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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AREA 10 RT 对民权的承诺 
  
本次更新 AREA 10 RT 的第六章计划是为了确保以非歧视方式提供 AREA 10 RT 
固定路线/需求响应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并为 AREA 10 RT 
提供充分和公平参与的机会骑手和其他社区成员。此外，通过该计划，AREA 10 RT 
调查了英语不是其主要语言以及英语阅读、写作、口语或理解能力有限的人对服务和

材料的需求。 
  
原则上，AREA 10 RT 致力于确保任何人在接受 AREA 10 RT 
的任何服务时不会因种族、肤色而被排除在外，或被剥夺其利益或受到歧视，或民族

血统。本计划的内容是根据 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第 601 节和第 13116 
号行政命令（改善英语能力有限的人获得服务的机会）以及禁止在任何联邦范围内进

行歧视的其他法规和当局准备的协助计划或服务。 
  

根据 1964 年的《民权法案》，并且作为美国交通部 (US DOT) 的联邦运输管理局 
(FTA) 计划下的联邦资金的接受者，AREA 10 RT 有义务确保： 
  
♦        其巴士服务的好处在整个服务区公平分享；  
♦        巴士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足以为其服务区域内的所有乘客提供平等的机会；  
♦        没有人被排除在参与 AREA 10 RT 的服务规划和开发过程中； 
♦        

关于服务变更或设施位置的决定是在不考虑种族、肤色或民族血统的情况下做出的

，并且通过将其不利的环境和健康负担不成比例地分配给社区的少数群体而使整个

社区受益的开发和城市更新不会被不合理地购买人口; 和 
♦        有一个程序可以纠正任何有意或无意的歧视。  

  
  
  
   

  

  

  



二、一般要求 
  
  
公众须知 
  
为了让 AREA 10 RT 
骑手了解其对第六章合规性的承诺以及他们提出民权投诉的权利，AREA 10 RT 
在其网站、计划手册、时间表和海报上提供了以下中英文信息在转运亭。 
  
你的民权 
  
AREA 10 RT 
根据《民权法案》第六章以及禁止在联邦援助的计划和活动中进行歧视的其他法规和
当局，在不考虑种族、肤色或国籍的情况下运营其计划和服务。任何认为自己受到第
四章规定的任何非法歧视行为侵害的人都可以向 AREA 10 RT 提出投诉。有关 AREA 10 
RT 民权计划和投诉程序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812-876-1079；发送电子邮件至 
lsalyers@area10agency.org 或在上午 8:30 至下午 4:30 访问我们的行政办公室，地址为 
631 W. Edgewood Dr., Ellettsville, IN 47429。也可以直接向 FTA 
民权办公室提出投诉，地址为 1200 New Jersey Avenue SE, Washington DC 20590。有关 
AREA 10 RT 
计划和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area10agency.org。如果需要其他语言的信息，请
联系 812-876-1079。    
  
歧视投诉程序 
  
AREA 10 RT 
已经建立了一个程序，让骑手根据第六章提出投诉。任何认为她或他因种族、肤色或

国籍而受到 AREA 10 RT 
歧视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填写并提交该机构的《综合民权投诉表》来提交 Title IV 
投诉，该表格可在我们的行政办公室或在我们的网站www.area10agency.org    
  
AREA 10 RT将在收到投诉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所有正式投诉通知 INDOT。  
  
完整表格见附件A。  
  
步骤  
  
任何认为她或他因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或国籍而受到 Area 10 
Rural Transit 歧视的人都可以通过填写并提交机构的标题来提交标题 VI 
投诉六、投诉表。Area 10 Rural Transit 调查在指称事件发生后不超过 180 
天收到的投诉。Area 10 Rural Transit 将处理完整的投诉。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www.area10agency.org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www.area10agency.org


一旦投诉被接收，区10个农村交通将进行审查，以确定我们的办公室有管辖权。投诉

人将收到确认函，通知她/他是否会投诉我们的办公室进行调查。 

Area 10 Rural Transit 有30 
天的时间来调查投诉。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来解决案件，市政府可能会联系投诉人。  

