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表（2019-2020 年度任期） 
 

你所在的城市做出的決策對於你與你的朋友會產生什麼影響，你是否有什麼想法呢？ 

你是否也想參與舉辦在市政府的青年代表會？ 

那就加入 Oakland Youth Advisory Commission！ 

 

早鳥報名* – 6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5 點止（現場報名）  

或 6 月 30 日星期日晚上 11:59 止（以電子郵件寄發或 Google 表單呈交） 

*報名將採先到先審制，直到所有名額額滿為止。 

 

線上填寫本申請表單，請利用以下 URL ： 

https://tinyurl.com/OAKYACapp2019  

 

Oakland Youth Advisory Commission 
Youth and Leadership Development 
150 Frank Ogawa Plaza, Suite 4211 

Oakland, CA 94612 
電話： (510) 238-3245 | 電子信箱： youthcommission@oaklandca.gov  

https://www.oaklandca.gov/boards-commissions/youth-leadership-and-development   
 

若有疑問，請直接聯繫： 

Youth Leadership and Development 員工 

https://tinyurl.com/OAKYACapp2019
mailto:youthcommission@oaklandca.gov
https://www.oaklandca.gov/boards-commissions/youth-leadership-and-development


OYAC 背景介紹 
 

 

  

我們是誰： 

Youth Commission 是一個由 13 到 21 歲並集結來自 25  

個多元種族及區域的屋崙（奧克蘭）公民所組成的團

隊，每一個成員各自代表各議會區（Council 

District），其他青年則廣泛代表全體，青年可由議會

成員推薦申請並受市長指派。  

我們做什麼： 

於 1985 年由市議會（City Council）創立並有責於全

市青年，我們的工作挺身為所有青年做有效發聲，

並在市政府（City Hall）執行立法辯論。  

當論及無家可歸、暴力、金融素養、健康或性交易

等議題，我們代表市議會及市長之責，為青年議題

身任可信的顧問。  

我們需認識法律、與議會成員及市長辦公室溝通、

並與我們的學校及社區裡其他青年舉行討論、舉辦

活動及聽證會，並對法規進行研討及撰寫解決方

案。 

我們怎麼做：  

Youth Commissioners 可以透過幾種方式影響政府： 

Youth Commission 可以探討任何提交之可能影響青年的法

案，並決定此法是否對青年有益，Youth Commissioners 可說

服立法者通過或否決提交之法案。  

Youth Commissions 可以自行發展與青年相關之法規及法律，

並設法說服市長及市議會通過。  

 



時間： 

加入 Youth Commission 非常需要時間來付出，每個月最少需要 12 個小時。  

每個月必須參與兩場完整會議，同時每位委員服務於每個月舉辦兩次以議題為主的委員會，及

出席其社區之會議和活動。  

 

我需要具備經驗嗎？  

不需要！任何人都能成為 Youth Commissioner！必備條件為—你必須居住於屋崙（奧克蘭）

市，並且當你接受指派時，必需年屆 13 至 21 歲； Youth Commissioners 需對青年及社區議題充

滿熱忱，意即任何會影響你及你的朋友之市府決策！  

 

我是否有薪資可領？ 

否—市府不支付 Youth Commissioners 薪水；然而，你將會在年底收到車馬費，並在每一場完整

會議皆有晚餐可享用。  

 

我將會學到什麼？ 

所有 Youth Commissioners 都有機會發展領導能力與倡導能力！Youth Commissioners 將獲得以下

培訓：立法倡導、社區組織、公眾演說、權力與壓迫、社會正義歷史、認識市政府與都市預

算。身為一位 Youth Commissioner 是最棒的方式來服務你的社區、學習政治、社交網路，並在

身為一個具有道德準則且有效的社區倡導人，發展你的領導能力。 

 

 

 

 

 

 

 

 



