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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選民
資訊指南

本人，Bill Jones，加州州務卿，在此證明底下所含的議
案，將會在本州於 2002 年11月5日所舉行的大選中提
交給加州的選舉人，並且本手冊已遵照法律做好正確的
準備。

本人於California的Sacramento以州印 (Great Seal of the
State) 為鑑，2002年8月12日。

Bill Jones
州務卿\國務卿

請造訪我們的網站，網址是 www.ss.ca.gov

正確性証明



州務卿

親愛的California選民：

我很榮幸在過去八年擔任你們的州務卿。與主要決策者和California辛勤工作的無黨籍
專業選務管理人士一起合作，特別是與你們這些選民，我可以很驕傲地說，我們將會
留下寶貴的選舉改革經驗，這對於本州的民主發展有正面的影響。

自從2000年11月在Florida發生的總統大選爭議之後，本國對於選舉的處理和管理就一
直受到矚目。對於California選民而言，很幸運的一點是我們考慮到未來必須有的一些
改變，而且我們齊心協力的努力也讓California變成所有其他州爭相仿效的對象。

事實上，最近的聯邦選舉改革立法要求其他州進行許多非常重要的程序，這些程序我
們已經率先在California實施，成為他們為選舉現代化而爭取聯邦基金時不可或缺的必
要條件。

不論是此詳細選民指南刊物的發行(幫助您瞭解各項資訊以做出決定)，或是美國首創
的線上選舉活動財務追蹤系統，或是國家最廣泛且受到尊重的選民擴大服務，您可以
引以為傲的是，California在選舉改革的路上儼然成為其他州相繼跟進的指標。

為了確保選舉過程的公正性，我們改良了投票的基礎設施，以確認已經死亡或搬走的
選民將不再出現在選民名冊中，並且建立一流的選舉舞弊調查單位，讓違反選舉法的
每個人都會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受到最嚴厲的起訴。

我們以創新的方式使用技術，像是以電腦建立California全州選民檔案，以及將即時、
最新的選舉結果公佈在網際網路上，這成為我們持續改進選舉管理方式的無價工具。
而最近所採用的第41項提案「投票現代化債券法案」，將協助我們逐步幫助各縣，將
已經過時的投票系統更換成更新、更現代化的技術，以供您投票時使用。

我很高興有這個榮幸，能夠跟州務卿辦公室中貢獻心力的男性與女性共事，一起合作
為California選民建立一個更好的選舉系統。California選民將再也不必質疑此民主程序
的公正性，許多美國人在我們偉大國家的歷史上，已經為此犧牲了他們的生命。

我們希望您們能夠尊重他們的犧牲，紀念他們並支持我們的國家，請在2002年11月5
日投下您們神聖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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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記得的日子

2002年10月7日
以郵寄申請缺席選票的第一天

2002年10月21日
登記投票的最後一天

2002年10月29日
縣選務官將接受任何選民申請缺
席選票的最後一天

2002年11月5日
親自到縣選務官辦公室申請缺席選票
的最後一天

2002年11月5日
選舉日！

記得要去投票！

十月
S M T W T F 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投票將從上午七點開始到下午八點

www.ss.ca.gov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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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一百三十億五千萬美元($13,050,000,000)的債券發行金額將提
供所需的教育設施基金，以緩解過於擁擠的情況並整修老舊的學
校。基金的對象為需求最為迫切的區域，而且支出時必須遵循嚴格
的責任措施。基金也將用於在California社區學院、California州立大
學和California大學改善和建構新的教室，以提供足夠的高等教育設
施來容納日漸增長的入學人數。這些債券可能僅用於合格的計劃。
財政影響：州政府在隨後30年間償還債券本金($130.5億美元)及支
付利息($131.5億美元)，支出總計約$262億美元。每年支出金額大
約為八億七千三百萬美元。

您投票所代表的意義
贊成

對這個議案投贊成 (YES )票代
表：州政府可以銷售$130.5億美
元的一般責任債券來建構和更
新公共教育設施(從幼稚園到 12
年級和更高的教育單位)。

反對

對這個議案投反對(NO)票代表：
州政府不可以銷售$130.5億美元
的 一 般 責 任 債 券 來 作 這 些
用途。

論點
贊成

擁有更多教室和更好的學校，並
且不用加稅。我們需要13,000間
以上的新教室！第47項提案能確
保那些過份擁擠的地區能夠獲得
他們公平的一份來建築教室、整
修老舊教室並改善其安全性。這
需 要 嚴 格 的 責 任 和 審 核 。
California PTA、California教師聯
盟、California納稅人聯盟、商
會：「贊成第47項提案」

反對

在第47項提案下，即使需求最迫
切的學校在6年半內都不需要開
始建設。這個債券會嘉惠本州其
他每個區域內的LAUSD。第47
項提案並不是解決我們學校設施
危機的正確方式，且文字不嚴
謹、明顯地不公平，並且將會提
高您的稅金。

其他資訊
贊成

Yes on 47 for Accountability and
Better Schools: a coalition of
taxpayers, parents, teachers, seniors,
educators, builders and business
111 Anza Blvd., Suite 406
Burlingame, CA  94010
650-340-0470
info@yesprop47.com
www.yesprop47.com

反對

未提供聯絡資料。

摘要
本法案提供「2002 年住房和緊急避難所信託基金法案」的基礎。為
了向受虐婦女提供避難所、為低收入老年公民提供乾淨和安全的住
所、為有兒童而無家可歸的家庭提供緊急避難所、為游民和心智障
礙者提供住所及社會服務、為有需要的家庭和殘障居民提供公寓整
修和/通道的改善、協助退役軍人擁有自己的住所以及對現有緊急
避難所進行安全方面的改善/整修，州政府是否應發行總額為二十
一億美元($2,100,000,000)的債券來成立住房信託基金，債券將在30
年間由現有的州政府基金償還，平均每年支付金額大約一億五千七
百萬美元($157,000,000)，並且讓各城市和各縣均有資格按照指定措
施接收基金，而且所有支出均須接受獨立審核？

您投票所代表的意義
贊成

對這個議案投贊成 (YES)票代
表：州政府可以銷售$21億美元
的一般責任債券來支援各項住
屋計劃。

反對

對這個議案投反對(NO)票代表：
州政府不可以銷售$21億美元的
一般責任債券來作這些用途。

論點
贊成

第46項提案為受虐婦女提供避
難所、為老年人、低收入家庭
提供可負擔的住所、為游民提
供社會服務；以現有的州政府
資 源 支 付 而 不 需 加 稅 ； 由
AARP、California國會資深代
表、Cal i forn ia女選民聯盟、
California商會、California 警長
聯盟簽署。

反對

此債券將提供$21億美元來執行
住屋計劃，但將會花費納稅人將
近$33.6億美元來償還。此計劃
僅能對首次購屋者提供有限的助
益，並且對於消除整個加州地區
在可負擔住屋方面的官僚和法規
障礙將沒有任何幫助。

其他資訊
贊成

Julie Snyder
Yes on Proposition 46/

Housing California
926 J Street, Suite 1400
Sacramento, CA 95814
916-447-0531
info@prop46yes.org
www.prop46yes.org

反對

未提供聯絡資料。

投票議案概述

住房和緊急避難所
2002年信託基金法案。46

提案

2002年幼稚園到大學之公立
教育設施債券法案。47

提案

債券法案
由立法院提上選票

II 投票議案概述

債券法案
由立法院提上選票



摘要
增加用於學校課外活動的州補助金撥款，提供教師輔導、課業協助
和教育精進。要求在2004-05年度開始時，根據「第98項提案」的
保證，教育撥款仍舊保有新撥款來源。財政影響：從2004-05年度
開始，用於課外活動計劃的額外年度州政府支出最多達四億五千五
百萬美元。

您投票所代表的意義
贊成

對這個議案投贊成 (YES )票代
表：州政府將為課外活動計額外
提 撥 四 億 五 千 五 百 萬 美 元 的
撥款。

反對

對這個議案投反對(NO)票代表：
課外活動計劃撥款的斷續需每年
經過立法院的決議。

論點
贊成

大部分大學的研究顯示，課外活
動計劃能減少幫派活動、毒品和
青少年監禁，同時保護兒童、改
善成績，並且藉由減少青少年犯
罪、重複就讀和補習教育的費
用，而在納稅人每投資一美元時
省下三美元。第49項提案簽名支
持者：California納稅人聯盟、教
師聯盟、PTA、警長、AARP、
Arnold Schwarzenegger。

反對

第49項提案會一個計劃每年都可
得到強勢贊助人和保證撥款，這
是不公平的。這完全在預算程序
外—即使在經濟艱困的時代，此
提案亦可能會佔掉更為重要計劃
的資金，如環保、保健、公用安
全和其他兒童計劃。

其他資訊
贊成

Citizens for After School 
Programs

3110 Main Street #210
Santa Monica, CA  90405
310-664-9120
info@joinarnold.com
www.joinarnold.com

反對

Trudy Schafer
League of Women Voters of 

California
926 J Street, Suite 515
Sacramento, CA  95814
916-442-3236
stop49@lwvc.org

摘要
對「憲法」進行修正，以刪除有關地方法院的參考項目，這些參考
項目現在由於高級和地方之初審法院合併為統一的高級法院而過
時。財政影響：州或地方政府無額外開支。

您投票所代表的意義
贊成

對這個議案投贊成 (YES )票代
表：Cal i fo rn ia憲法會進行修
正，以刪除有關地方法院的過時
參考項目，並進行與California
司法委員會會員與司法效能委員
會會員有關的一致變更。

反對

對這個議案投反對(NO)票代表：
California憲法不會進行修正以刪
除有關地方法院的過時參考項
目 ， 亦 不 會 修 正 以 進 行 與
California司法委員會會員與司法
效 能 委 員 會 會 員 有 關 的 一 致
變更。

論點
贊成

四年前，選民已授權撤除地方法
院。地方法院已不再存在。它們
的功能已合併至高級法院，預估
每 年 可 節 省 兩 千 三 百 萬 美 元
($23,000,000)。第48項提案藉由
消除對之前地方法院的過時參考
來整理California憲法。

反對

第48項提案將會禁止在California
的58個縣中任何一縣重建「地方
法院」，這是很不明智的。撤除
地方法院代表在每個縣裡將只會
有一個「高級法院」，很明顯地
這就已經顯出不公平，並且讓地
區法院更加狹隘且更不可信。

其他資訊
贊成

Nathaniel Sterling
California Law Revision   

Commission
4000 Middlefield Road
Palo Alto, CA  94303
650-494-1335
sterling@clrc.ca.gov
www.clrc.ca.gov

反對

Gary B. Wesley
Voter Information Alliance (VIA)
P.O. Box 90151
San Jose, CA  95109
408-882-5070
www.VoterInformationAlliance.org

法院合併。
立法性憲法修正案。48

提案

由立法院提上選票

課外活動計劃。
州補助金計劃。動議法則。49

提案

以請求簽名方式提上選票

投票議案概述

III投票議案概述



摘要
將目前州政府的機動車銷售/租賃的部分收入，從「總合基金」重
新分配到用於交通、環境和高速公路及校車安全計劃的「信託基
金」。財政影響：將指定的「總合基金」收入重新分配給有關交通
的議題，2002-03年度的金額大約為四億兩千萬美元，2003-04年度
為九億一千萬美元，並在隨後每年根據機動車銷售和租賃的增長而
陸續增加資金。

您投票所代表的意義
贊成

對這個議案投贊成 (YES )票代
表：由機動車租賃和銷售之銷售
稅所產生的「總和基金」的百分
之三十，僅能用於與本州或地方
交通相關的議題，而不能用於由

「總和基金」提供資金的計劃。

反對

對這個議案投反對(NO)票代表：
這些收入可以持續用於「總和基
金」所支援的計劃，而不是僅用
於 與 本 州 或 地 方 交 通 相 關 的
議題。

論點
贊成

贊成第51項提案代表將現有的機
動車銷售稅用於整修不安全的道
路和高速公路、替換不安全的校
車、並為兒童建造更安全的上學
專用人行道。包括嚴厲的審核需
求。由California運輸協會、肺臟
協會、護理協會、安全兒童網
路 、 消 防 隊 員 、 和 警 察 局 長
Arturo Venegas簽署。

反對

在持續的預算赤字期間，第51項
提案每年會增加$10億美元的赤
字在特殊利益計劃上。這讓您的
稅金流向競選贊助人、而不是
California優先的事物上。不希望
強制刪減重要的服務或需要加
稅。對第51項提案投反對票！

其他資訊
贊成

Eddy Moore
YES on 51—Citizens for 

Traffic Safety
926 J Street #612
Sacramento, CA  95814
916-313-4519
emoore@pcl.org
www.voteyesonprop51.org

反對

David Kersten
California Tax Reform 

Association
926 J Street, Suite 710
Sacramento, CA  95814
916-446-4300
caltaxreform@hotmail.com
votenoonprop51.org

摘要
批准金額為三十四億四千萬美元($3,440,000,000)的普通責任債券以
成立各項指定水源和溼地計劃基金。財政影響：州政府在隨後30年
間償還債券，支出總計最多為$69億美元。減少地方政府地產稅的
收入，每年最多為大約一千萬美元，部分由州基金償付。州政府和
地方政府的營運及維護支出數額不詳。

您投票所代表的意義
贊成

對這個議案投贊成 (YES)(票代
表：州政府可以銷售$34.4億美
元的債券來執行水質、供水穩
定、和安全飲水計劃，並進行
海岸濕地的取得和保護。

反對

對這個議案投反對 (NO ) (票代
表：州政府不可以銷售$34.4億美
元的債券來作這些用途。

論點
贊成

贊成第50項提案能使California
快速成長的人口保有乾淨的飲
水。第50項提案對於保護重要
水源和我們的海岸而言，是一
個符合經濟效益的方案。這就
是為什麼會有公用健康和安全
團體、地區水公司、企業和保
護團體簽署贊成第50項提案。

反對

第50項提案對於完成California供
水計劃、或提供我們新的水源上
並無實質幫助。它實際上是禁止
使用債券撥款來建立新的水壩或
水庫。並且此提案在未來的25年
內將花費納稅人$57億美元。不要
被這個誤導人的動議愚弄了。

其他資訊
贊成

Californians for Clean Water & 
Coastal Protection

926 J Street, Suite 907
Sacramento, CA  95814
916-669-4796
info@prop50yes.com
www.prop50yes.com

反對

Ted Costa
People’s Advocate Inc.
3407 Arden Way
Sacramento, CA  95825
916-482-6175
tedcosta@tedcosta.com
peoplesadvocate.org
tedcosta.com

投票議案概述

水質、供水和安全飲水
計劃。海岸濕地採購
及保護。債券。動議法則。

50
提案

以請求簽名方式提上選票

交通。現有機動車銷售和使用
稅的分配。動議法則。51

提案

以請求簽名方式提上選票

IV 投票議案概述



摘要
允許有法定資格的人於選舉日登記投票。加大選民和選民登記舞弊
的刑事處罰力度。宣佈共謀選民舞弊為犯罪行為。財政影響：每年
州政府支出約六百萬美元的基金給各縣進行選舉日選民登記活動。
縣政府不需要預計純支出費用。州政府需支出很少的管理費用，數
額不詳，但可能也微不足道，還要支出新的投票舞弊防範的費用。

您投票所代表的意義
贊成

對這個議案投贊成 (YES )票代
表：具法定資格的公民可以在選
舉日登記投票。增加作假登記或
投票活動的罰金，並將共謀選舉
舞弊宣布為新的犯罪行為。

反對

對這個議案投反對 (NO)票代
表：具法定資格的公民不可以在
選舉日登記投票。目前的法律將
維持要求公民必須在選舉前至少
15天進行登記才能投票。反對增
加作假登記或投票活動的罰金，
並且不可將共謀選舉舞弊宣布成
新的犯罪行為。

論點
贊成

第52項提案允許具法定資格的
California人選民在選舉日於他
們的投票所登記並進行投票，但
必須先出示駕照或兩項有效的
ID。在增加投票舞弊罰金的同
時，此提案將會增加參與投票的
選民數目。和California女選民
聯盟一同投下「贊成」票。

反對

地區檢察官和警長投票「反對第
52項提案」！第52項提案讓罪犯
和非公民的人能夠更易於投票，
而且不又出示正式ID來證明他
們的身份。這對正常登記的公民
而言並不公平。對第52項提案投

「反對」票可保護您的投票，並
停止投票舞弊的行為！

其他資訊
贊成

Yes on Proposition 52
1510 J Street, Suite 230
Sacramento, CA  95814
916-443-7011
info@electiondayreg.com
www.electiondayreg.com

反對

Dave Gilliard
Citizens & Law Enforcement 

Against Election Fraud
921 11th Street, Suite 600
Sacramento, CA  95814
info@StopVoteFraud.com
www.StopVoteFraud.com

選舉日的選民登記。
選民舞弊的處罰。動議法則。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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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議案概述

V投票議案概述

投票去！
星期二

2002年11月5日

以請求簽名方式提上選票



VI 投票議案概述

2002年11月5日

住房和緊急避難所
2002年信託基金法案。

贊成第46項提案

大選
選舉日檢查表

非正式的選票

反對

贊成第47項提案 反對

2002 年幼稚園到大學之公立
教育設施債券法案。

法院合併。
立法性憲法修正案。

贊成第48項提案 反對

課外活動計劃。
州補助金計劃。動議法則。

贊成第49項提案 反對

水質、供應和安全飲用水
計畫。海岸濕地收購及保護。
債券。動議法則。

贊成第50項提案 反對

交通。現有機動車銷售和使用
稅的分配。動議法則。

贊成第51項提案 反對

選舉日的選民登記。
選民舞弊的處罰。動議法則。

贊成第52項提案 反對

盡您的責任
讓我們的國家強大–
請在選舉日投票。

您選票的力量就是我們民主的基石。

您的選票可以造成改變–
而且這很容易做到。

只要依照
四個簡單的投票步驟：

1. 登記投票。

2. 瞭解候選人和投票議案。

3. 知道如何投票以及到哪裡投票。

4. 於選舉日到投票所投下您的一票

或是提出申請然後送出您的缺席

選票。

您只要造訪 Vote America 的網站
(www.voteamerica.ca.gov)，就可以找
到所有關於這四個簡易步驟的所需
資訊。

州長

副州長

州務卿

審計長

財政部長

司法部長

保險局長

公立教育督學



立法性債券提案
提議發行一般義務債券的議案須由立法院兩院議員三
分之二投贊成票、由州長簽署、並且由參加投票的選
民的簡單多數投贊成票方可通過。如果全州性選舉的
選票中有債券提案，則選票手冊會載有一項加州債券
債務概述。

立法性憲法修正案
當立法院提議對加州憲法進行修改時﹐該修改文本稱
為立法性憲法修正案。該議案只有經參眾兩院各院議
員中三分之二投贊成票通過後方可被提上選票。立法
性憲法修正案無須經州長簽署。這類修正案獲得公眾
的簡單多數贊成票即可通過。

立法性動議修正案
當立法院提議修改以動議性提案程序所頒佈的法律
時，須將修改的文本提交選民通過。如果某一經選民
批准的動議性提案規定允許立法院不經選民批准就進
行修改或廢除，則立法院可對該提案進行修改。這類
修正案獲得公眾的簡單多數贊成票即可通過。

動議性提案
動議性提案程序通常被稱為“直接民主”，是民眾將
某一提案提上選票的權力。這些提案可制定或修改
法例（包括一般義務債券）以及修改加州憲法。如
果該動議性提案提議修改加州法例，則所收集的登
記選民簽名數量須達到上一屆州長選舉時對所有州
長候選人所投票的總數的5%。如果該動議性提案提
議修改加州憲法，則所收集的登記選民簽名數量須
達到上一屆州長選舉時對所有州長候選人所投票的
總數的8%。動議性修正案獲得公眾的簡單多數贊成
票即可通過。

全民公決
全民公決是民眾批准或推翻由立法院通過的法例的
權力。但是﹐如果某一措施屬於緊急措施，或者某
一法例規定舉行選舉、或規定徵稅、或者規定就州
政府當時的運行提供經費，則不得通過全民公決來
批准或推翻該措施或法例。期望不實施由立法院通
過的某一法例的選民，須在該議案得到通過後的90
日內獲得等於上次選舉中就所有州長候選人所投票
數的5%的登記選民的簽名。在提上選票後，如果在
針對該全民公決所涉及法律的投票中反對票多於贊
成票，則該法律將被推翻。

選票提案的定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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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州債券債務

州債券債務概觀 州債券債務概觀

本節提供本州現行的債券債務概觀。它也討論此次投
票的債券議案(如果通過)，對此債務等級及清償它們所
產生的相關成本而帶來的衝擊。

背景
何謂債券籌資？ 債券籌資是一種長期借款，州政府可

利用這種方式募集資金以籌措主要的資本費用專案款
項。州政府可將債券售予投資者來取得這些專案的
資金。日後贖回時，州政府同意償還這筆資金，包括
利息。
為什麼要使用債券？銷售債券所募集的資金，主要是

用來購買地產及建築設施悃狾p公園、監獄、學校及大
學。州政府使用債券籌資的主要原因，是這些設施可以
提供多年的服務，而且其龐大的成本難以一次付清。利
用債券可以早日完成這些設施，並因此(或者)讓州政府
將課得的稅收使用於其他用途。
債券類型。州政府所發行的債券通常免稅，且分為兩

個主要類別挬雲q責任債券及國債。
• 普通責任債券需要大多數California選民的核淮，且
需要為州所銷售的大部份債券設立帳戶。這些債券
幾乎有90%的州債務服務付款是直接來自於州的
「總合基金」，這個基金支援多種類型的計劃，且資
金的主要來源是州的個人及公司所得稅及營業稅。
其餘普通責任債券(例如退役軍人住房債券)都是自行
籌集的，因此不需要「總合基金」的支援。

• 國債通常不需要選民核淮，且大部份都是以他們籌
措資金的專案(例如橋樑)所得的收入來支應。這種債
券也包括了租賃國債，它是透過使用設施的州部門
及機構所支付的「總合基金」租賃付款來籌措基
金。州對這些租賃國債所支付的利率比對普通責任
債券支付的利率高，主要的原因是「California憲法」
並不保證租賃國債(卻保證普通責任債券)的利息及本
金付款。州政府已使用這些租賃國債來建造更好的
教育設施、監獄、退伍軍人住宅及州辦公室。

債券籌資的直接成本為何？州的債券使用成本主要取
決於贖回的利率及期間。目前發行的普通責任債券其償
還期間是30年。假設這類債券的目前免稅利率大約為
5.25%，則在30年期對一美元的借款所需償還的成本為
$2美元，即$1美元償還借款，而$1美元償還利息。不
過，此成本會在整個30年期間攤還，所以調整通貨膨脹
後的成本會較少，亦即借$1美元大約償還$1.25美元。

本州目前的債務狀況
本州債務金額。 截至2002年七月為止，本州大概有

$280億美元的「總合基金」債券債務尚未償付悀j約$220
億美元的普通責任債券及$60億美元的租賃收入債券。
此外，本州大概有$110億美元的授權債券尚未出售，原
因可能是相關的專案尚未開始，或是進行中的專案尚未
進入主工程階段。
債務付款。我們估計本州在2001-02年的「總合基金」

債券債務總付款大約是29億美元。債務服務付款預期暫
時會落在2002-03及2003-04年，因為延遲這二段年份的
某些債券付款將有助於處理「總合基金」的預算短缺情
況。由於先前已授權但未售出的債券目前已在市場中銷
售，所以債務付款在2004-05年應該會擴增到$36億美
元。之後，未償債券債務將緩慢減少，而不會有其他的
銷售委託書。如果11月的投票核淮$186億美元的債券且
最後全部售出，則2007-08年的每年債務服務付款將增加
到約$47億美元，後續的各個年度將逐漸減少。
債務服務比率。 債務服務比率。州「總合基金」收入

的本金及利息的債務付款等級(以百分比表示)稱為州的
「債務服務比率」。此比率在1990年代早期增加，並在過
去十年的中段達到高峰(稍微增加5%)。它在2001-02年間
減少並維持在4.3%。根據目前的債券委託書，此比率在
2004-05年之間將大約維持目前的水準，然後緩慢下降。
如果此次票選核淮所有$186億美元的債券且最後全部售
出，則比率會在2004-05年增加到大約4.9%，然後逐漸
減少。

此次投票的債券提案
此次投票有三個債券提案：
• 第46項提案。 此議案將授權州政府銷售$21億美元
的普通責任債券，以籌措各種住宅計劃，包括租屋
專案、自購住宅及農民住宅等補助

• 第47項提案。此議案將授權州政府銷售$130.5億美
元的普通責任債券，以建造及翻新K-12學校設施及
更好的教育設施

• 第50提案。 此議案將授權州政府銷售$34.4億美元
的普通責任債券，以應用於各種水利相關計劃。這
些計劃包括海岸保護、CALFEDBay-Delta方案、地
區水資源管理，以及各種安全飲用水計劃



候選人的順序是依隨機字母抽籤來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候選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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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出聲明的候選人仍可參與競選活動。

37候選人競選聲明

每位California人民都知道California發生了一些問題。我們的家人承受
各方的壓力，較高的電力成本、水費帳單、石油、高漲的保險費，以
及更高的稅賦。一個家庭中必須父母同時工作才得支付這些基本開
銷。California面對的重要課題有上帝、家庭與國家。我確信對加州而
言，家庭是最重要的。身為州長，我將恢復本州的家庭價值，我會將
健行、露營、游泳、釣魚及野餐的場所擴增兩倍，並藉著減稅讓更多
的錢回歸家庭。如果California過去幾年能適度地增加預算，現在應該
可以減免所有汽機車證照費及其他賦稅。我們最近的預算危機相較於
我們的水資源課題又如此微不足道。我們必須在州內建立新的水壩及

管線來增加儲水量。這些水壩也可以產生低成本的水力發電。透過較好的管理及新的能源計劃，California可以回到企業及
家庭都可負擔能源年代。我反對墮胎！當社會保護未出生及老人免於傷害時，社會將因為公民彼此珍視而得到極大益處。
收養相較於墮胎的傷害性是另一種愛的表現。與其兩權相害取其輕，您何不加入我，而只要「睜大眼睛」票選Reinhold
Gulke成為州長。感謝您。

我參選州長的原因是California需要新的領導人以開創更璀璨的未來。
我們需要重新擔負起責任，並帶給州長辦公室新氣象。California正處
於空前的能源危機之中。我們的電費帳款幾乎是全國最高的，而且我
們在今年已收到更多的能源警訊。我們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預算赤
字。我們的學校在閱讀及數學幾乎名列倒數第一，而科學更是名列最
後一名。孩童在學校並不覺得安全。一百萬位California州民渴望就業
卻找不到工作。我們的道路被評等為全國最差，保健則幾乎最後一
名，而且我們面對的水資源短缺問題，甚至比能源危機嚴重千萬倍。
我擁有的背景可讓我接受這些挑戰。我是一名聯邦檢察官，與Rudy

Giuliani(前紐約市長)一同追捕黑手黨老大、毒販及企業型罪犯。我們曾經以最嚴格的環保法起訴並懲罰那些污染我們空氣
及水資源的罪犯。我協助無數的小公司招募並保護數以千計的工作。我永遠已最高的道德標準來經營企業。我奉獻心力來
協助這些需要幫助的人們，包含對貧困年輕人提供數以千計的獎學金、協助受害婦女、整頓學校，以及為失業者提供職業
訓練。我要確定所有人都可懷抱著「加州夢」，而不論其背景為何。我的資歷證明我能勝任這個工作。贏得您的選票是我的
榮幸。

Bill Simon
共和黨

320 Wilshire Blvd., Suite 300
Santa Monica, CA 90403
866-VOTE-SIMON
www.simonforgovernor.com

Reinhold Gulke
美國獨立黨

8214 N. Armstrong
Clovis, CA  93611
559-323-9792
aipca.org

州長

辦公室提出的候選人競選聲明

• 身為州的首席執法首長，管理大部份州政府部門及機構，以及任命法官。

• 提出新法及批淮或否決立法。

• 準備並提出每年的州預算。

• 在緊急時機動調配及指揮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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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

身為州長，我已努力工作讓州民過不一樣的生活。在教育方面，我們已
減少班級人數、增加更多經費來支應需求，並前所未有地投資教師的招
募及訓練。仍有許多該作的工作，但我們已增加30%的資金，而且學生
的成績連續三年來持續提高。我已將「健康家庭計劃」經費擴充十倍以
補助未保險的孩童、為一百萬位孩童提供健康保險，並創建美國第一個
協助病患對抗並戰勝HMO的機構。我已簽署國家最嚴格的槍枝法案，
查禁攻擊性武器，並要求具備板機鎖。為了保護我們的環境，我已簽署
嚴格的新法律來清潔我們的海灘、簽署國家第一個用來減少溫室氣體放
射物的法律，並要求聯邦政府阻止更多的近海鑽井。身為強烈主張墮胎

合法化的州長，我已簽署七條新法律，更進一步保護婦女的墮胎權。身為越南退伍軍人，我很高興我們已改善了退伍軍人
住所，並陸續興建五個住所。為了保護您的安全，我已阻止謀殺犯的提早假釋，並且在911攻擊之後雇用國民警衛隊。幾乎
每個代表鎮暴警察、縣警長、警長及消防弟兄的主要公共安全性組織，以及許多地區檢察官，都特別簽名支持我。我很榮
耀地宣佈California的經濟，在過去四年來已經從全球的第7大成長至第5大。希望我有這個榮幸繼續與您攜手合作，讓這個

「黃金州」繼續向前邁進。

Gray Davis
民主黨

9911 West Pico Blvd., Suite 980
Los Angeles, CA  90035
310-201-0344
www.gray-davis.com
governor@gray-davis.com

California記錄上是全球第五大經濟實體及生產中心，但是本州卻有數
十億的預算赤字。我們的基本薪資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低於1968年
的水準。我們的遠古森林至今僅剩4%。弊端逐漸增多。我們的能源政
策是項災難。我們的教育系統急速衰敗。企業資金控制了我們的政治
體系。如同我在社會責任投資方面的新書(The SRI Advantage)中的數字
證明，保護我們的環境與社會正義將造就最好的經濟成果。民主黨及
共和黨皆由男性參選。綠黨提名人則包括三位女性、四位男性，以及
三位不同族裔的候選人，以反映今日的California現狀。我們提供真正

的解決方案：大幅增加可新陳代謝的能源。不在近海鑽井。全體健保。銷售可以負擔的住宅。通過基本生活工資。提供同
性戀男女包括結婚等完全的權利。捍衛家庭計劃與墮胎合法化。較少的班級人數、授權給教師、中止造成不良效果的考試
熱潮。透過「立即決選投票」、公共籌資及乾淨的選擇法來結束腐敗的選舉。徹底廢除死刑及「三重打擊」。讓大麻合法
化。制定最低額度的醫療保險計劃，以及大赦勤勞的移民並提供駕駛執照。停止所有種族歧視，包括回教徒及阿拉伯人。
支持國際法庭。和平、民主與社會正義有助於終結恐怖主義。主要政黨對企業型犯罪顯得軟弱。綠黨希望社會以法律規
則、環境保護與社會正義為基石。他們代表過去，綠黨則代表未來。請投綠黨一票。

Peter Miguel Camejo
綠黨

P.O. Box 3629
Oakland, CA  94609
510-595-4619
info@votecamejo.org
www.votecamejo.org

尋找更好的人選？當我們困頓時，是否忽視了Milton Friedman、
Herbert Spencer、Gene Roddenberry，這幾位我最喜愛的哲學家？我眼
見大政黨的政客們，浪費國家公帑而加重California的負擔，並且腐化
社會工程：「反毒戰役」增加了開支或剝奪了權利，並且增加犯罪；
得天獨厚的公立學校的品質日漸低落，但成本卻隨之增加；電力「改
革」提高了價格、減少利潤，並使得供應發生問題；「掌管的」健保
越來越像DMV。我的目標是讓我們更輕鬆地完成理想：減輕稅賦負
擔。彰顯父母的權責。以保證人制度照顧貧困家庭悁茪˙搊 六漼 F

府配給的州服務。尊重財產權及個人自由。我是一位丈夫、父親、有信仰的男人，以及生物資訊(bio-information)公司的
CEO。我希望我的孩子享受Jefferson、Paine與Adams所描繪的自由及多元的社會。為了更繁榮、更有同情心的California，
我極力主張您投票給自由意志黨。

Gary David Copeland
自由意志黨

5 Moccasin Trail
Trabuco Canyon, CA  92679
949-766-8556
http://www.lpwolfpack.net/cop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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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

身為州長，我將支持替代能源以達到能源自主性；在所有學校提倡美
德；預防性保健；維持農業水平；標示基因工程食品並進行安全測
試。是結束「政治鈍化症」的時候了。作為商業分析師的經驗告訴
我，好的政府等同於預防，而無危機管理。由於我並未接受利益團體
的挹注，所以我代表的是選民，並且可以大膽地執行前瞻性的革新計
劃以解決重要問題、確保健全的經濟，並改善各位的生活品質。
California州的動力及活力來自充份掌握資訊的選民。California應該在
教育、能源替代方案及保健各領域領導全國。不同的觀點必須由所有
政黨進行辯論，而不只限於兩個政黨。我透過行使言論自由的方式，

深信必能強化民主與選舉的力量。這也是我以第三黨候選人競選的原因。自由法律黨提出了與您更貼近且更適時的理念。
自由法則黨確立議題、提出問題，並提供特殊利益團體無法收買或支付的遠景。事實上，這個國家賴以創建之部份最重要
理念是來自第三黨捊o除奴隸制度、童工法及女性的投票權。身為州長，我將致力於建立一個強大且安全的California，並帶
領國家在教育、正確保健及能源革新上向前精進。

Iris Adam
自然法則黨

P.O. Box 5065
Irvine, CA  92612
iris4NLP@yahoo.com
www.IrisAdam.com
www.natural-la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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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美國固有文化下的領導人，皆是根據對之後七代子民的影響
來制定決策的。」我根據這種哲學來競選副州長。我確信透過利用「自
然法則」並建立整體選民的一致共識，更能夠解決改造社會的需求。這
是合理解決California問題的時候了，以趨近真正的民主理念，恢復造物
主賦予我們的人性尊嚴及個人自主權。過去五十年來身為積極分子及基
層組織者，我為環境保護，以及減少核子武器及女性的生育權奮戰不
懈。透過公正及獨立的基層運動，結合共同的最佳理念，並為California
公民的真正關切事項發聲，我致力於壯大了第三黨的政治勢力。成為
California副州長，我將致力擬定計劃來消弭政府對納稅人稅款的浪費及

不當管理；執行精心設計的計劃，透過社會合諧及寬容來倡導和平，進而減少暴力與社會的衝突；透過激發創造力、嚴謹
思考及理解力的創新教學方式，以改革California學校的課程；提倡預防性的健保替代方案；並研究可行的可靠方法，以應
用於農耕及可重複使用的天然能源。能夠將這些革新理念帶入我們美麗的州是一項殊榮，而且我期待有服務California州民
的機會。

Kalee Przybylak
自然法則黨
11333 Moorpark Street #198
Studio City, CA  91602

kprism99@aol.com 
www.natural-law.com

我信仰全能的上帝，我們的造物者，我們的主及救世主。我們的開國
聖賢也信仰上帝及猶太教扆繴徒的價值與習俗。我們的獨立宣言是建
立在上帝賦予我們的生活、自由及追求快樂的權利。Abraham、Jacob
與Isaac的上帝已在其旨意下祝褔我們的土地及我們自己。政府有責任
透過這些道德真理來進行規劃與管理。因此，我不支持沒有道德的世
俗人道主義者行徑，因為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推翻我們熟知的西方文化
價值。世俗人道主義者、贊成墮胎者及社會主義者請勿踏進我副州長
辦公室一步。若上帝支持我作的努力；那麼誰又能對抗我呢？我懷著

堅定的信仰與信念來競選這個職位。我應得捍衛開國先賢遺贈給我們的理想政府藍圖。我絕不因政治或個人野心而拋棄這
些原則。如果您的想法和我一樣，請不要錯失投票給將會捍衛憲法與道德價值的候選人。請慎重思考，將您的選票投給副
州長候選人Jim King (vote4King.com)。

Jim King
美國獨立黨

7177 Brockton Avenue #114
Riverside, CA  92506
909-787-9533
vote4king.com 

副州長

• 當州長受到彈劾、發生死亡、辭職、調動或離開州等情況時，要承擔其公務及責任。

• 擔任州參議院的主席並主持會議，且享有平局決勝權。

• 經濟發展委會會的主席，該會隸屬於州領地委員會，且座落於California大學

體系的理事會中。

• 擔任California世界貿易委員會的行使職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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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州長

只要某處存在著不公義，就是評量我們能否勇於挑戰該不公義的重要
指標。自由意志論者追求正義。和平並非因為沒有戰爭而達成，而是
因為沒有高壓統治。多年來我一直在追求正義及對抗高壓統治。我與

「農民聯合會」密切合作來確保農民組織工會的權利。我組織了一個活
動，說服馬來西亞政府放棄對攜帶大麻進入該國的California人求刑。
我協助廢除San Diego縣的非法營業稅，該政府的官員為了規避第13項
提案，然後想要貪污這筆金額，而被判處有罪。我最光榮的事蹟即為
創建自由意志黨，因為自由意志黨持續協助個人更能掌控自己的生
活。當其他政黨/政客針對應該規範/課稅/取締/禁止/授權(等等)的個

人生活領域爭論不休時，自由意志黨人卻致力於讓您獲得最多的自由並尊重您的責任。我最近的改革運動是為California境
內的雪貂立法，有兩州取締雪貂，而我們是其中一州。如您所見且讓我坦率的說，我有一隻雪貂被沒收並施以安樂死，而
且武裝執法人員撞破我家大門並捉走其他雪貂。雖然雪貂對大部份California人而言不是重要的課題，但政府又何必魯莽至
此。這對我來說是個機會教育，對於在Sacramento的我和您都有教育意義。

Pat Wright
自由意志黨

P.O. Box 3395
San Diego, CA  92163
619-584-8427
dsrj@cox.net
wright4ltgov.org

1997年，就在我的眼前發生了一件事，頓時地摧毀了我：我鐘愛的兒
子被槍殺，就在我自己的家—他是毒品的被害人，反毒戰役下的犧牲
品。從那刻起，我將自己武裝得比鋼鐵還堅硬，只為了全California的
正義及人權。我是誰？一位通過認證的財務經理，擁有超過20年的美
國政府稽核經驗。California是全球的第五大經濟實體，而且可以提供
它的州民充足的能源、足夠的健保、優秀的學校，以及「足以維生」
的工作。我不會使用我們的稅金來資助Enron；也不會為了公司的金錢
而背叛全體州民。如果您要過不一樣的生活，請投綠黨。我是誰？一
位來自South Central LA的黑人女性，厭倦於虛妄的犯罪戰爭。我支持

三重打擊—針對暴力犯。必須對強姦犯及謀殺犯使用「三重打擊」。您應該為偷一片披薩被判無期徒刑。我是誰？一位人權
鬥士：成為California副州長，我將確保女性有接受生育服務的完全權利，而不管她的經濟能力為何。且針對同性戀男女所
制定的歧視法律也將如同女巫審判和喇叭褲一樣，成為過眼雲煙。我是誰？一位土生土長的California人，我將保證運用
California的幾十億美元來建構健全的經濟及和平的社會—為我們所有人！

Donna J. Warren
綠黨

P.O. Box 88808
Los Angeles, CA  90009
213-427-8519
cottry@worldnet.att.net
www.donnawarren.com 

我不認為每個問題、每個解決方案或每個人都可以簡單地歸類成某些
類型。我曾為民主黨人及共和黨人服務。有時我同意他們，有時則
不。我的獨立及執著該作的事是您投票給我的原因。當每個人都認為
與Texas能源公司協商是解決電力能源短缺的方法時，我卻跳離這個框
架。我是對訛詐California納稅人錢財的能源公司提出控告的第一位當
選官員。而且我支持立法，讓他們的行為成為罪刑。當最後一任司法
部長拒絕起訴菸草公司以彌補在保健上所花費的稅款時，我拒絕接受
他的說詞。我跳脫這個框架並起草法律，逼他加以起訴。我對我的獨

立自主感到驕傲。但我也對合作完成的工作同等驕傲。我們與教師共同合作，提供教科書給公立學校及學院中每位符合資
格的學生。我們與環保團體共同合作，保護我們的海岸及水道免於污染。我們與女性健康組織及企業共同合作，在美國建
立了最成功的自發性乳癌篩選計劃。我們與勞工及地方政府共同合作，確定將現有的燃料稅用來改善我們的高速公路及拓
寬大眾運輸系統。我已努力工作贏得您的支持。我將感謝您將我列入考慮人選。

Cruz M. Bustamante
民主黨

3104 O Street #352
Sacramento, CA 95816
www.cruz200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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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唯一的反墮胎、贊成第二修正案、贊成保守的學校選擇權而無畏
冒犯政治不正確的候選人，我已將權力回歸州民而革新我們的政治體
系。兩黨政治已無法滿足美國人，因為它們受到腐化的利益團體所控
制。我將原則與美國擺在第一位。不要將您的選票投給二個劣質候選
人的較不差者。相反地，請投給具有強烈帶領改革的候選人。請造訪
我的網站：www.paulhannosh.com。身為教育家/美國陸軍退伍軍人，
我堅定地支持上帝、家庭與我們的國家。我將捍衛並促進California的
工作與商業，以對抗不公平的外來競爭者。此外，我們必須結束公立
教育獨佔，讓父母可以透過賦稅優惠來選擇任何私立/宗教學校。競爭

將會帶來教育界的文藝復興，並在上帝之下幫助我們繼續成為一個國家。「公義使邦國高舉氶v聖經舊約箴言篇14:34。我
將禁止非法移民！悲衰的是，共和黨領導人想要廉價勞工，而民主黨領導人想要廉價選票，因此不惜犧牲美國公民及我們
的自主權。我們的國民警衛隊必須保護我們的邊界，以對抗恐佈主義、逮捕非法外國人，以及鎮壓毒品走私。此外，我將
在州「憲法」中將英語強制列為官方語言，以強化認同感。我可以掙脫兩黨的束縳並開創持續改革的新紀元！請加入我，
我們會一起傳遞訊息給Sacramento：California人民將不會繼續忍受！