投诉人有 10 个工作日的时间从信函之日起将要求的信息发送给分配给案件的调查员。  

如果投诉人未联系调查员或在 10 
个工作日内未收到补充信息，该市可以通过行政方式结案。如果投诉人不再希望继续

处理他们的案件，也可以通过行政方式结案。 

调查员审查投诉后，她/他将向投诉人发出两 (2) 封信中的一封：结案信或调查结果信 
(LOF)。  

        一个封闭的信总结了这些指控，并指出，没有一个标题VI侵犯，案件将被关闭。 
        

一个发现的字母（LOF）总结的指控以及关于被指控的事件的采访，并解释任何纪

律处分，是否会发生工作人员，或采取其他行动的额外培训。 

如果投诉人希望对决定提出上诉，她/他可以在信函或 LOF 发出之日起 10 
天内提出上诉。 

一个人也可以直接向联邦运输管理局提出投诉，地址是： 
联邦运输管理局 
民权办公室 
1200 新泽西大道东南 
华盛顿特区 20590 
  
指控歧视的现行诉讼、投诉或查询 
  
AREA 10 RT 保留了一份由 FTA 和 FTA 
以外的实体进行的积极调查的清单，包括指控基于种族、肤色或国籍的歧视的 AREA 
10 RT 
的诉讼和投诉。该清单包括提交与交通相关的第六章调查、诉讼或投诉的日期；指控

摘要；调查、诉讼或投诉的状态，以及 AREA 10 RT 
采取的回应措施，或与调查、诉讼或投诉相关的最终结果。 
  
截至编写本计划时，未决投诉为零，指控基于种族、肤色或国籍的歧视，或任何其他

形式的歧视。  
  

  



三、AREA 10 RT 的公众参与计划 
  
关键原则 
  
AREA 10 RT 的公众参与计划 (PPP) 已准备就绪，以确保没有人被排除在 AREA 10 RT 
的服务规划和开发过程之外。它确保： 

• 可能受影响的社区成员将有适当的机会参与有关将影响其环境和/或健康的拟议活动

的决策； 

• 公众的贡献可以而且将会影响AREA 10 RT 的决策； 

• 在决策过程中将考虑所有参与者的关切；和， 

• AREA 10 RT 将寻找并促进那些可能受到影响的人的参与。 

  
LEP refers to persons for whom English is not their primary language and who have a limited 
ability to read, write, speak, or understand English. It includes people who reported to the U.S. 
Census that they speak English less than very well, not well, or not at all. 
通过一个开放的公共过程，10区RT开发了一个公众参与计划，以鼓励和引导公众参与

力度，提高少数民族和英语能力有限（LEP）的人群前往该地区的10 
RT的交通决策过程。公众参与计划描述的总体目标，指导原则和方法，拓展该地区10 
RT用途，以达到其车手。 
  
公众参与计划的有限英语水平 (LEP) 目标 
  
AREA 10 RT PPP 的总体目标包括： 
  

• 影响潜力的清晰性 - 
该过程清楚地识别和传达参与者可以在何处以及如何对决策产生影响和直接影响。 

• 一致的承诺 - AREA 10 RT 

定期沟通，与骑手和我们的社区建立信任，并建立社区提供公众意见的能力。 

• 多样性 - 

参与者代表一系列社会经济、种族和文化观点，代表性参与者包括来自低收入社区

、少数民族社区和英语能力有限的居民 

• 可访问性 - 

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参与机会在物理、地理、时间、语言和文化上都是可访问的。 

• 相关性 - 以参与者理解其重要性和潜在影响的方式构建问题。 

• 参与者满意度 - 花时间参与的人认为加入讨论并提供反馈是值得的。 



• 伙伴关系 - AREA 10 RT 
通过其公众参与计划中描述的方法与社区发展并维持伙伴关系。  

• 质量输入和参与 - AREA 10 RT 

收到的评论有用、相关且具有建设性，有助于制定更好的计划、项目、战略和决策
。 

  
公众参与计划的目标 
  
AREA 10 RT的公众参与计划基于以下原则： 
  

• 灵活性——参与过程将适应以多种方式参与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 包容性 - AREA 10 RT 将接触并吸引来自 AREA 10 RT 服务区的低收入、少数族裔和 
LEP 人群。  