近期工作成果實例 
 

青年對青年的慈善活動，透過 #OYACgivesback 獲得小額資助 

屋崙（奧克蘭）市的一項專案計畫—Resiliency in Communities After Stress and Trauma 

（ReCAST）， 由 Substance Abuse Mental Health Administration （SAMHSA）所資助，著眼在曾

遭受暴力、創傷及社會騷亂高度影響的社區之修復及公平性。Oakland Youth Advisory 

Commission 由一群介於 13 歲至 21 歲的青年特別透過法規的執行及社區關係來支持社區的恢復

及治癒，並選出創意與發展性兼具的專案計畫，提供約 5,000 美金的獎助。 

兒童與青年之屋崙（奧克蘭）資金（Oakland Fund for Children and Youth，縮

寫 OFCY） 

OYAC 與 OFCY 共同合作，在社區咖啡廳舉辦論壇，促進關於青年人口的需求之談話，並開發一

項策略計畫（Strategic Plan ）。透過這些論壇，青年人、家長、服務提供機構以及相關居民皆

可提供見解，對於 OFCY 基金可以如何善加利用以幫助屋崙（奧克蘭）的青年， 調查結果幫助

知會 OFCY 的規劃與監督委員會（Planning and Oversight Committee）有關依據屋崙（奧克蘭）

市的需求及優先收受幫助的順序，將高達 1 千 9 百萬美金的撥款獲得最佳分配。 

為我們的生命遊行 

受到發生在佛羅里達州帕克蘭市（Parkland, FL）的悲劇所催化，許多青年領袖挺身站出與帕克

蘭市的社區以及同樣也受到槍枝暴力的社區團結一致。在眾多的 Youth Commissioners 中其中一

名成員在 Cosmopolitan 雜誌寫下一篇文章，文章述說她至華盛頓 D.C. 參加全國性的「為我們的

生命遊行（March for Our Lives）」集會；另一名成員則是本地 「為我們的生命遊行」集會的行

動核心召集人，並發表一場強而有力的演說；還有一名成員則是在 Oakland Tech HS 推動「全國

走出教室（National School Walk Out）日」的學生籌畫核心人物，同樣也發表了一場強烈的演

說；近期，一位 OYAC 副主席更獲選為阿拉米達郡女性名人堂（Alameda County Women’s Hall of 

Fame）入選者。 

促進青年與警察的關係 

在 2015 年，隨著數個全國性警察與社區暴力事件的連環報導，OYAC 召開一場城鎮會議，與 15 

個青年機構共同探討有效且負起責任的治安監督解決方案以及建議，以促進執法與屋崙（奧克

蘭）市青少年之間的關係。在此次會議召集，OYAC 發表一則報告「青年觀點：就屋崙（奧克

蘭）之政策規劃，提出負責與效率兼具之改革、解決辦法和建議，以改善執法、社區與青年之

間的關係。」 

  



如何申請 
 

2019 年至 2020 年任期之申請辦法及時間如下：  

• 於表單上填入你的個人資訊、申請同意書、履歷及短篇問答。紙本問卷請於 6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5 點前繳交給 Youth Commission 或於 6 月 30 日晚上 11：59 前（電子

檔呈交）。申請表以先到先審制，至額滿為止。 

 

• 7 月下旬至辦公室與 Youth Commission 員工及 Youth Commissioners 面談，確切日期及

時間將會在繳交申請表之後公布。 

 

• 市議會及市長辦公室或許會邀請你進入辦公室與他們進行另外的面談，歡迎自行連絡

市長及市議會！ 歡迎向我們詢問如何與他們聯絡。 

 

• Youth Commission 向市長辦公室提供推薦合適指派加入我們的人選，但最終決定將由

市長親自指派加入 Youth Commission 的人選。 

 

• 某些情況下，指派單位可能將現任 Youth Commissioner 指派連任第二期。我們明白過

程可能產生疑惑，所以如有任何問題，歡迎直接連絡我們的辦公室人員，我們預計市

長將於 8 月初（或不久之後）選出人選。 

 

• 2019 年至 2020 的 Youth Commission 任期將於 2019 年 9 月舉辦之期初培訓活動開始。 

 

***重要事項請注意*** 

 

