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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水利資源部

口譯資源 – 西班牙文和中文版

本次會議將由英文翻譯成西班牙文和中文

點選屏幕底部的「口譯」按鈕。

選擇您想要聽的語言。點選「原始音頻靜音」以僅聽翻譯後的語言。

西班牙文來電號碼： 602-580-9659 | Access Code: 8833787
中文來電號碼： 605-313-5814 | Access Code: 659848

查看演示文稿譯本：https://www.deltaconveyanceproject.com/multilingual-resources

聊天 舉手 即時轉錄 口譯

關閉

英文

西班牙文

原始音頻靜音

口譯



加州水利資源部

錄製和隱藏字幕

錄製和隱藏字幕：本次會議將進行錄製和轉錄。

如需打開隱藏字幕，請點選屏幕底部的「cc/即時字幕」圖示，
然後選擇「開啟」選項。

聊天 舉手 即時轉錄 口譯



加州水利資源部

演示文稿概覽

• Delta輸水系統專案

• 《加州環境質量法》(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 CEQA)/《環境影響
報告》(Environmental Impact Report, EIR) 草案

公眾口頭意見

• 概覽

• 評議

聽證會概覽



• 預計在較短、較難預測的时期內，降雪量減少，降雨量增加
• 預計會頻繁出現乾旱和洪水期
• 我們的目標：盡量收集水源以供日後使用
• 增加分流點，帶來靈活性，以便在日後不穩定的情況下實現更具彈

性和靈活性的州水利工程

全新氣候平均值加強工程需求

加州水利資源部



加州水利資源部

Delta輸水系統專案
宗旨和目標

宗旨

對Delta老化的州水利工程 (State 
Water Project, SWP) 基礎設施進
行現代化改造，在保證成本效益
的情況下，按照本州供水彈性用
量組合計劃 (Water Resilience 
Portfolio) 恢復和保障SWP穩定供
水。

目標

• 應對海平面上升和氣候變化
• 盡量避免因地震風險而導致供水

中斷
• 保障穩定供水
• 提供營運靈活性以改善水生環境



加州水利資源部

擬議專案
（Bethany定線）

擬議專案
 Bethany定線

 6,000立方呎/秒
 2個進水口

 抽水廠將隧道直接連接至現有Bethany水庫

備選方案
 中心或東部定線

 1到3個進水口

 3,000、4,500、6,000或7,500立方呎/秒
 為南部綜合大樓配備抽水廠和前池

無專案備選方案

 未實施專案時可能出現的某些情況，包括當前環境中合理可預見的
變化，以及在未實施專案的情況下可能採取的替代措施，如加強保
育、回收和海水淡化

地圖圖例

規劃進水口（僅選擇
兩處）

規劃隧道路線

北

東

中

Bethany 

YOLO 縣

SOLANO 縣

中心定線
東部和 Bethany
定線

SAN 
JOAQUÍN 縣

中心和東部定線

南部綜合大樓

Harvey O. Banks
抽水廠

Reserva Bethany 

ALAMEDA 縣

Bethany
水庫

CONTRA 
COSTA 縣

Bethany
定線

SACRAMENTO
縣



加州水利資源部

《環境影響報告》 (EIR) 草案

• 以遵循《加州環境質量法》規定的方式編寫

• 評估擬議專案的影響，審查符合專案目標的多項可行備選方案，以及確定能減少影
響的緩解措施

• 在2022年12月16日之前接受公眾審議及評議

• 加州水利資源局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DWR) 將考慮針對EIR
草案發表的所有意見，所有實質性意見將在EIR終案內得到回應並為決策者提供資訊

EIR草案公眾評議期



加州水利資源部

評議提示

評議價值何在？
• 提供機會來優化環境影響分析和制定可行緩解方案

• 此為幫助主導機構了解環境分析相關問題的最佳方式

• 提供機會來解決與對實體環境的任何潛在直接或間接影響相關的疑慮

有效評議

• 簡明扼要，側重於EIR草案中的環境分析

• 關於專案對實體環境的潛在影響

• 指明EIR草案中存在爭議的具體部分

• 包含支持性證據/事實，例如具體網站的參考資料或引文



加州水利資源部

公眾口頭意見概覽

• 舉手

• 使用Zoom：使用「Raise Hand」（舉手）功能，並在發言時
取消靜音

• 使用電話：按*9舉手，再按*6取消靜音

• 進入隊列

• 被叫到後有3分鐘時間發表意見

• 時間結束後，我們將邀請下一位發言者發表意見



加州水利資源部

其他評議方式

電子郵件: deltaconveyancecomments@water.ca.gov

線上: www.deltaconveyanceproject.com

郵寄
信函: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ttention: Delta Conveyance Office
P.O. Box 942836
Sacramento, CA 94236-0001



加州水利資源部

公眾評議

3分鐘倒計時



加州水利資源部

線上公開聽證會時間安排

• 2022年9月13日（星期二）
上午9:00至11:00

• 2022年9月22日（星期四）
中午12:00至下午2:00

• 2022年9月28日（星期三）
下午5:30至晚上7:30 



加州水利資源部

聯絡資訊

deltaconveyanceproject.com
deltaconveyance@water.ca.gov



加州水利資源部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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