• 尊重 - 所有反馈都将得到认真和尊重的考虑。 

• 主动和及时 - 参与方法将允许早期参与并持续进行。  
• 清晰、重点突出且易于理解 - 

参与方法将具有明确的输入目的和用途，并将以易于理解的语言进行描述。 

• 诚实和透明 - 提供的信息将准确、可信和完整。 

• 响应性——AREA 10 RT 将响应并将适当的公众意见纳入交通决策。  
• 无障碍——

会议将在所有地区居民完全无障碍和欢迎的地点举行，包括但不限于低收入和少数

族裔公众，以及与所提出和讨论的主题相关的地点。 

  
在以下情况下，AREA 10 
RT将在考虑所有票价变化、路线和时间表的重大修改以及其他交通规划项目时使用其

公众参与计划： 
  

• 正在考虑增加/减少票价或对票价支付方式进行重大改变； 

• 提前预约的政策是减少或增加; 

• 变更上客区偏航； 

• 建立了一条新路线； 

• 提议消除现有路线； 

• 考虑到当前提供服务的任何一天在任何线路或线路组上的服务完全中断； 



• 任何超过（加或减）当前总服务时间10%的全系统服务时间变化； 

• 对于未达到上述水平的小班次和服务变更，AREA 10 RT 

将在适当的巴士上张贴服务变更通知，并在变更日期前三十天停止。  

  
四、AREA 10 RT 的公众参与流程   
  
外展工作——提醒乘客并鼓励参与 
  
AREA 10 RT 的 PPP 
包括许多超越依赖法律通知和间歇性媒体报道的传统方法的媒体。虽然 AREA 10 RT 
将这些元素与传统的座位空降传单一起保留到其外展计划中，但 AREA 10 RT 
已经利用了我们社区成员和骑手更广泛使用的通信方法。 
  
虽然外展过程可能会不时发生细微变化，但以下大纲以票价或服务变更为例，提供了

让乘客参与决策过程的一般步骤。  

1. 服务/票价变更提案是内部制定的或作为公众意见的结果； 

2. 提案由 AREA 10 RT 的董事会审查； 

3. 对该提案进行了第六章审查； 

4. 如果需要，将寻求 AREA 10 RT 门罗县委员会的授权进入公众意见征询期； 

5. 公共外展场所、日期和时间是在考虑拟议的变化及其对 AREA 10 RT 

服务区内特定地点/人口的影响后确定的； 

6. 制定双语（英文和中文）公共宣传材料和计划； 

7. 在发布公共信息会议之前的外展活动可能包括：  

1. 向 AREA 10 RT 社区合作伙伴发送电子邮件； 

2. 地方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3. 公众意见征询期结束; 

4. AREA 10 RT 董事会会议； 

5. 最终服务/票价变更日期已确定； 

6. 在任何服务或票价变更之前进行外展； 

7. 双语系统时间表和网站在拟议更改之前更新。 

  
会议地点的选择 
  
在确定公开会议的地点和时间表时，AREA 10 RT 将：  



  

• 在少数族裔和 LEP 社区方便和可及的时间和地点安排会议； 

• 采用不同的会议规模和形式，包括虚拟和市政厅类型的会议形式； 

• 与社区组织、教育机构和其他组织协调，实施公众参与战略，专门针对受影

响的少数族裔和/或 LEP 社区的成员； 

• 考虑广播、电视或报纸广告以及为 LEP 人群提供服务的播客；  

• 确保在需要时提供往返会议的交通工具； 

• 通过书面交流以外的方式为公众参与提供机会，例如一对一访谈或使用音频

或视频录制设备来捕捉口头评论。 

  
AREA 10 RT 培养基  
  

• 印刷品——报纸和其他期刊 

• 户外 – 在公交车上做广告 

• 网站 – AREA 10 RT 已经组装了一个综合网站   

• 基于网络的反馈   
• 社交媒体——AREA 10 RT 自 2009 年以来一直使用 Facebook 来帮助社区参与  
• 电子邮件——AREA 10 RT 开发了一个季度电子邮件，现在有超过 1,800 名读者 
• 收音机  
• Seat Drops, On-board Flyers – AREA 10 RT 