Youth Commission 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時間。 

如果獲選指派，除了前頁「基本資料」處提及之每個月規定的 12 個小時，Youth Commissioners 

也需要： 

(1) 參加一場為期 2 天半的期初培訓，含星期五晚上及星期六、日全天，時間會在 2019 年 9 

月，日期待公布。  

(2) 於 2020 年 2 月全程參加兩天期（星期六、日）的「年中」全天式培訓活動。  



個人資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議會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需查詢你的議會區，請至網站查詢： http://gisapps1.mapoakland.com/councildistricts/ 

未滿 18 歲，請提供家長／監護人聯絡資訊：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選填資訊：  

種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取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你正在學中或即將入學，2019 年秋季你將會就讀哪所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列出所有你曾就讀的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認為你與哪些社群有關聯？ 

（例如：寄養、少年司法、被監禁的家長、無身分資料、低收入、難民、男／女同志、變性、殘障、無

家可歸、未成年家長）注意：以上僅為範例，請列出所有你本人認為與你有關的社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如何得知 Youth Commis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gisapps1.mapoakland.com/councildistricts/


申請同意書 

 

請在你所同意的聲明旁簽署姓名的第一個字母。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書寫姓名） 

 

在此聲明： 

____________ 本申請表內提供之資訊皆正確無誤，本人盡力如實回答所有問題並盡可能填寫最

完整回答。 

____________ 本人已詳閱本申請表及 2019-2020 Youth Commission 任期所需的日期，並了解每

個月需求的 12 個小時為強制性。 

____________ 本人了解今年度培訓營將會舉辦在周末（ 2019 年 9 月份的星期五至星期日），

日期公告將在申請表經審查後釋出。本人也了解在 2020 年 2 月中，將有額外的培訓日舉辦在星

期六和星期日，且必須全程出席。 

____________ 本人保證了解 Youth Commission 辦公室收集申請資料、與申請人面試並向市長

辦公室提供指派人選的推薦，但不參與人選之決策，最終將由市長親選欲向 Youth Commission 

指派之人選。（如有任何關於申請及指派過程的疑問，請聯絡 Youth Commission 員工，電話：

（510）238-3245） 

 

正楷書寫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短篇問答 

回答長度不受限制；但每一個問題必須完整填寫。  

請整齊手寫或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型及字體大小 12 作答。  

1. 請描述你自己，你的個人歷史和背景是什麼？你有什麼最引以為傲的過往成就？你對你自己的教

育及未來職業有什麼夢想與計畫？ 

 

2. 在你的學校或社區中，有哪些影響青年的問題？你會如何描述這些問題？如果明天你將與市長或

市議會成員舉行會議，你將與他們說什麼以及向他們建議什麼？ 

 

3. 你為什麼想要加入 Youth Commission？你具備什麼技能及天分是你想帶入 Commission 的呢？在 

Youth Commission ，你會想要學到什麼？ 

 

4. Youth Commission 需要投入每個月至少 12 個小時，為了能夠真正發揮影響力，常常會需要投入

更多的時間，在就學期間，你還能提供其他什麼承諾？你預計以什麼方式來達到 Commission 所

設定的時間目標？你是否願意將這些視為最高優先呢？ 

其他附件 

請在投遞申請表時，一併附上最新履歷表（必要）。 

提供推薦信函（非強制）—幾個段落即可—撰寫人（如：老師、輔導員、監督官等等）不可為家人，

寫些關於您的事蹟。  

 

早鳥申請截止時間如以郵寄或親自繳交為 6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5 點前，  

透過電子郵件或 Google 表單，則在 6 月 30 日星期日晚上 11：59 之前。  

 
如透過電子郵件繳交，請儘量以 PDF 格式寄送。  

親自繳交申請表、一般郵件交寄或電子郵件寄送，請使用下方資訊：  

Oakland Youth Advisory Commission 
Youth and Leadership Development 
150 Frank Ogawa Plaza, Suite 4211 

Oakland, CA 94612 
電話： (510) 238-3245 | 電子郵件： youthcommission@oaklandca.gov  

mailto:youthcommission@oaklandca.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