Paul Jerry Hannosh
改革黨

11915 Vose Street
North Hollywood, CA

91605-5750
661-313-6567
phannosh@hotmail.com
www.paulhannosh.com

副州長

與副總統不同的是，California的副州長是單獨選出的。但太多的副州
長皆維持緘默，而不對議題發表意見，因此無法在我們用來協助確保
政府誠信的「抑制與均衡」體制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他的角色不是
協助解決問題，而是在壯大聲勢及典禮上。我會改變這種狀況。我將
為California的人民發出自主的聲音，並將與民主黨及共和黨人一起解
決問題。我曾任職新聞編輯，說出了California所面對的問題。身為
California州參議員，我積極參與政策辨論，並協助增加學校經費、改
善公共安全、增加工作、減稅及保護環境等相關法律制定。例如，我
制定California的「山姆之子」法律，防止罪犯從他們的罪行中得利。

我投出關鍵性的一票，禁止近海石油鑽井。而且我共同贊助California前所未有的最大幅減稅案。我擔任副州長時會借用這
些解決問題的經驗。如果州長的能源或其他政策的預算不利於California，我將發表意見，並提出有效的替代方案。如果立
法院忽視這類問題，我將公開表達並提出解決方案。我將支持學校及公共安全、經濟成長與有效管理。我將承擔此重任並
戳力從公，賦予California州民一番新氣象。我不會浪費這個職務。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www.mcpherson4lg.com，或撥打
916-326-5430與我聯絡。

Bruce McPherson
共和黨

1020 19th Street, Suite 150
Sacramento, CA 95814
916-326-5430
www.mcpherson4l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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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務卿

• 身為州的首席選務官，管理與強制施行選舉法，並依據「政治改革法案」保留所有競選活動的

記錄，以及遊說人員公開聲明的記錄。

• 歸檔公司、商標、「統一商業法」、公證人與限制合夥權等相關官方文件。

• 收集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及藝術品，並保存在California州檔案室中。

• 任職California州世界貿易委員會的行使職權成員。

我已協助那些受到超市脅迫及/或制止前往登記投票的數百位California
同胞。根據開放空間地產全州動議，購物中心將搜集簽名視為犯罪行
為。當警察與法官支持購物中心時，他們就開始腐敗(根據不實的侵入
指控，錯誤地逮捕並囚禁有投票權的市民)。這些侵犯過去皆被忽略。
California選舉過程令人寒心。如果當選，我將更正這些「選舉法」的
侵權行為，並讓California「憲法」重新納入言論自由。

Edward C. Noonan
美國獨立黨

1561 N. Beale Road
Marysville, CA 95901
530-743-6878
www.afamily.net/secstate

就和您及數百萬California人的感受相同，我已對本州政治的賄賂及特
權份子感到憤怒。遊說人員每年提供約一億七千五百萬美元，試圖影響
California立法者。諸如Enron等公司以大筆的競選捐款加熱我們的選
舉。這種賄賂撤銷了電力管制，花掉我們數十億美元。尤有甚者，賄賂
也降低我們的公民民主權。我之所以競選州務卿，是因為California需
要不受公司及政治機器操控的選務官，即捍衛我們民主的守門員。為了
讓政客承擔責任，我將調查並建議起訴收受賄賂以換取政治影響力的任
何人。我不接受公司的競選捐款，而且將努力撤換假借自願性選舉公共

籌資，實際上進行私人籌資的反民主系統(該系統已成功地在多個州施行)。我將著手公司特權改革，以防止公司侵害公民
權、工作權與我們的環境。為在選舉中力求公正、最多參與，以及完全民主，我將對抗立即決選投票與比例代表制。我在
California公立學校接受教育，並取得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美國歷史博士學位。我是小型企業的負責人、前和平自願
軍、作家，以及國家作家聯合會地區3、Oakland承租人聯合會及Sierra俱樂部的成員。已有五十位以上的綠黨人在California
擔任選舉公職。請參加我們11月5日的盛會。我們將一起採取決定性的步驟，邁向乾淨選舉、社會正義及真正的民主。

Larry Shoup
綠黨

P.O. Box 21248
Oakland, CA 94620
510-654-7394
democracy@voteshoup.org
www.voteshou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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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無法從財力雄厚的候選人中作出選擇嗎？也許他們都為資助其競選陣
營的相同公司服務。不要將您的選票，投給兩位劣質候選人中似手比較
不差的人。如果主要的競選捐款人覺得他們的錢花得值得，那麼候選人
將您置於何處？我們California人已體驗過大筆政治獻金所帶來的衝擊
—因此：撤銷獨占事業管制導致電費高漲。水資源是否為下一個目標？
2000競選活動—僅Florida？我們希望減少政治活動中的投入金額，這也
是我們年年訴求競選經費改革，但依然無效。當反對真正的競選經費改
革的第34項提案，想透過2000年選票悄悄闖關時，第208項提案(我在
1996年協助通過)正處於憲法案通過的門檻邊緣。根據女選民聯盟的說

法：「第34項提案充滿了漏洞，而且是設計來愚弄選民，讓他們誤以為正在推動改革」，另外它也取消第208提案的多個部
份。金錢規則？誰會從禁止手冊中的美國議會候選人聲明中得利—也許只有財力雄厚的候選人？如果當選，我將：支持所
有競選辦事處的選票聲明。不重蹈前一任濫用權利來干涉民主過程的覆轍。務必及時告知如女選民聯盟、共識及AARP等
有興趣的團體，避免發生如第34項提案的偷渡事件。我以前是工程師，現在我是教師/技術協調人。

Valli Sharpe-Geisler
改革黨

4718 Meridian Avenue #228
San Jose, CA 95118
408-997-9267
valli4reform@earthlink.net
www.siliconv.com

美國參議員Dianne Feinstein支持我競選州務卿，因為我致力於選務系統
現代化、以郵寄選票的方式減少文書作業、提高選民舞弊的刑罰，以及
強化選民的隱私權保護。我很高興我的記錄已為我贏得如此多California
領袖的支持。身為眾議院多數派領袖，我推動競選經費更加透明化以及
更廣的地方選民發展服務。州務卿管理一個重要的計劃。「住家安
全」，用來保護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需要遠離施暴者的女性，可以利用
州務卿的辦事處來保護住家地點的私密性。今年，我致力於擴展計劃來
保護受到騷擾的婦女，她們急於尋求家庭計劃服務，包括墮胎。您知道
已有極端份子提議制定法律來禁止曾墮胎之女性的選舉權？我很榮幸獲

得California家長組織及California護士協會的支持。身為州務卿，我將保護每位公民的選舉權，以及其選民記錄的隱私權。
我將為競選經費改革奮戰不懈，並確保每位California人投下有效選票機會。我必將實施「選舉現代化法案」以提升選舉技
術，將「孔屑」不再是選舉系統中的一部份。我誠摯地請求您票選我為州務卿。

Kevin Shelley
民主黨

243 Golden Gate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02
415-255-8587
www.shelley2002.com

California州務卿的責責任是確保我們的選舉公正且沒有舞弊情況。我具
有憲法方面的博士，而且擁有商人、教育家及California立法院議員的經
歷，因此我將熱烈地悍衛您的選舉權，並保護我們選舉制度的廉正。我
起草California法律，要求學生學習美國的獨立宣言與我們的美國憲法揤
鴷薔的熱愛將是我身為州務卿的工作指引。我將是名穩健且負責的
California選舉制度的守護者，並以100%的熱誠投入且絕不舞弊。我會
積極地起訴選舉人舞弊，並致力California選舉技術的現代化悒精確地計
算每張選票。我將使用網際網路及其他技術，讓您更容易取得候選人、

選舉提案及競選活動捐款等相關資訊捇—您獲得完整資訊再進行投票。我會讓有投票權的公民更輕鬆且更方便地登記選
舉捇—每個有權投票的人能參與我們的民主，以提高California公民的投票人數。且為了避免發生總統選舉的類似情況，
我將要求電視新聞節目聯播網自制，以免在California的選舉結果出爐之前，發生影射「當選人」的情形。我已準備一個
名為「人民政府」的計劃，詳細說明我身為州務卿將要執行的工作。如需此聲明的副本，請撥916-498-1499或
造訪www.olberg2002.com。

Keith Olberg
共和黨

P.O. Box 2034
Sacramento, CA 95812
916-498-1499
www.Olberg2002.com

州務卿



我是退休的有照護士，在大眾健康及ICU、CCU、MICU、ER及IV理
療諮詢皆有證照。我有40年以上的時間從事醫院、辦公室、診所及家
庭保健暨藥品服務估價、用藥記錄研究與建議，以及用量檢查程序等
病患照護工作。我知道如何快速地評估狀況，採取立即的急救措施，
並指導個人及家庭如何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處理傷病。我曾任識全州
組織的秘書。身為您的州務卿，我會透過容易瞭解的選舉手冊(及候選
人手冊)來提高合格選民的參與。藉著納入政黨立場及原則，以及所有
候選人的照片和聲明等詳細說明，我將針對一般選民所著重的國內議
題，強化選民使用選舉手冊來作出投票決策的能力，而忽略媒體(偏好

現任及主要政黨候選人)及昂貴廣告的影響。我支持所有選舉的「以上皆非」選項、同日(忠誠系統)選民登記、永久缺度選
票狀態，以及透過州圖書館之大幅強化的地方圖書館系統。地方圖書館需要得到更多支援，才能讓選民擁有完整資訊，個
人、政府或明確公開認可的特殊利益團體(非公司或合作社)，應該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對任何候選人給予個人財務捐款
(這類捐款及支出會註記並列示選民手冊上)。

Gail K. Lightfoot
自由意志黨

P.O. Box 598
Pismo Beach, CA 93448
805-481-3434
www.ca.lp.org

對自由而言，沒有什麼比公正選舉更基本了。美國公民在選舉過程中，
應該得到比我們的政府對世界所要求的新興民主(最高的平等、公平與
正確標準)還高的標準。上次的主要選舉中合格選民只有25%前來投
票，顯示了對現今政治缺乏信心與興趣。我要優先建立早該改革的選舉
/競選改革，以確保每張選票都併入計算，而且也聽到每位候選人的意
見。這包括：直到2004年1月在所有社區中實施最正確且最新的選舉設
備；強制放選舉假；去除特殊利益團體(PAC)的競選捐款；指定相等的
大眾廣播時間給選舉的所有候選人使用；以及傾向支持公共競選資助及
比例代表制。我也將籌劃青年教育計劃，教導學生參與政治活動的重要

性，並鼓勵他們實踐。我很榮幸闡釋自然法則黨堅持的理念，即所有多樣性的文化、宗教、種族及性別都應是自然的基本
單位。成為California州務卿，我將是真正的人民公僕而非職業政客，而且我將開放且公正地服務所有California州民。

Louise Marie Allison
自然法則黨

260 W. 12th Street
Claremont, CA 91711
lallison7@earthlink.net
www.natural-law.org

候選人的順序是依隨機字母抽籤來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候選人提供，
而且並未由所有官方機構檢查其正確性。聲明之提出皆出於自願。

未提出聲明的候選人仍可參與競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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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作為獨立的財政守門員，致力於強化加州的經濟並讓政府更有效
率。我是唯一在商業、政府與教育方面擁有二十年經驗的審計長候選
人。我曾經在Stanford的商學院研究所教書，並曾領導San Jose市的經
濟開發。我利用我的財務管理知識來協助建造eBay，這是真正的
California新經濟的成功案例。我們的成功植基於創造力、健全的商業
實務，以及誠實。身為您的審計長，我將遵循這些相同的基本價值。
我將積極地保護California退休基金，不受錯誤投資與無恥企業的剝
奪。我會確定在California經營生意的每一家公司，都能承擔其對投資
者與大眾的責任。我要增加工作機會並加速政府流程，推動California

加州邁向21世紀。我將使用審核權來阻止政府浪費及刪減不必要的政府機構，以便將更多經費用在減少班級人數與改善基
礎設施。身為唯一擁有商業經驗的候選人，我將改善客服系統，讓納稅人可以快速地得到正確的退稅。我也是唯一將保護
女性選舉權、支持公立學校、反對保證人、反對近海石油鑽井，以及對乾淨空氣和水資源奮戰的審計長候選人。請加入美
國參議員Dianne Feinstein、California護士、教師、消防隊員、警察以及宗教和商業領袖(來自兩個政府)的行列，支持我競選
審計長。

Steve Westly
民主黨

703 Woodside Road
Redwood City, CA  94061
650-365-4222
steve@westly2002.com
www.westly2002.com

女性與有色人種已證明他們在決策桌上的能力。在綠黨中，尊重差異性
是重要的價值。我們與唯利是圖的政黨不同，在整個州的政團將這種價
值付諸實行。身為審計長，我保證追蹤每筆經費流向。我會將發現的事
實公諸大眾，以重新控制我們的財政。California需要很優秀的學校。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富裕的州在教育方面的花費很少，卻在監獄的大型建
造合約上投下鉅資。在25年間，California枉顧人類價值，建造了21所
新監獄，卻只建立2所新大學。當人民在1978年投票表決第13項提案
時，他們想要減輕稅賦，特別是擁有固定收入的老人不會被迫搬離家
園。自此即有大筆共享的利益流向商業資產中。這不是提案的提出原

因，也不是選民的本意。首次購屋者受到傷害，而大公司卻得利。身為審計長，我將遵循綠黨的社會正義價值並以社區型
經濟為基礎，審核這些背叛行為，讓大眾能修正這種情況。憑藉25年的管理與財政系統經驗，我已準備好擔任稱職的審計
長。我們可以結合起來並實現我們的努力，同時過更快樂的生活。如果要瞭解事情的真相，請追蹤經費的流向。如果要瞭
解該做的事項，請詢問重要的問題並跟隨您的心。

Laura Wells
綠黨

P.O. Box 3629
Oakland, CA 94609
510-444-7336
clearwork@earthlink.net
www.laurawells.org

• 身為州的首席財務首長，扮演州的所有公共資金的會計師及簿記員。

• 管理州的薪金發放系統與無人認領的地產法。

• 服務多個教育委員會與委員會，包括公平委員會及控制委員會。

• 進行審核與複查州政府運作。

審計長

候選人的順序是依隨機字母抽籤來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候選人提供，
而且並未由所有官方機構檢查其正確性。聲明之提出皆出於自願。

未提出聲明的候選人仍可參與競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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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61歲。我的教育背景為：心理學學士、教育碩士，及牧師心理學博
士。審計長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發行財政部長的付款保證書，這些保證
書是合法且合憲的。我將試著遵循法律來執行這份工作。我支持提案
的州大陪審團動議。我是三個組織的財政首長：Sacramento縣A.I.P.、
SCNRA成員委員會，以及當地的教堂。我同意A.I.P.競選宣言及第二修
正案。

Ernest F. Vance
美國獨立黨

3501 Bradshaw Road #113
Sacramento, CA 95827
916-366-0434
e.f.vance@worldnet.att.net

身為California的審計長，我將利用我過去幾十年的企業負責人/企業
家的專門知識，審核州機構及刪減浪費支出，以管理我們的州政府財
政。一般來說，相較於大部份的私人企業，在面對財政議題及對於股
東(對政府而言即為納稅人)的責任時，政府顯得鬆散且不健全。我將運
用我的豐富經驗來揭露任何不當措施(例如財政舞弊)，並行使審計長的
相當影響力，來影響州在教育、基礎建設與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政
策。我是土生土長的第三代California人、越南退伍軍人及稱職的父
親，我瞭解誠實政府的重要性，並將投注心力為每位California市民工
作以及發言。

J. Carlos Aguirre
自然法則黨

P.O. Box 5065
Irvine, CA 92616
iaakos@yahoo.com
www.natural-law.org

這次選舉是對California的不當支出予以複決。審計長是州財政部的看
守人—擁有連根拔起貪污、舞弊與浪費的合法權力。身為審計長，我
不僅會審核浪費金錢的州機構，也會將目標對準嘗試利用政府來填滿
自己荷包的特殊利益團體。這種快速致富的企業策劃人藉著尋求有利
可圖的政府合約，以回收其所捐獻的競選活動捐款，因此破壞了自由
企業的名聲。這是錯誤的，而且必須立即停止。我是有經驗的刪減浪
費預算專家，曾多次看緊納稅人及股東的荷包。身為審計長，我將透
過定期的績效審核及真正的跨委員會競爭性投標，以監督浪費的政府
機構、貪污的政客及大筆金額的捐款人。我能勝任工作嗎？絕對可

以。我領先廢除California的汽車稅。我起訴能源獨佔並中止其掠奪California納稅人$140億美元的稅款。我實施「政府機構
瘦身」與「關閉委員會法案」。我對抗共和黨與民主黨行政部門的浪費與舞弊。而且我受到每個重要納稅人組織的支持。我
們的地區學校受到損害，我們的稅金高漲，而且交通阻塞每天都佔去我們很多時間，只因為我們的稅款正被侵佔及濫用。
身為您的州審計長，我將充分發揮法律的力量來對抗浪費、舞弊與貪污。因為那是您的錢，而不是他們的。您可以造訪
www.TomMcClintock.com，幫助我們。

Tom McClintock
共和黨

1127 11th Street, Suite 216
Sacramento, CA 95814
916-448-9321
www.tommcclintock.com

候選人的順序是依隨機字母抽籤來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候選人提供，
而且並未由所有官方機構檢查其正確性。聲明之提出皆出於自願。

未提出聲明的候選人仍可參與競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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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長



如果我們不改變方向，最後就會在這條路上終結。而這令人恐慌的。
California是一個偉大的州。我們是全球第五大的經濟實體。California
人民精力充沛、多元、創新，以及⋯嗯⋯偉大！我確信我們值得擁有
比現在好的政府。投票給我即是投票支持大幅改革，及投票支持不讓
捐款金主控制的政黨。綠黨已證明是有遠見的政黨，而其他政黨卻讓
California的財政一再被掏空。早在電力不足卻投注數十億美元在愚蠢
的長期合約之前，綠黨從一開始即孤獨地反對撤銷電力管制。早在
California的納稅人及退休人員因Enron及Worldcom這類公司的不法行徑
而損失數百萬美元之前，綠黨即使用我們的投資管道來制裁公司的行

為。只有綠黨對California的各族群人民給予足夠的尊重，包括本黨的女性及有色人種。只有綠黨對California的重要問題提
出新構想：公司特許權改革、立即決選投票、為學校而非監獄籌資、單一付費者保健，這些措施都可以節省經費。綠黨是
唯一支持平衡州預算的政黨，這可使我們的州變得更好，而非更壞！如需預算計劃與其他議題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www.jeanne2002.org或www.cagreens.org。請投給不受捐款金主控制的唯一政黨。乾淨選舉。請投綠黨。

Jeanne-Marie Rosenmeier
綠黨

1537 Franklin Street, Suite 210
San Francisco, CA 94109
415-931-3161
jeanne2002.com

我將保護您的稅金，不讓政府浪費，並且投資目標在California。處於
這種緊縮的年代，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信用評等。我已59歲，而且自
1959年起即居住於San Diego區。在那 的生活讓我熟悉國界問題。我
在 1971年 從 Southwestern Jr.學 院 畢 業 。 自 1972年 起 服 務 於 San
DiegoTransit。我是聯合運輸合作社分社1309的社員，且服務於執法教
育委員會。我反對墮胎。California納稅人的錢絕不應該投資在保護或
提倡墮胎的活動上。我們應該保護尚未出生的無辜生命，而非處決它
們。我支持第二修正案，並堅信不應剝奪該權利。那些持槍犯案的人
應該嚴加制裁，包括死刑。我們每個人每天都關心California的交通。

經驗告訴我政府需要仔細檢查納稅人是否從他們的交通稅款得到最好的服務。財政部長應該積極執行這類查核。

Nathan E. Johnson
美國獨立黨

6406 Friars Road #232
San Diego, CA 92108
619-297-7808
njohnso2@san.rr.com

• 作為州的銀行，管理州的投資。

• 管理州債券及票據的銷售，且是大部份州基金的投資官員。

• 多個委員會主席或成員，大部份與債券行銷相關。

• 支付審計長及其他州機構所支付的州基金。

財政部長

候選人的順序是依隨機字母抽籤來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候選人提供，
而且並未由所有官方機構檢查其正確性。聲明之提出皆出於自願。

未提出聲明的候選人仍可參與競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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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30年的CPA及三屆選出的West Covina市財政官，我的資歷非常適
合管理州的投資及財政。我反對政府基於任何目的發行債券，因為這
類籌資方案幾乎是任何政府專案成本的兩倍，並將債務強加在我們的
孩子與孫子身上。選民應該在十一月的選舉否決第46、47及50項提
案，因為如果通過這些浪費錢的債券，在25年內將會花掉納稅人$307
億美元。州也必須支付開始進行的專案，或者更好地是，鼓勵私人投
資與開發。我在去年也竭力反對在本州的能源採購上額外浪費$90億美
元。之後政客游走法律邊緣簽訂了能源合約，並繼續讓電力費率居高
不下。法院應該推翻它們。自由意志黨支持教育委員會不應有太多的

政府代表，並致力於保護您的個人自由與經濟自由。您已經看到民主黨與共和黨在政府機構的施政。請支持自由意志黨來
取代他們。

Marian Smithson
自由意志黨

1677 Aspen Village Way
West Covina, CA 91791
626-919-1593
mariansway@earthlink.net

我的目標是健全California的財政。我將是納稅人的守門人，並將致力
於減少政府的浪費。California的信用評等在過去三年已逐漸下滑，目
前排名在全美的倒數第二或第三。我們需要財政責任制來回復本州的
信用評等。California正面對逐漸加重的赤字，且對未來的資本支出欠
缺清晰的遠景或策略性的計劃。若不謹慎的計劃，我們的基礎建設—
道路、學校及公共工程—將逐漸惡化。我會運用我在公家與私人機構
所累積的豐富經驗，流暢管理程式並開發策略性計劃，以便在不加稅
的情況下增加California的財政收入。數百萬納稅人的錢浪費在高利息
付款，而非用來改善California的生活品質。我的資歷與經驗足以因應

財政部長的要求。我有三十年的財務經驗，任職於企業中的CPA及CPA公司的資深合夥人。我在控制費用與改善財政管理
上有豐富的經驗。我接手過California最嚴格的機構中的其中兩個—在California公共事業委員會(PUC)六年(擔任總裁二年)，
以及在California運輸委員會三年。我的教育背景為Utah大學的商學位，以及San Francisco大學的法律學位。我是美國空軍
上尉與飛行駕駛員。

Greg Conlon
共和黨

2764 Spring Street, Suite 1A
Redwood City, CA 94063
650-474-2688
www.GregConlonForStateTreasurer.com

財政部長的責任是安全且明智地投資納稅人的金錢(您的金錢)。我在非
營利組織與營利企業的管理經驗，賦予了我洞察力及知識，讓我能利
用正面且社會認同的方式進行投資，而仍可得到最大的投資報酬率。
我將在今日作出睿智、謹慎與前瞻的決策，並在近日內回收利潤。
California的經濟規模比大部份的外國政府都來的大。藉著健全、實
際、聰明地投資，去除政治玩家與特殊利益團體的影響，所有
California市民應當能夠指望預算預算可完成本州的重要目標。特別重
要的內容如下：包括二年制專科學校體系等各級學校皆擁有充足的資
金；持續管理與改善道路、橋樑及大眾運輸等基礎設施；透過犯罪預

防，以及確保警察、防火人員與緊急事故救難人員擁有優厚的薪資，而能夠強化公共安全。我第一個要務必將是把
California的資金投注在California人民與我們的社區上。我將讓經濟持續成長與茁壯，並創立提供工作機會的維生投資，並
保護我們的未來與我們的孩子。

Sylvia Valentine
自然法則黨

P.O. Box 2612
Santa Cruz, CA 95063
sylvianlp@yahoo.com
www.natural-law.org

候選人的順序是依隨機字母抽籤來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候選人提供，
而且並未由所有官方機構檢查其正確性。聲明之提出皆出於自願。

未提出聲明的候選人仍可參與競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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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長



候選人的順序是依隨機字母抽籤來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候選人提供，
而且並未由所有官方機構檢查其正確性。聲明之提出皆出於自願。

未提出聲明的候選人仍可參與競選活動。

50 候選人競選聲明

作為您的州財政部長，我的第一要務是保護您的稅金。我已努力工作
以獲得您的信任，聰明且小心地投資納稅人的稅款—賺取固定報酬同
時保護州的資產。我利用這筆費用來執行全國第一個保護California投
資資金的政策—對涉及不道德及欺詐行為的不負責任公司(如Enron及
Arthur Andersen)採取嚴懲到底之標準。藉著緊縮California的財政，我
已發出明確的信息，即公司必須有責任感，否則即無法在California作
生意。我已取消不合法的債券交易與不實的投資計劃；藉由重新籌措
債券資金並使用歷史新低的利率，為納稅人省下$10億美元的稅款；以
及取消有風險、不穩定的外國公司的退休金投資，同時將更多的資金

投入California本地的健全投資案中。最後，身為丈夫與三個女兒的父親，我瞭解我們必須投資California的未來，才能保護
我們的生活品質。這也是為什麼我利用15年的私人機構財務管理經驗，得以建立一個優質的投資計劃—為納稅人賺取$70億
美元的投資報酬，同時在California創造經濟商機與工作機會。我為1,000所以上的California學校籌措了建造與維修經費；為
California家庭建立免稅的大學儲蓄帳戶；並對300家以上的社區健康診所提供貸款，讓他們服務家庭與老人。

Phil Angelides
民主黨

455 Capitol Mall, Suite 325
Sacramento, CA 95814
916-448-1998
pangelides@angelides.com

財政部長



候選人的順序是依隨機字母抽籤來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候選人提供，
而且並未由所有官方機構檢查其正確性。聲明之提出皆出於自願。

未提出聲明的候選人仍可參與競選活動。

51候選人競選聲明

我的競選活動基於一個簡單理念：「不要讓他們過度介入您的生活。」
身為司法部長，我希望「反毒戰役」脫離犯罪司法體系，而將它納入應
當歸屬的保健系統中。我將終止攜械權的法律限制；建立由司法部長辦
公室(而非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全州警官懲戒系統；確保三重打擊法只使
用於暴力重刑犯；結束醫師只能開立「傳統用藥」的使用限制；最終，
我將鼓勵重整D.M.V.令人失望的官僚作風。最後，我將鼓勵企業贊助
公共廁所隔間的全部隔牆和門。不要覺得好笑，因為我瞭解Barbara
Boxer將明令禁止這類廁所開支作為他的競選主軸。我說「鼓勵」企業
這麼做，是因為我們不需要再制定任何規則來強制企業作任何事。

Ed Kuwatch
自由意志黨

1325 Hilltop Drive
Willits, CA 95490
707-459-3999
ekuwatch@dui-california.com
http://www.dui-california.com

身為司法部長，我每天皆為了保護加州而與犯罪敗類戰鬥。我們逮捕
了更多的強姦犯及性侵害兒童的罪犯，因為我兌現了建立全美最大罪
犯DNA資料庫的承諾。我很榮幸，因為「California高速公路巡警協會」
支持我競選司法部長。我起訴了California第一宗安養院凌虐犯罪案。
我 很 榮 幸 因 老 人 傷 害 預 防 措 施 而 獲 頒 California AARP首 獎 。

「California警長協會」支持我再次競選司法部長。我們的「婚姻施暴者
起訴計劃」打擊了家庭暴力。我們的「校園安全特別小組」保護孩童
免於暴力威脅。我們是全國第一個建立全州反恐佈份子執法網的州。
而且我們的毒品執法人員3年內已掃蕩了3,000家興奮劑工廠。

「California縣警長協會」表明支持我我再擔任一任司法部長。我的部門已從公司詐欺為California人民追回百萬美元。我為
建立更健全的隱私法而奮戰不懈，並協助指認竊賊的被害人回復原來的生活。「California執法聯合會」已表明支持我競選
司法部長。我已保護Lake Tahoe及Coast。我已強化了「民權執法」，同時比歷任司法部長更不遺餘地地打擊令人厭惡的犯
罪活動。代表52,000位執法者/公共安全人員的「California保安官研究協會，要求他們的親友將票投給我。我很榮幸我的施
政已為我贏得California男性及女性執法者的支持。我希望我已贏得您的選票。

Bill Lockyer
民主黨

1230 H Street
Sacramento, CA 95814
916-444-1755
lockyer2002.com

• 身為一州的法律首長，要確保州法律的一貫性並適當地執法。

• 領導司法部門，負責提供州法律服務與支援地方執法。

• 作為州訴訟的首席顧問。

• 監督執法機構，包括地區檢察官及縣警長。

司法部長



司法部長

候選人的順序是依隨機字母抽籤來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候選人提供，
而且並未由所有官方機構檢查其正確性。聲明之提出皆出於自願。

未提出聲明的候選人仍可參與競選活動。

52 候選人競選聲明

California需要新的司法部長，他會支持死刑、更積極地起訴暴力犯
罪，以及大力整頓州政府的亂象。我第一個要務永遠是保護在家中、
學校及職場的您與您的家人。當您投票給我，我將能：捍衛包括死刑
等California法律，免於自由派聯邦法官的干預。去除州政府的積弊，
範圍直達並包括州長的辦公室。積極地起訴暴力犯及幫派份子。強力
支持布希總統對恐怖主義宣戰。與警察及縣警長通力合作來保護社區
安全。我具備豐富的經驗，可成為一位有效率的司法部長。我已從事
法律相關工作三十四年、經營一家公司、擔任市長、透過選舉任職州
立法機構，並成為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一員。身為州立法者，我協助

頒佈California的「10-20-生命」(10-20-Life)法以打擊持槍罪犯。「3重打擊-你已出局」(3-Strikes-You're-Out)法的創立人支持
我競選司法部長。州犯罪率自2000年來已攀升幾近六個百分點。諸如Fresno、San Joaquin、San Diego等縣，以及像Los
Angeles、Sacramento、Bakersfield等城市處處可見暴力犯罪戲劇性地攀升。司法部長的辦公室可以、而且必須做的更好。檢
察官、警官及犯罪被害人支持我改革亂象，讓California成為更安全的地方。我極為感謝您的選票支持。如需參閱我的相關
資歷，請造訪我的網站：www.AckermanForAG.com。

Dick Ackerman
共和黨

921 11th Street, Suite 110-U
Sacramento, CA 95814
916-447-0242
www.AckermanForAG.com

身為司法部長，我將不強調懲罰、提倡防身、重新教育罪犯、對抗遊
說罪行(大企業、警察及乖戾的政客)並停止死刑。審視California監獄因
毒品而監禁的45,000位以上的受刑人，即證明了「反毒戰役」已失敗。
現在是對我們失去人性的同胞宣戰的時候了。當數以千計的犯人因小
竊案而判處無期徒刑時，跨國企業卻在掠奪大量財富而不必負擔任何
責任。現在是我們重新思考誰才是敵人的時候了。有太多失序的行
為。我們皆是因為此類裁判而心生恐懼的被害人。現在是為公理和平
等而戰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建立能夠反映社會中最佳價值的犯罪司法
體系，而不是以嚴肅與道德的態度來看待所有的人民，並著眼於他們

身為我們社會一員的貢獻及價值而從事無謂的判決。司法部長必須尋求所有California人民對公理的認知，而不只是為此公
理受到懲罰的人。過去24年來，我的職務是Santa Barbara縣的公共辨護律師。過去兩年我則從事無住屋者的義務服務。因
此，我瞭解關於犯罪司法體系的沈重事實：窮人的公理與富人及公司的公理是無法相提並論的。請選舉我為司法部長，我
保證將成為您的代言人，而非特殊利益團體的。感謝您。

Glen Freeman Mowrer
綠黨

glenmowrer@cox.net
vote.cagreens.org

身為美國獨立司法部長，我支持聖經及憲法所保障的生命、自由與財
產權。我目前從事犯罪預防工作，內容是教育我自己的25歲女兒辨別
是非、遠離毒品，並為67名收養的孩童及3位懷孕少女提供緊急避難所
看護。我的經驗包括從事法律相關工作26年、創建Advo c a t e ' s
LegalServices(辯 護 律 師 法 律 服 務 )， 並 與 Liberty Amendment
Committee(特權修正委員會)及National Justice Foundation(國家法官基金
會)通力合作。我支持以重生及更生計劃來代替長期監禁。我們的權利
即我們的力量，我們的選票即我們的抉擇我們必須承擔責任，請作正
確的選擇！

Diane Beall Templin
美國獨立黨

1016 Circle Drive
Escondido, CA 92025
760-480-0428
votefordiane@hotmail.com
www.votefordia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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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局長

• 監督並指揮保險局的所有功能。

• 發照、規範與調查保險公司。

• 回答大眾有關保險業的相關問題與抱怨。

• 強化California「保險法」的法則，並接受規定以執行法律。

現在是堅持好政府的褔利，並停止將這些褔利給予腐化系統的時候
了。我不支持籌款行動。曾經有兩位當選的保險局長。第一位是民主
黨員，他支持將California公司的資產售予外國政府，而第二位則是因
醜聞而辭職的共和黨員。我的政見是服務California人民，而非公司利
益團體。我支持全民健保以及勞工的補償制度，讓勞工重返工作崗位
前能夠先恢復健康。我主張保險公司不得在未經您的授權之下，將您
的記錄使用於行銷計劃中。我主張規範該行業，而不只是當個橡皮圖
章。我將確保保險局能快速且有效的回應消費者的抱怨。我在風險承
保領域中擁有廣泛的管理經驗，包括設定州的「幼兒與母親協助(AIM)」

計劃的保險費，及縣推動之健康系統的保險費。身為財務主管，我指示並發展更有效的承保制度來協助小公司成長。我不
接受任何公司利益團體以及我政黨的捐款。我們唯一的責任就是服務本州的人民。投票給我即等同投票拒絕政府目前的運
作模式，並使得政府回到服務人民的道路上。

David I. Sheidlower
綠黨

4096 Piedmont Avenue #267
Oakland, CA  94611
510-428-9176
www.votesheidlower.org

在1991年，我成為加州第一位當選的保險局長。我建立一個機構來保
護消費者。消費者團體肯定它是全美最佳的機構。我的繼任者，共和
黨的Chuck Quackenbush，涉入醜聞並在羞辱的情況下辭職，進而摧毀
了我所建立的一切。我請求您的選票支持，如此我才能重建並回復保
險局的廉正。此工作需要可靠、致力為消費者奮戰的鬥士，而且他不
得在此行業中擔任任何工作。我將不接受保險公司的捐款。我對抗保
險公司，並將幾近十億美元的回扣還給消費者。我們調降了汽車、住
屋及勞工的補償金。我強制保險公司另外支付三億五千萬美元給
Oakland山林火災的受害者。Northridge地震災民、Laguna火災及

Malibu火災的受害者也曾得到我的協助。我領導全州對保險舞弊加以制裁。我將強制保險公司服務所有California人民，停
止對老人、女性及少數族裔的岐視。我將為真正的醫療保險處方用藥褔利、改善健康保險、長期看護及藥物治療間斷的保
險，以及調降汽車保險費率等課題奮戰。我在牧牛場上長大，在大學打美式足球、從UC Berkeley與Harvard商學院畢業。
Patti與我是非洲和平自願軍的成員。我們有六個孩子及六個孫子。我之前服務於California州參議院和眾議院。在1995年，
我任職於Washington DC內政部的助理秘書，從事我們的國家公園與自然資源的保護工作。我將為您的消費者權益奮鬥。

John Garamendi
民主黨

P.O. Box 5224
Fair Oaks, CA 95628
916-366-7363
garamendicommittee@hotmail.com
www.garamend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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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Dale F. Ogden，擁有的人生經歷足以讓我擔任California保險局
長。我是Los Angeles一家保險業務諮詢公司的創辦人(創建於1987年)，
而且在各種保險及規範方面有28年的相關經驗。我是一名具有人壽及
財產意外傷亡保險的專業認證精算師，並在所有保險領域皆擁有實務
經驗。在我數百名客戶中，州保險局長、聯邦政府的執法機構、州政
府的執法及立法局，以及州創立的汽車及工作補償保險公司及擔保基
金，都曾諮詢我的意見，而我也曾提供專家證詞。保險的競爭非常激
烈，有幾百家保險公司會競相爭取您公司的生意。我已協助改進保險
規定，因為我起草法律及規定、設計可平順執行規定程序的政策、刪

除不必要的事項，並讓競爭機制得以運作。保險局的預算已從1988年的二千八百萬美元($28,000,000)增加一千五百萬美元
($150,000,000)以上。大量的資源(納稅人的金錢)耗費在重複及無用的規定上。我至少可以從這筆過多經費中減少一億美元，
而不會排除任何有意義的服務。透過我在將近五十州所擁有的保險規定經驗，我瞭解該作與不該作的事有哪些；也看到了
當選或委任的政客，為其個人及政治利益，因為過度熱心及濫用所造成的傷害。我將不會犯那些過錯，也不會濫用作為。
我從未擔任政黨公職，如果當選，也絕不尋求其他政黨公職。

Dale F. Ogden
自由意志黨

3620 Almeria Street
San Pedro, CA 90731
310-547-1595
dfo@dalefogden.org
www.dalefogden.org

我將誠實且公正地監督與規範保險業。現在是保險局長及部門將焦點
放在California人民身上，而不是口袋塞滿鈔票的大保險公司。我不會
接受特殊利益團體(PAC)的金錢，也不會接收任何企業類型對我的競選
損獻，我只會服務您，也就是市民，您擁有要求選上的官員為您謀求
最大褔利的所有權利。除了「政治考量」之外，沒有理由不對高額醫
藥保險成本、獲得具成本效益的地震險，以及未保險的駕駛人等問題
實施合理的解決方案。作為健康心理學及社會健康的管理者/研究者，
我以社區為主所推動的工作，讓我瞭解到強調預防與篩選的優質保
健，可以改善個人的健康並減少支出，進而降低激增的健康保險費

用。保險提供極其重要的安全網，是我們遭受災難時的最後一道防線。每個人都應該能夠享用及負擔健康、汽車、住家、
地震及洪水等保險。我將是誠實、睿智、無黨無派、具有創新理念的保險局長，而不是政客。

Raúl Calderón, Jr.
自然法則黨

P.O. Box 16854
Stanford, CA 94309
raulnlp@yahoo.com
www.natural-law.org

過去十二年來，California保險局已籠罩太多的政治、嚴重的不當管理
及醜聞。我會改變這種狀況。我的記錄已證明我為California的消費者
成功地努力爭取。為了讓我不受特殊利益團體左右而保持自主性，我
不曾接受保險公司的捐款。身為California政府的公司企業部部長，我
負責領導一個擁有425位人員的法規部，其管轄權限包括HMO、債券
擔保、信用合作社及抵押貸款的銀行業者。作為部長，我設立了一個
800免付費電話的計劃，負責處理消費者有關HMO的抱怨事宜。我對
拒絕為罹患癌症的9歲女孩進行必要照護的HMO，徵收一筆高達$50萬
美元的罰金。我協助被大型經紀公司詐騙的老年公民及其他小額投資

者，取得一筆額外的一億美元款項。當Blue Cross of California想要從非營利組織轉型成營利公司時，我確定它轉型的代價
必須要建立兩家具有$40億美元以上資產的慈善基金會。這兩家基金會已改善全州數萬人的生活，並增加未保險者取得保健
的管道。身為保險局長，我將為下列理念奮戰：控制汽車保險費及保健費用、保護並加強勞工的補償制度、增加住家保險
的適用範圍，並讓California保險局依California人民的期望及權益有效地監督各項工作。

Gary Mendoza
共和黨

19 Suffolk Avenue, Suite E
Sierra Madre, CA 91024
626-355-5223
www.garymendoza.com

保險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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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教育督學 (無黨派公職)

• 作為州之公立學校的首席發言人，提供地區學區的教育政策與方向。

• 指導教育部的所有職務，以及執行州教育委員會所制定的政策。

• 任職州的高等教育系統之教育監督委員會的行使職權成員。

• 與教育團體合作以改善教學效率。

我不是試圖留任公職的職業政客。相反地，我是一位女商人、學校委
員會主席、教育家、市民義工與母親，而我無法再繼續旁觀並漠視
Sacramento政客將我們的學校踐踏至此。選舉官員的第一條準則是觀其
行而非觀其言。我將擷取我在大型且多元的Anaheim聯合高等學校學區
所完成的成就，進而推廣到全州。改善我們學校的關鍵就是必須教授
基本知識。我們也教授愛國心、謙恭與尊重。堅持學生穿著適合學校
的服裝已減少了暴力及破壞行為，且提升了學生的成績。每日的「靜
默活動」也幫助學生集中注意力。我們已建立一個適合孩童學習及教
師授課的環境。老師必須以身作則：老師的稱職服裝可作為學生的遵

循模範。乾淨的洗手間與校園現在已經實現。我們必須更著重商業及技術課程，如此所有學生才能準備好成為社會上具有
生產力的一員。職業政客並沒有整頓好我們的學校。而我們California的老師、學生與父母將可以做到。我請您投票給我，
讓政客的勢力遠離我們衰敗的學校系統，並且讓父母重新回來照管子女的教育。我們可以為我們的孩子與我們的國家建立
更美好的未來。

Katherine H. Smith
無黨派

2166 W. Broadway Ave. #200
Anaheim, CA 92804
760-594-2090
smithforspi@pacbell.net
www.kathysmith2002.com

我們的學校可以而且必須作的更好。我們孩子的將來就仰賴它。我們
已有優秀的老師。他們需要家長的確實投入且最優質的訓練。身為老
師，我瞭解投入與良好訓練的重要性。我們已有一些進展。身為州參
議員，我已制訂法律來著手減少班級人數及提供最新的教科書。但是
我們現在不能停止。我會繼續努力，直到減少每間教室的班級人數為
止。較小的班級表示老師對於每個人可以有更多的關注。不幸的是，
我是唯一致力於減少班級人數的候選人。我將藉由對我們學校進行效
率審核，使其重新承擔責任。我是支持我們學校的納稅人，但厭惡看
到金錢的浪費。我將使用這些效率審核以確保學校沒有不當使用經