定期使用落座和传单为乘客提供服务变更的详细信息以及公开会议和听证会的时间

表。 

• 直接电子邮件或邮寄给社区合作伙伴 

• 公共信息会议  

• 公开听证会 
• 法律声明  

  
处理意见 
  
将公众意见纳入决策 
  
通过公众参与计划收到的所有意见都会得到认真、周到的考虑。由于乘客或社区成员

可以通过多种不同方式对提议的服务或票价更改发表评论，因此所有评论都汇集到一

个文件中，以提交给 AREA 10 RT 董事会以供考虑。 
  



利益相关者的识别 
  
我们的社区合作伙伴 
利益相关者是那些直接或间接受到计划或计划建议影响的人。那些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或可能被拒绝从计划建议中受益的人，对识别特定利益相关者特别感兴趣。利益相关

者可以来自许多群体，包括普通公民/居民、少数族裔和低收入者、公共机构以及私人

组织和企业。虽然利益相关者可能会因所考虑的计划或项目而异，但 AREA 10 RT 
已经汇总了一份利益相关者列表，我们定期通过电子邮件和直邮与他们进行沟通。可

以通过联系 AREA 10 RT 获得 AREA 10 RT 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完整列表。   
  
Any community organization or person can be added to the AREA 10 RT stakeholder list and 
receive regular communications regarding service changes by contacting the AREA 10 RT 
administrative office at 812-876-1079 or email lsalyers@area10agency.org . Local organizations 
and businesses can  
also request that a speaker from AREA 10 RT attend their regular meeting at the same number 
and email.利益相关者名单 
  
  
  
  
五、决策机构 
  
非民选委员会和理事会 
在 AREA 10 RT，有关政策、服务变更、票价、资本规划和设施位置的决策由 Area 10 
的董事会做出。AREA 10 RT 的董事会由代表门罗县和欧文县的 11 
名成员组成。AREA 10 RT 还参加了布卢明顿大都会政策组织交通援助委员会 
(TAC)。AREA 10 RT 董事会会议于第 4个星期三下午 3:30 举行，TAC 于第4个星期三上午 
10 点举行。   
  
身体 白种人 非裔美国人 西班牙裔 亚洲人  美洲原住民  

董事会  91%  9%  0%  0%  0% 

交战委员会 100%   0%  0%  0%  0% 
  



 
六、 变更概要 
  
自2016 年以来的服务变化评估 
  
自AREA 10 RT 的2016 年Title VI 计划提交以来，AREA 10 RT 
的票价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有一项服务更改。 
  
联系 AREA 10 RT 可获得这些变更、相关的外展和第六章的确定以及 AREA 10 RT 
委员会的批准。 
  
计划特定要求 
  
Title VI 监控（来自 2016 Title VI 计划） 
可以通过联系 AREA 10 RT 获得对 AREA 10 RT 2016 
计划中定义的服务标准的持续监控结果。 
  
人口服务概况 
由于 AREA 10 RT 在高峰服务中运营的公交车少于 50 
辆，因此没有为此计划更新准备人口统计服务概况。  
  

八。拨款、审查和认证   
  
待处理的经济援助申请 
Area 10 RT 有一项 5311 计划操作 CY2022 的未决申请。 

  
过去 3 年的民权合规审查 
AREA 10 RT 尚未成为任何此类审查的主题。 
  
最近的年度认证和保证 
AREA 10 RT 于 2021 年 5 月对 FTA 执行了最新的认证和保证，并且正在执行 2021 
年的认证和保证。 
  
接触 
  
有关 AREA 10 RT Title VI 计划的更多信息，或其为遵守 1964 
年民权法案或改善英语能力有限人士获得服务的第 13166 
号行政命令而做出的努力，请联系： 
  
