (藍色區)： 

街道地址 公寓號碼 郵遞區號 

申請人姓名 (正楷) 簽名 日期 

申請人電話號碼 手機號碼 電郵地址 

填表人姓名 (若與申請人不同) 簽名 日期 

填表人電話號碼 手機號碼 電郵地址 

填表人是申請人的主要照顧者嗎？(單選) 是 否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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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將使用你申請的住宅殘障停車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物業業主嗎？          是 不是 

 

你是有駕照的駕駛人嗎？      是 不是 

 

你有一個全天候與你同住的主要照顧者嗎？       有 沒有 

 

你的物業上有車庫、車棚或車道嗎？            有 沒有 

 

你的住處有非路邊的無障礙停車位嗎？        有 沒有 

 

你住處 150 英尺範圍內有現成的住宅殘障停車區嗎？  有 沒有 

 

路邊停車位有停車收費錶嗎？            有 沒有 

 

如果可以使用非路邊停車位，為什麼還需要路邊的住宅殘障停車區？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你的物業上有車庫、車棚、車道或停車位，請解釋你的殘障情況如何讓你無法使用非

路邊的停車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警告： 所有車輛，包括本州核發臨時或永久殘障牌照的車輛，若在清掃街道時段停車

包括停在殘障停車區 (藍色區域)，均會按照加州車輛法規開立罰單和/或拖吊。

有關本市的街道清掃政策和執法規定，請致電 510-615-5566 聯繫 PWA 客服中

心，日班請電 510-434-5110，夜班請電 510-434-5130。 

 

 

 

 



住宅殘障停車區 (RDPZ) 申請表   

第 3 頁 / 共4頁 

OPW201904e CH 

 
 

 
 

屋崙 (奧克蘭) 市 
 

住宅殘障停車區 (RDPZ) 
 

實施規定協議 

除了符合資格規定外，申請人還必須同意並遵守實施規定。  

1. 如果不再需要住宅殘障停車區，申請人有責任通知市政府。市政府可選擇移除此住

宅殘障停車區。 

2. 申請人必須遵守《屋崙 (奧克蘭) 市政法規》(OMC) 第 10.28 章的所有停車管理條

例。如需查閱 OMC，可至位於 One Frank H. Ogawa Plaza, Oakland, California, 94612 

的 市 政 府 書 記 辦 公 室  (Office of the City Clerk) ， 或 上 網 站 

www.oaklandnet.com/cityclerk  

3. 住宅殘障停車區不得濫用。若有任何濫用情形，將導致住宅殘障停車區被移除。交

通服務部經理 (TSM) 有權判斷是否有濫用情形。TSM 將考慮以下因素，認定住宅

殘障停車區是否被濫用：  

a. 申請人的殘障程度；  

b. 申請人將車停在停車位，且不操作車輛的時間長短；  

c. 濫用申請人的殘障掛牌或車牌；  

d. 申請人是否有任何違反 OMC 第 10.28 章或本政策的情形； 

e. TSM 認為與本議題相關且合理的其他任何因素。  

4. 住宅殘障停車區並非私人或預留車位，會按先到先得的原則供任何獲授權停泊住宅

殘障停車區的車輛使用。 

5. 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和停車執法組負責執行停車法規，會依照接獲通報的時間

和需要服務的程度排定優先順序，依序處理違規停車投訴。  

6. 住宅殘障停車區不得用於車輛的長期存放。如 CVC 所述，車輛必須妥善維修且能

操作。就本政策而言，車輛長期存放的定義為：任何車輛停泊或留置在公共街道的

同一位置連續超過 14 天 (日曆日) ，不曾駕駛或移動。  

 

本人 (申請人) 已閱讀本實施規定協議的所有條款，並同意遵守這些條款。本人謹於此日

簽署本協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姓名正楷    簽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公寓號碼   郵遞區號 

http://www.oaklandnet.com/citycl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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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崙 (奧克蘭) 市 
 

住宅殘障停車區 (RDPZ) 
 

免責及所有索賠棄權書 

 
住宅殘障停車區計劃 (以下簡稱「計劃」) 是由屋崙 (奧克蘭) 市政府 (以下簡稱「市政府」) 

提供的一項自願計劃。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此確認自願參與本計劃。本人在此承

擔一切由於本人參與本計劃而可能造成的傷害或損失的所有責任和風險，包括死亡。本人

在此同意，因本人直接或間接參與本計劃而產生，或在參與期間或在其後的任何時間而造

成的任何意外、疾病、受傷或死亡，或任何財產損失或破壞，本人同意放棄、不追究、豁

免並永久解除市政府及其員工的責任，並承諾不對其提起訴訟或進行索償及要求。 

 

本免責及所有索賠棄權書適用於本人參與本計劃而產生的一切相關損失、受傷或死亡事故，

無論是否確定或據稱是因市政府或其他方的任何行為或遺漏所造成，不論疏忽與否。本免

責及所有索賠棄權書對本人以及本人的繼承人、遺囑執行人、管理人及所有家庭成員均有

約束力。 

 

本人在此確認本人所提供的資訊真實無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正楷姓名    簽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公寓號碼    郵遞區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