費；稅金應該花在教室中。這些審核將確保每位學童都有一位合格的老師、最新的教科書，並且上課的學校乾淨又安全。
我將反對增加每位學生的支出費用，而且我是唯一一位始終反對保證人的候選人。我們應該增加公立學校的經費，而非將
我們的稅金花在保證人學校。我很高興得到California的學校教師及教育團體的支持。California最主要的報紙報導我已「極
為有效地整合人民來從事教育事業。」能夠得到您的支持是我的榮幸，讓我們一起建立優質的公立學校。

Jack O’Connell
無黨派

P.O. Box 13860
San Luis Obispo, CA 93406
805-547-1818
jack@oconnell2002.org
http://www.oconnell2002.org



選舉程序

根據California憲法，最高法院與上訴法院的法官須經過選民的批准。人民投票「贊成」

或「反對」來決定是否聘僱每一位法官。

這些司法辦公室是不分黨派的。

在可以成為上訴法官之前，州長必須將候選人的名字提交給「司法被提名人評估委員

會」，該委員會是由公民成員與律師所組成的。委員會會對候選人的背景和資歷，加

上社區提供的信息，進行透徹的評審，然後再將對候選人的評估結果呈交州長。

州長會複審委員會的評估，並正式提名候選人，在「司法委任委員會」審查和複審之

前，候選人的資歷會訴諸人民評論。「司法委任委員會」是由California大法官、

California司法部長和上訴法院資深主審法官所組成。「司法委任委員會」隨後必須確

認或拒絕被提名人。只有經過確認，被提名人才真正成為法官。

確認後，法官即宣誓就職，並在下一次州長選舉時由選民同意，之後即到每次任期結

束為止。California憲法中規定最高法院與上訴法院法官的任期為12年。由「司法委任

委員會」確認的法官，其任期僅到下一次州長選舉為止，此時如果他們的前任法官有

剩餘的任期(可能是4年或8年)，則由他們來續任。

(選舉法第9083節)

最高法院與上訴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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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最高法院法官與上訴法院法官的詳細資訊，請造訪州務卿的網站或撥打我們的免

付費選民熱線：www.ss.ca.gov，1-800-345-VOTE (8683)。



最高法院法官

Marvin R. Baxter, California最高法院陪審法官

律師考試：於1966年通過California律師考試。

教育：畢業於Hastings College法律系法學博士、Coro基金會公共事務獎學金以及夫勒斯諾市California州立大學

Fresno分校經濟學學士。

專業法律背景：Sacramento州長Deukmejian的司法與執行委任秘書(1983–1988)，Fresno市的私人律師事務所

(1968–1983)、Fresno縣地區助理檢察官(1966–1968)。

司法背景：California最高法院陪審法官(1991年至今，經州長提名，由「司法委任委員會」確認以及在1990年
選舉獲任，於1991年1月7日生效)。上訴法院、第五上訴區陪審法官(1988–1991)。

Carlos R. Moreno, California最高法院陪審法官

律師考式：於1975年通過California律師考試。

教育：Stanford Law School法學博士(1975)。Yale University文學士(1970)。

專業法律背景：Los Angeles市檢察官辦公室的市助理檢察官，Kelley Drye & Warren的律師。

司法背景：California最高法院陪審法官(2001年10月18日任命)，California Central區United States區域法院法官
(1998年任命)，Los Angeles最高法院法官(1993年任命、1994年獲選)，Compton市法院法官(1986指定、1988年獲選)。

Kathryn M. Werdegar, California最高法院陪審法官

律師考試：於1964年通過California律師考式。

教育：法學院：California大學Berkeley分校(Boalt Hall)與George Washington大學法學博士。第一名畢業、

為第一位California大學法律期刊的女性主編。大學：California大學Berkeley分校文學士。

專業法律背景：美國司法部、California刑法部門法律進修教育主任，California最高法院與California上訴
法院資深助理檢察官、San Francisco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與副院長。

司法背景：加州最高法院陪審法官(1994年迄今)。經州長提名、司法委任委員會確認(1994)，經選舉獲任(1994)。
上訴法庭、第一上訴區陪審法官(1991–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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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順序是由抽籤決定的。
本頁的宣言是由政黨所提供，且未經任何政府機構檢查其正確性。

政黨的目的宣言

共和黨
共和黨以為我們的國家提供重要的領導者George W. Bush

總統為榮。Bush總統為敝黨黨主席的同時，他也是全美國人
民的領導者。共和黨跟隨Bush總統的領導，因此我們也可能
獲得領導全California人民之政黨的殊榮。

Bill Simon將會是領導全California的州長，不論膚色、種
族、信仰或年齡，我們將攜手將California回復為當年令人
自豪的模範州：世界級的教育、健全的基本建設、環境保
護與經濟繁榮。

Bill Simon也將回復州長辦公室的廉正。選擇Bill Simon擔任
州長，所有California人民將有機會讓州長傾聽您們的心聲，
而不需再經歷不公開、見不得人的政治遊戲。

選舉共和黨人進入California政府：
• 保證我的子子孫孫有傑出且優良的公立學校就讀
• 保證兒童、家人、老年人擁有可負擔且便利的保健照顧
• 停止龐大的赤字花費，不要將高額債務強加到下一

代身上。
加入我們，投票給整個共和黨的團隊。

SHAWN STEEL，主席
The California Repulican Party
Ronald Reagan California Republican Center
1903 West Magnolia Boulevard, Burbank, CA  91506
818-841-5210
916-448-9496
電子郵件：chairman@cagop.org
網址：www.cagop.org

自由意志黨
自由意志黨是美國的政黨。我們就跟您一樣。希望有一

個更好的美國。我們是唯一為每個人的個人利益而奮鬥的
政黨，反對花太多錢、課太多稅並干預個人生活的龐大政
府。如果您稱自己是在社會上自由而財政上保守的人，請
立刻聯絡我們。

自由意志黨支持您下列權利：
• 保有您所賺得的錢。盡可能減低或排除稅款。
• 做您自己的生意並享受您自己的財富。減少規定與紙

上作業，意味每個人有更多工作機會、薪水更高而且
消費更低。

• 依照您的意願來教育孩童。
• 選擇您自己的生活方式。政府不可因為您個人的選擇

而將您視為罪犯，包括：相愛、娛樂、休閒、藥品或
您選擇結束生命的方式。

• 不論種族、性別、宗教、性向或其他個人特性，法律
都應該真正平等地對待。

• 擁有槍枝。自我防衛是一種權利悁茷D政治恩惠。
自由意志黨。California辦公室有60位以上的自由意志黨

員，而全國有525位以上的在職官員，我們是最實在的
選擇。撥打電話1-877-884-1776或造訪www.lp.org馬上加入
我們！

Libertarian Party of California
14547 Titus Street, Suite 214
Panorama City, CA  91402-4935
1-877-884-1776
電子郵件：office@ca.lp.org
網站：www.lp.org

民主黨
民主黨一直以來都在經濟、教育與公共安全方面展現了

穩固的領導風格，並也致力於重整公司團體的營運進而保
護納稅人與退休金。

民主黨黨員在州長Davis與我們的民主黨官員領導下，
已經：

• 增進學校的責任制，支持教師並改善公共教育，使考
試成績提高

• 撥款支持我們執法官員與消防隊員的裝備與訓練
• 制訂法律將攻擊性武器趕出我們的街道與校園，並加

強週末夜晚的安全
• 制法執行意義重大的HMO改革，將保健的決定權回歸

病人與他們的醫生
藉由支持州長Davis連任，以及支持我們全州辦公室、議

會與立法院議員的候選人，您將能協助民主黨繼續為人民
奮鬥：

• 進一步減低暴力犯罪，使住家與校園更安全
• 使所有的兒童都能接受優良的公立教育
• 獲得社會安全與醫療保險的保護，增加藥品處方的保

險範圍
• 提供工薪家庭穩定經濟與工作保障
• 為下一代加強環境保護
• 保障婦女墮胎的權利
• 根除厭惡的犯罪活動
請加入我們，讓我們繼續攜手建立一個更好的California。

SENATOR ART TORRES, (Ret.)，主席
California Democratic Party
1401 – 21st Street, #100
Sacramento, CA  95814
916-442-5707
213-239-8730
傳真： 916-442-5715
電子郵件：info@ca-dem.org
網站：www.ca-dem.org

綠黨
綠黨的理念可藉由下列10項主要價值觀念表達無遺：
經濟智慧 女性主義
草根民主 社區經濟
社會正義 地方分權
非暴力 個人與全球的責任
尊重差異 永續性

我們提倡：
• 非暴力與維護市民自由。
• 增加教育基金，允許當地學校進行創新。
• 推行雙語教育計劃，加強所有學生的語言訓練。
• 保護兒童與青年遠離歧視與剝削。
• 全民保健(包括全部與精神健康在內)。
• 生育自主。
• 符合生計的薪水，工人有權自組工會。
• 取消死刑。
• 停止建設監獄。
• 藥物使用合法化，並提供已證明之治療計劃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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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的行動計劃。
• 消除種族、性別、年齡與殘障的歧視。
• 增加協助計劃基金募集以維持收入平衡。
• 停止抨擊移民與種族歧視罪犯。
• 支持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變性人的權利。
• 將California的經濟轉向為長期的生態維護。
• 對污染物、不可回收的能源與廢棄物徵稅，而非勞工

大眾。
• 終止團體福祉。
• 進行財政改革運動，降低金錢對政治的影響。
• 選舉改革，特別是即將展開的決選投票以及比例代

表制。
• 增加大眾運輸工具。
• 注重土地使用生態平衡。
• 保護與推廣家庭與有機種植。
• 節約能源與能源再利用。
• 保護原始森林。
• 終止核能。

GREEN PARTY OF CALIFORNIA
P.O. BOX 2828
Sacramento, CA  95812
916-448-3437
電子郵件：gpca@greens.org
網址：http://www.cagreens.org/

改革黨
我們是屬於獨立選民的政黨，致力於消滅我們政治體系

中特殊金錢利益的影響。以往大規模的公司有被發現從事
可疑的(如果不是犯罪的話)商業活動。這些公司藉由大量的
競選捐款而獲得影響力。登記參加改革黨，您將能藉由政
治行動主義協助影響改變。

每一輪選舉都會帶給我們修正毀壞事務的虛妄承諾：我
們的學校、我們的水源與資源、我們的健保與工作。我們
目前的經濟狀況，正是企業貪婪、無能政府決策以及電力
公司、電信業與運輸業的反生產放寬管制的結果。我們的
退休制度(包括401(k))正在逐漸消失。如果您想要改變整個
體制，請登記加入改革黨。

我們主力集中於保留美國的自主權、工業與科技的領導
地位、清償國債($6,000,000,000,000+)、平衡聯邦預算以及
消滅美國政治中金錢萬能的影響。

改革黨不干涉宗教、您的私人生活與社會議題。
改革意味著「任何金錢都無法收買」。
只有您的幫助，改革黨才能成功。
現在就登記加入改革黨。

DONNA G. CAMPBELL，州主席
Reform Party of California
4606 Greenbush Drive
Concord, CA  94521
925-l676-2687
888-827-3367 語音信箱訊息中心
傳真：925-686-3749
電子郵件：dgcjgcr5@aol.com
網址：http://reformpartyofcalifornia.org

自然法則黨
自然法則黨提供您具前瞻性、有常識、預防目的、合乎

科學證明的方法來解決美國的問題。我們的原則與計劃是
以量子物理學的最新科學新知為基礎，也就是所有相異的
自然法則都有一個相同的領域來操控我們複雜的宇宙、生
命的根本整體以及所有事物彼此的基本連接性。

我們支持：
• 提供創新的計劃，讓我們所有學生的潛能能夠完全發

揮，並將教育的控制權交由地方
• 藉由出口美國經驗，而非武器，來提倡更頻繁、和諧

的國際關係，並成立委員會來研究及建議對抗恐怖主
義的和平解決方法

• 取消PAC來終止政治的特別利益控制
• 改造我們的保健系統，加入自然保健制定避免疾病與

減少花費的計劃
• 減輕稅賦責任與排除不必要的花費以確保經濟富強
• 實地考察犯罪防制與罪犯改過自新
• 增加可重複使用的無污染能源，進而減低我們對石油

的依賴
• 嚴厲的環境法以確保健康與純淨的環境
• 保護美國的食物供給，經由能維持生態平衡、有機的

農作耕種，並標示基因食物及進行安全測試

NATURAL LAW PARTY OF CALIFORNIA
P.O. Box 949, Felton, CA. 95108
831-425-2201
傳真： 831-427-9230
電子郵件：nlpca@aol.com
網址：http://www.natural-law.org

美國獨立黨
為什麼要支持美國獨立黨(Constitution Party California分部)？
因為我們的國家正面臨困境！
美國現在正與無形的敵人[恐怖主義]進行台面下的戰爭；
這是一場讓政府擴大控制我們日常生活的戰爭；
我們的國家有將近六兆美元的國債，而國會又投票將國

債再增加四億五千萬美元；
目前正值美國失業風潮，但政府對此的回答卻歸因為貿

易政策將更多的工作機會轉移到國外、擴大移民，並對非
法居留在美國的非法移民授予特赦聲明：

戰爭已經作為使國家社會主義化的藉口：納稅人緊急援
助航空公司、平息大保險公司的資金不足還有其他計劃：

能源/公用事業獨佔企業的公司騙子不斷地剝削納稅人；
墮胎的殺生行為仍然持續；而迄今，竟然有兩位第九巡

迴上訴法院的法官宣布對國家忠誠的宣誓不符合憲法，因
為其中包含「以上帝之名(Under God)」的字眼。

為了反對這樣的政策，美國獨立黨堅持忠於憲法與
美國傳統的道德價值。
A.I.P. 需要您的加入，而您也需要A.I.P。

NATHAN E. JOHNSON，州主席
American Independent Party
1084 West Marshall Boulevard
San Bernardino, CA 92405
619- 460-4484
電子郵件：sdaip@earthlink.net
網站：www.aipca.org

宣言的順序是由抽籤決定的。
本頁的宣言是由政黨所提供，且未經任何政府機構檢查其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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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MEDA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1225 Fallon Street, Room G-1
Oakland, CA 94612-4283
510-663-8683
www.co.alameda.ca.us/rov

ALPINE COUNTY
P.O. Box 158
Markleeville, CA 96120
530-694-2281
www.alpinecountyca.com 

AMADOR COUNTY
Elections
500 Argonaut Lane
Jackson, CA 95642
209-223-6465

BUTTE COUNTY
County Clerk-Elections Division 
25 County Center Drive, Suite I
Oroville, CA 95965-3375
530-538-7761
http://clerk-recorder.buttecounty.net

CALAVERAS COUNTY
Elections Department
891 Mountain Ranch Road
San Andreas, CA 95249-0971
209-754-6376
www.co.calaveras.ca.us

COLUSA COUNTY
546 Jay Street
Colusa, CA 95932
530-458-0500
www.colusacountyclerk.com

CONTRA COSTA COUNTY
P.O. Box 271
524 Main Street
Martinez, CA 94553
925-646-4166
www.co.contra-costa.ca.us/   
depart/elec/index.htm

DEL NORTE COUNTY
981 “H” Street, Suite 160
Crescent City, CA 95531
707-465-0383

EL DORADO COUNTY
Elections Department
2850 Fairlane Court
P.O. Box 678001
Placerville, CA 95667-8001
530-621-7480
www.co.el-dorado.ca.us/elections

FRESNO COUNTY
2221 Kern Street
Fresno, CA 93721
559-488-3246 
www.fresno.ca.gov/2850/index.html

MADERA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209 W. Yosemite Avenue
Madera, CA 93637
559-675-7720
www.madera-county.com

MARIN COUNTY
3501 Civic Center Drive, Room 121
San Rafael, CA 94903
P.O. Box E (Mailing Address)
San Rafael, CA 94913
415-499-6456
www.co.marin.ca.us

MARIPOSA COUNTY
4982 - 10th Street
P.O. Box 247
Mariposa, CA 95338 
209-966-2007

MENDOCINO COUNTY
501 Low Gap Road, Room 1020
Ukiah, CA 95482
707-463-4371
www.co.mendocino.ca.us

MERCED COUNTY
2222 “M” Street, Room 14
Merced, CA 95340
209-385-7541
www.co.merced.ca.us

MODOC COUNTY
County Clerk/Elections Office 
P.O. Box 130
Alturas, CA 96101 
530-233-6201

MONO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P.O. Box 237
Bridgeport, CA 93517
760-932-5530

MONTEREY COUNTY
1370 B South Main Street
Salinas, CA 93901
831-796-1499 
www.montereycountyelections.us

NAPA COUNTY
900 Coombs Street, Room 256
Napa, CA 94559
707-253-4321
www.co.napa.ca.us

NEVADA COUNTY
Elections
10433 Willow Valley Road, Suite E
Nevada City, CA 95959
530-265-1298
www.election.co.nevada.ca.us

GLENN COUNTY
Elections
516 W. Sycamore Street, 2nd Floor
Willows, CA 95988
530-934-6414
www.countyofglenn.net/
elections/home_page.asp

HUMBOLDT COUNTY
3033 “H” Street
Eureka, CA 95501
707-445-7678
www.co.humboldt.ca.us

IMPERIAL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940 Main Street, Suite 202
El Centro, CA 92243
760-482-4226
www.imperialcounty.net 

INYO COUNTY
P.O. Box F
Independence, CA 93526
760-878-0224

KERN COUNTY
Elections Office
1115 Truxtun Avenue
Bakersfield, CA 93301
661-868-3590
1-800-452-8683
www.co.kern.ca.us/elections

KINGS COUNTY
Elections Department
1400 W. Lacey Blvd.
Hanford, CA 93230
559-582-3211 Ext. 4401 
www.countyofkings.com 

LAKE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255 North Forbes Street
Lakeport, CA  95453
707-263-2372 
www.co.lake.ca.us

LASSEN COUNTY
220 S. Lassen Street, Suite 5 
Susanville, CA 96130
530-251-8216 
http://clerk.lassencounty.org

LOS ANGELES COUNTY
12400 Imperial Highway
Norwalk, CA 90650-8357
562-462-2716
www.lavote.net or 
www.regrec.co.la.c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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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GE COUNTY
1300 S. Grand Avenue, Bldg. C
Santa Ana, CA 92705
714-567-7600 
www.oc.ca.gov/election

PLACER COUNTY
2956 Richardson Drive 
P.O. Box 5278 
Auburn, CA 95604 
530-886-5650
www.placer.ca.gov/elections

PLUMAS COUNTY
County Clerk/Elections Office
520 Main Street, Room 102 
Quincy, CA 95971
530-283-6256
http://countyofplumas.com

RIVERSIDE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2724 Gateway Drive
Riverside, CA 92507
909-486-7200
www.voteinfo.net

SACRAMENTO COUNTY
Voter Registration & Elections
3700 Branch Center Road 
Sacramento, CA 95827 
916-875-6451
www.co.sacramento.ca.us/elections

SAN BENITO COUNTY
Courthouse 
440 Fifth Street, Room 206
Hollister, CA 95023
831-636-4016 

SAN BERNARDINO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777 East Rialto Avenue
San Bernardino, CA 92415-0770
909-387-8300
www.sbcrov.com 

SAN DIEGO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5201 Ruffin Road, Suite I
San Diego, CA 92123
858-565-5800
www.sdvote.com

SAN FRANCISCO COUNTY
1 Dr. Carlton B. Goodlett Place,

Room 48
San Francisco, CA 94102
415-554-4375
www.sfgov.org

SAN JOAQUIN COUNTY
212 N. San Joaquin Street
Stockton, CA 95202
209-468-2885
www.co.san-joaquin.ca.us/elect

SONOMA COUNTY
435 Fiscal Drive
P.O. Box 11485
Santa Rosa, CA 95406-1485
707-565-6800
1-800-750-VOTE (8683)
www.sonoma-county.org/regvoter

STANISLAUS COUNTY
1021 “I” Street, Suite 101
Modesto, CA 95354
209-525-5200

SUTTER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433 Second Street
Yuba City, CA 95991
530-822-7122

TEHAMA COUNTY
444 Oak Street, Room C
P.O. Box 250
Red Bluff, CA 96080
530-527-8190

TRINITY COUNTY
101 Court Street
P.O. Box 1215
Weaverville, CA 96093-1215
530-623-1220
www.trinitycounty.org/elections

TULARE COUNTY
Elections
221 S. Mooney Blvd., Room G-28
Visalia, CA 93291-4596
559-733-6275 
www.tularecoauditor.org/elections

TUOLUMNE COUNTY
County Clerk & Election Department
39 N. Washington Street, Suite A
2 S. Green Street (Mailing Address)
Sonora, CA 95370
209-533-5570

VENTURA COUNTY
Elections Division
800 S. Victoria Avenue, L-1200
Ventura, CA 93009
805-654-2664
www.ventura.org/election/elecidx.htm

YOLO COUNTY
Elections Office
625 Court Street, Room B05
Woodland, CA  95695
P.O. Box 1820 (Mailing Address)
Woodland, CA 95776-1820
530-666-8133 
www.yoloelections.org

YUBA COUNTY
Elections 
935 14th Street
Marysville, CA 95901
530-741-6545
www.co.yuba.ca.us

SAN LUIS OBISPO COUNTY
Elections Division
1144 Monterey Street, Suite A
San Luis Obispo, CA 93408 
805-781-5228 
www.sloelections.org

SAN MATEO COUNTY
Registration and Elections Division
40 Tower Road 
San Mateo, CA 94402 
650-312-5222 
www.shapethefuture.org

SANTA BARBARA COUNTY
1101 Anacapa Street, Second Floor 
P.O. Box 159
Santa Barbara, CA 93102 
805-568-2200 
www.sb-democracy.com

SANTA CLARA COUNTY
1555 Berger Drive, Bldg. #2
San Jose, CA 95112
408-299-VOTE (8683)
408-299-POLL (7655)
www.sccvote.org

SANTA CRUZ COUNTY
701 Ocean Street, Room 210
Santa Cruz, CA 95060
831-454-2060 
www.votescount.com

SHASTA COUNTY
1643 Market Street
Redding, CA 96001
P.O. Box 990880 (Mailing Address)
Redding, CA 96099-0880
530-225-5730
www.co.shasta.ca.us

SIERRA COUNTY
County Clerk-Recorder 
Courthouse, Room 11
P.O. Drawer D
Downieville, CA 95936 
530-289-3295

SISKIYOU COUNTY
311 Fourth Street, Room 201
P.O. Box 338
Yreka, CA 96097
530-842-8084
www.co.siskiyou.ca.us 

SOLANO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510 Clay Street
P.O. Box I
Fairfield, CA 94533
707-421-6675
1-888-933-VOTE (8683) 
www.solanocounty.com/elections 



是否需要尋找您的投票站？

62  

請造訪我們的網站，網址是www.ss.ca.gov，並請按下Polling Place

(投票站)圖示。

我們的網站也提供下列項目：

★ 選舉夜結果現場實況

★ 候選人名單

★ 競選捐款公開資訊

★ 缺席選票資訊

您的投票站位置也會列在您的選票樣本背面，您的縣選務官處會將選票樣本郵寄
給您。

請聯絡您的縣選務官辦公處以獲得協助。(詳見第60頁，有關縣選務官辦公處的聯
絡資訊。)

協助維護我們的民主精神！

★ 在選舉日協助選民

★ 賺零用錢(由縣政府提供津貼)

您是否知道學生投票站工作人員計劃？
合格的學生可在選舉日指派為投票站工作人員。
學生可以直接學習到參與選舉過程的重要性。
學生將可以提供投票站許多所需的協助。

請聯絡您的縣選務官辦公處
以獲得完整的資訊，立刻申請！

(詳見第60頁，有關選務官
辦公處的聯絡資訊。)

在選舉日擔任投票站工作人員！



請遵循下列3項簡單的投票步驟

您的選票將會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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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

如果您是United States公民、California居民、未入獄服刑或因重罪而處於假
釋期間，且將在2002年11月5日年滿18歲，您即可登記投票。如果要登記投票，您
可以：

• 撥打電話或直接造訪您的縣選務官辦公處(詳見第60頁的聯絡資訊)。

• 撥打電話到州務卿的免付費選民熱線：1-800-345-VOTE。

• 線上登記：www.ss.ca.gov/elections/elections_vr.htm。

縣選務官辦公處至少應該在選舉前的15天(2002年10月21日)，收到您填寫完成的登
記表。

瞭解

有幾個可讓您瞭解候選人與投票議案的方法。

• 您的縣選票樣本會告訴您投票站位置、投票時間、州與地方的立法院候選

人、如何申請缺席選票以及如何使用貴縣的的投票設施。

• 「州選民資訊指南」會提供您必須知道的資訊，其中包括全州的候選人與投票

議案。聽障人士可使用音訊版本，請撥打1-800-345-VOTE。也可以由線上取得
「州選民資訊指南」，網址是：www.voterguide.ss.ca.gov。

• Cal Access是一個線上工具，提供有關哪些人捐獻競選基金來支持或反對全州

的候選人與投票議案。請造訪www.cal-access.ss.ca.gov以取得更多資訊。

• 請與家人和朋友討論，因為您在投票站所做的選擇非常重要，並且會讓我們的

國家保持強盛。

投票

選舉日是2002年11月5日星期二。投票站開放時間為上午7:00到下午8:00。

• 尋找您的投票站拲—投票站的位置可以在縣選票樣本的背面找到。您也可以撥

電話到您的縣選務官辦公處，或造訪http ://www. s s . ca .gov/e l ec t i on s/
elections_ppl.htm來確定您的投票站位置。

• 如果要以郵寄方式投票拲—的縣選票樣本包括「缺席選票」的申請表。為了要

即時收到您的缺席選票以進行投票，您的縣選務官辦公處必須在10月29日前收
到這份申請表。為了使選票有效，縣選務官辦公處收到您的缺席選票的期限不
得晚於2002年11月5日選舉日的下午8:00。



改善的投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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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製中...

改善的投票系統

第41項提案–2002年投票現代化債券法案第41項提案於2002年3月5日初選由
選民投票通過，分配兩億美金來更新投票系統，並成立「投票現代化委員會」
來落實這項任務。

將會包括縣投票系統進一步的改善...

★ 再也沒有紙屑

★ 再也不會有多餘的選票

★ 再也不會發生選票的疏忽

★ 殘障人士更容易參與

★ 能較早開始投票

★ 納入聯邦所需的語言

★ 改善安全性

★ 加快投票結果的報告

請造訪第41項提案的網站，位置是：
http://www.ss.ca.gov/elections/vma/home.html,
尋找「投票現代化債券法案」
相關的重要資訊與資料。



何為動議性提案程序﹖
通常稱為“直接民主”的動議性提案程序是一種公民
無須通過其在州政府任職的立法代表而直接提議修改
加州法律的參政手段。

怎樣將動議性提案提上選票
該程序的第一步是起草所提議法律（或提案）的文
本。該提案的支持者或起草者可自行撰寫該提案的文
本、尋求其私人律師的幫助，或者要求州立法院法律
顧問室提供幫助。

標題及概述
在文本起草完畢後，該提案的支持者須向司法部長提
交書面申請，並附上該提案的文本以及$200申請費﹐
讓司法部長撰寫該提案的標題以及概述。司法部長將
為該提案撰寫一份官方標題及概述，如果有必要的
話，司法部長將要求財務部及立法院預算聯合委員會
共同編製一項財務影響報告。

收集請願簽名
司法部長發佈該提案的標題及概述後，州務卿將為該
提案確定一個正式申請日，並且為該提案的支持者制
訂一份重要申請文件遞交時限的時間表。該提案的支
持者有150天的時間收集足夠的支持簽名，使該提案
符合被提上選票的條件。如果該提案是提議修改加州

某一法例，則支持者所收集的簽名數量須達到上一
屆州長選舉時對所有州長候選人所投票的總數的5%﹐
該提案才能被提上選票。如果該提案是提議修改加
州憲法，則支持者所收集的簽名數量須達到上一屆
州長選舉時對所有州長候選人所投票的總數的8%。

提出申請及收集請願簽名
在收集到規定的請願簽名數量後，該提案的支持者
須將請願簽名冊提交相關的縣選舉官員，由其對簽
名進行核實。當州務卿收到縣選舉官員的通知，證
明請願書已經由規定人數的登記選民簽署，則視為
該提案符合被提上選票的條件。

將提案提上選票供選民投票表決
該提案達到提上選票的條件後，就會在下一次全州
選舉時被提上選票。但是，該提案須在其由選民投
票批准的全州性選舉前至少131天達到被提上選票的
資格。如果該提案經多數選民批准，就會在選舉日
的下一日生效﹐除非該提案文本中規定另一個生
效日。

如果您想了解有關動議性提案程序的更詳細資訊﹐
請查訪州務卿的網站www.ss.ca.gov，或致電選舉處﹕
916-657-2166。

有關動議性提案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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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項提案

由 2001-2002 年度常會（2002 年法令，第 26 章）的第 1227

項參議院法案提議的此項法律根據「California 憲法」第 XVI 條

款的規定提交給公民。

提議的此項法律加入了「健康和安全法則」部分，因此被提

議加入的新規定用斜體字印刷，以表明是新法則。

提出的法案

第 11  部分第 8  節（開始於第 53500 節）被加入「健康和安

全法則」第 31 部分，內容如下：

第 11  部分 第 46 項提案

第 1  章 總則

53500.  此部分被稱為「2002 年住房和緊急避難所信託基金法

案」。

53501.  此部分中提到的以下術語含義如下：

(a) 「委員會」意指按第 53524 節規定成立的「住房財政委員

會」。

(b) 「基金」意指按第 53520 節規定成立的「住房和緊急避難

所信託基金」。

第 2  章 住房和緊急避難所信託基金

53520.  根據此部分規定，債券發行和銷售的收入應存入據此

成立的「住房和緊急避難所信託基金」。基金中的資金應按第 4 章

（開始於 53533 節）的規定分配和使用。

第 3  章 財政條款

53521.  可以發行及銷售不包括再融資債券的總額二十一億美

元 ($2,100,000,000) 的債券、或者由委員會決定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以完成此部分規定或完成有效銷售所需的等額債券，以提供用於

實現此部分表述的目的並根據「政府法」第 16724.5節用於償還

「一般責任債券費用運轉基金」的資金。債券出售後將成為並構成

有效合法、具有州約束力的責任，以本州全部信譽在此保證當債

券本金及利息到期應償付時，準時償還本金和利息。

53522.  根據此部分規定發行並銷售的任何債券都可以按「政

府法」標題 2 第 4 部第 3 部分第 4 章第 6 條款（開始於 16780

節）的規定，通過發行再融資債券的方式再融資。本章中描述的

州選民對債券發行的批准應包括對用於償還所有原先發行的債券

或所有先前發行的再融資債券的任何債券發行的批准。

53523.  (a) 經此部分審定的債券的準備、執行、發行、銷售、

償還和兌換應遵守「州一般責任債券法案」（「政府法」標題 2 第

4 部 第 3 部分第 4 章（開始於第 16720 節））的表述和該法案中

其他有關債券和此部分及在以全文提出包含在此部分中的所有規

定。

(b) 根據「州一般責任債券法案」的規定，債券發行費用應由

債券收入償付。這些費用將由本章資助的計劃按比例分攤。

53524.  (a) 根據「州一般責任債券法案」的規定，住房財政委

員會（Housing Finance Committee）僅為批准經此部分法規許可

的債券的發行和銷售目的而成立。根據此部分法規的目的，住房

財政委員會（Housing Finance Committee）是指「州一般責任債

券法案」中所謂的「委員會」。委員會由審計官、財務部長、財政

主任、商業秘書、運輸和住房代理、住房和地區開發主任和

California 住房財政代理執行主管或他們任命的代表組成。財務部

長將任委員會主席。委員會的多數委員可以代理委員會的職能。

(b) 根據「州一般責任債券法案」的規定，部門會被指定為其

管理的專案的「理事會」，而代理處則會被指定為其管理的專案的

「理事會」。

53525.  如果理事會提出用於本章目的的資金要求，委員會將

根據此部分決定是否必須或值得發行批准的債券以實現第 4 章

（開始於 53533 節）中指明的行動，如果要發行，還要決定要發行

及銷售的債券數量。可以批准債券連續發行及銷售，以逐步執行

上述行動，批准發行的所有債券不必一次全部銷售。

53526.  每年按與其他州上繳收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時間

上繳收入。除了本州的一般收入之外，還有每年償付債券的本金

和利息所需的資金總額，要由任何依法負責收繳收入的官員執行

並完成收繳該項附加金額的所有動作。

53527.  雖然有「政府法」第 13340 節的規定，還是有符合

「總合基金」的規定，為了達成此部分法規的目的所需的金額，這

筆金額與下列資金總額相等：

(a) 每年在本金和利息到期應該償付時，必須償付根據此部分

法規發行和銷售的債券的本金和利息的資金總額。

(b) 不考慮財政年度，執行第 53528 節規定所需的資金總額。

53528.  為了執行本部分的規定，財政主任可批准從「總合基

金」中提取部分資金，其數額不得超過由委員會批准的出於執行

本章規定的目的而出售的未售出債券的總額。提取的所有資金都

應存入基金。按本節的規定，為執行本部分規定而銷售債券所得

的所有款項都應退回「總合基金」。

53529.  雖然有本部分或「州一般責任債券法案」的任何其他

規定，如果財務部長根據本部分規定中債券律師認為在指定條件

下按聯邦稅收的規定，債券利息不在總收入之內的意見，而將債

券出售，財務部長可以把已進行投資的債券收入和債券收入投資

收益分別列入不同帳戶，並且可以使用或指導使用這些收入或收

益以支付折扣、罰金或其他聯邦法律要求支付的款項，或在為在

聯邦法律的規定下維持債券免稅及代表本州基金獲得任何利益而

必需或值得的情況下另行處置相關的投資和債券收入。

53530.  為執行本部分的規定，根據「政府法」第 16312 節的

規定，委員會可以要求聯合資金投資委員會(Pooled Money

Investment Board)從 「 聯 合 資 金 投 資 帳 戶 」 (Pooled Money

Investment Account)中貸款。要求貸款的金額不應超出委員會按本

部分規定已經決定批准出售而未出售的債券金額。為獲得及償還

貸款，委員會應執行聯合資金投資委員會 (Pooled Money

Investment Board) 要求的所有文件。所有貸款都應存入基金，由委

員會按本部分規定支配。

53531.  基金中來源於售出債券的貼水及應計利息的全部款

項，將存於基金中，並將轉入「總合基金」作為支付債券利息的

款項。

53532.  立法機構因此作出裁決並宣佈，只要經本部分規定批

准的債券銷售所得的收入不是「稅款的收入」（一如該詞在

「California 憲法」(California Constitution) 第 XIII B 條中的用

法），這些收入的支出就不受該條款的限制。

第 4  章 住房債券收入的分配

53533.  (a) 根據本部分規定，存在基金中的債券銷售所得款項

將按以下程序分配：

(1) 九億一仟萬美元 ($910,000,000) 將轉移至住房恢復貸款基金

(Housing Rehabilitation Loan Fund)以支付第 2 部分第 6.7 章（開

始於第 50675 節）批准的多戶家庭住房計劃(Multifamily Housing

Program)，以下內容除外：

(A) 五仟萬美元 ($50,000,000) 將轉移至保護機會基金，並且根

據授權立法，雖然有「政府法」第 13340 節的規定，也總是適用

於保護危險住房，而不必考慮財政年度。

(B) 二仟萬美元 ($20,000,000) 將用於支援服務用的非住宅空

地，包括但不限於工作培訓、健康服務和兒童看護等包含於或與

其相近的多戶家庭住房計劃 (Multifamily Housing Program) 資助的



專案。此資金將在所有適用的每個單位或專案貸款的範圍之外，

並可能是贈予款項。服務提供者應保證專案居民相對于普通公民

有享受服務的優先權。

(C) 二仟五百萬美元 ($25,000,000) 將用於根據授權立法補助當

地的住房信託基金。

(D) 一仟五百萬美元 ($15,000,000) 將透過多戶家庭住房計劃

(Multifamily Housing Program) 按下列規定用於學生住房:

(i) 該部門將給予 California 大學或 California 州立大學分校所

擁有的土地專案第一優先權。正如該部門所作的決定，將給予位

於 California 大學或 California 州立大學分校一英里以內的專案第

二優先權，這些校區面臨嚴重的住房短缺及可開發土地有限的問

題 。 上 述 決 定 應 在 「 基 金 供 應 通 知 」（ Notice of Funding

Availability）中予以宣佈並且不受限於「政府法」標題 2 部分 1

第 3.5 章（以 11340 節開始）中的要求。

(ii) 所有基金應遵循一一對應的原則，從私人資本或到

California 大學或 California 州立大學。在此次段中，「California

大學」包括 Hastings 法學院。

(iii) 住房的使用應該只限於在California 大學或 California 州立

大學註冊成為全時間上課的學生。

(iv) 依 據 「 多 戶 家 庭 住 房 計 劃 」（ Multifamily Housing

Program），應通過核實學生及其家庭的綜合收入來制定收入是否

符合被推選的條件。

(v) 在基金可以使用日起24個月內沒有用於此目的的任何基

金，應該依據 50898.2 節 (c) 款 (1) 段中提出的狴城炴_興計劃

荂]Downtown Rebound Program）(a) 款授予。

(E) 任何基金在可以使用的三十個月內，只要不受到此段（除

了次段 (D)）中提出的用途阻礙，應歸還依據 50661 節建立的

「住房復原借貸基金」（Housing Rehabilitation Loan Fund），作為

「多戶家庭住房計劃」（Multifamily Housing Program）中的一般用

途。

(F) 如果此段中指定的任何一項計劃的授權立法未能在「立法

院 2001–02 年會」（2001–02 Regular Session of the Legislature）上

制定成法律，那麼為該計劃指定的撥款將無效，同時應歸還基金

作為「多戶家庭住房計劃」（Multifamily Housing Program）中的

一般用途。

(2) 一億九千五百萬美元 ($195,000,000) 將轉移至「緊急住房

及協助基金」（Emergency Housing and Assistance Fund）以支出部

分 2 第 11.5 章（以 50800 節開始）批准的「緊急住房及協助計劃」

（Emergency Hous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

(3) 一億九千五百萬美元 ($195,000,000) 將轉移至「住房復原

借貸基金」（Housing Rehabilitation Loan Fund）以支出部分 2 第

6.7 章（以 50675 節開始）批准的「多戶家庭住房計劃」

（Multifamily Housing Program），該計劃用於支援性住房專案，其

對象是從緊急避難所或暫時性住房搬遷的個人及家庭或那些面臨

無家可歸的人。選擇專案的標準應以選擇那些面臨無家可歸的殘

疾人的支援性住房為優先，並提出與計劃合作以滿足殘疾人的需

求。該部門可能適當地提高每單位借貸額度，以提供並維持那些

個人及家庭擔負得起的租金。在此段中，如 53260 節 (d) 款中的

定義，「支援性住房」意為沒有居住時限並且由所針對的人群居

住的住房，而且與現場或非現場服務有關，通過這些服務幫助承

租人保留住房、改善其健康狀況、最佳化其生活能力，並且在可

能的時候，在社區中工作。

(4) 兩億美元 ($200,000,000) 將轉移至「Joe Serna, Jr. 農業工人住

房補助金」（Joe Serna, Jr. Farmworker Housing Grant Fund）以支出

部分 2 第 3.2 章（以 50517.5 節開始）批准的農業工人住房計劃，

以下內容除外：

(A) 按照「加州管理法」（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標題

25 的 7602 節 (i) 款中的定義，兩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 將用

於為移居農業工人提供服務的專案。

(B) 兩千萬美元 ($20,000,000) 將用於也會為居民提供健康服務

的開發。為確保符合「Joe Serna, Jr. 農業工人住房補助計劃」

（Joe Serna, Jr. Farmworker Housing Grant Program）的要求，這些

基金的接受者必須對接受資助的開發進行持續監控。通過此項撥

款獲得基金的專案將不適合通過「Joe Serna, Jr. 農業工人住房補

助計劃」（Joe Serna, Jr. Farmworker Housing Grant Program）進行

撥款。

(C) 從此段中開始，任何基金在可以使用的 30 個月內，只要

不受到此段提出的用途阻礙，應歸還「Joe Serna, Jr. 農業工人住

房補助計劃」（Joe Serna, Jr. Farmworker Housing Grant Program）

作為一般用途。

(5) 兩億零五百萬美元 ($205,000,000) 將轉移至「自助住房基

金」（Self-Help Housing Fund）。雖然有“政府法”的 13340 節和

50697.1 節的規定，這些基金仍然適合讓該部門用於部分 2 第 6

章（以 50650 節開始）批准的「卡爾霍姆計劃」（CalHome

Program）的用途，而不受財政年度的影響，以下內容除外：

(A) 依據授權立法，七千五百萬美元 ($75,000,000) 將轉移至

「建立鄰居權益及發展基金」（Building Equity and Growth in

Neighborhoods Fund）以用於「建立鄰居權益及發展計劃」

（Building Equity and Growth in Neighborhoods (BEGIN)