812-876-1079，Lisa Salyers，RT Asst。经理，lsalyers@area10agency.org 



 
  

九。语言援助计划 
  
改善英语能力有限的人 (LEP) 的访问 
  
为了确保有意义地访问计划和活动，AREA 10 RT 
使用在四因素分析中获得的信息来确定合适的特定语言服务。该分析有助于 AREA 10 
RT 确定其是否与 LEP 人士有效沟通并通知语言访问计划。 
  
四因素分析是一种本地评估，它考虑： 
  

1. 数量或资格由区10 RT送达或可能遇到LEP人士的比例; 

2. LEP 人士接触 AREA 10 RT 服务和计划的频率； 

3. AREA 10 RT 的服务和计划在人们生活中的性质和重要性；和 

4. AREA 10 RT 可用于 LEP 外展的资源，以及与该外展相关的费用。 

  
因素 1 –服务地区的 LEP 人数 
  
确定语言援助计划的适当组成部分的第一步是了解可能会遇到 AREA 10 RT 服务的 
LEP 
人员的比例、他们的英语和母语读写能力、他们社区和邻里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如

果由于语言障碍而无法提供服务。 
  
为此，AREA 10 RT 
评估了英语素养水平以及其服务区域内的人们说英语以外的语言的程度以及这些语言

是什么。本次审查的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和美国社区调查 2019 年 ACS 5 
年估计表数据由 AREA 10 RT 的管理层全面审查。 
  
服务区概览 
  
AREA 10 RT 的服务区域包括门罗、欧文、劳伦斯和普特南县。根据 2019 
年的五年估计，门罗县是唯一一个人口达到 5% 或 1,000 人（以较少者为准）的 LEP 
安全港阈值的县。在服务区人口中，有 140,043 人，即 3.74%（或 
5,235）的居民报告说英语不太好。该类别中人口最多的群体如下所示。      
  
  
  

说英语  语言组中的人口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不太好” 
亚洲及太平洋岛国  3,618 2.58% 
西班牙语 674 0.48% 
其他印欧语系  636 0.45% 
  
LEP 社区的位置 
  
我们的服务区没有关于除英语之外的家庭语言的人口普查数据。该数据反映了门罗县

的广泛人口。 
  
因素 2 – LEP 使用频率 
  
在很多地方，AREA 10 RT 骑手和 LEP 人群成员可以接触到 AREA 10 RT 
服务，包括使用需求响应巴士、呼叫调度员以及 AREA 10 RT 的外展材料。制定 
AREA 10 RT 语言访问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主要联系人的评估，包括： 
  

• 巴士服务的使用（车载标牌、公告和司机语言技能）； 

• 与AREA 10 RT的工作人员沟通； 

• 巴士通票销售； 
• 印刷外展材料； 
• 基于网络的外展材料； 

• 公开会议；和 

• 当地新闻媒体（印刷和广播）； 

  
AREA 10 RT向其员工分发了一份语言调查问卷。调查的目的是评估无法用英语交流的 
AREA 10 RT 客户的需求。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与 AREA 10 RT 
骑手以何种方式互动？下图说明了结果。    
  

互动方式 回复百分比 
电话 44% 
面对面 47% 
电子邮件 9% 
传真 0% 
  
接下来，调查询问员工与 LEP 客户接触的频率。下表概述了结果。   
  

互动频率 回复百分比 
经常 6% 



有时 50% 
很少 13% 
绝不 31% 
  
接下来，调查要求员工确定他们在一个典型的工作日与以下语言互动的频率。 
  

LEP 乘客互动的频率 互动百分比 
经常 6% 
有时 13% 
很少 50% 
绝不 31% 
  
总体而言，该调查询问员工与英语能力有限的 AREA 10 RT 
乘客沟通的效率如何。结果总结如下。   
  

效力 总响应的百分比 
非常有效的 6% 
中等效果 50% 
效果较差 13% 
无法沟通 6% 
没有答案 25% 
  
  
直接咨询 LEP 人群 
除了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员工调查之外，AREA 10 RT 
还对其乘客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副本附在附录 B 中。   
  

在家使用的主要语言 百分比  
英语 97% 
标志语言 3% 
  

能说英语，如果不是初级 百分比  
很好 没有回复 
不太好 没有回复 
  
因素 3 – AREA 10 RT 服务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 
  
获得 AREA 10 RT 提供的服务对服务区内许多人的生活至关重要。许多人依靠 AREA 
10 RT 
的服务来获得工作以及获得学校、购物和医疗预约等基本社区服务。根据美国残疾人

法案 (ADA) 



有资格获得服务的乘客出于同样的原因需要服务。由于服务的基本性质以及这些计划

在该地区许多居民的生活中的重要性，需要确保语言不会成为获取的障碍。 
  
如果英语能力有限是使用这些服务的障碍，那么对个人的后果可能会限制他们获得医

疗保健、教育或就业的机会。来自 AREA 10 RT 的可能影响访问的关键信息包括： 
  

• 路线和时刻表信息 
• 票价和付款信息 
• 有关充分利用系统的信息（操作方法） 

• 服务公告 
• 安全和安保公告 
• 投诉和意见表31 

• 与公众评论机会相关的外展活动 

• 紧急情况下该怎么办（在哪里可以找到服务变更公告） 

  
以下通知张贴在所有 AREA 10 RT 车辆上。 
  
AREA 10 RT 确保任何人不得因种族、肤色或国籍而被排除在参与 AREA 10 
提供的公共交通服务相关的参与或被剥夺福利或受到歧视转播。 

任何想要了解有关 AREA 10 RT 
的非歧视义务的更多信息或认为自己或作为任何特定类别人士的成员受到基于种族、

肤色或国籍的歧视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投诉在涉嫌歧视发生之日起 180 天内向 AREA 
10 RT 提供服务。 

要提出投诉，请致电 812-876-1079 联系 AREA 10 RT，www.area10agency.org或致函 
631 W. Edgewood Dr., Ellettsville, IN 47429。也可以直接向 FTA 
办公室提出投诉民权，1200 New Jersey Avenue SE，华盛顿特区 20590。   

----- 

区域10 
RT确保任何人不得因种族，肤色或国籍而被排除在参与区域10提供的公共交通服务相关

的参与或被剥夺福利或受到歧视转发。任何想要了解有关区域10 

RT的非歧视义务的更多信息或认为他或她个人或作为任何特定类别人士的成员受到基于

种族，或肤色国籍的歧视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投诉在涉嫌歧视之日起180天内向区域10 

RT提供服务。要提出投诉，请致电812-876-1079联系10区RT 
，www.area10agency.org或致函631 W.埃奇伍德博士，Ellettsville，IN 47429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www.area10agency.org


，也可以直接向FTA办公室提出投诉民权，1200 New Jersey Avenue SE 

，华盛顿特区20590 。  
AREA 10 RT quèbǎo rènhé rén bùdé yīn zhǒngzú, fūsè huò guójí ér bèi páichú zài cānyù AREA 
10 tígōng de gōnggòng bùdé yīn zhǒngzú, fūsè huò guójí ér bèi páichú zài cānyù 
仁和xiǎng姚liǎojiěyǒuguānAREA 10 
RT德妃齐氏义德耿DUO心细霍仁维大活络Tā杰伦霍佐威仁和tèdìng泪别任氏Dì承缘首道即

愈zhǒngzú，保险丝霍。国际德齐氏德仁和REN窦kěyǐtíchūtóusù哉歙县齐氏志rì qǐ 180 
tiānnèi xiàng AREA 10 RT tígōng fúwù。Yào tíchū tóusù, qǐng zhìdiàn 812-876-1079 liánxì 
AREA 10 RT,www.Area10agency.Org huò zhì hán 631 W. Edgewood Dr., Ellettsville, IN 
47429. YěxiǐíngótínJersey, YěxiǐíngíngěnJersey, yěxiǐíngíngūněn 
SE，huáshèngdùn特曲酒20590。 