Program）。

(B) 五百萬美元 ($5,000,000) 將用於為城市、縣、城市和縣、

以及非營利組織，為低收入的殘疾承租人提供補助，這樣可以對

出租的住宅進行外部改造，使殘疾人更輕鬆地入住。為了達到此

次段中提到的目的，「外部改造」包括對入口通道及對建築物或

地產公用區進行的改造。此次段下的計劃不受限於「政府法」標

題 2 部分 1 第3.5 章（以 11340 節開始）的要求。

(C) 依據 50696 節 (b) 款，一千萬美元 ($10,000,000) 將用於支

付「California 自助住房計劃」（California Self-Help Housing

Program）下的建築管理。

(D) 在可以使用的 30 個月內，任何基金只要不受到此段中提

出的用途阻礙，應歸還「卡爾霍姆計劃」（CalHome Program）作

為一般用途。

(E) 如果此段中指定的任何一項計劃的授權立法未能在「立法

院 2001–02 年會」（2001–02 Regular Session of the Legislature）上

制定成法律，那麼為該計劃指定的撥款將無效，同時應歸還「卡

爾霍姆計劃」（CalHome Program）作為一般用途。

(6) 五百萬美元 ($5,000,000) 將轉移至「住房復原借貸基金」

（Housing Rehabilitation Loan Fund）作為資本支出，以支援地方

法的實施及相符的計劃。此撥款不受限於「政府法」標題 2 部分

1 第3.5 章（以 11340 節開始）的要求。如果依據此段撥出的款項

沒有在轉移後三年內支出，那麼該部門可根據判斷將撥款轉移至

「住房復原借貸基金」（Housing Rehabilitation Loan Fund），以支

付「多戶家庭住房計劃」（Multifamily Housing Program）的費

用。

(7) 兩億九千萬美元 ($290,000,000) 將轉移至「自助住房基金」

（Self-Help Housing Fund）。雖然有 50697.1 節的規定，這些基金

仍 然 適 合 讓 代 理 機 構 用 於 支 付 部 分

3 第 11 章（以 51500 節開始）批准的「California 購房者預付定

金協助計劃」（California Homebuyer掇 Downpayment Assistance

Program）的費用，以下內容除外：

(A) 五千萬美元 ($50,000,000) 將轉移至 51453 節 (a) 款的「學

校設施費用協助基金」（School Facilities Fee Assistance Fund），以

用於根據 51451.5 節制定的「2002 購房者預付定金協助計劃」

（Homebuyer Down Payment Assistance Program of 2002）。

(B) 八千五百萬美元 ($85,000,000) 將轉移至「California 住房借

貸保險基金」（California Housing Loan Insurance Fund）以用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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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項提案 (繼續)



由 2001-2002 常會（2002 年法令，第 33 章）的「眾議院第

16 項議案」提議的該法案，根據California 憲法的第 16 條中的條

款提交給公民。

提議的此項法案在「教育法」中加入部份章節，因此提議加

入的新條款用斜體活字印刷以表明是新條款。

提出的法案

68.1 部分 30  節 （以 100600 節開始）加入「教育法」，

稱作：

68.1. 部分 2002年幼稚

園到大學之公立

教育設施債券法案。

第 1  章 總則

100600.  此部分稱為「2002 年幼稚園-大學公共教育設施法

案」。

100601.  該部分中的 California 成文法中包括或涉及的任何條

款包括其修正案和補充法案。

100603.  本次發行和出售的總額為一百三十億五千萬美元

($13,050,000,000) 的債券，不包括根據第 100644 節和第 100755

節發行的任何償債債卷，或需要時由此產生的金額，將用於提供

實現該部分所述目的所需資金並根據「政府法」的第 16724.5 節

償還一般責任債券費用運轉基金。債券出售後將成為並構成

California 州有效的、具有約束力的責任，California 州特此以其

全部信譽在此保證當債券本金及利息到期應償付時，按時償還本

金和利息。

(b) 根據該節，財政部長可根據具體情況，在需要支出的不同

時間出售經公立學校建築財政委員會 (State School Building

Finance Committee)（根據第 15909 節成立）審定的，或由高等教

育設施財政委員會 (Higher Education Facilities Finance Committee)

（根據第 67353 節成立）審定的債券。

第 2  章 幼稚園至第 12 年級

第 1.  條 幼稚園至第 12 年級學校

設施計畫條款

100610.  根據第 2 條（從第 100625 節開始）發行和出售債券

的收益將存入 2002 公立學校設施基金 (2002 State School Facilities

Fund)，該基金根據第 17070.40 節設立，並由州撥款委員會根據

本章進行分配。

100615.  所有存入 2002 公立學校設施基金 (2002 State

Facilities Fund) 用於本章目的的資金應可以使用，而無論是否有相

反的任何法律條款，並根據「1998 Leroy F. Greene 學校設施法案」

(Leroy F. Greene School Facilities Act of 1998)（第 10 部分的第

12.5 章（從第 17070.10 節開始））撥款，向學區、縣學校總監、

本州的縣教育委員會提供資金，如第 100620 節中所述，提供償

還根據任何立法機關的法案借貸給 2002 公立學校設施基金 (2002

State School Facilities Fund) 的本金和該法案中規定的利息的資

金，並根據「政府法」的第 16724.5 節償還一般責任債券費用運

轉基金。100620.  (a) 用於本章目的發行和出售的債券收益將按以

下計畫表分配：

(1) 三十四億五千萬美元 ($3,450,000,000) 根據第 10 部分的第

12.5 章（從第 17070.10 節開始）用於新建申請學區的學校設施建

設，這些學區應於 2002 年 2 月 1 日 後向公立學校建設局 (Office

of Public School Construction) 提出申請，包括但不限於困難申

請。

(A) 在根據本段分配的金額中，達一億美元 ($100,000,000) 的

資金將根據本法案本節生效後頒佈的法令用於向特許學校提供學

校設施。

(B) 如果「2002 年住房和緊急避難所信託基金法案」在 2002

年 11 月 5 日 的大選上提交給選民，並且未通過，則根據本段分

配的金額中，二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 將用於「健康和安全

法」第 51451.5、51453、和 51455 節中的目的。

(2) 十四億美元 ($1,400,000,000) 將根據第 10 部分的第 12.5 章

（從第 17070.10 節開始），用於在 2002 年 2 月 1 日 後向公立學

校建設局 (Office of Public School Construction) 提出申請的那些學

區的學校設施現代化，包括但不限於困難申請。

(3) 二十九億美元 ($2,900,000,000) 將根據第 10 部分的第 12.5

章（從第 17070.10 節開始），用於新建在 2002 年 2 月 1 日 或之

前向公立學校建設局 (Office of Public School Construction) 提出申

請的那些學區的學校設施，包括但不限於困難申請。如果不需要

或未全部用完用於本段目的的金額，則州撥款委員會可將剩餘款

項用於第 (1) 段的目的。

第 47 項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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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項提案 (繼續)

分 4 的目的（以 51600 節開始）。

(C) 一千二百五十萬美元 ($12,500,000) 將保留作為低收入首次

購房者的預付定金協助基金，這些購房者被非營利組織證實並由

聯邦資助的國家非營利公司提供關於個人住所的諮詢服務，他們

正在非營利組織的目標社區新建區內購買住所，並從非營利組織

獲得關於個人住所的諮詢服務。

(D) 依據 51505 節，兩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 將用於預付

定金協助基金。18 個月後，如果代理機構依據此節決定宣佈此基

金無效，那麼此基金將不用於 51505 節的目的。這些基金將可用

於通常代理機構使用的「California 購房者預付定金協助計劃」

（California Homebuyer掇 Down Payment Assistance Program），但

是仍繼續用於 51505 節的目的。

(E) 基金在30個月內不用於次段 (B) 和 (C) 中提出的用途時，應

歸 還 「 California 購 房 者 預 付 定 金 協 助 計 劃 」（ California

Homebuyer掇 Down Payment Assistance Program）作為一般用途。

(8) 依據授權立法，一億美元 ($100,000,000) 將轉移至「工作

住房改善帳戶」（Jobs Housing Improvement Account）作為資本補

助支出地方政府增加住房。如果授權立法未能在「立法院

2001–02 年會」（2001–02 Regular Session of the Legislature）上成

為法律，那麼為該計劃指定的撥款將無效，同時應歸還 (a) 款 (1)

段中指定的「多戶家庭住房計劃」（Multifamily Housing Program）

作為一般用途。

(b) 依據此節撥付的款項不能用來支付專案營運費用，不過此

節不排除從儲備金（為了專案資助人的權益或者由專案資助人要

求而維持）支付營運費用。

(c) 立法院有時候可以修改與計劃相關的法律規定，這些計劃

依據此節為提高計劃效率及效力或者促成計劃目標而要接受或者

已經接受撥款。

(d) 「國家審計局」（The Bureau of State Audits）將進行定期

的審計工作，以確保在及時並且符合此部分要求的條件下獲得債

券收入，而且債券收入的接受者以符合此部分的適用規定使用此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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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十九億美元 ($1,900,000,000) 將根據第 10 部分的第 12.5 章

（從第 17070.10 節開始），用於在 2002 年 2 月 1 日 或之前向公

立學校建設局 (Office of Public School Construction) 提出申請的那

些學區的學校設施的現代化，包括但不限於困難申請。如果不需

要或未全部用完用於本段目的的金額，則州撥款委員會可將剩餘

款項用於第 (2) 段的目的。

(5) 十七億美元 ($1,700,000,000) 將根據第 17078.10 節的子節

(e) 存入 2002 公立學校設施基金 (2002 State School Facilities Fund)

的極度擁擠學校設施帳戶，用於第 10 部分第 12.5 章第 11 條（從

第 17078.10 節開始）中所述的與極度擁擠學校有關的目的，包括

但不限於困難申請，以及根據第 17078.30 節用於經審批同意興建

的任何其他新建或現代化項目。

(6) 五千萬美元 ($50,000,000) 用於第 10 部分第 12.5 章第 10.6

條（從第 17077.40 節開始）所述的與聯合使用專案有關的目的，

包括但不限於困難申請。

(b) 對於根據子節 (a) 的第 (2) 和 (4) 段分得的資金，學區只能

根據第 10 部分第 12.5 章（從第 17070.10 節開始）用於以下一種

或多種目的：

(1) 購買和安裝空調設備及保溫材料，以及相關的費用。

(2) 建築項目，或購買用於提高學校和操場安全性的器具或設

備。

(3) 鑒定、評估或消除危險石棉材質的學校設施。

(4) 提供急於更換的屋頂專案所需要的資金。

(5) 根據第 10 部分第 12.5 章（從第 17070.10 節開始）的任何

其他的設施現代化建設。

(c) 根據子節 (a) 的第 (1) 和 (3) 段所分得的資金可用來根據第

10 部分第 12.5 章（從第 17070.10 節開始）向符合條件的提出申

請的縣教育委員會提供新建築補助，該補助用作建築嚴重殘疾的

學生的教室的資金，或建築縣社區學校學生教室的資金。

(d)(1) 立法機構只能以下列方法之一修正本節，以調整在段落

(1) 至 (6) 中指定的金額，包括子節 (a)：

(A) 通過法令，該法令應由各立法院點名投票通過，各院參加

投票的人數不得少於總人數的三分之二，並且該法令與本章目的

一致或勝於本章的目的。

(B) 通過一個法令，該法令只有當選民批准後才有效。

(2) 根據本子節的修正案可調整根據第 (1) 至 (6) 段落中的規定

要花費的金額，包括子節 (a)，但不可增加或減少根據那一子節的

總金額。

(e) 在段落 (1) 至 (6) 所述的總金額中，包括子節 (a)，總數不超

過二千萬美元 ($20,000,000) 的資金將根據第 17077.35 節用於經審

定批准的節約能源的調整。

(f) 根據本節可用的資金可根據第 17280.5 節用作採購經審定

批准的學校設施。

第 2.  條 幼稚園至第 12 年級學校

設施財政條款

100625.  (a) 在經批准根據第 1 章（開始於第 100600 節）發行

並出售的債券總額中，可發行並出售總金額為一百一十四億美元

($11,400,000,000) 的債券（其中不包括任何根據第 100644 節發行

的償債債券金額，或者在必要時與其一樣多的數額），以提供用

於執行本章所述目的的資金以及根據「政府法」第 16724.5 節償

還一般責任債券費用運轉基金。債券出售後將成為並構成

California 州有效的、具有約束力的責任，California 州特此以其

全部信譽在此保證當債券本金及利息到期應償付時，按時償還本

金和利息。

(b) 根據本節的規定，財政部長將在不同的必要時期出售經根

據第 15909 節成立的高等教育設施財政委員會 (Higher Education

Facilities Finance Committee) 批准的債券以支付撥款所需的經費。

100627.  公立學校建築財政委員會 (State School Building

Finance Committee) 出於本章的目的而繼續存在。本委員會按第

15909 節設立，由州長、審計官、財政部長、財務主任、公共教

育局長或由他們指定的代表組成，所有成員都應為其工作而無任

何補助，其中的大部分成員應構成一定的法定人數。財務部長將

出任委員會主席。由參議院按規定指定兩名參議員和由州眾議院

議長指定的兩名眾議員，應接受並向該委員會提供建議案，但該

參與建議案不得與其各自的州立法委員的身份相抵觸。出於本章

的目的，立法委員應組成一個臨時調查委員會，對本章的專案進

行調查，該調查委員會應享有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共同規定所賦予

的權力，同時應履行其加諸的義務。財務主任應對委員會可能的

需要提供財政支援。州司法部長為該委員會的法律顧問。

100630.  (a) 經本章批准的債券將按「州一般責任債券法案」

（「政府法」的標題 2 第 4 部第 3 部分第 4 章（開始於第 16720

節））的規定進行準備、執行、發行、出售、償還以及兌現，除

「政府法」第 16727 節以外的該法案的所有條款均適用於此債券

及本章，這些條款如同在本章中充分闡明一樣特此併入本章。

(b) 出於「州一般責任債券法案」的目的，指定由「州撥款委

員會」作為 2002 公立學校設施基金的管理「委員會」。

100632.  根據「州撥款委員會」的不時要求，由所作的撥款

聲明和為第 100615 和 100620 節中所述的目的所作的撥款聲明支

持，應由公立學校建築財政委員會 (State School Building Finance

Committee) 決定是否需要或是否值得發行由本章所批准的債券，

以提供撥款資金以及如果決定發行，提供要發行並出售的債券金

額。可批准並出售連續發行的債券以漸次為那些撥款提供資金，

並且所有經過批准的債券均不必一次發售完畢。

100634.  除了本州每年的經常性收入之外，每年還將在和收

取其他財政收入相同的時間以同一方式收取償還每年的債券本金

以及支付利息所需的金額。它是所有官員依法承擔的責任，這些

官員擁有任何與稅收有關的責任以完成並執行每項法案，有必要

收取該額外金額。

100635.  不考慮「政府法」13340 節的規定，據此有按此章的

目的，符合國庫中「總合基金」並與下列資金總額相等的金額：

(a) 每年在本金和利息到期應償付時，必須償付依據此章發行

和銷售債券的本金和利息的資金總額。

(b) 不考慮財政年度，執行 100640 節規定所必須的資金總

額。

100636.  為執行本章的規定，依據「政府法」16312 節的規

定，州撥款委員會可以要求「聯合資金投資委員會」(Pooled

Money Investment Board)從「聯合資金投資帳戶」(Pooled Money

Investment Account) 或其他任何批准的臨時財務形式中貸款。申

請貸款的金額不應超出委員會按本章規定已經決定批准出售而未

出售的債券金額。為獲得及償還貸款，委員會應執行「聯合資金

投資委員會」(Pooled Money Investment Board)要求的所有檔。所

有貸款都應存入基金，由委員會按本章規定進行撥款。

100638.  不考慮在本章或「州一般責任債券法」（State

General Obligation Bond Law）中的任何其他條款，如果財政部長

依照本章的規定出售債券，其中包含這樣的債券指導意見，即，

在特定條件下，根據聯邦稅法的規定，將從總收入中減去債券利

息。財政部長可以為債券收益的投資和這些收益的投資所得分別

列入不同帳戶。財政部長使用這些收益或所得，或指示用其支付

任何的回扣、罰金以及聯邦法規要求的其他應付款項，或按照聯

邦法規的要求及期望，採取與投資和這些債券收益相關的任何處

理方法，以維持其免稅狀態，並代表該州的基金組織，爭取任何

聯邦法規允許的其他利益。

100640.  為了執行本章的規定，財政主任可批准從「總合基

金」中提取部分基金，其數額不得超過由公立學校建築財政委員

會 (State School Building Finance Committee) 批准的出於執行本章

規定的目的而出售的未售出債券的總額。所提取的全部款項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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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002 年公立學校設施基金 (2002 State School Facilities Fund)，

並符合本章的規定。按照本節所獲得的全部款項，再加上與在匯

合資金投資帳戶 (Pooled Money Investment Account) 中所得的利息

數額相等、來自因執行本章規定而出售債券所取得的收益的款

項，都將返還給「總合基金」。

100642.  2002 年公立學校設施基金 (2002 State School Facilities

Fund) 中來源於售出債券的貼水及應計利息的全部存款，將保存

於基金中，並將用作支付債券利息的存款轉入「總合基金」。

100644.  本債券可根據「政府法」標題 2 第 4 部第 3 部分第

4 章第 6 條（開始於第 16780 節）的規定予以償還，該條款是

「州一般責任債券法案」的一部分。本章中描述的州選民對債券

發行的批准，應包括對為了償還原先依照本章發行的任何債券而

發行的所有債券或者以前發行的所有償債債券的發行的批准。

100646.  立法院特此作出裁決並宣佈，由於經本章批准的債

券銷售所得的收入不是「稅款的收入」（該詞用於「California 憲

法」第 XIII B 條），所以這些收入的支出不受該條款的限制。

第 3.  章 高等教育設施

第 1  條 總則

100650.  (a) 本州的公共高等教育系統包括 California 大學、

Hastings 法學院、California 州立大學、California 社區學院及其各

自的校外的中心。

(b) 2002 年高等教育基建投資債券基金 (2002 Higher Education

Capital Outlay Bond Fund) 特此建立在國庫中，用於存放獲自出於

本章的目的而發售的債券的收入。

(c) 依照第 67353 節成立的高等教育設施財政委員會 (Higher

Education Facilities Finance Committee) 特此批准可以產生

California 州的債務與負債，而此債務與負債是依照本章為了提供

用以援助 California 大學、Hastings 法學院、California 州立大學

以及 California 社區學院的資金所造成的。

第 2.  條 適用于 California 大學與 Hastings 

法學院的計畫條款

100652.  (a) 從依照第 5 條（開始於第 100700 節）發售的債券

收入中，將四億零八百二十一萬六千美元 ($408,216,000) 的金額

存入用於本條款目的的 2002 年高等教育基建投資債券基金 (2002

Higher Education Capital Outlay Bond Fund) 中。這些基金將在適

當的時候用於出於本條款目的的支出。

(b) 本條款的目的包括幫助滿足 California 大學與 Hastings 法

學院的基建投資財政需要。

(c) 出於本條款目的所發售的債券的銷售收入可用于資助現有

校園的建設，其中包括房屋的建造與相關固定設備的購置，可由

一節以上公共高等教育（節間的）使用的設施的建造，設施的革

新與改造，場地的購置，新設施、革新設施或改造設施的配備

（該設備應有平均 10 年的使用壽命）；還可用於為施工前費用的

支出提供資金，其中包括但不限於 California 大學與 Hastings 法

學院的初步計畫與施工圖。

第 3.  條 適用於 California 

州立大學的計畫條款

100653.  (a) 從依照第 5 條（開始於第 100700 節）發售的債券

收入中，將四億九千五百九十三萬二千美元 ($495,932,000) 的金

額存入用於本條款目的的 2002 年高等教育基建投資債券基金

(2002 Higher Education Capital Outlay Bond Fund) 中。這些基金

將在適當的時候用於出於本條款目的的支出。

(b) 本條款的目的包括幫助滿足 California 州立大學的基建投

資財政需要。

(c) 出於本條款目的所發售的債券的銷售收入可用于資助現有

校園的建設，其中包括房屋的建造與相關固定設備的購置，可由

一節以上公共高等教育（節間的）使用的設施的建造，設施的革

新與改造，場地的購置，新設施、革新設施或改造設施的配備

（該設備應有平均 10 年的使用壽命）；還可用於為施工前費用的

支出提供資金，其中包括但不限於 California 州立大學的初步計

畫與施工圖。

第 4.  條 適用于 California 

社區學院的計畫條款

100654.  (a) 從依照第 5 條（開始於第 100700 節）發售的債券

收入中，將七億四千五百八十五萬三千美元 ($745,853,000) 的金

額存入用於本條款目的的 2002 年高等教育基建投資債券基金

(2002 Higher Education Capital Outlay Bond Fund) 中。這些基金

將在適當的時候用於出於本條款目的的支出。

(b) 本條款的目的包括幫助滿足 California 社區學院的基建投

資財政需要。

(c) 出於本條款目的所發售的債券的銷售收入可用于資助現有

校園的建設，其中包括房屋的建造與相關固定設備的購置，可由

一節以上公共高等教育（節間的）使用的設施的建造，設施的革

新與改造，場地的購置，新設施、革新設施或改造設施的配備

（該設備應有平均 10 年的使用壽命）；還可用於為施工前費用的

支出提供資金，其中包括但不限於 California 社區學院的初步計

畫與施工圖。

第 5.  條 高等教育財政條款

100700.  (a) 在經過批准並依照第 1 章（開始於第 100600 節）

發 售 的 債 券 總 額 中 ， 可 發 售 總 金 額 為 十 六 億 五 千 萬 美 元

($1,650,000,000) 的債券（其中不包括任何依照第 100755 節發行

的償債債券總額，或者在必要時與其一樣多的數額），以提供用

於執行本章所述目的的資金以及依照「政府法」第 16724.5 節償

還一般責任債券費用運轉基金的資金。債券出售後將成為並構成

California 州有效的、具有約束力的責任，California 州以其全部

信譽特此保證當債券的本金到期以及利息應支付時，按時償還債

券的本金以及支付債券的利息。

(b) 立法院的意圖，每年由 California 大學、California 州立大

學、California 社區學院視為其一年一度的基建投資計畫過程的一

部分並列入可由一節以上的公共高等教育（節間的）使用的設施

中，而且這些實體將在每年的 5 月 15 日或 5 月 15 日之前把它們

的調查結果報告給各自立法院的預算委員會也是立法院的意圖。

(c) 依照本節的規定，財政部長將在不同的必要時期出售經依照

第 67353 節成立的高等教育設施財政委員會 (Higher Education

Facilities Finance Committee) 批准的債券以支付撥款所需的經費。

100710.  (a) 經本章批准的債券將按「州一般責任債券法案」

（「政府法」的標題 2 第 4 部第 3 部分第 4 章（開始於第 16720

節））的規定進行準備、執行、發行、出售、償還以及兌現，除

「政府法」第 16727 節以外的該法案的所有條款都適用於此債券

及本章，而且這些條款如同在本章中充分闡明一樣也被特此併入

本章。

(b) 出於「州一般責任債券法案」的目的，管理 2002 年高等

教育基建投資債券基金 (2002 Higher Education Capital Outlay

Bond Fund) 撥款的各州代理處是指派為依照本章提供資金之專案

的「委員會」。

(c) 依照本章發售的債券收入將用於本章中闡明的對 California

大學、Hastings 法學院、California 州立大學以及 California 社區

學院的資金援助，並可用于對現有校園或新校園及其各自校外中

心、聯合使用和節間設施的建設。

100720.  依照第 67353 節成立的高等教育設施財政委員會

(Higher Education Facilities Finance Committee) 將按照本章的規定

批准發行債券，並且僅到了需要為用於本章所述的目的的撥款提

供資金的程度才能批准，而本章所述的這些目的須經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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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中的立法院特別批准。依照該立法院的指示，該委員會將

決定是否有必要或者值得發行依照本章批准的債券以執行本章所

述的目的，並且如果是這樣的話，還將決定將要發售的債券的數

額。可批准並出售連續發行的債券以逐漸執行那些行動，並且所

有經過批准的債券不必一次發售完畢。

100725.  除了本州每年的經常性收入之外，每年還將在和徵

收其他州稅相同的時間以同一方式徵收償還每年的債券本金以及

支付利息所需的金額。完成並執行每項必須收取額外的那部分金

額的法案是所有具有任何與稅收有關的責任的官員依法承擔的責

任。

100730.  儘管「政府法」第 13340 節中有規定，但是其數額

與以下金額的總數相等的款項特此從國庫的「總合基金」中撥

出：

(a) 當依照本章發售的債券的本金到期以及利息應支付的時

候，每年必須償還的本金以及支付的利息的金額。

(b) 不考慮財政年度，執行 100745 節規定所必需的金額。

100735.  為執行本章的規定，依據「政府法」第 16312 節的

規定，該委員會可像第 100710 節 (b) 子節中所詳細說明的那樣，

要求匯合資金投資理事會從匯合資金投資帳戶 (Pooled Money

Investment Account) 或其他任何經核准的形式的臨時資金中貸

款。申請貸款的金額不應超出該委員會出於執行本章規定的目

的、已按決議批准出售的未售出債券的金額。該委員會將像第

100710 節 (b) 子節中所詳細說明的那樣，執行匯合資金投資理事

會所要求的任何檔以獲得並償還貸款。所有貸款都將存入由該委

員會按本章規定分配的基金。

100740.  不考慮在本章或「州一般責任債券法案」中的任何

其他條款，如果財務部長依照本章之規定出售債券，其中包含這

樣的債券指導意見，即，在特定條件下，根據聯邦稅法的規定，

將從總收入中減去債券利息。財務部長可以將債券收益的投資和

這些收益的投資所得分別列入不同帳戶。財務部長使用這些收益

或所得，或指示用其支付任何的回扣、罰金以及聯邦法規要求的

其他應付款項，或按照聯邦法規的要求及期望，採取與投資和這

些債券收益相關的任何處理方法，以維持其免稅狀態，並代表該

州的基金組織，爭取任何聯邦法規允許的其他利益。

100745.  (a) 為了執行本章的規定，財政主任可批准從「總合

基金」中提取部分基金，其數額不得超過由「高等教育設施財政

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acilities Finance Committee) 批准的、

出於執行本章規定的目的而出售、但尚未售出債券總額。所有提

取的資金將遵照本章內的規定，存入「2002 高等教育投資費用債

券基金」( 2002 Higher Education Capital Outlay Bond Fund)。按

照本節所獲得的全部款項都將返還給「總合基金」，而且再加上

另一部分金額，它從執行本章規定而出售債券所取得的收益中抽

取，其數目與在「匯合資金投資帳戶」(Pooled Money Investment

Account) 中所得的利息數額相等。

(b) 由「加州大學」、「Hastings 法學院」、「加州州立大學」

或「加州社區學院」呈交給立法機關和財政部的任何申請，如涉

及此債券事宜產生的資金，且該資金與在本章內說明支出目的相

關，應隨附五年的投資費用計畫。大學或學院呈交的申請應包括

一份進度表，為需要顯著降低的重大改造設立優先順序別，根據

專門大學或學院的判斷，建築內的震動隱患應賦予高優先順序。

由「加州社區學院」呈交的申請應隨附一份五年的投資費用計

畫，它要反映出在全州的基礎上進行評估，該社區學院系統的需

求和優先順序。

100750.  「2002 年高等教育投資費用債券基金」(2002 Higher

Education Capital Outlay Bond Fund) 中來源於售出債券的貼水及

應計利息的全部存款，將保存於基金中，並將轉入「總合基

金」，用作支付債券利息的存款。

100755.  本債券可根據「政府法」標題 2 第 4 部第 3 節第 4

章第 6 條的規定給予退還（以第 16780 節開始），該條款是「州

一般責任債券法案」的一部分。本章中描述的州選民對債券發行

的批准可包括兩部分：為償還原先依照本章發行的任何債券而發

行的所有債券的批准，或者以前發行的任何償還債券發行的批

准。

100760.  立法機構因此作出裁決並宣佈，由於經本章批准的

債券銷售所得的收入不是「稅款的收入」（該詞在「California 憲

法」(California Constitution) 第 XIII B 條中使用），所以這些收入

的支出不受該條款的限制。

第 47 項提案 (繼續)

第 48 項提案

本修正案的提出依據是 2001–2002 年常會（2002 年法則，決

議案第 88 章）的「眾議院憲法修正案 15」，對加利福尼亞憲法

進行明確修正，包括對其章節的修正和廢除；因此，提議刪除的

現行條款印刷時帶有刪除線，提議增加的新條款用斜體字印刷，

以表明是新法則。

有關第 VI 條的提議修正案

第一 — 將第 VI 條的第 1 節修正為：

第 1 節 由最高法院、上訴案件法院、高級法院、市政法院

規定本州的司法權，所有這些法院均為記錄法院。

第二 — 廢除第 VI 條的第 5 節。

第 5節  (a) 按照法則的明文規定，將每個縣劃分成受市政法院

管轄的區，但不可將市劃分成多個區。每個市政法院應有一位或

多位法官。每個市政法院管轄區的居民應不少於 40,000 人；假

定每個縣應至少有一個市政法院管轄區。公民人數應按照法則的

明文規定確定。

(b) 本款規定自實施之日起，所有現存的低級法院將成為市政

法院，法官的人數、任職資格、報酬、高級職員、專員及職員在

立法院做出決定前保持不變。每個兼任市政法院的法官應同意提

供專職服務，並可隨時聽候大法官的調遣，以均衡分配完成專職

工作量所需的時間。

(c) 應由立法院指定組織，並指定市政法院的司法系統。它應

指定每個市政法院的法官人數、任職資格和報酬，高級職員和職

員。

(d) 雖然 (a) 款中有明文規定，如果立法院確定特殊的地理條

件必須進行這種劃分，則可將 San Diego 縣的任何市劃分為多個

市政法院管轄區。

(e) 雖然 (a) 款中有明文規定，市級和高級法院應根據縣內高

級法院法官投票的多數及市政法院法官投票的多數進行合併。在

這些縣中，應只有一個高級法院。

第三 — 將第 VI 條的第 6 節修正為：

第 6 節 (a) 審判委員會 (Judicial Council) 的成員包括：大法

官、一位最高法院法官、3三位上訴法院法官、510 位高級法院法

官、5 位市政法院法官、2二位無表決權法院的行政人員，及此類

由市議會投票人數確定的任何其他無表決權的成員，每個成員均

由大法官委任，按照市議會規定的程序任職3三年；由管理機構

任命4四位州律師公會成員，任期為3三年；按照議院的明文規定

由議會的議院任命每個議院的議員。



審判委員會 (Judicial Council) 的職位空缺除非由市政法院法官

委任，否則在少於 10 個縣設有市政法院時，應在任命後由高級

法院的法官進行補充。

(b) 如果某成員不再具有任職資格的職位，則終止其市議會成

員資格。職位空缺應通過任命進行補充，以完成任期。

(c) 議會可委任願意提供服務的法院行政主任，在貫徹法院管

理、訴訟和和解程序的有關規章的同時，履行議會或大法官所賦

予的職責。

(d) 為提高法官的管理水平，議會應對司法事務進行監查，並

對法院提供建議，每年向州長和立法院提供建議，貫徹法院管

理、訴訟和和解程序的有關規章，並履行法則規定的其他職責。

所採用的規章不應與法則相抵觸。

(e) 大法官應設法加速辦理司法事務，並對法官的工作量進行

均等調整。任何法官到另一法院的指派應由大法官規定，但如果

是指派到在司法系統中地位較低的法院，則應徵得法官的同意。

同意退休的法官可以指派到任何法院。

(f) 大法官的指導與其法院中的司法事務有關時，法官應向議

會提交報告。他們應與議會合作，並根據指派開庭。

第四 — 將第 VI 條的第 8 節修正為：

第 8 節 (a) 司法事務管理委員會 (Commission on Judicial

Performance) 的組成人員包括：一位上訴法院法官、一位高級法

院法官、一位市政法院法官和兩位高級法院法官（均由最高法院

委任）；2兩位California律師公會的成員（已在本州從事法律工

10 年，均由州長任命）；6六位具有非法官、退休法官身份的公

民，或California律師公會的成員，2兩位女性（應由州長委任）、

2兩位由法則參議委員會指派的人員及2兩位由州眾議院議長指派

的人員。除非 (b) 和 (c) 款中另有規定，否則任職期限均為4四

年。任何成員的任職期限不得超過2兩個4四年期，或者，如果經

委任填補空缺，總計不得超過 10 年。司法事務管理委員會

(Commission on Judicial Performance) 的職位空缺除非由市政法院

法官任命，否則在少於 10 個縣設有市政法院時，應在任命後由

高級法院的法官進行補充。

(b) 如果某成員不再具有任職資格的職位，則終止其委員會成

員資格。職位空缺應通過委任進行補充，以完成任期。任期已滿

的成員可繼續任職，直到由委任機構委任人員填補此空缺為止。

委任機構可委任 1995 年 3 月 1 日前已在此委員會任職的成員工

作一個2兩年期，但之後不可委任他們在另外的任期工作。

(c) 為使司法事務管理委員會 (Commission on Judicial

Performance) 成員的任期交錯，應按如下方式委任成員：

(1) 由最高法院委任的兩個成員任期從 1995 年 3 月 1 日開

始，每個成員的任職期限為2兩年，並可重新委任一個完整的任

期。

(2) 由州長委任的律師任期從 1995 年 3 月 1 日開始，任職期

限為2兩年，並可重新委任一個完整的任期。

(3) 由州長委任的一位公民身份成員任期從 1995 年

3 月 1 日開始，任職期限為2兩年，並可重新委任一個完整的任

期內。

(4) 由法則參議委員會委任的一位成員的任期從 1995 年 3 月

1 日開始，任職期限為2兩年，並可重新委任一個完整的任期。

(5) 由州眾議院議長委任的一位成員的任期從 1995 年 3 月 1

日開始，任職期限為2兩年，並可重新委任一個完整的任期。

(6) 所有其他成員的任期為為4四年整，時間為從 1995 年 3 月

1 日開始。

第五 — 將第 VI 條的第 10 節修正為：

第 10. 節 最高法院、上訴法院、高級法院及其法官擁有審理

人身保護權的原始管轄權。這些法院對於具有執行令、調卷令和

訴訟中止令性質的特殊情況免責的審理還有原始管轄權。高級法

院受理上訴的部門對於具有執行令、調卷令和訴訟中止令性質的

特殊情況免責的審理有原始管轄權，應交上訴法院受理時則上交

高級法院。

最高法院擁有除法則規定應交給其他初審法院受理的所有其

他案件的原始管轄權。法院可對證據、證詞及所有目擊證人的可

信性加注此類任何評論，只要這些意見是正確定案所需的。

第六 — 將第 VI 條的第 15 節修正為：

第 15 節 除非被推選到市政法院之前五年、或者被推選到其

他法院之前十年，已經是州律師公會的成員或身為本州記錄法院

的法官，否則不具備作為記錄法院法官的資格。大法官可任命有

資格任職於市政法院的法官到其他法院任職。

第七 — 將第 VI 條的第 16 節修正為：

第 16節 (a) 最高法院的法官應通過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選舉

產生，上訴法院的法官應在選舉州長的同時，在同一地方的地區

大選中選舉產生。其任職期限為 12 年，開始於當選後 1 月 1 日

後的星期一，除非選舉該法官在任職期所剩的有效任期內任職。

建立新的上訴法院區或部門時，立法院應規定第一個選舉期間為

4、8 和 12年。

(b) (1) 在未設市政法院的縣中，法官除非需要符合州法律的要

求，否則高級法院的法官應通過其縣的大選產生。在後一種情況

中，立法院可以在各議院的三分之二成員投票、並聽取受影響法

院法官的建議下，根據 (d) 款提出的系統或任何其他安排進行其

選舉。立法院可規定沒有對手的現任者的姓名可不出現在選票

上。

(2) 在設有一個或多個市政法院管轄區的縣中，最高和市政法

院的法官應在其縣或地區的大選中產生。立法院可規定沒有對手

的現任者的姓名可不出現在選票上。

(c) 最 高 法 院 法 官 的 任 期 為 6六 年 ， 開 始 於 其 當 選 後

1 月 1 日以後的星期一。職位空缺應在出現空缺後第二個 1 月 1

日以後，在下一屆大選中選出擔任完整任期的人員進行補充，但

州長應在當選法官任期開始前委任一人員臨時填補此空缺。

(d)(1) 法官任職期滿前 8 月 16 日前的 30 日內，最高法院或上

訴法院的法官可呈遞侯選資格聲明，以便繼續在現任法官辦公室

留任。如果未呈遞此聲明，州長應在 9 月 16 日前提名侯選人。

下一屆大選時，只有通過此方式聲明或提名的侯選人才能出現在

選票上，這樣就產生是否應該推選侯選人這樣一個問題。侯選人

要在此問題上得到多數選票才能被推選。未被推選的侯選人不可

被委任到該法院，但可在以後被提名和推選。

(2) 州長應通過委任方式填補這些法院的職位空缺。被任命者

在第一次大選後 1 月 1 日後的星期一前繼續任職，屆時被任命者

將有權成為侯選人或直到當選法官獲得任職資格為止。州長提名

或委任經司法委任委員會確認後即告生效。

(3) 一個縣的選民可使此推選方式（經多數選民同意並採用立

法院規定的方式）適用于高級法院法官的推選。

第八 — 將第 VI 條的第 23 節修正為：

第 23 節 (a) 本條款第 1、4、5、6、8、10、11 和 16 節修正

案、以及第 I 條第 16 節修正案（1998 年 6月 2 日得到核准）的

目的，初選是為了允許立法院規定對市政法院的廢除及將其職責

歸併到高級法院中。雖然有第 IV 條第 8 節中的規定，本部分法

規的執行、依據其進行的相應調整以及所增加的措施規定，使本

部分可包括緊急情況下適用的法規，該法規設立或廢除辦事機構

或負責更改薪水、任期或辦事機構的職責，或授予公民權或特

權，或規定既得權利或利益，而這些原來都需經由本憲法許可。

(b) 當某縣的高級法院與市政法院合併時，該縣各個市政法院

法官的職位會被解除，而且先前選出的市政法院的法官將成為該

縣高級法院的法官。先前選出的市政法院法官的任期不會受到接

任高級法院法官職務的影響。15 節中 10 年會員資格或服務年資

的要求不適用於先前選出的市政法院的法官。依據第 6 節，審判

提議的法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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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項提案 (繼續)



委員會 (Judicial Council) 可以在審判法院的合併方面為法官指定

適當的教育和訓練。

(c) 除非另有法令規定，否則在有高級與市政法院合併的任何

縣中，先前的高級和市政法院都會自然地出現以下情況：

(1) 先前選出的官員、職員及其他工作人員會成為高級法院的

官員和職員。

(2)先前的法院場所會保留為高級法院的場所。

(3) 先前法院的檔案會成為高級法院的檔案。

(4) 懸而未決的起訴、審訊、訴訟及法院的其他事務會按照以

前適用於懸而未決事件的處理程序成為高級法院中的懸而未決的

事件。

(5) 先前屬於高級法院上訴部門管轄的事件仍然屬於高級法院

受理上訴部門管轄。

(6) 先前由高級法院法官複審的案件仍然由高級法院的法官複

審，而不是由原先審理此案的法官複審。

(7) 市政「刑法」程序要求高級法院必須審閱市政法院法官的

裁決或命令、或者根據這些裁決或命令採取行動，這些程序應該

由高級法院執行，而不是由原先發出裁決或命令的法官執行。

(d) 此節將保留有效期至 2007 年 1 月 1 日，到期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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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項提案 (繼續)

第 49 項提案

依據「California 憲法」第 II 條第 8 節的規定，將此動議措施

提交公民。

此動議措施在「教育法」中修正並加入了章節；因此，提議

刪除的現有條款以刪除線活字印刷，而提議加入的新條款以斜體

活字印刷，表明它們是新條款。

提議的法案

2002 年課外活動教育及安全計畫法案

（AFTER SCHOOL EDUCATION AND 

SAFETY PROGRAM ACT OF 2002）

第 1 節 此法案已知且稱為「2002 年課外活動教育及安全計

畫法案」（After School Education and Safety Program Act of

2002）。

第 2 節 公民裁決並宣佈所有以下內容：

(a) 立法/執法機關和非營利組織的研究，顯示上課放學後下

午 3 點至 6 點之間，往往是孩子們成為暴力犯罪受害人或進行暴

力犯罪的高峰時間。放學後的時間也是孩子們捲入毒品的使用、

酗酒及車禍的高峰時間。

(b) 調查顯示課外活動計畫通過加強街道安全、減少如青少年

酗酒、吸煙和吸毒等冒險行為，而對社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c) 在 California 實施課外活動計畫的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大