  
  
因素 4 – LEP 外展的资源和成本 
  
尽管第 10 区 RT 没有单独的 LEP 
外展预算，但我们一直致力于实施低成本的方法来接触 LEP 人士。AREA 10 RT 
已投入资源以改善 LEP 人士获得其服务和计划的机会。 
今天，双语信息（英文/中文）分布在多种媒体中，包括： 
  
♦        完整的中英双语系统手册 
♦        完整的中英双语需求响应服务指南  
♦        如果需要，使用语言翻译服务与讲其他语言的骑手社区 
♦        中英双语机上标牌 

  
成本主要与翻译服务和材料制作有关。 

  
结果 
  
新工具和语言帮助提醒乘客 
  
根据“四因素分析”，AREA 10 RT 得出的结论是，虽然目前为服务区的华语 LEP 
人群提供了广泛的外展和材料，但无论该地区的总人口如何，额外的服务都将帮助其

他 LEP 人群。具体来说，我们将努力将 GTranslate 添加到 Area 10 RT 网站 WordPress 
平台，目标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AREA 10 RT 正在考虑其他可用的方法。  
  
监督 
  
监测、评估和更新语言援助计划和公众  
参与流程 



  
 语言援助计划的监督将包括： 
♦        对 LEP 人口模式变化的区域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年度审查； 
♦        每三年更新一次政策； 
♦        与区域伙伴的持续合作； 
♦        持续审查 AREA 10 RT 网站上的 Google 翻译请求；和 
♦        事后评估 (PEA)  

  
事后评估 
在服务变更、票价上涨和规划项目之后，10 区 RT 
管理人员根据该计划中确定的目标评估公众参与的有效性。该评估将询问以下问题：  
  
♦        公众是否知道有机会参与？ 
♦        是否向公众明确表达了参与的目的？ 
♦        公众是否可以获得适当的资源和信息以进行有意义的参与？ 
♦        决策过程是否允许考虑和纳入公众意见？ 
♦        是否有关于公众参与过程的投诉？ 
♦        公众参与的努力是否具有成本效益？ 
♦        还可以采用哪些其他方法来改进流程？ 
♦        公众参与程序或语言援助计划是否应该修改？ 

  
培训员工 
  
AREA 10 RT就如何使用向公众提供的 LEP 翻译服务以及如何告知乘客适用于 LEP 
人群的服务和文件进行年度和新员工培训。AREA 10 RT 
还对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有关如何使用翻译应用程序的培训。    
  
重要文件的翻译 
AREA 10 RT 
已将许多重要文件翻译成中文，并且正在翻译其他文件。已翻译或将要翻译的文件清

单如下：   
  
♦        民权投诉表 – 2021 年 9 月翻译成中文 
♦        机上通知 – 自 2016 年起翻译成中文 
♦        免费语言服务通知 – 2008 年完成了新的印刷和基于网络的内容 
♦        地图和时刻表、车手信息、新闻和活动公告均已翻译成中文，可应要求提供 
♦        服务投诉表 – 2021 年 9 月中文译本 



 

综合民权投诉表   
 

  
Area 10 Agency on Aging负责确保正确实施多项民权法律和计划，包括 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1990 
年美国残疾人法案 (ADA)、弱势企业 (DBE) 计划、和外部平等就业机会 (EEO) 计划。 

在投诉调查过程中，我们会分析投诉人的指控，以找出我们的公交供应商可能存在的缺陷。如果发现缺

陷，它们会提交给公交供应商，并在预定的时间范围内提供帮助以纠正缺陷。 

请将填妥的表格邮寄或提交至： 
  
区域 10 老龄化署 
收件人：Lisa Salyers 
第 631 章 
埃利茨维尔，印第安纳州47429   
  
如果您对如何准备投诉有疑问，可以致电 1-812-876-3383 
与我们联系。有关与交通相关的公民权利要求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FTA 网站www.fta.dot.gov 。 
  

 
  

重要提示：我们无法接受您没有签名的投诉，因此请在打印后在表格的最后一页签名

。 
 

  