學和 California Irvine 大學的研究，顯示課外活動計畫藉由增加學

校出席人數、減少輟學人數及提高標準考試分數等方法，對孩子

們的教育產生積極的影響。

(d) 課外活動計畫藉以減少犯罪、減少與吸毒和酗酒相關的健

康費用、減少復讀、減少補習教育的需要，進而節省納稅人的資

金。

(e) 課外活動計畫藉由為工薪家庭的孩子們（當孩子們課外家

中沒有父母時）提供安全、充滿教育氛圍的場所來幫助他們。

(f) 學校的建築、操場及其它設施都是納稅人進行的巨大投

資，在課外活動的一段時間內，這些設施應儘量善加利用，尤其

是針對為 California 的孩子們實施的課外活動計畫。

(g) 「課外活動學習與安全鄰居合作計畫」（After School

Learning and Safe Neighborhoods Partnerships Program）成功地為

課外活動及非教學日計畫提供了獎勵補助，課外活動及非教學日

計畫已證明提高了孩子們的學業成績並改進了他們的行為，尤其

是處於犯罪邊緣的孩子們。

(h) 目前，在 California，只有一小部分的小學和中學實施了課

外活動計畫。大約 50% California 孩童有一位工薪父母或雙親都

是工薪，因此，課外活動計畫是一種必要性，而不是一種奢侈。

(i) 雖然對於課外活動計畫的新撥款非常重要，但是，依據

「第 98 項提案」的保證，公立中小學系統的收入首先完全依靠撥

款，因此，將不會增加課外活動計畫的撥款。因此，課外活動計

畫的新撥款將從法律需要的教育撥款獲得支助。

(j) 因為這是必要的，所以在大幅度增長的州收入仍無法保證

教育目的的情況下，需要繼續撥款的非教育性州計畫要為課外活

動計畫增加撥款。

第 3 節 因此，公民頒佈「課外活動教育及安全計畫法案」

（After School Education and Safety Program Act）以鼓勵學校和學

區利用學校的設施及其它合適的場所，為 K 年級至 9 年級的孩

子們（當孩子們不在學校時）提供安全、充滿教育氛圍的場所，

並且達到以下具體的目的：

(a) 重新命名「課外活動學習與安全鄰居合作計畫」（After

School Learning and Safe Neighborhoods Partnerships Program）為

「課外活動教育及安全計畫」（After School Education and Safety

Program）(ASESP)，但不更改依據現有的法案實施計畫，並繼續

要求 50% 的地方撥款。

(b) 增加 ASESP 撥款以達到足夠的水平：

(1) 首 先 ， 支 助 所 有 現 有 的 課 外 活 動 及 非 教 學 日 的

補助。

(2) 其次， California 每個公立（包括特許）小學、中學和高

中都有資格使用課外活動獎勵補助。

(3) 再次，當本州收入增加時，增加對課外活動計畫的撥款並

且要超過現有的撥款。

(c) 為學校（大部分的學生為低收入學生）增加的州撥款給予

優先權，這樣，每個有資格的學校就有機會取得最初普遍的課外

活動補助。

(d) 在現有法案的教育/文化和休閒/娛樂部分加入電腦訓練、

美術及運動計畫。

(e) 請求地方立法/執法機構參與發展計畫。

(f) 支助該州對實施此項計畫的學校增加的補助並不是該州增

長的收入，而是新稅款，除非該州的收入能法律地保證以完全地

撥款支助教育計畫。

(g) 在現有的法定撥款（八千五百萬美元 ($85,000,000)）基礎

上為新計畫的支出撥款四億六千五百萬美元 ($465,000,000)，總計

撥款為五億五千萬美元 ($550,000,000)，其中大部分與從犯罪和教

育中節省的費用得到的預期存款相抵消。

(h) 確保四億六千五百萬美元 ($465,000,000) 的新撥款不會成

為其他州計畫的一種過度的負擔，以激發在 2004–05 財政年度增

加提供八千五百萬美元 ($85,000,000) 的撥款或當如果州收入充分

地增長並超過 2000–01、2001–02、2002–03 或 2003–04 財政年度

最 高 點 仍 無 法 保 證 教 育 目 的 時 提 供 多 於 十 五 億 美 元

($1,500,000,000) 的新撥款。

(i) 確保每個學校盡可能地實施最高質量的計畫，並且為該計

畫提供 1.5% 的撥款以進行技術協助及計畫評估。



第 4 節 「教育法」第 6 部分第 2 章第 22.5 條（從第 8482 節

開始）的標題修正為：

第 22.5 條 「課外活動學習與安全鄰居合作計畫」

課外活動教育及安全計畫

第 5 節 「教育法」第 8482 節修正為：

第 8482 節 特此建立「課外活動教育及安全計畫」（After

School Education and Safety Program）。所有使用它以前名稱「課

外活動學習與安全鄰居合作計畫」（Before and After School

Learning and Safe Neighborhoods Partnerships Program）進行的引

用，現在，在此條及其它州法案中應使用新名稱進行確定。該計

畫的目的在於為建立由地方（在教學日和暑假、學期間或假期期

間）發起的課外活動充實計畫創建獎勵補助，使得合作的公立學

校和社區為年輕人提供學業和文化資助以及安全、建設性的多樣

選擇。公立學校包括特許學校。

第 6 節「教育法」第 8482.3 節修正為：

8482.3.  (a) 應建立「課外學習與安全鄰居夥伴計畫」「課外教

育與安全計畫」(Before and After School Learning and Safe

Neighborhoods Partnerships Program After School Education and

Safety Program)，供幼稚園及 1 至 9 年級的學生使用會員公立小

學、中學、高中及特許校所學校。

(b) 程式可在一個或多個校所地點單獨運行計畫的學前要件、

學後要件或同時運行學前和學後要件。如果計畫在多個校所地點

運行，則其建立只需一份申請即可。

(c) 據此條款建立的計畫的每個要件應包括以下兩個要件：

(1) 一個教育及識字要件，通過它可提供一個或多個以下學科

的家教或作業輔導：語文、數學、歷史和社會科學、電腦培訓或

科學。

(2) 一個通過它可提供教育充實活動的要件，其中包括，但不

必限於美術、娛樂、運動和防身活動。

(d) 申請據此條款建立計畫的申請人可包括任何以下機構：

(1) 地方教育機構，包括特許學校。

(2) 與一所或多所地方教育機構結有夥伴關係或獲其批准的市

級、郡級或非營利性組織。

(e) 申請據此條款規定發放的撥款的申請人應確保在適用情況

下符合以下各項要求：

(1) 該申請對在一個校所地點或多個校所地點運作計畫的每個

合作夥伴的義務提供書面說明。

(2) 該申請已得到學區及每個校所地點或其他地點的會員學校

校長的批准。

(3) 該申請中的每個合作夥伴都同意分擔對計畫質量的

責任。

(4) 該申請指定公共機構或地方教育機構合作夥伴充當財務代

理人。在此節中，「公共機構」僅指郡級監委會或市議會（如果

包括城市或有特許）。

(5) 申請人同意遵守「州教育部」(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規定的所有財務報告及審計標準。

第 7  節「教育法」第 8482.5 節修正為：

8482.5.  (a) 據此條款建立的資助計畫（據第 8482.55 節的子節

(c) 建立的資助計畫除外）應優先給予此類學校：即按美國農業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學校午餐計畫，有至少

50％ 的學生符合享受免費或經濟膳食條件的小學和有 50％ 的學

生符合享受免費或經濟膳食條件的中學和高中。

(b) 據此條款建立的每個計畫都應通過包括父母、兒童和會員

校所公立學校、政府機構（如城市和郡公園及娛樂場所、地方執

法機構、社區組織和私營經濟共同進行規劃。

第 8 節 「教育法」增加了第 8482.55 節，內容如下：

8482.55.  (a) 為實現課外教育與安全計畫 (After School

Education and Safety Program)，自於 2004 年 7 月 1 日開始的財

務年度起及其後每一財務年度，據此條款發放的所有撥款都應按

此節中的規定進行。

(b) 據此條款規定對公立學校發放的 2003–04 財務年度的撥款

應在任何其他許可據此條款獲得資助前繼續按 2003–04 財務年度

的水平在每一後續財務年度中獲得資助，前提是此類學校繼續申

請獲得此類撥款及據此條款規定在其他方面符合條件。接收據此

子節規定按 2003-04 財務年度水平發放的撥款不應影響學校申請

子節 (c) 和 (d) 中允許的附加撥款資助（最高為第 8483.7 節及第

8483.75 節中允許的最高撥款額）的資格。

(c) 州內每所公立小學、中學和高中都應符合接收供在常規學

年期間運作的課外活動計畫的三年期可續鼓勵性撥款，該撥款在

第 8483.7 節的子節 (a) 的段落 (1) 的子段落 (A) 中有詳述。除本子

節所述撥款外，據本子節規定為外活動計畫發放的撥款應符合本

條款所有其他節中的規定。據此子節為課外活動計畫發放的撥款

額每所小學每個常規學年不應超過五萬美元 ($50,000)，每所中學

或高中每個常規學年不應超過七點五萬美元 ($75,000)。州內每所

公立小學、中學和初中在享有據此子節規定發放的課外活動計畫

撥款資助方面具有同等優先權，本規定不受第 8482.5 節的子節

(a) 中規定的限制，其子節 (f) 中的規定例外。接收據此子節規定

發放的課外活動計畫撥款不應影響學校申請子節 (d) 中允許的附

加撥款資助（最高為第 8483.7 節及第 8483.75 節中允許的最高撥

款額）的資格。據此子節規定發放的撥款應在據子節 (b) 規定發

放的撥款發放後及據子節 (d) 規定發放的任何撥款發放前發放。

據此子節規定發放的撥款應稱為「課外活動教育及安全通用撥

款」。

(d) 在根據 (b) 項和 (c) 項的規定撥付補助金之後，根據第 節

第 條的規定撥款後的所有剩餘資金將依據第 8483.7 條和第

8483.75 條的規定支配。用於此項規定的項目的補助應遵守本條

其他部分的規定。此項規定的專案的補助優先權應依據第 8482.5

條 (a) 項和第 8483.3 條制定。

(e) 任何學校不得獲得超出第 8483.7 條和第 8483.75 條規定數

量的補助金。

(f) 如果在任何財政年度內第 8483.5 條的規定的撥款不足以資

助依據 (c) 項規定申請「課外活動教育及安全普遍補助」的所有

合格的學校，「課外活動教育及安全普遍補助」的優先權應依據

第 8482.5 條 (a) 項和第 8483.3 條制定。

第 9. 節 將第 8483.25 條加入「教育法」，如下：

8483.25.  「州教育部」應向所有符合本條規定的補助申請資

格的學校就獲得補助的可能性和申請程式發出通知。

第 10. 節 將「教育法」的第 8483.5 條修正為：

8483.5.  (a) 立法院的意願是至少從每年的「預算法案」中向

本條規定的專案撥付八仟五百萬美元 ($85,000,000)。對於用於項

目的撥款，當前的補助受益人有因以前獲得補助的同一目的而繼

續獲得資助的優先權此項規定只在 2004 年 6 月 30 日之前有效。

(b) 從 2004 年 7 月 1 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及以後的所有財政年

度將持續從「總合基金」向「州教育部」為本條規定的專案撥付

不超過五億五仟萬美元 ($550,000,000) 的資金。其資金額度大於

(1) 與上一財政年度從「總合基金」向本條規定的專案的撥款相等

的數額，或 (2) 與以下資金總額相等的數額：(A)2003–04 財政年

度從「總合基金」向本條規定的專案的撥款和 (B) 當前財政年度

州非擔保「總合基金」撥款超出 (i) 基礎年度州非擔保「總合基金」

撥款的部分加上 (ii) 十五億美元 ($1,500,000,000) 的資金總合。立

法院對本條規定的項目超出持續撥款金額的撥款不受本節規定的

限制。

(c) 根據本節意圖，「州非擔保總合基金撥款」是指一個財政

年 度 內 的 州 「 總 合 基 金 」 撥 款 而 不 是 指 經 州 擔 保 的 依 據

「California 憲法」第 XVI 條第 8 節和第 8.5 條的規定用於支持學

區和社區學院區的撥款。根據本節意圖，「基礎年度」是指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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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項提案 (繼續)



2000 年 7月 1 日到 2004 年 6 月 30 日期間，州非擔保「總合基

金」撥款與此期間所有其他財政年度相比最高的財政年度。

(d) 不考慮 (b) 項，在立法院依據「California 憲法」第 XVI 條

第 8 節 (b) 項第 (3) 段的規定有與上一財政年度州政府用於資助校

區和社區學院區的資金相比，削減當前財政年度州政府用於資助

校區和社區學院區的資金的合法權力的任一財政年度，依據 (b)

項規定持續撥款應在此財政年度，按與當前財政年度州政府用於

資助校區和社區學院區的資金比上一財政年度州政府用於資助校

區和社區學院區的資金減少金額相同的百分比削減。

(e) 根據本條規定支出的所有資金只能用於本條表述的意圖。

除了依據第 8482.55 條 (b) 項支出的資金，所有依據本條支出的資

金應用於補充而不是代替現有的服務水平。

第 11. 節 將第 8483.55 條加入「教育法」，如下：

8483.55.  「州教育部」可以使用根據第 8483.5 條 (b) 項規定

撥付的資金的百分之 1 1/2 支付評估費用及提供培訓和資助以確

保專案執行、發展和維護的質量也可以用於支付撥付和監控補助

的費用。

第 12. 節 將第 8483.6 條加入「教育法」，如下：

8483.6.  第 41202 節 (f) 項的規定例外，在從 2004 年 7 月 1

日開始的任一財政年度，按第 8483.5 條規定撥付的用於本條規定

的專案的持續撥款超出上一財政年度用於本條規定的專案的撥款

金額的部分，直到立法院已撥付的款項足以滿足「California 憲法」

第 XVI 條第 8 節和第 8.5 條 規定的當年資助要求才能撥付，並

且應在「California 憲法」第 XVI 條第 8 節和第 8.5 條 規定的該

財政年度金額之外撥付且不考慮滿足此規定的資助要求。

第 13. 節 「教育法」第 8484.6 條修正為：

8484.6.  (a) 本條規定的項目可以建在社區公園或娛樂區，如

果公園或娛樂區鄰近校區機構，或「州教育部」在補助申請過程

中批准的其他地點。 校區外的專案應把該專案的教育和文化部分

和學生定期教育專案結合起來。除非保證加入該專案的學生的交

通安全位於校區之外的項目將不獲批准。本條提到的所有校區的

實際位置是指校園內地點或本條規定的其他地點。

(b) 根據本節規定實施的校區外專案應遵守所有適用于同類校

區內項目的法律和法規。

第 14. 節 除了「教育法」第 8482.55 條、第 8483.5 條和第

8483.6 條之外，「2002 課外活動教育及安全計畫法案」可以為深

化其目的通過法律程式修改，要求各議院多數出席議員投票通過

和州長簽署。「教育法」第 8482.55 條可以為深化「2002 課外活

動教育及安全計畫法案」的目的通過法律程式修改，要求各議院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議員投票通過和州長簽署。「教育法」第

8483.5 條和第 8483.6 條可以由立法院修改。

第 15. 節 本法案的規定可部分適用。如果本法案的任何規定

或適用無效力，則無效力部分不影響其他不依靠無效部分生效的

規定或適用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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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項提案 (繼續)

根據「California 憲法」第 II 條第 8 節的規定，將該動議議案

提交給公民。

該動議議案在「水法」中加入了幾節，因此提議加入的新條

款用斜體字印刷以表明是新條款。

提出的法案

2002 年水源安全、清潔飲用水、

海岸及海灘保護法案 (WATER SECURITY, 

CLEAN DRINKING WATER, COASTAL 

AND BEACH PROTECTION ACT OF 2002)

第 1 節 第 26 部分第 5 章（從 第 79500 節開始）新增入「水

法」中，如下：

第 26 部分第 5 章 2002 年水源安全、清潔飲用水、

海岸及海灘保護法案(WATER SECURITY, 

CLEAN DRINKING WATER, COASTAL 

AND BEACH PROTECTION ACT OF 2002)

第 1 章 總則

79500.  此部分稱為「2002 年水源安全、清潔飲用水、海岸及

海灘保護法案」(Water Security, Clean Drinking Water, Coastal and

Beach Protection Act of 2002)。

79501.  California 人發現並宣佈，為了公共利益有必要採取以

下所有措施：

(a) 保護和捍衛州水源的安全，使其免遭災難性的毀壞、恐怖

分子的行為或其他有預謀的破壞。

(b) 提供安全、清潔、價格可以承受、充足的水源，以滿足

California 居民、農場和商業的需要。

(c) 提供充足的資金，以穩步實施「CALFED Bay-Delta 方

案」，從而可：

(1) 為所有的正當用水提供優良水質。

(2) 改善和增加動植物的水上和陸地棲息地，提高 San

Francisco Bay/Sacramento-San Joaquin Delta Estuary 的生態功能，

以不斷增加動植物的數量和種類。

(3) 減少 Bay-Delta 水源與依賴 Bay-Delta 系統的當前和計畫的

正當使用之間的不合諧。

(4) 降低由土地使用及相關的經濟行為、供水、基礎設施、生

態系統造成的災難而破壞 Delta 大堤的風險。

(d) 人口的顯著增長使當地的基礎設施和水源變得緊縮，所以

需要建立和促進綜合的地區水源管理系統和程序，以滿足不斷增

加的用水需求。

(e) 改進人們在流域內的行為以改善水質、減少污染、截獲其

他的暴雨雨水徑流、對地下水進行更好的保護及管理，並提高用

水效率。

(f) 保護城市社區免受乾旱的困擾、增加清潔飲用水的供應、

降低對引進水的依賴、減少江河、湖泊和沿海水域的污染，為魚

類和野生動力提供棲息地。

(g) 根據「Colorado River 水源使用計畫 (Colorado River Water

Use Plan)」所有的 California 人每年有四百四十萬英畝英尺的

Colorado River 用水配額，投資提高 California 人在這一用水範圍

內生存的能力的項目。

(h) 保護、恢復、獲得沿海和 San Francisco Bay 內的海灘和沿

海丘陵、濕地、流域土地，以保護飲用水的水質、保護海灘和沿

海水域免受污染，提供野生動植物的棲息地和調節沿海和 San

Francisco Bay 生態系統的湖濱地和濕地，從而提高 California 公

民的生活質量。

79502.  制定該部分法案是公民的意圖，應以可能的最快方式

管理和執行該法案，所有的州、地區和地方官員應充分利用他們

的權力執行該部分法案。

79503.  公民的意圖是計畫和實施根據該部分法案融資的水源

設施項目，以提高州飲用水系統的安全性。

79504.  公民的意圖是根據該部分法案的公共基金的投資應為

公民帶來利益。

79505.  該部分中提到的以下術語含義如下：

(a) 「購置」指獲得資金利益或任何其他利益，包括地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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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權和開發權。

(b) 「委員會」指「州水源控制委員會」(State Water Resources

Control Board)。

(c) 「CALFED」指州供水局和聯邦供水局協會，負責 San

Francisco Bay/Sacramento-San Joaquin Delta Estuary 供水的管理和

調節。

(d) 「CALFED Bay-Delta 方案」指由 CALFED 憑藉最終的綱

領性環境影響評介/環境影響報告制定的計畫，用於開發和實施優

先計畫、對策、項目和有關的行為，從而可向與 San Francisco

Bay/Sacramento-San Joaquin Delta Estuary 生態系統有關已確定的

問題地區提供解決方案，包括但不限於 Bay-Delta 及其支流流

域。

(e) 「部」指「水資源部」。

(f) 「基金」指根據第 79510 節規定設立的「2002 年水源安

全、清潔飲用水、海岸及海灘保護基金」。

(g) 「非營利組織」指根據「非營利公益公司法 (Nonprofit

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 Law)」（「公司法」標題 1 的第 2 部分

（從第 5000 節開始））成立、並根據「美國內部收入法」第 501節

(c)(3)的規定具有資格的任何公司。

(h) 「秘書」指「資源局的秘書 (Secretary of the Resources

Agency)」。

(i) 「濕地」指週期性或永久被淺水覆蓋的陸地，包括鹽水濕

地、淡水濕地、開放式或封閉式的半鹹水濕地、沼澤、泥地、沼

池及春季池溏。

79506.  根據該部分法案進行融資的每個提議的行為應符合

「公共資源法 (Public Resources Code)」的「California 環境質量法

案 (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第 13 部分（從第

21000 節開始））的規定。

79507.  根據該部分法案進行融資的流域保護行為應與可行的

地方流域管理計畫和地區水質控制委員會採用的地區水質控制計

畫一致。

79508.  San Gabriel 和 Los Angeles River流域的流域保護行為

應與 San Gabriel 和 Los Angeles 下游河流及山脈保護局及 Santa

Monica 山脈保護局採用的「San Gabriel 和 Los Angeles River 流域

空地計畫 (San Gabriel and Los Angeles River Watershed and Open

Space Plan)」一致。無論是否有任何其他的法律規定，該計畫應

根據「公共資源法」的第 23 部分（從第 33000 節開始）在

Vernon 市的最北邊界的 Los Angeles River 上游流域執行，並根據

「公共資源法」的第 22 部分第 8 章（從第 32600 節開始）在 San

Gabriel River 和 Los Angeles River 下游流域執行。

79509.  除根據第 6 章（從第 79545 節開始）或第 10 章（從

第 79570 節開始）規定進行融資的專案外，為了符合該部分的法

案的融資規定，任何全部或部分參與實現「CALFED Bay-Delta 方

案」的一個或多個目標的專案應與「CALFED 綱領性決策記錄」

的規定一致，並盡可能通過地方和地區方案實施。

第 2 章 2002 年水源安全、清潔飲用水、
海岸及海灘保護基金

79510.  「2002 年水源安全、清潔飲用水、海岸及海灘保護基

金」據此設立。

79511.  存入該基金的資金只可按該部分規定金額用作該部分

所述的目的，不得挪作他用。

79512.  除非該部分中另有明確規定，否則如果被授權管理或

支出從基金中撥出的款項的機構發現某個獲得撥款或補助金的項

目或計畫無法完成，或所獲得的撥款或補助金超過實際所需的總

金額，立法機構可根據該部分將此款項重新撥給其他的高優先順

序的需要。

第 3 章 水源安全

79520.  立法機構將從基金中撥出五千萬美元 ($50,000,000) 用

於保護州、地方和地區的飲用水系統免受恐怖分子的攻擊或蓄謀

的破壞或降低。該款項可用於監督和早期報警系統、柵欄、保護

結構、污染處理設施、緊急互相聯絡、通訊系統和其他有關專

案，以防止損害水處理、水分配和水供應系統、飲用水輸送的中

斷、以及飲用水遭故意污染。

79521.  立法院可能會為貫徹本章精神而制定立法。

第 4 章 安全的飲用水

79530.  (a) 立法機構將從基金中撥出四億美元 ($435,000,000)

給「州保健服務部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Services)」，用作改

進基礎設施和相關措施的撥款或貸款，以滿足安全的飲用水標

準，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類型的項目：

(1) 向小的社區飲用水系統提供撥款，以改善監督、處理或分

配的基礎設施。

(2) 為開發和示範用以消除和處理水污染的新技術和相關設施

提供撥款。

(3) 為社區的水質監測設施和設備提供撥款。

(4) 為保護飲用水源提供撥款。

(5) 提供購置消毒劑副產品處理設施的撥款，以達到安全的飲

用水標準。

(6) 根據「1997 年安全飲用水州迴圈基金法 (Safe Drinking

Water State Revolving Fund Law of 1997)」（「健康安全法 ( Health

and Safety Code)」第 104 部分第 12 子部分第 4 章第 5 款（從第

116760 節開始））提供貸款。

(b) 根據該節，不少於 60% 的基金將用作向 Southern

California 供水局提供撥款，以幫助實現州政府每年將 Colorado

River 水的使用量減少到四百四十萬英畝英尺的承諾。

79531.  立法院可能會為貫徹本章精神而制定立法。

第 5 章 潔淨水和水質量

79540.  (a) 委員會的基金中應為立法機構留出一億美元

($100,000,000) 的資金，使其能夠撥發該款項，作為競爭性補助，

用於以下目的：

(1) 水污染防治。

(2) 水源治理。

(3) 水質改進。

(4) 水質混合及交換項目。

(5) 飲用水源保護專案。

(6) 在飲用水存儲設施處降低因娛樂性使用而產生致病風險的

專案。

(b) 那些協助達到水質標準（由委員會所建立）的項目應被賦

予優先權。

(c) 立法機構可頒佈必要的法規以執行本節內的規定。

79541.  基金中應為立法機構留出一億美元 ($100,000,000)，以

使其可向州務卿撥發此款項，用於從自願賣方處購置沿河道路、

以及實施重建和保護工作。州務卿應根據第 24 部分第 6 章第 6

款，或與沿河道路的購置、重建和開發相關的其他法令之規定，

分配此資金。依照已批准的沿河流域計畫實施的專案，及令水質

量和沿河流域保護受益的專案應被賦予優先權。如要購置的設施

可為改進下游水質提供水流，也可使用此款項。

79542.  基金中應為立法機構留出四千萬美元 ($40,000,000)，

令其可將該款項撥發給 「California Tahoe 保護局」，以用於從自

願賣方購置、重建及保護水土資源，進而改進 Lake Tahoe 內的水

質。

79543.  出於為恢復和保護沿海水域、河口、海灣、近岸水域

以及地下水的水質和環境的專案而籌措資金之目的，應由立法院

從基金中向委員會撥付總額為一億美元 ($100,000,000) 的款項。根

據本節規定的所有支出、補助和貸款應與第 26 部第 7 章第 5 條

（開始於第 79148 節）的要求相一致。為實施在「Santa Monica 海

灣恢復計畫」中所規定的優先權行動的支出不應少於兩千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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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0)。依據本節撥付的款項應補充到依據第 5 條（開始

於第 79148 節）的撥款中，而不能將其代替，依據本節的撥款不

應用於依據第 5 節（開始於第 79148 節）而為其撥款的項目。

79544.  根據「公共資源法」第 5096.347 條的規定，應由立法

院從基金中向秘書處撥付總額為三千萬美元 ($30,000,000) 的款

項，以用於當地政府機構、當地供水區、非營利組織為保護

Sierra Nevada-Cascade 山區的湖泊、水庫、河流、溪流和濕地而

收購土地和水資源所支付的款項進行補助，不得從出售者手中強

行收購土地和水資源。

第 6 章 污染物和鹽份去除技術

79545.  應由立法院從基金中向該部門撥付總額為一億美元

($100,000,000) 的款項，以對以下項目進行補助：

(a) 海水和含鹽水的淡化。本章規定，對鹹水淡化專案的撥款

不應少於五百萬美元 ($50,000,000)。要具有接受補助的資格，配

比資金或非政府機構提供的義務服務應達到該專案總費用的

50%。

(b) 處理或去除以下污染物的試驗性項目和示範項目：

(1) 石油化工產品，例如 MTBE 和 BTEX。

(2) N 亞硝基二甲胺 (NDMA)。

(3) 高氯酸鹽。

(4) 放射性核素，例如氡、鈾和鐳。

(5) 殺蟲劑和除草劑。

(6) 重金屬，例如砷、汞和鉻。

(7) 藥物和能擾亂內分泌的製劑。

(c) 使用紫外線技術和臭氧處理的飲用水消毒專案。

79546.  立法院可能會為貫徹本章精神而制定立法。

第 7 章 CALFED BAY-DELTA 方案

79550.  為了穩步實施「CALFED Bay-Delta 方案」，立法院應

從基金中撥付八億兩千五百萬美元 ($825,000,000) 的款項。依據

本章的規定，對支出和補助的限制如下：

(a) 五千萬美元 ($50,000,000) 用於地表水存儲規劃和可行性研

究。

(b) 七千五百萬美元 ($75,000,000) 用於第 79190 節 (d) 項 (2) 段

和 (B) 小段中所述的輸水設施。

(c) 七千萬美元 ($70,000,000) 用於三角洲自然堤湖恢復。依據

本項規定所支出的款項應服從第 79050 節的規定。

(d) 一億八千萬美元 ($180,000,000) 用於供水系統可靠性專

案，可採用能迅速建成因而可獲得近期收益的專案，包括但不限

於可促進地下水的管理和存儲、調水、為 CALFED 環保水基金

而購買水的專案。在購買水過程中，對於長期的水購買合同和用

水權應優先考慮。依據本項所分配的款項應服從第 26 部第 9 章

第 4 條（開始於第 79205節第 2條）之規定。

(e) 一億八千萬美元 ($180,000,000) 用於生態系統恢復計畫，要

實施該計畫，對於協助農場主使其農業活動併入該計畫的項目，

所分配的款項不應少於兩千萬美元 ($20,000,000)。

(f) 九千萬美元 ($90,000,000) 用於實施流域.計畫。

(g) 一億八千萬美元 ($180,000,000) 用於城市和農業水資源保

護、水的再利用和其他提高用水效率的項目。

79551.  依據本章規定的所有撥款均應包括獨立的科學審查、

監督或對專案或計畫支出結果或效率進行評估的款項。

79552. 依 據 本 章 規 定 提 供 資 金 的 所 有 項 目 均 應 符 合

「CALFED 綱領性決策記錄」，包括關於其財政和穩步實施的條款

的規定。

79553. 與 「 CALFED 綱 領 性 決 策 記 錄 」 相 一 致 ，

應對在整個 CALFED 計畫要素中能提供多項收益的專案給予優

先權。依據本章規定，用於管理的費用不得超過可用款項

的 5%。

79554.  使用依據第 79550 節的 (e) 項或 (f) 項的規定所撥付或

補助的款項而購置的全部不動產均不得從出售者手中強行收購。

第 8 章
綜合地區性用水管理

79560.  立法院應從基金中為本節所述的專案的競爭性補助撥

付總額為五億美元 ($500,000,000) 的款項，用於社區免受乾旱的

困擾、保護和改善水質以及通過降低對引進水的依賴而提高本地

用水可靠性。依據本節規定而提供資金的項目均不應包括除市區

用於地下水補充的滲漏池外的運行中的地表水存儲設施或停用的

地表水存儲設施。其建造或運行能導致負面環境影響的河道改造

項目，均不能依據本章規定為其提供資金，除非這些負面影響能

完全消除。

79561.  在第 79560 節所撥付的款項應能用於為包含以下一個

或多個要素的用水管理專案提供補助：

(a) 供水可靠性、水資源保護和用水效率計畫。

(b) 暴雨水收集、存儲、處理和管理。

(c) 對入侵的非本土植物的去除、濕地的形成和改良以及對空

地和流域土地的收購、保護和恢復。

(d) 非點污染源的縮減、管理和監控。

(e) 地下水補充和管理專案。

(f) 使用墾殖、淡化和其他處理技術去除污染物和鹽份。

(g) 築水堤、水交換、墾殖和改善水質。

(h) 規劃和實施多用途洪水控制計畫以保護財產；改善水質、

暴雨水收集和淨化；保護和改善野生動植物的生長環境。

(i) 流域管理規劃和實施。

(j) 開發新的飲用水處理和分配方法的示範專案。

79562.  依據第 6 部的第 2.76 (開始於第 10780 節) 章的規定，

對與建造綜合的全州範圍的地下水監控有關的設施、設備支出和

其他支出，可由立法院撥付金額不超過第 79560 節撥款中的可用

金額的 10% 的款項。

79563.  第 79560 節撥款中的至少 50% 的可用金額應撥付給

委員會。委員會應制定程序，對第 79561 節中所規定的合格項目

進行選擇，以便使用根據第 79104.32 條的規定、由委員會制定的

程序進行基於風險承擔來加快選擇和締約。

79564.  根據第 79563 的規定，要獲得資金投入，項目必須符

合以下兩個標準：

(a)該項目必須與已採用的用於提高區域供水可靠性、水的迴

圈使用、水資源保護、改善水質、暴雨水收集和管理、防洪管

理、改造和引水道建設、濕地改進和形成以及環境與生長環境的

保護和改善等綜合水管理計畫相一致。

(b) 該計畫包含配比資金或非政府機構提供的義務服務。

79565.  儘管「政府法」的 13340 節中已有規定，仍應不考慮

財政年度，從基金中為「野生生物資源保護委員會」撥付總額為

一億四千萬美元 ($140,000,000) 的款項，用於該委員會的支出以

及進行補助，以從出售者手中收購土地和水資源（不得強行收

購），包括購買保護區的使用權，以保護地區水質、保護和改善

魚類和野生動植物的生長環境以及協助本地的政府機構提高地區

供水的可靠性。

第 9 章COLORADO 河

79567.  依據由「California Colorado 河管理委員會」採用的

California Colorado 河水使用計畫，立法院應從基金中為該部門撥

付金額為兩千萬美元 ($20,000,000) 的款項，以為用於渠道襯砌以

及與減少 Colorado 河水使用所必須的相關項目提供補助。

79568.  (a) 立法院應從基金中為「野生生物資源保護委員會」

撥付總額為五千萬美元 ($50,000,000) 的款項，對土地和水資源進行

收購、保護和恢復，以履行與 California Colorado 河供水相關的法

規所要求的政府義務。依據本節規定，所分配的款項不能用於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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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支付州或聯邦法律所規定的私人團體的法規所分攤的義務。

(b) 依據本節規定，所收購的所有不動產均不得從出售者手中

強行收購。

第 10 章 沿海區域和濕地保護

79570.  依據以下計畫，立法院應從基金中撥付總額為兩億美

元 ($200,000,000) 的款項，以提供用於沿海地區，包括但不限

於，對土地和水資源的收購、保護、和恢復的費用和補助，以及

提供相關規劃、許可和管理的費用：

(a) 依據「公共資源法」第 21 部（開始於第 31000 節）的規

定，應為「州海岸管理委員會」撥付總額為一億兩千萬美元

($120,000,000) 的款項，用於沿海地區保護。

(b) 依據「公共資源法」第 21 部第 4 章第 5 部分（開始於第

31160 節）的規定，應為「州海岸管理委員會」撥付總額為兩千

萬美元 ($20,000,000)的款項，以為 San Francisco 海灣管理計畫進

行沿海地區保護提供支出。

(c) 應為「Santa Monica 山區管理局」撥付總額為四千萬美元

($40,000,000) 的款項。根據「公共資源法」第 23 部（開始於第

33000 節）的規定，此金額中的兩千萬美元 ($20,000,000) 用於支

付保護 Los Angeles 河流域上游最北端的城市 Vernon 的費用，兩

千萬美元 ($20,000,000) 用於支付保護 Santa Monica 海灣和

Ventura 縣沿海地區的費用。

(d) 分配給 「San Gabriel 和 Lower Los Angeles 河流及山脈保

護局」 的資金總額為兩千萬美元 ($20,000,000)，用於根據「公共

資源法則」 第 22.8 部分（始於 32600 節）之規定，對 San

Gabriel 及 lower Los Angeles River 流域進行保護。

79571.  在第 79570 節中每一類別內所分配金額的百分之十將

用作設施的購置和開發，以促進公眾利用和參與土地、水源和野

生生物資源的保護。合格的項目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條目：

(a) 由非營利性組織發起的沿河流域保護及水資源保持活動所

用之培訓和研究設施。由非營利性組織與California 大學及公共供

水局合作實施的項目應享有優先權。

(b) 根據本章劃定的屬保護範圍的沿河流域及濕地內，或其附

近的自然中心，這些中心可為公眾和學生進行野生生物觀察、野

外活動和自然保護教育計畫提供場地。對於那些由非營利性組織

實施，或與其合作的項目，如該專案屬為生活在城市，缺少進入

野外機會及接受戶外教育的兒童服務，也應享有優先權。

79572.  (a) 不考慮 「政府法」 第 13340 節之規定以及財政年

度分配計畫，將從 「野生生物資源保護理事會」 連續撥出總額

達七億五千萬美元 ($750,000,000) 的資金，用於沿海濕地、其附

近的丘陵區域、以及沿海流域土地的購置、保護和重建。依本章

規定撥出之款項應用於城區內及其附近土地的購置、保護和重

建。合格的項目包括，但不限於：

(1) 到 2001 年 1 月 1 日為止，在由 「州海岸保護局」 發佈

的 「南 California 沿海濕地目錄」 中劃定的沿海濕地的購置、保

護和重建，它們位於海岸區域內，還包括其他與其相連和相近的

濕地、丘陵區，或在 「San Francisco Baylands 生態系統生活環境

得分報告」 (San Francisco Baylands Ecosystem Habitat Goals

Report) 中劃定屬購置、保護和重建範圍的沿海濕地，及與其相近

的丘陵區。

(2) 在 Los Angeles、Ventura、和 Santa Barbara 縣內的沿海流

域和相鄰地段的購置、保護和重建。依本段之規定資助的任何專

案，如按在 「公共資源法」 第 33105 節的定義，位於 「Santa

Monica 山區」 之內，應由 「Santa Monica 山區保護局」 的

「野生生物資源保護理事會」 給予補助。依本段之規定資助的任

何專案，如按在 「公共資源法」 第 32553 節的定義，位於

「Baldwin Hill 區域」 之內，也應由 「Santa Monica 山區保護局」

的 「野生生物資源保護理事會」 給予補助。

(b) 在本節撥出的款項中，應有為數不少於三億 ($300,000,000)

美元的資金用於 Los Angeles 和 Ventura 縣內項目的支出和補助。

對於其餘部分，「野生生物資源保護理事會」 應為土地的購置賦

予優先權，購置的土地不能少於 100 英畝的丘陵臺地區，包括那

_的濕地及鄰近 Orange 縣 Bolsa Chica 濕地內州生態保護區的地

段。

(c) 本節所撥款項可用於 San Francisco Bay 區域內專案（在

「公共資源法」 第 31162 節中說明）的支出和補助，其數目不超

過兩億美元 ($200,000,000)。San Francisco Bay 內的任何專案都將

從 「州海岸保護局」 的 「野生生物資源保護理事會」 獲得補

助。

79573. (a) 依第 79572 節之規定所做每一購置的採購價格，應

不超過在 「民事程序法」 第 1263.320 節中定義的該財產的公正

市場價值。此公正市場價值應通過估價確定，估價由有執照的房

地產估價官準備，並需「野生生物資源保護理事會」 和 「普通

服務部」 的批准。

(b) 依本章所購置之不動產應是從自願賣方處購得。

第 11 章 財政條款

79580.  本次發行和出售的總額為三十四億四千萬美元

($3,440,000,000) 的債券，不包括根據第 79588 節發行的任何償債

債券，或需要時由此產生的金額，將用於提供實現該部分所述目

的所需資金，並根據 「政府法」 第 16724.5 節償還 「一般責任

債券費用運轉基金」。該債券收益將存入由第 79510 節所建立的

2002 年「水資源保護、清潔飲水、海岸及海灘基金」 內。如該

債券售出，則其成為並構成 California 的有效且有約束力的責

任，California 以其全部信譽保證，在應付債券到期時，準時支付

其本金和利息。

79581.  經此部分審定的債券的準備、執行、發行、銷售、償

還和兌換應遵守「州一般責任債券法案」（「政府法」標題 2 第 4

部 第 3 部分第 4 章（開始於第 16720 節））的規定，該法案中所

有條款均適用於該債券和本部分的內容，並由此與本部分規定合

為一體，其效果與在其中設定法規等同。

79582. (a) 依 「州一般責任債券法」 的規定，為對由本部分

所審核債券的發行和銷售進行批准，專門創立了 「2002 年財政

委員會水資源安全、清潔飲用水、海岸和海灘保護法案」。為達

本部分所述之目的，「2002 年財政委員會水資源安全、清潔飲用

水、海岸和海灘保護法案」 中的 「委員會」 一詞的含義與 「州

一般責任債券法」 中所用術語的含義相同。該委員會應由審計

官、財政主任和財政部長或其相應代表組成。財務部長將任委員

會主席。委員會的多數可以代理委員會的職能。

(b) 為達本章和 「州一般責任債券法」 中所述目的，州務卿

被指定為 「理事會」。

79583.  該委員會將決定是否有必要或者值得發行依照本章批

准的債券，以執行本章所述活動，如果可行，還將決定將要發售

債券的數額。為逐步執行那些行動，可批准並出售連續發行的債

券，沒有必要一次性發售所有經過批准的債券。

79584.  除上繳本州的一般收入之外，每年還需按與其他州上

繳收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時間繳納另一部分收入。其數目等

於每年要償付債券的本金和利息總額。如任何有關收繳收入職責

的法律指定負責了官員，他們有義務實施並完成每項收繳附加金

額所必需的措施。

79585.  不考慮 「政府法」 第 13340 節的規定，可從 「總合

基金」 中撥出款項，以達本部分所述之目的，其數目與以下所列

的總金額相等：

(a) 每年在本金和利息到期應該償付時，必須償付根據此部分

規定所發售債券的本金和利息的資金總額。

(b) 不考慮財政年度，為執行第 79586 節規定所必須撥發的資

金總額。

79586.  為了執行本部分的規定，財政主任可批准從「總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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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中提取部分資金，其數額不得超過已經批准的，出於執行本

章規定的目的而出售，但未售出債券的總額。提取的所有資金都

應存入基金。按照本節所獲得的全部款項都將返還給「總合基

金」，而且再加上另一部分金額，取自債券銷售所得（該款項本

應存入其他基金內），其數目與在「匯合資金投資帳戶」(Pooled

Money Investment Account) 中所得的利息數額相等。

79587.  基金中來源於售出債券的貼水及應計利息的全部款

項，將存於基金中，並可轉入「總合基金」，用作支付債券利息

的款項。

79588.  根據此部分規定發售的所有債券都可以按「政府法」

標題 2 第 4 部第 3 部分第 4 章第 6 條款（開始於第 16780 節）

的規定，通過發行再融資債券的方式予以償還。州選民對債券發

行的批准應包括對用於償還所有以前發行的債券或所有以前發行

的再融資債券的任何債券發行的批准。

79589.  California 民眾據此確定並宣佈，由於經本部分批准的

債券銷售所得的收入不是「稅款的收入」（該詞用於「California

憲法」(California Constitution) 第 XIII B 條），所以這些收入的支

出不受該條款的限制。

節 2. 如此法案的任何條款被視為無效，其無效性不應影響該

法案中其他條款或應用的有效性，在不涉及無效條款和應用，因

此，該法案的條款具有可分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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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動議議案會提交給根據加州州憲法第 II 條第 8 節之條款所

提及的人員。

此動議議案會修正、廢除或新增各種法則的小節；因此，提

出要刪除的現有條款會以刪畫線來表示，而提出要新增的條文會

以斜體來表示其為新條文。

提出的法案

節 1.  加州人民發現並宣佈下列事項：

(a) 交通壅塞已經威脅到加州許多地區的經濟成長，使其成長

停頓。它也威脅我們的安全、降低了產能、危害家庭生活，限制

了人、貨物和服務的行動，也造成了駕駛人和通勤族永無止盡的

夢魘。

(b) 有超過 1,000 台不安全的校車不符合現今加州的聯邦安全

標準作業。另外有 6,500 部校車太老舊，會讓我們的孩子受到廢

氣的污染。藉由提供撥款以汰舊換新學區範圍內的校車，學區內

將有更多的孩子可以坐公車往返學校，節省雙親接送孩子上下學

的時間。這樣可以給孩子們乾淨的空氣，並減少交通壅塞。

(c) 減少高速公路的交通瓶頸將會減少交通壅塞。

(d) 大眾交通提供民眾替代性的交通工具，不需自己開車，可

以減少交通壅塞。

(e) 現有由州所徵收之汽車銷售稅和租賃稅的部分可以作為改

善交通狀況的適當收入來源，因為機動車的購買人和承租人可直

接經由本法案為所有計劃所籌措的資金而受益。

(f) 確保大眾交通能夠更廣泛地服務那些因老年、行動不方便

或是經濟因素而無法開車的人才是一種良好的大眾策略，且更能

提高經濟的發展和個人的自給自足。

(g) 跟交通有關的意外事故是造成死亡、受傷和資產受損的一

大原因。走路和騎腳踏車上學的孩童必須有安全的人行道、通路

和自行車專用道。為行人、騎腳踏車的人和開車的人舖設更安全

的道路可以減少金錢上的損失，並改善加州居民的健康和安全。

(h) 推廣持續並廣泛地使用鐵路，可讓客運和貨運和行為更有

效率，並且減少壅塞和空氣污染。

(i) 交通所產生的空氣污染會對加州居民的健康造成嚴重威

脅。現在已經存在且開發出減少此空氣污染的科技，但是實施上

仍急需財務支援。路面行車所導致的水質污染和與交通有關的開

發也必須受到控制，以減少污染飲水供應系統和近海水質。

(j) 交通對大自然環境會造成嚴重的影響，且使用跟交通相關

的大眾收入來推動類似環境增進計劃及交通緩解計劃等等這樣的

增進計劃來減少或排除這些影響，是很合理的。

(k) 使用大眾交通為乘客提供安全性是我們的交通設施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份，另外還有鼓勵大眾交通的使用率、保護大眾安全

以及擴充交通工具的選擇。

(l) 這也是人們採用此措施的目的，這樣並不會減少大眾教育

的撥款。選民認為，在加州憲法第 XVI 條第 8 節之下所保證之

學校與社區學院學區最小額經費用途之「總和基金」的收入不得

被法則減少。

(m) 此措施稱為並引為「交通擁塞紓解和安全校車信託基金」

法案。

節 2.  第 7105 節新增到「賦稅法案」，內容如下：

7105.  (a) 下列所有事項應該一季結算一次：

(1) 州立的公平委員會與財政部和車輛管理局總局磋商，估計

轉給第 7102 節的條款 (b) 之下，歸屬於新舊機動車之銷售和租賃

收入集合的「總和基金」之金額。本節所述之「銷售與租賃」不

包含機動車的出租。

(2) 州立公平委員會以書面通知審計長根據段落 (1) 所估計出

的金額。

(3) 審計長一收到段落 (2) 之下所需的通知之後，就會將根據

段落 (1) 所估計出之金額的百分之三十 (30%)，從「總合基金」轉

到建立於州金庫中的「交通擁塞紓解和安全校車信託基金」(以下

稱為「基金」)。

(b) 儘管政府法第 13340 節有所規定，下列基金中的百分比和

指定金額還是會繼續撥給稽查委員，不需考慮會計年度的問題，

而且應由審計長轉到建立於州金庫中的下列帳戶：

(1) 百分之十六 (16%) 的金額轉到「交通瓶頸帳戶」，由審計長

轉到加州交通委員會，金額分配如下：

(A)(i) 撥款給「交通擁塞紓解基金」作為政府法第 14556.40 節

中所列計劃之用。任何此段落之下轉帳之金額不得在會計年度用

盡，因為轉帳的金額應該歸還到「交通瓶頸帳戶」，且根據次段

(B) 作為重新撥款之用。

(ii) 加州交通委員會會依照政府法第 14556.20 節的條款 (f) 中

欲授與款項之相關政府單位，調整撥款給政府法第 14556.40 節中

所列每項計劃的總金額。金額會在每一季從「交通瓶頸帳戶」轉

到「交通擁塞紓解基金」，金額數量係根據計劃現行階段之每一

項適用成本所需償付的總計金額而定，配合加州交通委員會根據

政府法第 14556.20 節為每個計劃所核准之時程撥款金額。申請者

(包括交通部) 在向「交通擁塞紓解基金」申請補助金時，都應該

在申請書上表明他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尋求當地、私人和聯邦

基金的協助來完成這些計劃。如果某個計劃只有其中的某個研究

或某一特定部份或階段列在政府法第 14556.40 節的條款 (a) 中得

到批准，則只有該研究或特定部份或階段可以使用經費，該計劃

的其他部分或階段則不應使用此帳戶的金額。補助金應遵循此段

落所述，僅能用於政府法第 (6)、(12)、(15)、(22)、(25)、(114)、

(121) 段和第 14556.40 節的條款 (a) 第 (154) 項中所列之計劃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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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根據條文 (i) 進行撥款之前，委員會會從帳戶中撥款每

年兩百萬美元 ($2,000,000) 作為區域競爭協助計劃之用，目的是

為了準備替代性的計劃方案 (根據政府法第 65080.3 節)。只有區

域性的交通計劃機構可以申請補助金，且分發補助金應遵循政府

法第 65080.3 節。

(B)(i) 任何根據次段 (A) 歸還到「交通瓶頸帳戶」的金額都會

由委員會根據州、區域或當地高速公路與街道計劃的支出經費重

新撥款，這些計劃可以藉由增加高乘載車輛或增加高乘載繳費行

車道 (目前並無這些計劃)，改善現有大眾所使用之高速公路的交

通流量，或是完成其他類似的交通流量改善計劃，像是在現有高

速公路上架設卡車爬坡車道。

(ii) 所有根據此次段 (B) 撥款的經費應該用於城市範圍內，或

是用於近郊已經都市化的區域裡，這些區域裡的人口密度不得低

於每平方英哩 1,000 人。

(iii) 根據此次段 (B) 重新撥款之百分之六十 (60%) 的經費應該

用於郡組織2，且百分之四十 (40%) 應該用於郡組織 1。

(C) 儘管次段 (A) 和 (B) 有經費需求，「交通瓶頸帳戶」帳戶

中的金額還是應該首先撥款給下列計劃：

(i) 撥款給下列指定區域中具有分區和土地使用權限的當地交

通改善機構，金額為每年一千萬美元 ($10,000,000)，期間從

2003–04 到 2011–12 會計年度 (包括 2011–12)，高速公路、道路

和街道設施的改善可增進駕駛人和行人的安全，並減少 Campus

Drive、State Route 55 (即為 Costa Mesa Freeway)、Harvard

Avenue和 Barranca Parkway 的交通壅塞和交通壅塞瓶頸。設計和

建造應由每個計劃所在地區之管轄單位來負責執行。

(ii) 撥款給「舊金山郡市金門公園廣場管理局」。金額為每年一

千萬美元 ($10,000,000)，期間從 2003–04 到 2006–07 會計年度

(包括 2006–07)，範圍包括Golden Gate Park 的 Music Concourse

區域 (加州科學學院和迪揚紀念博物館為於此區內) 內的建築改

善，此係根據舊金山郡市選民在 1998 年 6 月 2 日所核准之提案

J 的條文。Concourse 區的改善可提高公園的自然、景觀和娛樂價

值，同時其他 Concourse 區的改善計劃也會跟進，此金額會用於

交通、公車停車、區域停車管理和環境改善等方面，可減少車輛

對Golden Gate Park 的不良影響，同時確保到遊客前往公園的安

全性、可靠性和方便性。此經費不可用於地下停車設施的設計和

建造。

(iii) 撥款給 Irvine 市。金額為每年一千萬美元 ($10,000,000)，

期間從 2003–04 到 2007–08 會計年度 (包括 2007–08)，範圍包括

遠距機場航站的開發、建造 (包括停車場的建造) 和購置，遠端機

場航空站的運作，以及此系統所使用的車輛之購置，這些設施可

以連接 Irvine 市和洛杉磯國際機場、約翰維恩國際機場、長灘機

場、安大略國際機場以及其他位於南加州的機場。

(iv) 撥 款 給 交 通 部 。 金 額 為 每 年 一 千 兩 百 五 十 萬 美 元

($12,500,000)，期間從 2003–04 到 2009–10 會計年度 (包括

2009–10)，範圍是將高速公路 110 號公交專用道路線從現有的北

界穿過 Interstate 10 號北界延伸到 Los Angeles Union Station，往

東到 Alameda Street，北向沿著 Alameda Street 到與洛杉磯聯合車

站現有之 El Monte Busway 邊界地帶。

(v) 撥款給交通部。金額為五百萬美元 ($5,000,000)，期間為

2003–04 會計年度，範圍是在高速公路上開設新的交流道來取代

現有的交流道，因現有 Laval Road 上的 Interstate 5 之交流道已受

到地震的破壞而有缺陷。

(vi) 撥 款 給 Laguna Woods 市 。 金 額 為 兩 百 萬 美 元

($2,000,000)，期間為 2003–04會計年度，範圍是改善 El Toro

Road 沿路的交通流量。此經費會用來購置優先通行權、修改街

道、移動安全島、改善照明、安裝並修改交通號誌，改善道路的

安全和便利性。此經費也會用來開發 El Toro Road 沿線的替代性

交通路線，提供給腳踏車、高爾夫球車、電動機車、行人和其他

非使用引擎的交通工具。

(vii) 撥 款 給 交 通 部 。 金 額 為 一 千 三 百 七 十 萬 美 元

($13,700,000)，期間為 2004–05 到 2013–14 會計年度 (包括

2013–14)，範圍是設計、購置優先通行權和連接 State Route 56

和 Interstate 5，包括相關的 Interstate 5 路況改善，第一優先改善

者為往西連接 Interstate 5的 State Route 56 斜坡，往東連接State

Route 56 的 Interstate 5 之支出經費。此計畫因 I-5/I-805 的合併

將可加速改善交通。

(viii) 撥款給交通部。金額為每年兩百萬美元 ($2,000,000)，期

間為 2004–05 到 2006–07 會計年度 (包括 2006–07)，範圍是設計

和審核 State Route 14 和 State Route 126 之間 Interstate 5 上高乘

載車輛車道和卡車車道的環境。

(ix) 撥款給 Santa Clarita 市。金額為每年四百五十萬美元

($4,500,000)，期間為 2003–04、2004–05 和 2008–09會計年度，

範圍是 I-5/SR-126 (Magic Mountain Parkway) 交流道優先通行權

購置和建造成本，以及從 I-5 到 McBean 之 Old Road 和 State

Route 126 Parkway 相關改道和拓寬工程。

(x) 撥款給交通部。金額為每年兩百五十萬美元 ($2,500,000)，

期間為 2003–04 到 2005–06 會計年度 (包括 2005–06)，範圍是

I5/SR-126 (Magic Mountain Parkway) 交流道的優先通行權購置和

建造、和 SR-126 的相關拓寬工程成本，以及改善 Commerce

Center Drive 交流道與 State Route 126 的連接。設計和建造應由

每個計劃所在地區之管轄單位來負責執行。

(xi) 撥款給 Los Angeles 郡。金額為每年三百萬美元

($3,000,000)，期間為 2003–04 到 2004–05 會計年度，範圍是

Interstate 5/Hasley Canyon Road 交流道的優先通行權購置和建造

成本。

(xii) 撥款給交通部。金額為每年一千萬美元 ($10,000,000)，期

間為 2003–04 到 2010–11 會計年度 (包括 2010–11)，範圍是實施

根據政府法第 14556.40 節的條款 (a) 第 (48) 段所授權，State

Route 23和 State Route 170 之間沿著 101 號公路間狹長地區的

「交通擁塞紓解計劃」。

(xiii) 撥款給交通部。金額為每年五百萬美元 ($5,000,000)，期

間為 2003–04 到 2004–05 會計年度 (包括 2004–05)。範圍是在

Interstate 710、Interstate 405、Interstate 605 和 State Route 91 環

繞的區域，實施智慧型運輸系統 (Intelligent Transporation Systems,

ITS) 計劃，特別包括先進的交通號誌控制系統、傳輸訊號中介系

統、現有輕軌運輸系統場站和教育與職訓中心的往返系統。此

ITS 計劃的實施，必須與加州大學長灘分校及其運輸技術部門和

Long Beach 市大學園區的運輸計劃合作才行。

(xiv) 撥款給 La Cañada-Flintridge 市，金額為每年五百萬美元

($5,000,000)，期間為 2003–04 到 2004–05 會計年度 (包括

2004–05)。根據街道與高速公路法第 215.6 節，範圍是供州高速

公路位於 La Cañada-Flintridge 的 Interstate 210 東西邊界設置隔音

牆的當地經費之用，且列於洛杉磯郡捷運局的「翻新隔音牆計劃」

之「1989 年 5 月公告清單」中。

(2)(A) 百分之十六 (16%) 是撥款到「擴大並增進運輸服務帳戶」

中，由審議長撥款給公車、輕軌和電車作業、傳輸設備和設施改

善、維修和修復，以及乘客運輸安全，如下所示：百分之五十

(50%) 以公共事業法第 99314 和 99314.3 節的「州運輸協助基金」

的方式撥款，除了應由審議長直接撥款給交通工具駕駛員以外；

根據公共事業法第 99313 節，另外百分之五十 (50%) 轉給交通計劃

機構，並以同樣的方式撥款給交通工具駕駛員，除了此款項只能

由交通計劃機構來撥款給交通工具駕駛員，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B)(i) 根據此段 (2) 符合接收的資格，根據此段規定接收款項的

公共機構應該每年從其「總合基金」中支出用於大眾交通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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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且根據公共事業法第 99243 條的規定，其金額不得少於

1996–97、1997–98 和 1998–99 會計年度期間從總合基金支出的

年平均金額，同時此平均金額必須向審議長報告，且隨著消費者

物價指數而提高。根據此子段的用途，在計算公共機構的年總合

基金費用及其 1996–97、1997–98 和 1998–99 會計年度期間的平

均總合基金花費時，任何公用機構自行斟酌的非限制費用都應該

視為是總合基金的支出。

(ii) 對任何創立日期等於或晚於 1996 年 7 月 1 日的公共機構

而言，審議長應該計算從 1996 年 7 月 1 日到 2000 年 12 月 31

日 (包含 2000 年 12 月 31 日) 這段期間的年平均支出，因為這是

公共機構存在的時間。對任何在 2000 年之後才創立的政府機

構，審議長會選取適當的分析期間。

(iii) 根據條文 (ii) 的用途，審議長除了要求公共機構提供根據

政府法第 99243 節所述，包括 1996–97、1997–98、1998–99 或任

何其他會計年度的資料外，還會要求公共機構的財政資料。每個

公共機構都應該在收到要求之後的 120 天內提供資料給審議長。

對於不配合要求提供資訊或所提供之資料不完整的公共機構，審

議長可不支付該筆款項。

(iv) 審議長可進行審核以確保該要求符合條文 (ii) 且被視為必

要經費。任何不符合條文 (ii) 的公共機構應該在收到款項之該會計

年度歸還該筆經費。任何因不符合條文 (ii) 而不給付或退回的款項

都應該重新撥款給其他符合標準 (其支出符合標準) 的公共機構。

(v) 如果某個公共機構在某一特定的會計年度不符合條文 (ii) 的

需求，則該公共機構會在該會計年度花掉經費，且在下一會計年

度根據條文 (ii) 取得不少於這些會計年度所必須支出的必要花費

之總金額。

(C)(i) 儘管次段 (A) 和 (B) 有經費需求，帳戶的百分之零點五

(.5%) 應該在每一個會計年度由審議長優先撥款給非營利性組織的

州海岸保護局，以提供補助。該組織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支持

和改善 Golden Gate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的環境，其支出 (包

括與有契約關係的公立和私人交通機構和公司的支出) 是為了提

供鄰近地區、社區族群和學校往返於 Crissy Field Center 和其他位

於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之間的交通服務。補助金也會用於購

置和維護提供這些服務所需的車輛、有關服務的教育和資訊，以

及此條文 (i) 所授權之計劃的管理和人事費用。

(ii) 儘管次段 (A) 和 (B) 有經費需求，帳戶的百分之零點五

(.5%) 應該在每一個會計年度由審計長優先撥款給非營利性組織的

州海岸保護局，以作為補助。該組織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支持

和改善 Golden Gate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的環境，其計劃的

支出包括公共道路、運輸服務、壅塞紓解和腳踏車及行人安全的

作業與維護、改善與增強。此補助金也會用於改善和增進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內受到高速公路影響的海岸線和其他自

然區、計劃的人事費用和此條文 (ii) 所授權的計劃管理。

(iii) 儘管次段 (A) 和 (B) 有經費需求，每一個會計年度仍應由

審議長優先撥款一百萬美元 ($1,000,000) 給公園與娛樂部，以作

為一個非營利性組織的補助金，該組織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支

持California State Railroad Museum對位於 Sacramento 之 Historic

Southern Pacific Shops 的鐵路科技博物館的一般營運管理。

(iv) 儘管次段 (A) 和 (B) 有經費需求，帳戶的百分之零點五

(.5%) 應 該 在 每 一 個 會 計 年 度 由 審 議 長 優 先 撥

款給州海岸保護局，以作為一個非營利性組織的補助金，該組織

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改善和維護 San Francisco 的古 Fort

Mason，其計劃的支出包括 San Francisco 葡萄園 E/F-線鐵路運輸

服務的管理與維護、改善與增強。這些撥款也會用於此次段所授

權的計劃人事費用和計劃管理。

(3)(A)(i) 百分之十七 (17%) 的金額轉到「運輸資本帳戶」，用作

建築或改善照明和電車路線的計劃、建造大眾運輸系統的加油

站、購買鐵路運輸系統和公車、建築其他運輸設施，包括 (但不

限於) 儲存和維護設備所需的設施，以及購買大眾交通計劃的通

行權，以及此段 (3) 之下的其他用途。

(ii) 「運輸資本帳戶」中的資金應該由加州交通委員會根據街

道與高速公路法第 188.8 節所需之郡比率，直接撥款到區域性的

交通計劃機構，以作為現有計劃或根據主導州交通改善計劃之法

律進行開發計劃的經費，或是作為新計劃或由區域性的交通計劃

機構所開發的計劃。「運輸資本帳戶」中剩餘資金的百分之六十

(60%) 應該用於郡組織 2，而百分之四十 (40%) 應該用於郡組織

1。應該在將次段 (D) 中所列之計劃的支出從帳戶中扣除後再進行

此計算。

(B) 此段之下的款項不會用於建築行政總部或其他跟鐵路和公

車運輸使用者沒有直接關係的設施。

(C) 地區性的交通計劃機構應該配合新的附加條款和其他經濟

效益標準之美元撥款，委員會將這些附加條款和經濟效益標準視

為指導方針或規定，如此可排定各計劃的優先順序，減少舟車勞

頓，降低車輛來回的次數。此次段之下所採用的規定或指導方針

不應受制於行政處主任的審核或核准，也不應受制於政府法標題

2 第 3 段第 1 部分的第 3.5 章 (從第 11340 節開始) 中任何其他的

需求。

(D) 儘管次段 (A) 和次段 (C) 有所限制，「運輸資本帳戶」中

的款項還是應該首先撥款給下列計劃：

(i) 撥款給 Sacramento 區域運輸轄區。金額為每年一千萬美元

($10,000,000)，期間為 2003–04 到 2012–13 會計年度 (包括

2012–13)，用途是擴充從 Sacramento 市中心到 Sacramento 國際

機場的鐵路照明服務。

(ii) 撥 款 給 Tahoe 湖 轄 區 。 金 額 為 每 年 六 百 萬 美 元

($6,000,000)，期間為 2003–04 到 2005–06 會計年度 (包括

2005–06)，用途是設計和購買替代性的汽艇、加油站、基礎建設

和改善船塢，以及開始實施 Lake Tahoe 的海運服務。此轄區應與

Tahoe Metropolitan 計劃組織 (Tahoe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 一起合作努力。此計劃的所有陸上設施都應位於

California。只有在Tahoe區域計劃機構 (Tahoe Regional Planning

Agency) 判斷此計劃在考量了可減少車次和對 Lake Tahoe Basin內

空氣及水質污染後，可減少交通壅塞和對私家車輛依賴，且能滿

足 Tahoe 區域計劃契約 (Tahoe Regional Planning Compact) 以及

Lake Tahoe 區域計劃 (Regional Plan for Lake Tahoe) 之需求的情

況下，此轄區才會接受此計劃。總金額有多達百分之五 (5%) 會用

於規劃此計劃。此轄區會尋求符合此服務的狀態和聯邦補助金。

總金額有多達三十萬美元 ($300,000) 會用於 Lake Tahoe Basin 停

車場管理計劃的開發，包括海上交通乘客的停泊問題。轄區會使

用總金額中多達八百萬美元 ($8,000,000) 的款項來建立專屬、永

久的管理儲備金。每年此儲備金的利息應該用於支付某部分營運

的款項。轄區會為海上交通服務擬定契約。

(iii) 撥 款 給 州 海 岸 保 護 局 ， 金 額 為 每 年 一 百 萬 美

元 ($1,000,000)，期間為 2003–04 到 2005–06 會計年度 (包括

2005–06)，以作為一個非營利性組織的補助金，該組織的主要目

的之一，就是改善和維護 San Francisco 的古Fort Mason，其計劃

的支出包括 San Francisco 葡萄園 E/F-線鐵路運輸服務的管理與維

護、改善與增強。這樣的改善包括 (但不限於) 計劃和實施到舊金

山海岸國家歷史公園 (San Francisco Maritime National Historic Park)

和Fort Mason中心 (Fort Mason Center) 之路線的擴充,、葡萄園車輛

修復、整修，加強乘客後車站以及改善相關設施。這些撥款也會

由非營利組織用於此次段所授權的計劃人事費用和計劃管理。

(iv) 撥款給公園與娛樂部。金額為七百萬美元 ($7,000,000)，期

間為 2003–04 會計年度，以作為一個非營利性組織的補助金，該

組織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支持加州鐵路博物館及其鐵路科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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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在 Sacramento 的古南太平洋商店 (Historic Southern Pacific

Shops) 建造鐵路科技博物館。

(v) 撥款給 Los Angeles 郡捷運局。金額為每年七百五十萬美元

($7,500,000)，期間為 2003–04 到 2012–13 會計年度 (包括

2012–13)，用途是建築 Exposition Boulevard 之下的隧道，以符合

至少是從 State Route 110 到 Vermont Avenue 西邊鐵路照明、公

車和其他機動車輛的需求。此計劃可增進到博物館、教室和博覽

公園及鄰近大學公園之活動中心的學生行人以及遊客的安全，且

有助於此古老轄區的交通與運輸效率。

(vi) 撥款給 Port of Oakland，金額為每年五百萬美元

($5,000,000)，期間為 2003–04 到 2012–13 會計年度 (包括

2012–13)。用途是 Lake Merritt 的大眾交通計劃和相關的環境計

劃，包括沿著或連接到 Oakland 濱水區的大眾交通設施、水濱公

園、運輸設備改善、腳踏車和行人專用道的購置和開發，以及相

關的整修計劃和基礎建設，從 Jack London District 區域的

Howard Terminal擴充到 San Leandro Bay 和 Lake Merritt Channel

(包括 San Leandro Bay 和 Lake Merritt Channel)，假設這些計劃符

合將修正的河口方案計劃 (奧克蘭總合計劃的一部份)，此經費亦

用於與 Coliseum Bay Area Rapid Transit station 和奧克蘭國際機場

(Oakland International Airport) 之間 Hegenberger Road 沿路相關的

大眾運輸和環境計劃。

(vii) 撥款給 Oakland 市 的重建機構。金額為每年一百五十萬

美元 ($1,500,000)，期間為 2003–04 到 2012–13 會計年度 (包括

2012–13)，以鼓勵市中心龐大運輸設施附近以運輸為導向的開發

計劃，這樣可以減少不必需的機動車往返。此款項的三分之二應

用於加州認可的奧克蘭藝術學校 (Oakland School for the Arts) 之

購置、建築和設備，以提供以上所述之以運輸為導向的開發。

剩下的金額應用於奧克蘭市政聽鄰近地區與交通有關的計劃

和建築改善，這些地區的建築與「第 17 街與San Pablo村停車場

研究 (17th Street and San Pablo Parking Study)」和中心商業區域

研究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Study) 基礎建設一致。允許的計劃

包括：公車停車場、聯營通勤客車停車場、腳踏車停車場和改良

的 BART 道路、區域停車場管理、停車場結構和環境疏通。

(4)(A) 百分之二 (2%) 轉給「年長者與殘障者交通帳戶」，由審

議長以補助金方式撥款給政府法第 29532 節所指定之交通計劃實

體，用來針對因年長或行動不便而無法開車或乘坐一般計劃中的

大眾交通工具的人提供特殊的運輸方式。每年補助金的百分之二

十 (20%) 會分發給此段授權的計劃，分發給郡、市、郡和市及其

他公共機構時都應在相符的資金或服務基礎上使用。如果有足夠

的捐款，而不需要用到補助金的百分之二十 (20%) 時，多餘的款

項會用於那些無法提供相符捐款的公共機構作為補助金。

(B)(i) 為符合此段 (4)符合接收的資格，根據此段規定接收款項

的公共機構應該每年從其「總合基金」中支出，用在大眾交通駕

駛員的金額不得少於其 1996–97、1997–98 和 1998–99 會計年度

期間從總合基金支出的年平均金額，根據公共事業法第 99243 條

的規定，此平均金額必須向審議長報告，且隨著消費者物價指數

而提高。作為此次段之用，在計算公共機構的年總合基金費用及

其 1996–97、1997–98 和 1998–99 會計年度期間的平均總合基金

花費時，任何公用機構自行斟酌的非限制費用都應該視為是總合

基金的支出。

(ii) 對任何創立日期等於或晚於 1996 年 7 月 1 日的公共機構

而言，審議長應該計算從 1996 年 7 月 1 日到 2000 年 12 月 31

日 (包含 2000 年 12 月 31 日) 這段期間的年平均支出，因為這是

公共機構存在的時間。對任何在 2000 年之後才創立的政府機

構，「稽查委員」會選取適當的分析期間。

(iii) 作為條文 (ii) 之用，稽核委員除了要求公共機構提供根據

政府法第 99243 節所述之 1996–97、1997–98、1998–99 或任何其

他會計年度的資料外，還會要求公共機構的財政資料。每個公共

機構都應該在收到要求之後的 120 天內提供資料給「審議長」。

對於不配合要求提供資訊或所提供之資料不完整的公共機構，

「審議長」可不付該筆款項。

(iv)「 審議長」可執行審核以確保該要求符合條文 (ii) 且視為

必要經費。任何不符合條文 (ii) 的公共機構應該在收到款項之該

會計年度補充該筆經費的狀態。任何因不符合條文 (ii) 而不給付

或退回的款項都應該重新撥款給其他符合標準 (其支出符合標準)

的公共機構。

(v) 如果某個公共機構在某一特定的會計年度不符合條文 (ii) 的

需求，則該公共機構會在該會計年度花掉經費，且在下一會計年

度根據條文 (ii) 取得不少於這些會計年度所必須支出的必要花費

之總金額。

(5)(A)(i) 百分之四 (4%)轉給「鐵路分級帳戶」，由加州交通委

員會根據公共事業委員會所開發出符合此段之需求的優先順序清

單，撥款給街道、路和高速公路分隔鐵路路線的計劃。

(ii) 除了次段 (D)所述之計劃外，此帳戶中的金額僅能在會計

年 度 轉 給 加 州 交 通 委 員 會 9th California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 以 應 付 其 支 出 ， 其 中 至 少 有 一 千 五 百 萬 美 元

($15,000,000) 亦需根據街道與高速公路法第 190 節，撥款給「鐵

路分級計劃」。在會計年度未根據街道與高速公路法第 190 節，

撥款至少一千五百萬美元 ($15,000,000) 給「鐵路分級計劃」，則

在該會計年度轉到該帳戶的款項應該改轉到款 (b) 第 (3) 段所建之

「運輸資本帳戶」。

(B) 從此帳戶所撥之款項應優先使用於那些交通擁塞可經由鐵

路分級而紓解的現有重型鐵路路線的分級計劃。最高的使用優先

權應給予服務港埠的鐵路路線計劃，因為這些計劃可藉由增加鐵

路安全性而減少卡車流量。

(C) 從此帳戶所撥之款項應同時考慮到鐵路分級計劃中所牽涉

到的腳踏車和行人交通，而根據此段，那些僅考慮到腳踏車和行

人交通的計劃亦符合接收撥款的標準。

(D) 儘管次段 (A)、(B) 和 (C) 有一些限制條件，此帳戶中的款

項還是應該首先撥款給下列計劃：

(i) 撥款給南加州地區鐵路局。金額為每年一千萬美元

($10,000,000)，期間為 2003–04 到 2006–07 會計年度 (包括

2006–07)，作為 Sand Canyon Road 和 Harvard Avenue 的鐵路分級

經費。設計和建築應由每個計劃所在地區之管轄單位來負責執行。

(ii) 撥款給 San Bernardino 市。金額為每年七百五十萬美元

($7,500,000)，期間為 2003–04 到 2006–07 會計年度 (包括

2006–07)，作為下列與諾頓空軍基地綜合運輸設施 (Norton Air

Force Base Intermodal Goods Movement Facility) 相關的鐵路分級

改善：Central Avenue 以南的 Tippecanoe Avenue；Central

Avenue 以南的 Waterman Avenue；Waterman Avenue 以西的 Mill

Street；以及 Rialto Avenue 以南的 E Street。

(6)(A) 百分之十 (10%) 轉給交通影響緩解信託基金，由街道與

高速公路法第 164.57 節之資源機構來撥款。

(i) 每個會計年度至少有一百萬美元 ($1,000,000) 應該由資源機

構用於協助野生動物可以安全地穿越交通走廊、減少交通擁塞和

提高野生動物族群之間連接性的設施。此次段所授權用於野生動

物通行的百分之六十 (60%) 經費應該用於郡組織 2，且百分之四

十 (40%) 應該用於郡組織 1。

(ii) 根據街道與高速公路法第 164.57 節款 (f)，每個會計年度至

少有一百萬美元 ($1,000,000) 應由食品與農業局撥款，用於由

Orange, Riverside、San Bernardino 和 San Diego 郡所構成的區域

或鄰近都市和都市化區域。

(B) 儘管次段 (A) 和街道與高速公路法第 164.57 節有限制條

件，下列金額還是必須先從信託基金中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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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撥款給 Irvine 市。金額為每年一千萬美元 ($10,000,000)，期

間為 2003–04 到 2014–15 會計年度 (包括 2014–15)，用途是建立

將 Laguna Coast Wilderness Park 和 Crystal Cove State Park 連接

Orange County Central Park 和 Nature Preserve 的野生動物走廊和

相關追蹤系統、Orange County Central Park 和 Nature Preserve 的

基礎建設、景觀美化、造林和遊樂設施改善，以減輕 Interstates 5

和 405 及其他道路對此區域野生動物造成的影響和干擾。此經費

亦用於腳踏車和人行道的通行設施，以及與交通設施有關的防洪

控制改善，還有其他 Jeffrey Open Space Spine 沿路的環境改善。

(ii) 撥 款 給 Riverside 郡 。 金 額 為 每 年 六 百 萬 美 元

($6,000,000)，用途是西 Riverside 郡棲息地保存實施計劃。此經費

的第一優先用途應該是土地的購置。這些費用的目的是購置野生

動物的棲息地，以減少 Riverside 郡交通和與交通相關之開發對野

生動物的影響。期間為 2003–04 到 2012–13 會計年度 (包括

2012–13)，此計畫所購置之土地的管理和維護費用不得超過一百

萬美元 ($1,000,000)。從 2014–15 會計年度開始接下來的每個會計

年度，會有多達五百萬美元 ($5,000,000) 用於此計畫所購置之土

地的管理和維護上。

(iii) 撥款給 San Joaquin River 管理委員會。金額為每年五十萬

美元 ($500,000)，由管理委員會根據委員會的方針購置土地、開

發設施及其管理與維護。管理委員會每年會提撥超過此金額的百

分之二十五 (25%) 給 Fresno 和 Madera 郡內的非營利組織，這些

非營利組織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根據此次段要求進行 San Joaquin

River 計劃的相關保存和教育工作。這些因州高速公路和高速幹

道 (像是 State Routes 99 和 41) 以及 San Joaquin River 及其週遭

環境之其他交通走廊影響所造成的費用都是必要的。

(iv) 撥款給 Santa Monica Mountains管理委員會。金額為每會

計年度八百萬美元 ($8,000,000)，由管理委員會根據委員會方針支

出，由管理委員會隸屬的聯合機構花費在符合此次段和街道與高

速公路法第 164.57 節的計劃上，包括根據此次段所建築的設施和

購置的土地之管理和維護。儘管有任何其他法律條文的限制，每

年此次段中所指定的一百萬美元 ($1,000,000) 金額都會用於購置

及改善 Los Angeles 郡內嚴重都市化區域中的自然公園。這些因州

際高速公路和高速幹道 (像是 Interstate 10、U.S. 101、State

Routes 134 和 1) 以及其他危害 Santa Monica Mountains 環境品

質，和管理委員會及其合作之公共機構欲保護的土地的州際和當

地道路所造成之影響而擔負之費用都是必要的。

(v)(I) 撥款給 Sacramento 郡。金額為每年一百萬美元

($1,000,000)，用途是 American River 公園大道的土地購置、開發

和管理及維護，包括了其他小徑，以提高公園的使用率。公園大

道的 Jedediah Smith Memorial Trail (不靠街面的) 是地區性、州與

國家的重要指標，且對騎腳踏車的通勤者而言是東西向的主要交

通走廊，長度 23 英哩。Sacramento 郡減少公共空氣與廢氣污染策

略很重要的一部份，就是鼓勵民眾使用公園大道騎腳踏車通勤或

是娛樂休閒，包括了有關為通勤者和休閒旅遊的民眾舖設腳踏車

通行道的條文。改善公園大道的維護等級和增進公共安全服務可

以推廣民眾上下班、上下學時刻對公園大道的使用，取代原先使

用的 U.S. 50、Interstate 80 和其他當地交通動脈才能抵達的地區。

(II) 為了符合根據此次段的撥款標準，Sacramento 郡應該實際

從其 American River Parkway 的總合基金中支出，支出金額不少

於其在 1999–2000、2001–01 和 2001–02 會計年度期間從其總合

基金所支出的年平均金額，此平均金額必須向審議長報告，且隨

著消費者物價指數而提高。計算 1999–2000、2001–01 和

2001–02 會計年度期間郡從其總合基金所支出的年平均金額時，

郡自行斟酌所支出的金額均應視為總合基金的支出。審議長會要

求指定會計年度的財政資料。郡應該在收到要求之後的 120 天內

提供資料給審議長。對於不配合要求提供資訊或所提供之資料不

完整的郡，審議長可不付該筆款項。審議長可執行審核以確保該

要求確實合法且視為必要經費。如果郡不符合標準，則應該在收

到款項之該財政年度補充該筆經費的狀態。

(vi) 下列計劃可減輕 Riverside 郡內交通計劃對野生動物走廊

的影響：

(I) 撥 款 給 Riverside 郡 ， 金 額 為 每 年 三 百 萬 美 元

($3,000,000)，用途是 San Timoteo Park 計劃，包括 San Timoteo

Creek 和 Canyon 以及 Loma Linda 和 Beaumont 之間峽谷和丘陵

的鄰近土地。此經費的第一優先用途應該是土地的購置。如果某

一年未購置任何土地，則撥款金額應用於 San Timoteo Park 計劃

所購置之土地的管理和維護。

(II) 撥 款 給 Riverside 市 。 金 額 為 每 年 一 百 萬 美 元

($1,000,000)，用途是 Riverside 和 Norco 等城市之間的 La

Sierra/Norco Hills 計劃，包括棲息地和連接 Santa Ana River 的野

生動物走廊之土地購置，以及鄰近 Santa Ana River Trail的改善。

此經費的第一優先用途應該是土地的購置，第二就是 Santa Ana

River Trail 的改善。如果該年未購置任何土地，也不需進行任何

路徑的改善，該經費應用於 Riverside 市內 La Sierra/Norco Hills

棲息地區和 Santa Ana River Trail的管理與維護。

(vii) 撥 款 給 州 海 岸 保 護 局 。 金 額 為 每 年 兩 百 萬 美 元

($2,000,000)，期間是 2003–04 到 2004–05 會計年度 (包括

2004–05)，以作為一個非營利性組織的補助金，該組織的主要目

的之一，就是改善 Golden Gate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在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沿海地帶和海岸線地點或其鄰近地區的

交通及相關增強功能。這些改善點包括 (但不限於) 腳踏車與行人

計劃、交通安全計劃、公園入口計劃、運輸通道計劃、可減少機

動車對旅客旅遊印象的負面影響、遊客設施、以及海邊和海岸線

自然區域的整修，這些區域也會因公路的修建而受到破壞。

(viii) 撥 款 給 Laguna Woods 市 。 金 額 為 兩 百 萬 美 元

($2,000,000)，期間為 2003–04 會計年度，用途是購置市內的土地

或是鄰近 Laguna Coast Wilderness Park 之市內受影響範圍內的土

地，以及開發連接此公園的路徑。這些撥款的目的是為了減少附

近交通設施對野生動物走廊所造成的影響。

(ix) 撥 款 給 州 海 岸 保 護 局 。 金 額 為 三 百 五 十 萬 美 元

($3,500,000)，期間為 2003–04 會計年度，以作為一個非營利性組

織的補助金，該組織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整修 San Diego

River，購置土地以及沿河地帶的棲息地整修。這些撥款的目的是

為了減輕交通設施，像是 State Route 67、Interstate 5 以及其他道

路對 San Diego River 所造成的影響。

(x) 撥 款 給 公 園 與 遊 樂 署 。 金 額 為 每 年 五 百 萬 美 元

($5,000,000)，期間為 2003–04 到 2013–14 會計年度 (包括

2013–14)，用途是購置位於 Los Angeles 郡海濱地帶 (根據公共資

源法第 30103 節) 以及 Ballona Creek 流域內的海岸溼地資源，以

補償 Los Angeles 郡內交通改善與道路舖設所造成的影響。

(xi) 撥 款 給 Sacramento 市 。 金 額 為 每 年 兩 百 萬 美 元

($2,000,000)，期間為 2003–04 到 2004–05 會計年度 (包括

2004–05)，用途是為了藉由 Interstate 5 的空中開發權，連接市中

心和河濱地。此露天平台計劃的目的是為了減輕 Interstate 5 的影

響，可以建立開放式空間並支援河濱地的復興計劃。

(xii) 撥 款 給 州 海 岸 保 護 局 ， 金 額 為 每 年 一 百 萬 美 元

($1,000,000)，期間為 2003–04會計年度，以作為一個非營利性組

織的補助金，其中一個目的是沿著及連接 Los Angeles County 的

混合區與非混合區的 La Ballona Creek，修復及補強腳踏車的道

路、行人專用道及相關的號誌與燈，以購置和改善行人專用道及

腳踏車道路連接點。

(xiii) 撥 款 給 州 海 岸 保 護 局 ， 金 額 為 每 年 五 十 萬 美 元

($500,000)，期間為 2003–04會計年度，以作為一個非營利性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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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助金，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在南加州海岸規劃一個教育專

案，以指導學童及一般社會大眾有關來自汽車、卡車及其他機動

車輛的非定點污染源，這些污染源會污染通往海洋的流域及疏洪

道。此補助金可用來購置一或多輛海上交通工具或休旅探險車。

利用這筆款項所購置的車輛應該確認符合最低放射物等級的污染

標準。

(xiv) 撥款給 Coachella Valley Mountains 保護局，金額為每年

二百萬美元 ($2,000,000)，由保護局直接支用，或由保護局將補助

金撥給公共機構夥伴、合併的授權機構或非營利保護機構，以購

置土地並執行其作業與維護工程。這些購置應該挹注地方所實施

的「Coachella Valley 多元生態棲息地保護計劃/自然環境保護計

劃」，並協助施行管理委員會所負責的 Coachella Valley 內部及周

邊山林與自然環境保護地的保護任務。這些支出是必要的，因為

對州及聯邦高速公路 (像是 Interstate 10、相關的交流道計劃，及

State Routes 62、74、86 及 111)，以及其他許多州及地方道路所

造成的衝擊，已經對 Coachella Valley 的環境品質造成負面影響。

(xv) 撥 款 給 州 海 岸 保 護 局 ， 金 額 為 每 年 一 百 萬 美 元

($1,000,000)，期間為 2003–04會計年度，以作為一個非營利性組

織的補助金，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保護 San Dieguito River、購置

土地及修復 San Dieguito River 沿岸的棲息地，以及用來開發道

路。這些支出是用來減少 San Dieguito River Valley 內部及周遭的

交通及交通相關的開發所帶來的影響。

(xvi)撥款給野生動物保護委員會，金額為每年一千萬美元

($10,000,000)，期間為 2003–04會計年度，以作為擁有重要的迴游

魚類及其他鮭魚及硬頭鱒族群之 Sacramento River 的流域「自然

地」、鮭魚及硬頭鱒族群的重要水權、重要考古資源，以及分散野

生動物族群等購置費用。此次段的宗旨在於購置必須為絕對且無

身分限制，並為永久保育地役權。此次段宗旨在於：「自然地」

所在的 Sacramento River 主支流的沿岸至少必須有五英哩，並緊鄰

5,000 英畝或以上的面積，且其面積應足以接續保護 Sacramento

River 主支流的流域，以符合此次段的需求。這筆購置是為了補償

Interstate 5、State Routes 99 及 70 這類交通設施，以及其他主要道

路及高速公路對鮭魚族群及考古資源所造成的損害。

(xvii)(I) 撥款給 Sacramento 郡，金額為每年一百五十萬美元

($1,500,000)，用來支應 State Route 16、Scott Road、Deer Creek

及 Cosumnes River 走廊的沿線區，特別是「Sacramento 郡監督理

事會」在 2001 年定義的 Amador 及 El Dorado County 路線西邊

的 State Route 16 北區、White Rock Road 的南邊、East County

Open Space 研究區西界的東方 (通常也包括 Sloughhouse 區)，以

及「監督理事會」所特別規劃的 Amador County 路線西邊的

Highway 16 的南區，以及 Meiss Road 的北邊。這筆經費應該應

用在 Sacramento 郡，主要目的是用來減少郡及地區中的各處交通

活動所帶來的衝擊，例如空氣、噪音及水污染，方式是使用成本

效益高、以優惠方案來激勵地主 (給予農民及牧場主最高優先權)