第一节 
  
我相信我曾（或其他人）因以下原因受到歧视： 

  
�� 

� 种族/肤色/民族血统  

失能 

 

� 性别、性别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www.fta.dot.gov/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www.fta.dot.gov/


其他说明） 



我认为公共交通提供商未能遵守以下计划要求： 

  
��� 

� 弱势企业平等就业机会  

第六篇 

美国残疾人法案 (ADA) 
  

     其他说明） 
  

  
  

第二节 
  

名称： 
  
街道地址： 
  

城市：  状态：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家： 

  
细胞： 

  

电子邮件地址： 
  
无障碍格式要求： 
  

大字体 

不适用其他 

  



  
  

第三节 
  
您是代表您自己提出投诉吗？ 

是否                    

[如果您对此问题回答“是”，请转到第四部分。] 

如果没有，请提供您所投诉的人的姓名和关系： 
  
  
  
  
  
  

请解释您为第三方申请的原因： 
  
  
  
  
  
  
如果您是代表第三方提交，请确认您已获得受害方的许可： 

是的                   不  

第四节 

  

您之前是否向我们的机构提出过民权投诉？ 

  
如果是，日期是什么时候？ 



是的 不 
  
  

您是否向以下任何机构提交了此投诉？ 
  

过境供应商  部运输  
  

部司法  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其他 
  
  
如果是，请附上您收到的对之前投诉的任何答复的副本。 
  

您是否已就此投诉提起诉讼？ 
是的 不 

  

如果是，请提供案件编号并附上任何相关材料。 



第五节 
  

公共交通提供商投诉的名称针对： 
  
       
  
  

联系方式的人     标题 
  

电话号码 
  
  
第六节 
  

我们可以将您的身份和您的投诉副本透露给交通服务提供商吗？是否   

                

注意：未经许可，我们可能无法调查您的指控 
您的身份和投诉。 
  
  

请在此处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我们不能接受您没有签名的投诉。 



Attachment B 

农村公交乘客调查——服务的英语水平有限的人群 
  
为了帮助 Area 10 Rural Transit 
评估我们在满足可能无法用英语交流的乘客的需求方面的有效性，我们要求所有 RT 
乘客完成这项简短的调查。 
  
什么是你在家里说主要语言？ 
  

o 英语 
o 中国人 
o 西班牙语 
o 韩国人 

o 其他，清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的主要语言不是英语，您如何描述您说英语的能力？（选一个） 
  

o 很好 
o 不太好 

  
您对如何帮助英语能力有限的乘客使用我们的服务有什么建议吗？ 
  
  
农村公交乘客调查-服务的。英语水平有限的人群  
  
为了帮助区10农村交通评估我们在满足可能无法用英语交流的乘客的需求方面的有效性，

我们要求所有RT乘客完成这项简短的调查。  
  
你家里的主要语言是什么？ 

 Ø英。意大利语  
o中国人  
Ø西班牙。意大利语  

Ø韩国人  

Ø其他，清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的主要语言不是英语，您如何描述您说英语的能力？（选一个）  
Ø很好  



Attachment B 

Ø不太好  
  
你对如何帮助有限的乘客使用我们的服务有什么帮助呢？  
Encuesta para usuarios de transporte públicoural - Poblaciones con dominio limitado del inglés 
atendidas  
Para ayudar a Area 10 Rural Transit a evaluar nuestra eficacia para satisfacer las necesidades de 
nuestros pasajeros que quizás no puedan comunicarse en inglés, les pedimos a todos los pasajeros 
de RT.  
  
¿Cuál es su idioma principal que se habla en casa?  
  
o 英格尔斯  
o 奇诺  
o 西班牙语  
o 科拉诺  
o Otro，枚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 su idioma principal que habla NO es el inglés, ¿cómo describe su capacidad para hablar inglés? 
(elige uno) 
  
哦我边  
o Menos que muy bien  
  
¿ Tiene alguna sugerencia sobre cómo ayudar a los pasajeros con dominio limitado del inglés a 
utilizar nuestros servic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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