合作，並協助適當地保護及改善地區的道路及走廊，讓他們安全

地使用並讓當地及外來遊客享用，以繼續保有原有的農村及自然

景觀風貌，進而儘可能保留絕大部份農村、自然景觀及開放空間

景觀中的研究區及相關走廊中的土地。此次段所撥款的經費應該

遵循「監督理事會」所開發與核淮的專案來支出。

(II) 根據子句 (I) 所撥款的經費，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五 (75%)

應該在任何 10 年期間支出，目的是為了尋找長期合約的開放空

間管理，並補強與有意願的地主之間的合同，以積極地維護並改

善一或多個彼此相依且喜好之相鄰開放空間的地產價值，包括

(但不限於) 農耕、放牧、野生動物棲身地及相關的生物價值、橡

樹及橡樹林地、河岸走廊、流域、歷史及文化資源、景觀、相互

依存的位置，以及公共道路及娛樂設施。管理合同至少應該涵蓋

320 英畝，而且不應包括政府機構付費而擁有的土地，或是「美

國境內費用法」(United States Internal Revenue Code) 的第

501(c)(3) 節所核可的免稅非營利組織。提案的管理合同計劃可以

在 遵 循 「 監 督 理 事 會 」 所 核 淮 的 注 意 事 項 情 況 下 ， 由

「Sloughhouse 資源保護區」(Sloughhouse Resource Conservation

District) 開發。遵照管理合同而撥給地主的補償金應該在相互同

意的基礎下制定，包括 (但不限於) 合同的時間長度及條款考量、

涵蓋的資源或活動的公共利益價值，以及地主所預期的人力、服

務及投資。在相關且適當的情況下，此成本通常應小於政府機構

運用政府員工來執行類似功能通常會產生的成本，或者對該成本

具有競爭力。

(III) 遵 循 子 項 條 款 (I) 而 在 任 何 10 年 期 間 所 撥

款的經費，最多有百分之二十五 (25%) 可以應用於 Scott Road 的

安全改善，包括為了維護其農村及自然景觀，而減少因洪水而關

閉 Scott Road 的需要；用來協助維護、重整及重新使用

Cosumnes River 上具有歷史價值的橋樑；以及用來保護、修復與

解讀歷史和文化資源，特別是 State Route 16 及 Cosumnes River

走廊和 Sloughhouse 區的資源。

(7) 百分之二 (2%) 轉給「供水質帳戶」，由「州水資源控制委

員會」(State Water Resources Control Board) 依據「街道與高速公

路法」第 164.58 節撥款支出。

(8)(A) 「州空氣資源委員會」會將撥給「空氣品質帳戶」之百

分之三 (3%) 的經費，撥給在「健康及安全法」的第 26 段第 5 部

份的第 9 章 (由第 44275 節開始) 下建立的「Carl Moyer 記錄空氣

品質標準完成計劃」(the Carl Moyer Memorial Air Quality

Standards Attainment Program)，以及次段 (B) 下提供的其他任何

轉帳。每一個空氣區 (定義於「健康及安全法」第 39025 節) 每年

的補助金不得少於十萬美元 ($100,000)。不必對人口少於 150,000

的地區提供這筆規定金額。

(B) 當「州空氣資源委員會」決議「Carl Moyer 記錄空氣品質

標準完成計劃」不再需要這筆經費時，則應該將轉入「空氣品質

帳戶」之該筆經費的百分之七十五 (75%) 轉入「腳踏車效率帳

戶」，且將百分之二十五 (25%) 轉入「行人專用道帳戶」，以應用

於那些帳戶。

(9) 百分之二 (2%) 轉給「腳踏車效率帳戶」，由「交通部」遵

循「街道與高速公路法」第 894.5 節的規定，撥給腳踏車計劃。

(10) 百分之一 (1%) 撥給行人專用道帳戶，由交通部撥給行人

專用道使用率促進計劃及行人專用道安全計劃使用 (根據「街道

與高速公路法」第 894.5 節)，並因應校車停靠站的專車需求。

(11)(A) 百分之四 (4%) 撥給「城市之間及電車資本及營運帳

戶」，由「加州交通委員會」撥給「交通部」及政府機構營運的

電車服務，以使用於城市之間及電車服務的營運、購買軌道、重

整軌道服務、建造新的軌道線路及車站、合併現有的軌道路線，

以及改善現有路線來提升鐵路乘客的服務品質。

(B) 次段 (A) 所撥款的百分之四十 (40%) 經費應該撥給電車，

以改善高速公路路段之平行路線的擁塞狀況。次段 (A) 所分發的

百分之六十 (60%) 經費應該撥給城市之間的鐵路，且高速公路的

平行路線通常會發生擁塞狀況的路線應該優先使用。計算次段

(C) 所需的支出後，應該進行此段所需的計算。

(C)(i) 不論次段 (B) 的需求為何，根據此段 (11) 所撥款的支出

經費，應該每年撥給「交通部」一千五百萬美元 ($15,000,000)，

期間是 2003–04 到 2010–11 的會計年度 (含)，讓下列計劃能減少

Interstate 10 及其他高速公路的擁塞狀況，並增進公速公路及火車

乘客的安全。此計劃應該包括城市之間的鐵路乘客服務的資本費

用，路線從 Los Angeles 經由 Fullerton 及 Colton，到達 Palm

Springs 與 Indio，包括以下部份：兩個列車組的每一組至少都包

含五個車廂和一個車頭；軌道及燈號改善，以強化 Palm Springs

到 Indio 的火車乘客服務；Coachella Valley 的Valley 中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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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on Road 的一個火車乘客站；Indio 的 Coachella Valley 的

Valley 東部之 Jackson Street 附近的一個火車乘客站；以及改善

Palm Springs 目前的火車乘客站。火車乘客站應該包括月台、候

車站、任何必要的停車點及隧道，及其他站台設施。這項支出的

第一優先應該是開發這項服務的乘客候車站。每一個車站所在的

城市或印地安保護區都可用來管理這些車站的設計和建造，前提

是其中的設計與經費必須通過「交通部」的核淮。

(ii) 「交通部」應該與國內鐵路乘客服務供應商簽約，以進行

這項城市之間的服務，並尋求所有聯邦資金來源 (包括但不限於

「美國交通部」) 以支援這項服務的營運作業。

(12)(A) 百分之二 (2%) 的經費撥給「農村交通帳戶」，「稽查

委員」會直接將該筆經費撥給人口少於 250,000 的郡內交通工具

駕駛員，方式如下：百分之五十 (50%) 以「公共事業法」第

99314 和 99314.3 節的「州運輸協助基金」的方式撥款，除了應

由「稽查委員」直接撥款給交通工具駕駛員以外；另外百分之五

十 (50%) 轉給交通計劃機構，根據「公共事業法」第 99313 節，

以同樣的方式從「州運輸協助基金」撥款給交通工具駕駛員，除

了此款項只能由交通計劃機構來撥款給交通工具駕駛員，而不得

作為其他用途之外，可用來改善無法駕駛機動車輛的農村居民之

通行。

(B) 這筆帳戶之支出經費的第一優先應該應用在殘障人員、其

他健康不佳、年長、學生，以及無法駕駛機動車輛的低收入戶的

服務上。

(13) 百分之三 (3%) 的經費應用於「運輸導向開發帳戶」，是由

商業、交通及住宅機構的秘書處所撥款的，撥款的基礎是根據

「政府法」的第 13984 節所建立的競爭性補助金計劃，由地區交

通計劃機構以資本費用計劃的人口為基礎，來開發鐵路及巴士運

輸站所相關的公共設施。百分之六十 (60%) 的補助金應該用於

「郡組織 2」，且百分之四十 (40%) 應該用於「郡組織 1」。

(14) 稽核委員會會將百分之一 (1%) 的經費撥給「腳踏車及行

人專用道安全法執行帳戶」，方式如下：

(A) 三分之二的「犯罪裁判局計劃」補助金將撥給州及當地的

法律執法機構，以強化速限、其他交通安全法，以及高流量的行

人專用道和腳踏車路線的執法。補助金的最高優先順序應該使用

於「街道與高速公路法」第 2333.5 節所制頒的「學校安全路線計

劃」所規劃的路線。「犯罪裁判局計劃」可以採用指導方針或規

定來實施此段。此指導方針或規定不應受制於「行政處主任」的

審核與核准，也不應受制於「政府法」標題 2 第 3 段第 1 部份的

第 3.5 章 (由第 11340 節開始) 中的其他任何需求。百分之六十

(60%) 的補助金應該用於「郡組織 2」，且百分之四十 (40%) 應該

用於「郡組織 1」。

(B) 三分之一的補助金是由「州教育部」撥給學區，以教育學

生及家長如何教導孩童以徒步的方式或騎乘腳踏車，遵守州及當

地的交通安全法、法令和計劃，以沿著交通繁忙的行人專用道和

腳踏車路線安全地抵達學校。補助金的最高優先順序應該撥給依

「街道與高速公路法」的第 2333.5 節所制頒的「學校安全路線計

劃」來籌措資金的路線所經過的學校。「州教育部」可以採用指

導方針或規定來實施此段。此指導方針或規定不應受制於「行政

處主任」的審核與核准，也不應受制於「政府法」標題 2 第 3 段

第 1 部份的第 3.5 章 (由第 11340 節開始) 中的其他任何需求。百

分之六十 (60%) 的補助金應該用於「郡組織 2」，且百分之四十

(40%) 應該用於「郡組織 1」。接收到此次段核發之經費的學區，

應該與腳踏車與執行組織協商這些計劃的施行方案。

(15)(A) 「州教育部」對「校車安全與清潔帳戶」所撥款的百

分之八 (8%) 補助金，將撥給任何公立學區、郡教育廳、州立學校

或「合併的授權機構」來採購或租賃新校車，如「教育法」第

39830 節定義，且優先順序如下：第一優先應該是更換 1977 年 4

月 1 日以前所製造之現行認證 (但不符合現行的「聯邦機動車輛

安裝標準」) 的加州 (California) 校車。第二優先應該是更換 1987

年 1 月 1 日以前所製造之現行認證 (但不符合現行的污染控制標

準) 的加州校車。第三優先應該是更換 1987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所

製造之現行認證的加州校車，並增加車隊的大小。「州教育部」

應該開發並使用生命週期成本公式，以決定在此計劃下所租賃或

購置之任何新校車的生命週期與成本。應該在具有競爭性的基礎

下制定補助金，且應該與「州空氣資源委員會」一起決定補助金

發放標準。

(B) 僅能對通過污染標準的最低放射物等級的新巴士，制定採

購或租賃補助金。每日平均乘客少於 500 位學生的公立學區、郡

教育廳、州立學校或合併的授權機構，或不必使用燃料即可符合

此需求 (由「加州能源委員會」認證) 的地區，可以申請放寬此需

求。補助金可能包括重填燃料基礎設施的資金。

(C) 公立學區、郡教育廳、州立學校或合併的授權機構對每一

部全新或租賃的巴士應該支付百分之十 (10%) 的成本，最高到一

萬美元 ($10,000)，但可能無法從其他機構或適合的計劃中取得該

筆基金。對於 1977 年以前建造且應該報銷此計劃下所更換的巴

士，以及在 1987 年 1 月 1 日以前建造且應該移除此計劃下所更

換的校車而言，皆應向「州教育部」檢附補助金收據以提供書面

證明，且不能在加州州內重新登記。採用來執行此段的任何規定

不應受制於「行政處主任」的審核或核准，也不應受制於「政府

法」標題 2 第 3 段第 1 部份的第 3.5 章 (由第 11340 節開始) 中

的其他任何需求。

(16) 「加州交通委員會」將提撥給「交通安全改善帳戶」的百

分之五 (5%) 經費，撥給「交通部」及地區的交通計劃機構，以作

為改善高速公路安全性計劃的補助金，而該筆經費是在減少機動

車輛駕駛人、腳踏車騎士及行人專用道之死亡事故及傷害計劃的

嚴格規範下所撥款項。第一優先應該提撥給傷害及死亡率最嚴重

之街道及高速公路路段的安全改善計劃。委員會應給予成本效益

高的專案較高的優先權。「交通安全局」應該對此計劃的開發委

員會提出建議。委員會可以採用規定或指導方針來實施此段。採

用來執行此段的任何規定或指導方針不應受制於「行政處主任」

的審核或核准，也不應受制於「政府法」標題 2 第 3 段第 1 部份

的第 3.5 章 (由第 11340 節開始) 中的其他任何需求。

(17) 百分之四 (4%) 轉給「鐵路乘客改善、安全及現代化帳

戶」，由「稽查委員」遵循「公共事業法」第 10 段之第 11 部份

的第 7 章 (由 99571 節開始) 撥款。

(c) 依據此節而由州機構撥款的補助金或支出金額，可以當作

捐款來因應任何地方、州或聯邦交通計劃的需求。

(d)(1) 如果此節下的金額收據不符機構所標示的補助金項目，

則補助金可能會開始執行撤銷補助金的動作，並將補助金額及補

貼資產所計算的利息還原至收據。

(2) 此條款下所還原的任何金額應該存入其接受補助的帳戶，

並且應該針對其接受補助的帳戶來適當地使用，而不應使用於其

他目的。

(3) 遵循此條款所開始執行的動作，並不會排除任何罰金、沒

收或其他處罰所施加的懲罰，或排除遵循其他法律或規定之任何

條款所施加的行政執法動作所應負的責任。

(e) 「稽查委員」可以針對本節明確指出的目的、「政府法」

的第 13895 節所制定的有限目的、「匯合資金投資帳戶」所作的

投資，或者完全沒有任何目的，以轉出基金的金額。不論其他任

何法律條款的規定為何，「匯合資金投資帳戶」的存款金額應可

依照本節的說明，立即撥款或重新撥款，且不能貸款至其他任何

特殊基金或「總合基金」，且這些基金也不能申請該筆存款金

額。從投資「匯合資金投資帳戶」所得的全部利息都應該存入基

金，且只能使用於基金，並且應遵循本節的指示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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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此次測量的有效日期之後，因發生地震而造成加州的交

通設施損壞的事件中，「州長」可以自該次地震起算的 12 個月

之內，利用聯邦為修復那些設施所設立的基金來運用基金的款

項。遵循此條款所撥款的基金都不能用來取代聯邦基金，除非能

在缺少州財務紓困方案時使用。

(g) 基金中的款項不能使用於遵循「街道與高速公路法」的第

3 段的第 17 章 (由第 2701 節開始) 所發行的普通責任債券的債務

服務 (針對交通)、遵循「公共事業法」的第 10 段的第 11.5 部份

的第 6 章 (由第 99690 節開始) 所發行的債券，或州所授權或發行

的任何現有或未來的普通責任債券。

(h) 除非本節或「政府法」第 13985 節另有說明，否則不論其

他的法條為何，存入基金的金額都不能轉帳至或回復至「總合基

金」，但仍應保留在基金中，直到本節提示撥款或重新撥款為止。

(i) 基金的款項，不能用來取代地方或地區的交通單位或市、

郡，或市及郡先前針對公共運輸所規劃、計劃或核淮的款項。

(j) 遵循本節所作的支出，可能包括移轉依本節來籌措資金之

計劃所相關的直接成本。對並非遵循本節來籌措資金的任何計劃

而言，支出不應該包括針對聯邦或州法律或地方法令所需的任何

緩解成本，而依本節所運用的任何款項。

(k) 遵循本節來籌措資金的計劃部份所產生的放射物衰減，皆

不能在任何地方、州或聯邦放射物平均或交易計劃下使用，進而

抵消或減輕籌措到專案資金時所生效的任何放射物衰減責任。遵

循本節來籌措資金之計劃部份所產生的放射物衰減，皆不能在任

何地方、州或聯邦放射物儲存計劃下儲值。

(l) 本節所提撥的所有款項都應該迅速有效地分配。州機構的

所有補助金申請單都應該清楚、簡單、易懂，且儘可能簡短。所

有補助金申請都應該儘快處理，並在提出之後 180 天內核淮或拒

絕，對於五百萬美元 ($5,000,000) 以下的計劃，則應在 90 天內完

成。對於申請失敗的案例，則應該提供指示，教導他們如何變更

申請以通過核淮。此指示也可以在申請被核淮或拒絕前提出，方

式是暫停申請並允許變更該申請。

(m) 在每年的 12 月 31 日之前，接收基金款項的每個州及地方

機構都應該公佈前一個會計年度中，遵循本節而通過核淮的所有

計劃。這份報告的每個計劃都應該包括計劃說明、專案成本、執

行計劃每年所減少的空氣放射物或水污染估計量 (如果有的話)，

以及計劃對交通擁塞所造成的影響 (如果有的話)。這份報告應該

送交「州長」及「立法院」，且可讓大眾取用，包括經由網際網

路取得。

(n) 接收基金款項的任何專案皆應適當地刊載在計劃執行場

所，並透過廣告通知大眾有關基金款項的運用情況。刊載內容應

該指出款項來源是由選民所核淮的動議，並在 2002 年通過。商

業、交通及住宅機構的秘書處應該制頒規定以實施本節。那些規

定不應受制於「行政處主任」的審核或核准，也不應受制於「政

府法」標題 2 第 3 段第 1 部份的第 3.5 章 (從第 11340 節開始) 中

的其他任何需求。

(o) 實施本節時，每個機構會分配到基金款項，且每個接收基

金款項的機構皆可依意願與「加州保護公司」(the California

Conservation Corps) 或族群保護公司訂定合約 (遵循「公共資源法」

第 14507.5 節的定義及認證)，範圍從遵循本節以籌措資金，至公

司擁有執行該機構實施之計劃的能力。

(p) 遵循本節所承接的每個計劃應該符合「加州環境品質法案」

(「公共資源法」第 13 段 (由第 21000 節開始))。

(q) 使用部份或全部基金款項付款的設施改良建築計劃或工程

應該視為公共工程計劃，其受限於「勞工法」第 2 段 第 7 部份的

第 1 章 (由第 1720 節開始)，並且以其在「勞工法」下承擔此責任

的相同方式，由「工業關係部」規範。

(r) 「公共事業法」的第 99683 節適用遵循本節所承接的所有

鐵路及巴士資本費用計劃。

(s) 基金的支出應每年由獨立的七位成員委員會稽核，他們分

別是「州長」所聘任的五位成員，以及州眾議院議長及參議會規

則委員會各聘的一位成員。此委員會應該選舉他們自己的主席。

這些成員是無給薪的，但可在「財政部」的同意下支領日薪。如

本節指定，「稽核委員」可以在基金款項提撥到基金的帳戶之

前，使用該款項來支付委員會的成本 (包括稽核成本)。

(t) 條款下所要求的審核應該包含覆審計劃管理和所產生的費

用，包括 (但不限於) 計劃最初的開始費用。條款下所成立的獨立

委員會應與私人公司訂立契約以處理審核事宜。在審核完成時，

委員會應立即向州長和立法院報告結果，並將結果向大眾公佈，

包括透過網際網路。管理本節下所授權計劃之任何部分的各州和

當地代理，應在審核完成後 90 天之內，向州長、立法院和公眾

報告其對審核結果的回應與建議。如果審核建議減少管理計劃的

費用，代理便應縮減其管理方面的費用，或向州長及立法院提書

出面說明，解釋無法減少管理費用的原因。

(u) 根據加州憲法第 XVI 條第 8 節，在本節下所建立的「交通

擁塞紓解和安全校車信託基金」中的基金應納入「總合基金」收

入，否則即視為要進行第 XVI 條第 8 節下所要求的計算。

(v) 除非本節中有明確授權，否則資金不可以在條款 (b) 下所

建立的帳戶之間或之中移轉，或是在本節下所命名之基金之間或

之中移轉。

(w) 本節所提撥資金不可以用於可能導致街道、車道、鐵路、

公路或橋樑上或沿線行人和腳踏車的使用或安全功能的現有水準

下降的計劃。

(x) 本節所提供資金可用於補充其他資金，以完成資本費用計

劃或經營交通系統。

(y) 加州交通委員會可能會採用指導方針或規定以完成適用本

節之委員會的任何要求和條款。本條款之下所採用的規定或指導

方針不應受制於行政處主任的審核或核准，也不應受制於政府法

標題 2 第 3 段第 1 部分的第 3.5 章 (從第 11340 節開始) 中任何

其他的需求。

(z) 如果計劃或方案有資格從本節下一個以上的帳戶中募集基

金，它可能會從單一計劃或方案的一個以上帳戶中接收基金。

(aa)(1) 儘管政府法第 13340、16304、和 16304.1 節有所規

定，但除非本節中另有指定，否則本節所成立提撥給本節任何州

機構之基金、信託基金和帳戶中所有的資金，還是會繼續撥給該

機構，不需考慮會計年度的問題，並且本節所成立提撥給任何州

或當地機構之基金、信託基金和帳戶中的所有資金，應維持每年

提供給那些機構，直到用完為止。

(2) 儘管政府法第 13340、16304、和 16304.1 節有所規定，所

有由審議長轉到本節所成立帳戶和交通緩解信託基金中的所有資

金，仍會依帳戶和信託基金的目的持續提撥，不需考慮會計年度

的問題，並且應持續從帳戶和信託基金中提撥經費給符合每年接

受帳戶和信託基金資金的機構和非營利性組織，直到資金用完為

止。

(bb) 如果立法院通過的法則需將任何資金，直接或間接地，

從某個帳戶轉到其他任何帳戶、基金、或其他保管人，則在 90

天的法則有效期內，審議長應從「總合基金」中將與移轉金額相

等的經費轉到帳戶內。茲從「總合基金」中提撥進行本條款所要

求之任何移轉時的所需金額。

(cc) 這是選民的目的，由加州提撥給市、郡和特別區域的資

金，不會因新增本節至「賦稅法案」的動議議案的結果而遭立法

院縮減。

(dd) 根據本節對該基金的管理辦法，不論任何機構最多都只

能花費提撥給該機構基金的百分之二 (2%)。

(ee) 依照本節的目的，郡組織 1 和郡組織 2 為街道與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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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87 節中所定義的那些郡組織。

(ff) 在根據本節分配資金，亦即使用街道與高速公路法第 187

節單獨分配資金時，州或區域機構，包括審議長，在授予資金時

應進一步分配資金，這樣每個人口超過 250,000 人的郡會收到百

分之十 (10%) 以內的金額，這是當資金是以每單位人口來分配

時，該郡將會收到的金額。

(gg) 任何會變更第 7102 節或本節所掌管之收入流量的法則，

並且使用不同於新增本節至「賦稅法案」之動議議案中條款的方

式時，這類法則應作廢並且無強制力或效力。當動議議案新增此

節至與資金流動相關的「賦稅法案」中時，任何會干擾或以其他

任何方式改變動議議案之條款原訂作業的議案或法則應該作廢並

且無強制力或效力。

(hh) 根據此節所提撥、支出或移轉的資金，不應被視為漁獵

法則第 3 段第 9 章 (從第 2780 節開始) 所原訂的基金移轉。

(ii) 根據本節的目的，電車服務包括 (但不限於) Bay Area

Rapid Transit、Capitol Corridor、CalTrain、Altamont Commuter

Express、Coaster、和 Metrolink 系統。

(jj) 在根據本節所收到的資本費用或作業基金的開支中，南加

州地區鐵路局應優先撥款給 Metrolink 鐵路線沿線的其他服務和

設施，Metrolink 鐵路線與擁塞的高速公路平行，如 State Routes

91、118、60、和 14、U.S. 101、以及 Interstates 215、10 和 5，

以及支援這類服務的設施。

第 3 節 第 13984 節新增於政府法，內容如下：

13984.  (a) 根據本節的目的，下列項目具有以下意義：

(1) 「鐵路或公車運輸」意指下列任一項目：輕軌 (包括無軌

電車)、通勤電聯、鐵路或城區鐵路；或是專車運輸路線，或在尖

峰交通擁塞期間，每 15 分鐘一班的公車運輸路線。

(2) 「公用設施」意指下列任一項目：

(A) 在鐵路或公車運輸路線三分之一哩內的街道、人行道和行

人穿越道改善設施。

(B) 鐵路或公車運輸站設施，包括但不限於美術品、長凳、行

人和腳踏車陸橋和隧道，符合 1990 年美國殘障人士法案 (公共法

案 101-336) 的設備、電梯、電動扶梯和可增加鐵路或公車運輸車

站使用、並讓鐵路或公車運輸使用者優先停車的腳踏車停車與機

動車停車結構。

(C) 托兒中心、圖書館、社區會所、洗手間、和其他供鐵路或

公車運輸使用者使用的公共設施和公共空間。

(D) 施行符合本節補助金資格之計畫所取得的土地。

(E) 多型態的設施，包括但不限於基礎建設 (以容納與公車線

的連接)、其他鐵路或公車運輸路線、小型公共汽車、計程車、旅

遊汽車、行人設施、和供腳踏車使用的行經路線。

(F) 在鐵路或公車運輸車站可容納公有低排放機動車的設施，

包括 (但不限於) 可充電式車站、安全停車、和保管設施。

(G) 交通號誌燈同步控制器，以及靠近鐵路或公車運輸車站公

共交通運輸用的優先指示號誌。

(H) 施行本條款下所列任一計畫所需的改道協助費用，最高可

達計劃總支出的百分之十 (10%)。

(I) 如果沒有政黨負責補償、或該州本身就是負責的政黨，則

依 (I)受污染土地的補償措施，以施行本條款下所列的任一計劃。

(3) 「計劃」意指鐵路候車站或公車運輸停靠站內三分之一哩

的多用途的住所和商業開發區，這些住所和區域至少含有以下其

中兩項元素：

(A) 住屋。

(B) 零售。

(C) 辦公室空間。

(b) 本節的目的是要支付公共用途的設施，以改善提供住所和

職訓中心之位在鐵路或公車運輸車站之私人開發計劃的財務狀

況，並因此增加鐵路或公車運輸的使用。

(c)(1) 相關部會應發展一種供區域性的交通計劃機構執行的計

劃，以發展與運輸車站相關的公用設施，此為提議計劃的一部

份，並將以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增加鐵路或公車運輸的使用率。

(2) 本節下的計劃若符合下列任一標準，便應優先採用：

(A) 從區域土地使用機構獲得許多附加價值的計劃。

(B) 包含與鐵路或公車運輸使用者和提議計劃使用者共用停車

設施的計劃。含有付費停車場的提案

應有較高的優先權。

(C) 因緊鄰鐵路或公車運輸車站而增加對鐵路或公車運輸的使

用，並因此減少停車需求的計劃。在提出補助金申請書前，停車

需求應至少為六個月分區規模以下的百分之三十 (30%)

(3) 區域公用機構所提出的每份補助金申請書 (包括但不限於

城市、郡、城市和郡的交通機構、重建機構、和住屋局) 應檢附

以下所有附件：

(A) 鐵路或公車運輸車站的開發計劃和相近的計劃，包括 (但

不限於) 有意執行開發計劃的私人開發商的參與說明。

(B) 來自鐵路或公車運輸車站業主的信件，指出對合作執行提

議計劃的意願。

(C) 鐵路或公車運輸車站和緊鄰周遭地區所允許的車站區域分

區和密度。分區和密度應在一個將促進符合經濟效益的開發水準。

(d) 如健康和安全法案第 50093 節所定義，每個收到包含本節

住屋之計劃補助金的公共機構，應確保該金額最少有百分之二十

(20%) 以上用於其部門最少有百分之二十五 (25%) 的經費專門用

於中低收入戶的個人或家庭的計劃。優先採用包含承諾募集區域

性機構計劃相符捐款的補助金申請書，該計劃能提供建構此類和

其他類型住屋的動機。

(e) 根據此節所取得之資金最少有百分之五十 (50%) 應花在符

合本節其他要求的住屋計劃。

(f) 秘書應採用規定來執行此節，包括「尖峰交通擁塞期間」

的定義。那些規定不應受制於行政處的審核或核准，也不應受制

於政府法標題 2 第 3 段第 1 部分的第 3.5 章 (從第 11340 節開始)

中任何其他的需求。

第 4 節 第 13985 節新增於政府法，內容如下：

13985.  (a) 如果目前會計年度之「總合基金」收入的總金額

(如州長在五月份向立法院所提之目前會計年度的報告中所計劃

的)，少於前一會計年度之「總合基金」收入的總金額 (如州長在

目前會計年度中，根據加州憲法第 IV條第 12 節所提之預算中所

指出的)，則根據「賦稅法案」第 7105 節建立於州金庫中的「交

通擁塞紓解和安全校車信託基金」，其中的資金應由審議長轉到

「總合基金」中。在必須根據此條款移轉資金到「總合基金」中

時，財政部必須決定要轉到「總合基金」中的金額，並已書面通

知審議長移轉的金額、時間、以及受移轉影響的可能時段。

(b) 如果目前會計年度的「總合基金」收入的總金額 (如州長

在五月份向立法院所提之目前會計年度的報告中所計劃的)，與前

一會計年度相比，並未如計劃的增加將移轉至符合本節之基金的

相等金額，審議長便應減少任何會計年度中由審議長轉到「交通

擁塞緩解和安全校車信託基金」中的總金額。因本條款作業而減

少的移轉基金金額，應按照提撥給「賦稅法案」第 7105 節條款

(b) 中各帳戶的基金和交通影響緩解信託基金中金額的百分比來提

撥。當必須根據本條款減少由審議長從「總合基金」轉到「交通

擁塞緩解和安全校車信託基金」中的資金時，財政部應該決定減

少的金額，並已書面通知審議長移轉的金額、時間、和受移轉影

響的可能時段。

(c) 在州金庫「交通擁塞緩解和安全校車信託基金」中的資

金，僅能根據「賦稅法案」第 7105 節、本節、街道與高速公路

法第 164.57、164.58、和 894.5 節，以及公共事業法第 10 段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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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第 7 章 (從第 99571 節開始) 來提撥。

(d) 在特定計劃於有限年度中根據「賦稅法案」第 7105 節款

(b) 第 (1)、(3)、(5)、(6)、或 (11) 段提撥資金的會計年度中，因本

節作業的緣故而未收到此撥款的全部或部分金額，則每個未收到

該會計年度撥款的計劃，應該會在後續會計年度中收到替代撥

款，而時間則是在未收到撥款之每個會計年度中替代撥款應在撥

款給特定計劃之「賦稅法案」第 7105 節中所指定期間結束時進

行。替代撥款的金額應與原先撥款金額相同。替代撥款應儘可能

在有需求的連續會計年度中執行，以補償應撥款卻未撥款之會計

年度間的撥款。本細項的目的是要確定如果本節的款 (a) 和 (b) 無

法執行時，「賦稅法案」第 7105 節款 (b) 第 (1)、(3)、(5)、(6)、或

(11) 段中所指定的各計劃會收到應收的所有基金。

第 5 節 政府法第 14556.40 節已進行修正，內容如下：

14556.40.  (a) 下列計劃符合基金的補助金資格，此基金的目

的和金額指定如下：

(1) BART 到 San Jose；將 BART 從 Fremont 延伸到 Santa

Clara 和 Alameda 郡的 San Jose 市中心。七億兩千五百萬美元

($72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ta Clara Valley 交通局。

(2) Fremont-South Bay 電車；需要鐵路線並開始在 Santa

Clara-的 Fremont 和 Alameda 郡和 San Jose 之間提供電車的服

務。BART 到 San Jose；將 BART 從 Fremont 延伸到 Santa Clara

和 Alameda 郡 的 San Jose 市 中 心 。 三 千 五 百 萬 美 元

($3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ta Clara Valley 交通局。

(3) Route 101；將 San Jose 南部的高速公路從四線道拓寬為八

線道，範圍從 Santa Clara 郡的 Bernal Road 到 Burnett Avenue。

兩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ta

Clara Valley 交通局。

(4) Route 680；新增北向的 HOV (高乘載車輛) 車道，跨過

Sunol Grade、Milpitas 到 Santa Clara 和 Alameda 郡的 Route 84。

六千萬美元 ($6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Alameda 郡壅

塞管理機構。

(5) Route 101；新增向北到高速公路的車道，路線經過 San

Jose、Route 87 到 Santa Clara 郡的 Trimble Road。五百萬美元

($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ta Clara Valley 交通局。

(6) Route 262；對交叉聯絡道高速公路，從 Route 680 到靠近

Santa Clara 郡 Warm Springs 的 Route 880 的主要投資研究。一

百萬美元 ($1,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ta Clara Valley

交通局。

(7) CalTrain；將服務擴充至 Gilroy；改善 Santa Clara 郡中

UPRR 沿 線 的 停 車 、 車 站 和 月 台 問 題 。 五 千 五 百 萬 美 元

($5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ta Clara Valley 交通局。

(8) Route 880；重建 Santa Clara 郡中靠近 San Jose 機場的

Coleman Avenue 交流道。五百萬美元 ($5,000,000)。主導申請者

是該部門或 Santa Clara Valley 交通局。

(9) Capitol Corridor；改善 Alameda 和 Santa Clara 郡中，

Oakland 和 San Jose、以及在 Jack London 廣場和 Emeryville 車站

間的城市間鐵道路線。兩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主導申請

者是該部門或 Capitol Corridor 聯合電力局。

(10) 區域性的直達公車；需要低污染排放量的公車，可在

HOV 車道區域範圍內提供最新的快速服務。在九個郡內。四千

萬美元 ($4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捷運委員會。

(11) San Francisco Bay 南方的穿越道；完成 Alameda 和 San

Francisco 或 San Mateo 郡中對新的 San Francisco Bay 穿越道 (新

的橋樑、HOV/運輸橋樑、終站連接或第二個 BART 隧道) 之可

行性及財務的研究。五百萬美元 ($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

門或捷運委員會。

(12) Bay Area 運輸連接性；對 I-580 Livermore Corridor 的完

整研究，以及I-580 Livermore Corridor 的基金相關的改善工作；

Hercules Rail Station 和相關的改善工作，West Contra Costa 郡和

Alameda 和 Contra Costa 郡中的 Route 4 Corridor。一千七百萬美

元 ($17,000,000)。在指定的金額中，有七百萬美元 ($7,000,000) 將

作為 Route 4 Corridor 研究和改善使用，七百萬美元 ($7,000,000)

將供 I-580 Corridor 研究和改善使用，而有三百萬美元

($3,000,000) 將作為 Hercules Rail Station 的研究和改善之用。

Hercules Rail Station 和在西 Contra Costa 郡中的相關改善工作的

主導申請者為 Contra Costa 郡交通局。I-580 Livermore 研究和改

善工作的主導申請者為 Alameda 郡壅塞管理局和 San Francisco 灣

區快速運輸轄區。Route 4 Corridor 的研究和改善工作之主導申請

者為 Contra Costa 郡交通局和 San Francisco 灣區快速運輸轄區。

(13) CalTrain Peninsula Corridor；在 San Francisco 的 San

Francisco 與 San Jose 之間、San Mateo、和 Santa Clara 郡的車

站，取得車輛、新增通行軌道、並建造行人使用的結構。一億兩

千七百萬美元 ($127,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Peninsula 聯合電力

理事會。

(14) CalTrain；延伸至 Monterey 郡的 Salinas。兩千萬美元

($2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Monterey 郡的交通運輸機構。

(15) Route 24；Caldecott 隧道；在 Alameda 和 Contra Costa

郡內新增第四個穿越式隧道，有四條額外的車道。兩千萬美元

($2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捷運委員會。

(16) Route 4；建立一個或多個改善階段，以將 Railroad 到

Loveridge Road 的高速公路拓寬至八線道，包括兩條高承載車輛

車道，以及從 Loveridge Road 東邊穿越 Hillcrest 的六線或六線以

上的車道。三千九百萬美元 ($39,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Contra

Costa 交通局。

(17) Route 101；新增可轉向的 HOV 車道，從 San Rafael、

Sir Francis Drake Boulevard 到 Marin 郡的 North San Pedro

Road。一千五百萬美元 ($1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Marin 壅塞管理機構。

(18) Route 101；將 Marin 和 Sonoma 郡中 Novato 到 Petaluma

(Novato Narrows) 八英哩長度的高速公路拓寬成六線道。兩千一

百萬美元 ($21,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onoma 郡交通

局。

(19) Bay Area 水利運輸局；建立從 San Francisco 的市和郡中

的 Treasure Island 開始的區域性水利傳送系統。兩百萬美元

($2,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Bay Area 水利運輸局。

(20) San Francisco Muni Third Street 輕軌鐵路；將 Third

Street 線延伸至 San Francisco 郡/市中的 Chinatown (隧道)。一億

四千萬美元 ($14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 Francisco 市政府

交通機構。

(21) San Francisco Muni Ocean Avenue 輕軌鐵路；重建 San

Francisco 郡/市中從 Ocean Avenue 到靠近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州立大學的 Route 1 的輕軌鐵路。七百萬美元

($7,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 Francisco 市政府交通機構。

(22) Route 101；對重建 Doyle Drive 的環境研究，從 Lombard

St./Richardson Avenue 到 San Francisco 郡/市的 Route 1 交流

道。一千五百萬美元 ($1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

Francisco 郡交通局。

(23) CalTrain Peninsula Corridor；完成 Poplar Avenue in (San

Mateo)、25th Avenue 或鄰近地區 (San Mateo)、以及在 San Mateo

郡中 Linden Avenue (San Francisco 南部) 的分層。一千五百萬美

元 ($1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Mateo 郡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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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Vallejo Baylink 渡輪；需要低污染排放量的渡輪，以擴充

Solano 郡中 Baylink Vallejo-San Francisco 的服務。五百萬美元

($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Vallejo 市。

(25) 在 Solano 郡中 Fairfield 的 I-80/I-680/Route 12 交流道；

分七個階段的 12 個立體綜合交流道 (第 1 階段)。一千三百萬美元

($13,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onoma 交通局。

(26) ACE 通勤電車；新增 Alameda 郡中 Livermore Valley 之

UPRR 線上的側線。一百萬美元 ($1,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Alameda 郡壅塞管理局。

(27) Alameda 和 Contra Costa 郡中的 Vasco 道路安全和運輸

加強計劃。一千一百萬美元 ($11,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Alameda 郡壅塞管理局。

(28) 在 Contra Costa 郡 Richmond BART 車站處 Transit

Village 的停車結構。五百萬美元 ($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Richmond 市。

(29) AC 運輸；在 Alameda 和 Contra Costa 郡購買有兩個油箱

的公車和加油設施以作為示範計劃。八百萬美元 ($8,000,000)。主

導申請者是 Alameda Contra Costa 運輸轄區。

(30) 施行電車乘客服務，從 Cloverdale 南方到 Marin 和

Sonoma 郡的 San Rafael 和 Larkspur。三千七百萬美元

($37,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onoma 濱海地區運輸局。

(31) Route 580；建構東向和西向的 HOV 車道，從 Tassajara

Road/Santa Rita Road 到 Alameda 郡的 Vasco Road。兩千五百萬美

元 ($2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Alameda 郡壅塞管理局。

(32) North Coast 鐵路；將軌道修復和升級，以符合 Napa、

Sonoma、Marin、Mendocino 和 Humboldt 郡的第 II 類 (貨運) 標

準。六千萬美元 ($6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North Coast 鐵路

局。除了第 14456.50 節款 (a) 和款 (b) 第 (1) 段中所指定的金額外，

在進行完整結算，並向委員會證明於 2000 預算法案 (2000 法則第

52 章) 中提供給該局之基金的支出，與該預算法案中那些基金所限

制的金額一致之前，該局不可以動用指定金額的任何部分。

(33) 公車運輸；需要低污染排放量的公車以供 Los Angeles

County MTA 公 車 運 輸 服 務 使 用 。 一 億 五 千 萬 美 元

($15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Los Angeles 郡捷運局。

(34) 到 Los Angeles 的藍線；到 Los Angeles 郡中 Los Angeles

的新鐵路線。四千萬美元 ($4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Pasadena

地下鐵路藍線工程局。

(35) Pacific Surfliner；將 Los Angeles 郡中的城市間鐵路線增至

三倍，並在 Los Angeles 郡的 Los Angeles Union Station 新增穿越

式軌道。一億美元 ($10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

(36) Los Angeles 東側運輸延伸線；在 East Los Angeles 建立新

的輕軌鐵路，從 Union Station 到 Atlantic 經過 1st Street 到 Los

Angeles 郡的 Lorena。兩億三千六百萬美元 ($236,000,000)。主導

申請者是 Los Angeles 郡捷運局。

(37) Los Angeles 市中部運輸改善計劃；在 Los Angeles 郡的市

中心/西側/Exposition Corridors 建立公車快速運輸系統或輕軌鐵

路運輸。兩億五千六百萬美元 ($256,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Los

Angeles 郡捷運局。

(38) Los Angeles-San Fernando Valley 運輸延伸路線；(A) 在

Burbank-Chandler 走廊，建立從 North Hollywood 到 Warner

Center 的東西向公車快速運輸系統。一億四千五百萬美元

($145,000,000)。(B) 建立南北走廊公車運輸計劃，此計劃會與前述

的的東西向 Burbank-Chandler Corridor 計劃，以及 Ventura

Boulevard 快速公車計劃接合在一起。一億美元 ($100,000,000)。

這兩個延伸計劃的主導申請者都是 Los Angeles 郡捷運局。

(39) Route 405；新增向北的 HOV 車道，此車道跨越

Sepulveda Pass、Route 10 到 Los Angeles 郡的 Route 101。九千萬

美元 ($9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Los Angeles 郡捷運

局。

(40) Route 10；在靠近 Pomona 的 Kellogg Hill 上方的 San

Bernardino 高速公路新增 HOV 車道，從 Route 605 到 Los

Angeles 郡的 Route 57。九千萬美元 ($9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該部門或 Los Angeles 郡捷運局。

(41) Route 5；在通過 San Fernando Valley 的 Golden State 高

速公路上新增 HOV 車道，從 Route 170 (Hollywood 高速公路) 到

Los Angeles 郡的 Route 14 (Antelope Valley 高速公路)。五千萬美

元 ($5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Los Angeles 郡捷運局。

(42) Route 5；將 Los Angeles 郡中 Orange County 線到 Route

710 的 Santa Ana 高速公路拓寬為 10 線道 (兩線 HOV + 兩線混

合車道)，並進行相關的主要幹線改善工作。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

($12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Los Angeles 郡捷運局。

(43) Route 5；改善 Los Angeles 郡 Norwalk 中的 Carmenita

Road 交流道。七千一百萬美元 ($71,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

門或 Los Angeles 郡捷運局。

(44) Route 47 (Terminal Island 高速公路)；在 Los Angeles 郡

Long Beach 市中的 Ocean Boulevard 天橋處建造交流道。一千八

百四十萬美元 ($18,400,000)。主導申請者是 Long Beach 港。

(45) Route 710；完成 Gateway Corridor 的研究，從 Los

Angeles/Long Beach 港到 Los Angeles 郡的 Route 5。兩百萬美元

($2,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

(46) Route 1；重建 Los Angeles 郡 Torrance 在 Route 107 處

的十字路口。兩百萬美元 ($2,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Los Angeles 郡捷運局。

(47) Route 101；Ventura 郡中 California Street 非斜坡段。一

千五百萬美元 ($1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

Buenaventura 市。

(48) Route 101；走廊分析和 PSR 以改善 Los Angeles 和

Ventura 郡從 Route 170 (North Hollywood 高速公路) 到 Thousand

Oaks (Ventura County) Route 23 的 走 廊 。 三 百 萬 美 元

($3,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

(49) Hollywood 綜合運輸中心；Los Angeles 市位在 Highland

Avenue 和 Hawthorn Avenue 的綜合運輸設施。一千萬美元

($1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Los Angeles 市。

(50) Route 71；完成通過 Pomona 之六線道高速公路的其中三

哩，從 Los Angeles 郡的 Route 10 到 Route 60。三千萬美元

($3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Los Angeles 郡捷運局。

(51) Route 101/405；新增備用車道，並拓寬通過 Los Angeles

郡 Sherman Oaks 之高速公路交流道的斜坡。兩千一百萬美元

($21,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Los Angeles 郡捷運局。

(52) Route 405；在 West Los Angeles 新增 HOV 和一哩的備

用車道，從 Los Angeles 郡的 Waterford Avenue 到 Route 10。兩

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Los Angeles

郡捷運局。

(53) 自動化號誌燈走廊 (ATSAC)；改善 Victory/Ventura

Corridors 中 479 個自動化號誌，並在 Los Angeles 郡的 Sepulveda

Boulevard 和 Route 118 Corridors 新增 76 個新的自動化號誌。一

千六百萬美元 ($16,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Los Angeles 市。

(54) Alameda Corridor East；在 Burlington Northern-Santa Fe

和 Union Pacific Railroad 路線上建立分層，從 Los Angeles 市中心

到 Los Angeles 郡的 Los Angeles 郡線。一億五千萬美元

($15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 Gabriel Valley 郡政府議會。

(55) Alameda Corridor East；在 Burlington Northern-Santa Fe

和 Union Pacific Railroad 路線上建立分層，並在通過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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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ino 郡的 Colton 處有鐵路對鐵路的分隔。九千五百萬美元

($9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 Bernardino 相關政府單位。

(56) Metrolink；對 Metrolink 的軌道和號誌的改善工作；在

San Bernardino 郡的 San Bernardino 路線。一千五百萬美元

($1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outhern California 區域鐵路局。

(57) Route 215；在 San Bernardino County，新增通過 San

Bernardino 市中心、從 Route 10 到 Route 30 的 HOV 車道。兩

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

Bernardino 郡交通委員會。

(58) Route 10；將 San Bernardino 郡從 Route 30 到 Ford

Street，通過 Redlands 的高速公路拓寬為八線道。一千萬美元

($1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 Bernardino 郡交通委員

會。

(59) Route 10；Live Oak Canyon 交流道，包括 (但不限於) San

Bernardino 郡 Yucaipa 市之 Wilson Creek 上方的 14th Street

Bridge。一千一百萬美元 ($11,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 Bernardino 郡交通委員會。

(60) Route 15；在 San Bernardino 郡兩處向南的卡車爬坡車

道。一千萬美元 ($1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

Bernardino 郡交通委員會。

(61) Route 10；重建在 Riverside 郡 Banning 東邊的 Apache

Trail 交流道。三千萬美元 ($3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Riverside 郡交通委員會。

(62) Route 91；在通過 Riverside 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上新增

HOV 車道，從 Riverside 郡的 Mary Street 到 Route 60/215 會合

處。四千萬美元 ($4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Riverside

郡交通委員會。

(63) Route 60；在 Riverside 的西邊新增七哩的 HOV 車道，

從 Riverside 郡的 Route 15 到 Valley Way。兩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Riverside 郡交通委員會。

(64) Route 91；改善 Green River 交流道和新增備用車道及聯

絡道斜坡，從 Riverside 郡 Green River 交流道的東邊到向北的

Route 71。五百萬美元 ($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Riverside 郡交通委員會。

(70) Route 22；在 Garden Grove 高速公路上新增 HOV 車

道，從 Orange 郡的 Route I-405 到 Route 55。兩億六百五十萬美

元 ($206,5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Orange 郡交通局。

(73) Alameda 走廊東側；(Orangethorpe 走廊) 在 Orange 郡通

過 Santa Ana Canyon 的 Burlington Northern-Santa Fe 線、Los

Angeles County 線上建立分層。兩千八百萬美元 ($28,000,000)。主

導申請者是 Orange 郡交通局。

(74) Pacific Surfliner；將 San Diego 郡中的城市間鐵路線軌道

加倍，並增加 San Diego 郡的維護碼數。四千七百萬美元

($47,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North Coast 運輸轄區。

(75) San Diego 運輸公車；獲得約 85 輛低污染排放量的公車

以供 San Diego 郡的 San Diego 運輸服務使用。三千萬美元

($3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 Diego 捷運開發理事會。

(76) Coaster 通勤電車；獲得一組新的電車來以擴充 San Diego

郡的電車。一千四百萬美元 ($14,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North

郡運輸轄區。

(77) Route 94；完成環境研究以新增 Route 94 走廊的容量，

從 San Diego 郡 Lemon Grove 的 San Diego 市中心到 Route 125。

兩千萬美元 ($2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 Diego 政

府聯盟。

(78) East Village 通道；從 San Diego 郡新的市內 East Village

開發區開始將通道改為輕軌。一千五百萬美元 ($15,000,000)。主

導申請者是 San Diego 捷運開發理事會。

(79) North 郡輕軌鐵路；從 San Diego 郡的 Oceanside 到

Escondido 建立新的 20 哩輕軌鐵路。八千萬美元 ($80,000,000)。

主導申請者是 North 郡運輸轄區。

(80) Mid-Coast 輕軌鐵路；將 Old Town 輕軌鐵路線路延伸 6

哩到 San Diego County 的 Balboa Avenue。一千萬美元

($1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 Diego 捷運開發理事會。

(81) San Diego 渡輪；需要低污染排放量的高速渡輪，以便在

San Diego 郡的 San Diego 和 Oceanside 之間提供新的外海離岸服

務。五百萬美元 ($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 Diego 港。

(82) Routes 5/805；重建並拓寬 San Diego 郡從 Genesee

Avenue 到 Del Mar Heights Road 的高速公路交流道。兩千五百萬

美元 ($2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 Diego 政府聯

盟。

(83) Route 15；在 San Diego (第 1 階段) 北邊的 I-15 高速公路

上新增由高科技管理的車道，從 San Diego 郡的 Route 163 到

Route 78。七千萬美元 ($7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

Diego 政府聯盟。

(84) Route 52；建立四哩新的六線道高速公路到 Santee，從

San Diego 郡的 Mission Gorge 到 Route 67。四千五百萬美元

($4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 Diego 政府聯盟。

(85) Route 56；在 I-5 和 I-15 之間，建構約五哩新的高速公

路，從 San Diego 郡 San Diego 市的 Carmel Valley 到 Rancho

Penasquitos。兩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

門或 San Diego 政府聯盟。

(86) Route 905；在 Otay Mesa 上建立新的六線道高速公路，

從 San Diego 郡的 Route 805 到 Mexico 入口港。兩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 Diego 政府聯盟。

(87) Routes 94/125；在 San Diego 郡 Lemon Grove 的 Route

94/125 處建立兩道新的高速公路聯絡道斜坡。六千萬美元

($6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 Diego 政府聯盟。

(88) Route 5；重新編制 Virginia Avenue 處的高速公路，從接

近 San Ysidro 入口港到 San Diego 郡的 Mexico。一千萬美元

($1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 Diego 政府聯盟。

(89) Route 99；改善 Fresno 郡 Fresno 北邊的 Shaw Avenue 交

流道。五百萬美元 ($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Fresno

郡議會。

(90) Route 99；將 Fresno 郡從 Kingsburg 到 Selma 的高速公

路拓寬為六線道。兩千萬美元 ($2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

門或 Fresno 郡議會。

(91) Route 180；在 Clovis 的東邊建立新的快速道路，從

Fresno 郡的 Clovis Avenue 到 Temperance Avenue。兩千萬美元

($2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Fresno 郡議會。

(92) San Joaquin Corridor；改善 Kings 郡中靠近 Hanford 的

San Joaquin 城市間鐵路沿線的軌道和號誌燈。一千萬美元

($1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

(93) Route 180；完成環境研究以將 Route 180 向西延伸，從

Fresno 郡的 Mendota 延伸到 I-5。七百萬美元 ($7,000,000)。主導

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Fresno 郡政府議會。

(94) Route 43；將 Fresno 郡中的 Selma 從 Kings County 線到

Route 99 的快速道路拓寬為四線道。五百萬美元 ($5,000,000)。主

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Fresno 郡政府議會。

(95) Route 41；新增備用車道/操作改善作業，並改善 Fresno

郡中 Fresno 在 Friant Road 交流道處的斜坡。一千萬美元

($1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Fresno 郡政府議會。

(96) Friant Road；將 Fresno 郡從 Copper Avenue 到 Road 206

的路拓寬為四線道。一千萬美元 ($1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Fresno 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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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對 Fresno 郡中 Fresno 靠近 California 州立大學的 Shaw

Avenue、Chestnut Avenue、Willow Avenue、和 Barstow Avenue 進

行操作改善作業。一千萬美元 ($1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Fresno 的 California 州立大學。在本段所授權的金額中，有總計

兩百萬美元 ($2,000,000) 應轉到 Fresno 的 California 州立大學，以

供 Fresno Events Center 籌募初步計劃、處理繪圖 (或這兩者) 以及

相關計畫管理費用之用。

(98) Peach Avenue；拓寬為四線道的幹線，並為 Fresno 郡的

三所學校新增行人穿越天橋。一千萬美元 ($10,000,000)。主導申

請者是 Fresno 市。

(99) San Joaquin Corridor ；改善在七個郡中 San Joaquin 城市

間鐵路沿線的軌道和號誌燈。一千五百萬美元 ($15,000,000)。主

導申請者是該部門。

(100) San Joaquin Valley Emergency Clean Air Attainment

Program (緊急清潔空氣達成計劃)；鼓勵減少在 San Joaquin Valley

區域內重型柴油引擎運轉時所排放的廢氣。兩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 Joaquin Valley Unified Air

Pollution Control District (聯合空氣污染管制區)。

(101) Santa Cruz 都會運輸轄區公車車隊；取得低污染排放量

的公車。三百萬美元 ($3,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ta Cruz 都會

運輸轄區。

(102) Route 101 通道；在 Santa Barbara 郡中的 State Street 智

慧走廊進階交通走廊系統 (ATSC) 技術。一百三十萬美元

($1,3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ta Barbara 市。

(103) Route 99；改善 Kern 郡 Bakersfield 北邊在 Seventh

Standard Road 處的交流道。八百萬美元 ($8,000,000)。主導申請

者是該部門或 Kern 郡政府議會。

(104) Route 99；在 Merced 南方建立七哩新的六線道高速公

路，從 Merced 郡的 Buchanan Hollow Road 到 Healey Road。五百

萬美元 ($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Merced 郡政府聯盟。

(105) Route 99；建立兩哩新的六線道高速公路，從 Merced 郡

的 Madera 線道到 Buchanan Hollow Road。五百萬美元

($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Merced 郡政府聯盟。

(106) Campus Parkway；在 Merced 郡中建立兩條幹道，從

Route 99 到 Bellevue Road。兩千三百萬美元 ($23,000,000)。主導

申請者是 Merced 郡。

(107) Route 205；將 San Joaquin 郡從 Tracy 到 I-5 的高速公

路拓寬為六線道。兩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該部門或 San Joaquin 郡政府議會。

(108) Route 5；在通過 Mossdale 浰” 的高速公路上新增向北的

車道，從 San Joaquin 郡的 Route 205 到 Route 120。七百萬美元

($7,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an Joaquin 郡政府議會。

(109) Route 132；從 Modesto 的 Dakota Avenue 到 Route 99

間，建立四哩新的四線道快速道路，並改善 Stanislaus 郡的 Route

99 交流道。一千兩百萬美元 ($12,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

或 Stanislaus 郡議會。

(110) Route 132；建立 3.5 哩新的四線道快速道路，從 Route

33 到 Stanislaus 和 San Joaquin 郡的 San Joaquin 郡道。兩百萬美

元 ($2,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tanislaus 郡議會。

(111) Route 198；建立 10 哩新的四線道快速道路，從 Kings

郡的 Route 99 到 Tulare 郡的 Hanford。一千四百萬美元

($14,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Kings 郡政府聯盟。

(112) Jersey Avenue；將 Kings 郡從 17th Street 到 18th Street

的道路拓寬。一百五十萬美元 ($1,500,000)。主導申請者是 Kings

郡。

(113) Route 46；將 Kern 郡中從 Route 5 到 San Luis Obispo

線道的 33 哩道路拓寬成四線道。三千萬美元 ($30,000,000)。主導

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Kern 郡政府議會。

(114) Route 65；新增四條超車道、十字路口改善和處理環境

研究，最終是要將 Kern 郡從 Bakersfield 的 Route 99 到 Tulare 線

道的道路拓寬成四線道。一千兩百萬美元 ($12,000,000)。主導申

請者是該部門或 Kern 郡議會。

(115) South Line 輕軌鐵路；將 South Line 往 Elk Grove 的方

向延伸三哩，從 Sacramento 郡的 Meadowview Road 延伸到

Calvine Road。 七 千 萬 美 元 ($70,000,000)。 主 導 申 請 者 是

Sacramento 區域運輸轄區。

(116) Route 80 輕軌走廊；將 Route 80 輕軌鐵路路線的軌道加

倍，以便在 Sacramento 郡提供更快速的服務。兩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cramento 區域運輸轄區。

(117) Folsom 輕軌鐵路；將輕軌鐵路從 7th Street 和 K Street

延伸到 Sacramento 市中心的 Amtrak Depot，並將 Folsom 輕軌鐵

路從 Mather Field Station 延伸到 Folsom 市中心。在 Sacramento

郡的 Sunrise Boulevard 和 Hazel Avenue Stations 之間的區域中，

新增新車輛存放及維護設施。兩千萬美元 ($20,000,000)。主導申

請者是 Sacramento 區域運輸轄區。

(118) Sacramento 緊急清潔空氣/運輸計劃 (SECAT)；鼓勵減

少在 Sacramento 區域內重型柴油引擎運轉時所排放的廢氣。五千

萬美元 ($5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cramento 區域的郡議會。

(119) 將 Sacramento 區域運輸公車車隊轉換成低污染排放量的

公車，並由 Yolo 郡運輸轄區提供 Yolo 公車的服務；需要約 50

輛代替的低污染排放量公車，以在 Sacramento 和 Yolo 郡提供服

務。一千九百萬美元 ($19,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cramento 區

域運輸轄區、Sacramento 區域的郡議會、和 Yolo 公車局。

(121) Metropolitan Bakersfield 系統研究；以減少 Bakersfield 市

的壅塞。三十五萬美元 ($350,000)。主導申請者是 Kern 郡議會。

(122) Route 65；將 7th Standard Road 到 Porterville 的 Route

190 的拓寬計劃。三百五十萬美元 ($3,500,000)。主導申請者是

Tulare 郡。

(123) Oceanside 運輸中心；停車結構。一百五十萬美元

($1,500,000)。主導申請者是 Oceanside 市。

(126)Route 50/Watt Avenue 交流道；將交流道的十字路口拓

寬並整修。七百萬美元 ($7,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cramento

郡。

(127)Route 85/Route 87；交流道完成；新增兩條直接聯絡

道，一條為向南的 Route 85 到向北的 Route 87，另一條是向南的

Route 87 到向北的 Route 85。三百五十萬美元 ($3,500,000)。主導

申請者是 San Jose 市。

(128) Airport Road；重建和十字路口改善計劃。三百萬美元

($3,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hasta 郡。

(129) Route 62；對 Route 62 通行權之交通和行人安全及使用

瞭解計劃。三百二十萬美元 ($3,200,000)。主導的申請者是 Yucca

Valley 鎮。

(133) 對 Elk Grove Boulevard 和 Bond Road 之 Union Pacific

Railroad 之分層計劃的可行性研究。十五萬美元 ($150,000)。主導

的申請者是 Elk Grove 市。

(134) Route 50/Sunrise Boulevard；交流道修改。三百萬美元

($3,000,000)。主導的申請者是 Sacramento 郡。

(135) Route 99/Sheldon Road； 交流道計劃；重建與擴張。三

百萬美元 ($3,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cramento 郡。

(138) Cross Valley 鐵路；將 Visalia 到 Huron 的鐵軌升級。四

百萬美元 ($4,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Cross Valley 鐵路走廊聯合

電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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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Balboa Park BART Station；第 I 階段擴充。六百萬美元

($6,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 Francisco 灣區快速運輸轄區。

(140) Goshen 市；Route 99 的陸橋。一百五十萬美元

($1,5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

(141) Union 市；在 Union Pacific 鐵路路線上方的行人陸橋。

兩百萬美元 ($2,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Union City 市。

(142) West Hollywood；修復、維修和遷移 Santa Monica

Boulevard。兩百萬美元 ($2,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West

Hollywood 市。

(144) 國家地標 Golden Gate Bridge 因地震後所需要的翻新。

五百萬美元 ($5,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Golden Gate Bridge、高

速公路以及運輸行政區。

(145) 在 Sheldon Street 和 Sunland Boulevard 之間的 Sun

Valley 中建立新的岔線。六百五十萬美元 ($6,500,000)。主導申請

者是 Southern California 區域鐵路局。

(146) 建立 Palm Drive 交流道。一千萬美元 ($10,000,000)。主

導申請者為政府 Coachella Valley 協會。

(148) Route 98；在 Route 111 和 Route 7 之間加寬 8 英哩，

使 2 線道成為 4 線道。一千萬美元 ($1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該部門。

(149) 採購低污染排放公車，在 Route 17 上提供快速服務。三

百七十五萬美元 ($3,75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ta Cruz 都會運輸

轄區。

(150) Santa Cruz 地鐵中心的更新與修復。一百萬美元

($1,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ta Cruz 都會運輸轄區。

(151) 為 Pasadena 區域快速運輸系統購買 5 輛替代的燃油公

車。一百一十萬美元 ($1,100,000)。主導申請者是 Pasadena 區域

快速運輸系統。

(152) Pasadena 藍線運輸導向混合使用開發。一百五十萬美元

($1,5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outh Pasadena 市。

(153) Pasadena 藍線管線遷移。五十五萬美元 ($550,000)。主

導申請者是 South Pasadena 市。

(154) Route 134/I-5 交流道研究。十萬美元 ($100,000)。主導

申請者是該部門。

(156) 灣區快速運輸系統的地震後翻新和核心區段改善。兩千

萬美元 ($20,000,000)。主導申請者是 San Francisco 灣區快速運輸

轄區。

(157) Route 12；從 Route 29 到 I-80 經過 Jamison Canyon 的

壅塞抒解改善。七百萬美元 ($7,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

(158) 改建 Olympic Boulevard、Mateo Street、和 Porter Street

的交流道，並安裝新的交通號誌燈。兩百萬美元 ($2,000,000)。主

導申請者是 Los Angeles 市。

(159) Route 101；重新設計和建造 Steele Lane 交流道。六百

萬美元 ($6,000,000)。主導申請者是該部門或 Sonoma 郡交通局。

(160) CalTrain 從其目前北邊的終站延伸到 San Francisco 之

Transbay 的終站，以及 San Francisco 之 Transbay 終站的重建及

現代化工程。主導申請者是 Transbay 聯合電力局。

(161) 藍線到 Claremont；將 Pasadena 鐵路路線延伸到 Los

Angeles 郡的 Claremont。主導申請者是 Pasadena Metro 地下鐵路

藍線工程局。

(b) 如同本節中所使用的一樣，這裡的「道路」指的是州立高

速公路，如街道與高速公路法第 1 部分第 2 章第 3 條 (從第 300

節開始) 所認定的。

第 6 節 街道與高速公路法第 164.56 節已進行修正，內容如

下：

164.56.  (a) 州議會立意每年提撥一千兩千萬美元 ($10,000,000)

($20,000,000) 給環境增進計劃及交通抒解計劃基金，這是此節建

立的意義。

(b) 區域、州立和聯邦機構以及非營利實體可能會提出申請並

收到補助金，任何單一補助金的款項都不得超過五百萬美元

($5,000,000)。此補助金將用於直接或間接與修改現有交通設施之

環境影響相關的環境增進計劃及交通抒解計劃，或是用於設計、

建造或擴充新的交通設施。

(c) 符合基金資格的計劃包括 (但不限於) 以下所有項目：

(1) 設計用以減少車輛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的高速公路景觀美化

和都市造林計劃。

(2) 獲取或增加資源土地，以減輕位於建議交通改善設施所需

之通行權內所失去或受損的資源土地。

(3) 道路旁的遊樂機會，包括道路旁的休息站、小徑、木造涼

亭和公園。

(4) 減輕建議交通設施的影響或增進環境的計劃，其中減輕或

增進方法的執行能力，超出主導機構的職權範圍，因此無法評估

建議交通改善設施對環境的影響。

(d) 補助金提案應提交給資源機構，以根據資源機構所規定採

用的程序和標準來進行評估。資源機構應評估提交給它的提案，

並準備供該筆基金使用的建議提案清單。此清單得隨時修正。在

清單中加入提案前，資源機構應找出提案是否符合款 (f) 之基金的

資格。

(e) 在條款 (a) 和條款 (b) 的財政限制範圍中，委員會應每年分

發補助金給根據條款 (d) 由資源機構準備清單所包含的基金提

案。

(f) 根據本節受到補助的計劃，應為有助於交通設施環境影響

緩解的計劃，如同加州憲法第 19 條第 1 節所述。

(g) 儘管政府法第 7550.5 節如此規定，在每年的 12 月 31 日或

之前，委員會應提供一份受到補助的計劃清單給預算眾議院委員

會、預算參議院委員會和財政審核，此清單為根據本節分發補助

金的上一個會計年度和大部分標準副本之環境增進和緩解計劃所

建立的相關計劃。

第 7 節 第 164.57 節新增到「街道與高速公路法」，內容如

下：

164.57. (a) 交通影響緩解信託基金茲建立於州金庫中。儘管政

府法第 13340 節如此規定，根據本節和「稅賦法案」第 7105 節

條款 (b) 第 (6) 段資源機構秘書支出，所有信託基金的款項還是會

繼續撥給資源機構，而不考慮會計年度。

(b)(1) 地方與州立機構、公共機構和非營利組織可能向資源機

構申請補助金，執行與現有交通設施的環境影響直接或間接相關

之環境增進和緩解計劃；設計如下：

新交通設施的建造或擴建；或現有交通設施的修改。

(2) 如同本節所述，「非營利組織」意指任何根據「非營利公

司法」(公司法標題 1 的第 2 段 (從第 5000 節開始)) 所設立的非營

利公共利益公司，此法符合California 商業往來條件並符合「美國

國稅法」第 501(c)(3) 節，而且其主要目的為建造和改善都市公

園、或維護、保護或加強在自然、景觀、歷史、建築、造林或開

放空間條件或使用的土地或水資源。

(c) 具有撥款資格的計劃包含 (但不限於) 下列所有項目：

(1) 高速公路景觀美化和都市造林計劃，由「1978 年加州都市

造林法案」 (「公共資源法」第 4 段第 2.5 部分第 2 章 (從第

4799.06 節開始)) 授權，設計用來減少交通工具排放含有二氧化碳

的廢氣。

(2) 緩解資源土地減少或損傷的購置或加強，此資源土地乃位

於提出交通設施取得優先權的位點或附近。

(3) 路旁遊樂設施可能的地點，包含路旁休息處、小徑 (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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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小徑起點和公園。

(4) 可以緩解，或其有助於所提出交通設施造成直接或間接影

響的緩解，或增進環境的計劃，其執行緩解或增進測量的能力，

在對所提出交通設施進行影響的環境影響方面，超出領導機構當

局的責任範圍之外。

(5) 野生動物走廊和棲息地的購置或加強與減緩由於交通設施

擴建而造成棲息地破碎的影響，有相當關聯。

(6) 保護野生動物、遊樂設施或開放空間資源，以免於受到因

交通設施擴建所帶來的累計影響之計劃。

(7) 任何有公路或高速公路橫跨之河流的河流幹道計劃，與提

供到達河流之公共道路的自行車專用道或其他遊樂設施小徑的任

何河流幹道的計劃，加以取得和開發。不少於信託基金百分之十

(10%) 的款項應花費於根據本段的河流幹道計劃。符合「賦稅法

案」第 7105 節條款 (b) 第 (6) 段所授權之本段說明的特定計劃應

針對本規定包含於其中。

(8) 因交通設施所造成人口成長或每日通勤者交通影響，而購

置和開發任何都市化區域中的都市公園。

(9) 組成公路或高速公路視域之農業用地、牧場用地或其他開

放空間用地的購置和保護。

(d) 應每季提交補助金提案到資源機構，遵循資源機構採用的

程序和標準評估。這些程序和標準不應受制於行政法處的審核或

核准，也不應受制於政府法標題 2 第 3 段第 1 部分的第 3.5 章

(從第 11340 節開始) 中任何其他的規定。

(e) 信託基金百分之六十 (60%) 的款項應支出於郡組織 2；百

分之四十 (40%) 應支出於郡組織 1。這項計算應在執行「稅賦法

案」第 7105 節條款 (b) 第 (6) 段所列的計劃信託基金支出之後執

行。

(f) 為了提供道路和高速公路使用者視覺享受設施，交通和其

他土地使用之間的緩衝、鋤草、制止有害的非本土植物、預防可

能導致道路關閉和安全性危險的火災，以及預防傾倒物品於不使

用之土地上以致導致危險物品吹落於道路上，資源機構應根據

「稅賦法案」第 7105 節條款 (b) 款第 (6) 段第 (A) 次段，分配基金

給食品與農業局，準備補助金給 San Bernardino、Riverside、

Orange 和 San Diego各郡當地公共機構或非營利組織，在州四分

之一英哩或州際高速公路之中購置農業地役權或其他土地利益，

並且在都市、接近都市或非都市化區域當地指定顯著的道路，目

的是維護道路和高速公路鄰近和附近的農業用土地。這些補助金

同時可能用於提供允許土地用作農業用途和土地租賃的必要基礎

建設，促使道路和高速公路旁可進行農業經濟。基礎建設可能包

含提供供水設施和購買用水、第一優先選擇回收水、水流量和流

道收集的設施以及污染控制設施；電力包含太陽光電流發電系

統；路邊攤銷售當地作物產品；與對駕駛人解釋農業的新聞性資

訊。食品與農業局應與申請者合作，以小農夫可以參加這項方案

的方式開發這項方案。關於本條款目的，加上政府法第 51201.(b)

款的定義，「農業使用」包含本土耕種或觀賞植物、苗圃作業和

養殖、飼養和使用動物。

(g) 交通局應允許土地用作農業用途使用，除非預防如此執行

的原因是基於安全或環境的考量，或該土地預計五年內需要用作

交通用途。

(h) 信託基金的款項可能支出在符合遵循棲息地保護計劃、自

然群落保護計劃、多種族群保護計劃或任何符合本節其他規定相

似計劃中。

(i) 根據本節提撥、支出或轉帳的款項不應視為「漁獵法則」

第 3 段第 9 章 (從第 2780 節開始) 目的的基金轉帳。

(j) 信託基金至少百分之二十 (20%) 的款項應支出於身為捷運

局委員會成員的各郡郡。這項計算應在執行「稅賦法案」第 7105

節條款 (b) 第 (6) 段所列的計劃信託基金支出之後執行。

(k) 儘管政府法第 13340 節或此節任何其他條款如此規定，信

託基金百分之二十五 (25%) 的款項還是會繼續撥出，並且應可以

每年用於海岸保護局第條款 (c) 目的的支出。這項計算應該包含

根據「稅賦法案」第 7105 節條款 (b) 款第 (6) 段中從信託基金的

支出。執行這項分配可以減少許多交通設施的影響，例如 State

Routes 1、101 和影響海岸區資源的其他道路。

(l) 若資源秘書在條款 (b) 下核准撥款計劃，此計畫是由資源機

構內的某機構直接或透過給予補助金給公共機構或非營利組織，

便會套用本條款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秘書可能通知審議長在

該會計年度，從儲存於「交通影響緩解信託基金」的基金待分配

給機構的基金金額。審議長同樣應支付相同款項的金額給機構，

如同款項已經按本節撥給該機構。

第 8 節 第 164.58 節新增到「街道與高速公路法」，內容如

下：

164.58. (a) 交通供水品質帳戶茲建立於州金庫中。儘管政府法

第 13340 節如此規定，所有帳戶內的款項還是會根據本節繼續撥

出以供支出，不考慮會計年度。該帳戶應由州立供水資源控制委

員會分配，單獨針對撥款資本花費計劃和補助金，這些計劃和補

助金是用以預防、減少、矯正或緩解在 California 供水和河岸棲

息地使用之機動車和設施所造成有害的環境影響，透過購置、保

護、整修和增進河流、支流、沼澤地、水壩用地、池塘、水中和

潮間帶、溼地和分水嶺以執行。應遵守下列標準和優先順序：

(1) 該帳戶僅能用於計劃和補助金，該計劃和補助金與中與實

施地區供水品質控制委員會、實施分水嶺管理方案或其他等同遵

從本章和相關狀態的目標、目的和實施策略之採用計劃相符，包

含 (但不限於)「漁獵法則」第 2 段第 6 章 (從第 1600 節開始)、第

3 章第 4 條 (從第 13160 節開始)、「供水法」第 7 段第 5.6 章 (從

第 13390 節開始) 和「公共資源法」第 2 段 (從第 2001 節開始)。

(2) 該帳戶不能用於支持任何許可、執照或權利部分的必要計

劃或作業，除了目的在於執行本節目的之計劃所必須的許可或執

照之外。

(3) 那些有效透過長期保護、整修和增進自然環境，達成本節

目的之計劃和補助金，為最高優先順序。

(4) 有資格得到撥款的計劃和補助金包含 (但不限於) 下列所有

項目：

(A) 非點源污染處理和污染減少計劃，例如建設、整修並增進

溼地、沼澤地、水壩用地、池塘、河流、支流、植物溝渠和分水

嶺。

(B) 水文修改以改善自然河流功能，例如溝渠障礙移除、平原

和低流溝渠整修，並且藉由復原廢棄道路到更自然的條件以控制

侵蝕，修正現有道路和下水道的設計缺點，並且穩定溪岸。

(C) 河岸緩衝地、溼地、和分水嶺用地的購置以保護、整修並

增進河岸地和相關棲息地的功能，並且在那些棲息地當中與其間

保護、整修並增進魚類和野生動物的移動。

(D) 土地和保育地役權的購置以保護或促進分水嶺的整修和受

機動車和機動車設施影響的棲息地。

(E) 帳戶中不超過百分之十 (10%) 的款項由研究和教育理事會

支出，目的是為了對於機動車所造成的影響、機動車使用的設施

和相關供水品質基礎建設、棲息地、位於棲息地間的魚類和野生

動物的遷移以及最有效的保護、預防、減少或緩解那些影響的管

理計劃，增進特定和大眾的瞭解。

(b) 交通供水品質帳戶百分之六十 (60%) 的款項應支出於郡組

織 2；百分之四十 (40%) 應支出於郡組織 1。至少三分之一支出

於郡組織 2 的款項應由理事會針對 Santa Ana River 分水嶺的支出

分配給 Santa Ana 供水計劃局。

(c) 儘管條款 (a) 和條款 (b) 如此規定，帳戶款項支出的第一優

先順序應針對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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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 Orange 郡，每年五十萬美元 ($500,000) 在 Upper

Newport Bay Ecological Reserve 之間用於供水品質設施的維護與

修復。這項工程將有助於緩解在 Upper Newport Bay 分水嶺之

間，從州和當地交通設施產生污染的影響。

(2) 針對 Irvine Ranch 供水區，每年五十萬美元 ($500,000) 在

San Diego Creek 分水嶺之間用於供水品質設施的維護與修復。這

項工程將有助於緩解在 San Diego Creek 分水嶺之間，從州和當

地交通設施產生污染的影響。

(3) 針對 State Coastal Conservancy，2003–2004 會計年度五十

萬美元 ($500,000) 用於非營利組織的補助金，其中一項原則目的

為保護海岸供水品質，會購置監控並分析源於海岸分水嶺道路流

量之海岸污染供水的設備。

第 9 節 第 164.59 節新增到「街道與高速公路法」，內容如

下：

164.59. (a) 儘管任何其他法案或「供水法」的條款如此規定，

若回收水使用符合州立健保局的規定，交通局和其承包商應針對

所有灌溉目的使用回收水，除非當地供水機構、供水區、城市、

城市和郡或其他供應回收廢水的機構無法或不願意提供回收廢水

給交通局。

(b)為了配合「公共資源法」第 42241 節的規定，「公共契約

法」第 12205 節條款 (c) 和聯邦「資源保存與復原法案」 (P.L. 95-

580) 的採購規定如 42 U.S.C. 第 6962 所述，至少百分之五十

(50%) 的所有堆肥、合成堆肥和護根層產品由當局採購，而且其

承包商應回收源自於有機原料的產品。決定是否購買堆肥、合成

堆肥和護根層產品，當局和其承包商應針對使用這些產品做出最

大的努力。California 交通委員會可能推翻當局的決定，在任何高

速公路區段不購買回收的堆肥、合成堆肥和護根層產品。

第 10 節 第 894.5 節新增到「街道與高速公路法」，內容如

下：

894.5. (a)(1) 「交通擁塞紓解和安全校車信託基金」自行車效

率帳戶基金的百分之五 (5%) 根據「稅賦法案」第 7105 節條款 (b)

第 (9) 段建立，應由審計長分撥給州立健保局，透過實體活動和

健康動議或任何後續方案，在加州大學的參與之下，用於自行車

教育、安全和促銷方案。

(2) 自行車效率帳戶百分之九十五 (95%) 的款項應由審計長根

據人頭計算基礎分撥給地區交通規劃機構，用於主要嘉惠自行車

通勤者或步行到 K–12 學校、學院或大學學生的自行車方案，而

非用於娛樂的使用者；並且以計劃是否增加自行車旅行效率或安

全為基礎。

(3) 地區交通規劃機構可能針對下列目的支出這筆款項：

(A) 高速公路線道劃線、重新劃線或加寬外側線道以便利於自

行車；或建造高速公路自行車線道。最高優先順序應為幹線街道

計劃。

(B) 將街道從一線道轉變成雙線道以便利於自行車騎士。

(C) 招牌和模板印刷指示自行車騎士使用道路的權利。

(D) 自行車停車裝置；架台、車架、和其他巴士、火車或運渡

設備上停放自行車的工具；改善自行車停車、自行車租賃可用性

或於運輸點或附近之自行車修復服務；以及而其他設施，例如在

工作地點、學校或其他通勤自行車騎士目的地的淋浴間、更衣室

和自行車存放設施。

(E) 標記、調整或更換交通號誌驅動裝置，例如感應迴圈，目

的在於改善自行車偵測。

(F)訓練計劃和教學材料的實施可以教導自行車騎士，如何像

公路上的機動車一般操作他們的自行車，並且通知一般大眾關於

自行車騎士的需求、權利和責任。

(G) 其他計劃以直接嘉惠使用公共高速公路的自行車通勤者或

學生。

(4) 如果自行車專用道主要用於減少可能由機動車佔用的路

徑，地區交通規劃機構可以根據第 (2) 段花費收到款項的百分之

二十 (20%) 於規劃、設計、維護、通行權取得或鋪設符合第一級

自行車道的標準之多用途路徑的建設。在第 (2) 段之下整個或部

分建立的自行車專用道不是針對政府法第 831.4 節目的的行徑。

(b)(1) 根據「稅賦法案」第 7105 節條款 (b) 第 (10) 段建立的

「交通擁塞紓解和安全校車信託基金」行人帳戶的款項，應由審

計長根據人頭計算基礎分撥給地區交通規劃機構用於主要嘉惠行

人的人行道和田園走道計劃。

(2) 若人行道在非都市化區域，在有大量行人交通量的現有人

行道計劃中有差距的，則有符合撥款資格的最高優先順序，。現

有人行道的修復根據本條款不符合撥款資格。

(3) 若田園走道是緊鄰行人或自行車騎乘孩童常使用的道路，

或該計劃得到公共運輸使用的支持，並且位於田園區域運送站三

分之一英哩之內，田園走道計劃應符合撥款資格。

(4) 行人計劃撥款的最高優先順序應提供給建立於第 2333.5 節

之下符合「到校安全路徑」建設活動資格的計劃。

(c) 若地區交通規劃機構在七年之內根據本節，對於自行車或

行人計劃不妨礙收到的款項，這筆款項應退回到來源帳戶，並且

依據本節重新分配。

(d) 帳戶款項不會用於高速公路、街道或道路任何增加機動車

容量的計劃。

第 11 節 道路與高速公路法第 2106 節已修改，內容如下：

2106. (a) 依據「機動車燃料證照稅法案」(「稅賦法案」第 2

段第 2 部分 (從第 7301 節開始))，等於自每加崙零點零一零四分

($0.0104) 淨收入的總和，應在每月下列各郡和城市之間，從「交

通法基金」中的「高速公路使用者稅賦帳戶」提撥 出來用於之

下：

(a)(1) 每月四百美元 ($400) 應撥到每一城市和城市和郡；每月

八百美元 ($800) 應撥到每一郡和城市和郡。

(b)(1)(2) 從 2001 年 7 月 31 日開始和該日後的每月最後一天，

到並且包含 2006 年 6月 30 日，每月不少於六十萬美元 ($600,000)

的總額應轉帳給「州立交通基金」的「自行車交通帳戶」。

(2) 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之後，四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七美元

($416,667) 應在每月的最後一天，轉帳到「州立交通基金」的

「自行車交通帳戶」。

(c)(3) 餘額應分配如下：

(1)(A) 根據第 2104 節條款 (d)，基本總額應，使用針對基金撥款

目的之自由支付和交通工具免稅的相同比例，針對每一郡計算。

(2)(B) 針對每一郡，該郡中受制於地方徵稅的有形財產價值總評

估的百分比，應套用到其基本總額，而且結果金額應提撥給該郡。

其中該郡是由郡有限責任城市外的有形財產的評估評價表示。針對

此項計算目的，可課稅有形財產的評估評價應為最近用於整郡徵

稅，如由州立公平委員會呈報給審計長的資料。若法人組織或合併

組織依法完成下列基本總額計算，新城市的評估評價應從該郡的評

估評價扣減，此估價可能由由州立公平委員提供的。

(3)(C) 每郡的基本總額和提撥至該郡金額之間的差額，應以該

郡每個城市人口所能負擔總城市之總人口的比例，撥到該郡的各個

城市。根據 2107 節用於決定款項提撥的人口應用於此節的目的。

(b) 立法院可能修訂本節，但是全部或部分嘗試或有效減少需

要撥款至自行車交通帳戶 (根據條款 (a) 第 (2) 段) 款項的任何法

則，應為無效而且不具強制性或效力。

第 12 節 如由法規 2001 第 600 章第 1 節所修改，「道路與

高速公路法」第 2331 節已廢除。

2331. (a) 1973 年的高速公路安全法案 (P.L. 93-87, 87 Stat. 250

標題 II} 具有與改善高速公路安全和減少交通壅塞計劃相關數目

的授權提撥。這些計劃包含高速鐵路橫跨計劃 (1973 年的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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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安全法案第 203 節)，舖設標記示範計劃 (23 U.S.C. Sec. 151)：

高危險地點計劃包含 (但不限於) 在那些位置的自行車和行人安全

計劃以及交通宣告措施 (23 U.S.C. Sec. 152)；路旁障礙物消除計

劃 (23 U.S.C. Sec. 153)；以及聯邦協助安全道路示範計劃 (23

U.S.C. Sec. 405)。本章這些目的在此法則中實施這些計劃。委員

會、部門、監督理事會和市議會已授權各自的管轄區域執行所有

必要事項，以依據本章的聯邦法案意圖保證並支出聯邦基金。

(b) 本節應直到 2005 年 1 月 1 日仍然有效，該日之後自動廢

除，除非有最新的制定法則在 2005 年 1 月 1 日之前制定、刪除

或延伸該日。

第 13 節 如由法規 2001 第 600 章第 3 節所新增，「道路與

高速公路法」第 2331 節已廢除，。

2331. (a) 1973 年的高速公路安全法案 (P.L. 93-87, 87 Stat. 250

標題 II} 具有與改善高速公路安全和減少交通壅塞計劃相關數目

的授權提撥。這些計劃包含高速鐵路橫跨計劃 (1973 年高速公路

安全法案第 203 節)、舖設標記示範計劃 (23 U.S.C. Sec. 151)、高

危險位置計劃 (23 U.S.C. Sec. 152)、路旁障礙消除計劃 (23 U.S.C.

Sec. 153) 和聯邦協助安全道路示範計劃 (23 U.S.C. Sec. 405)。本

章這些目的在此法則中實施這些計劃。委員會、部門、監督理事

會和市議會已授權各自的管轄區域執行所有必要事項，以依據本

章的聯邦法案意圖保證並支出聯邦基金。

(b) 本節應從 200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第 14 節 第 2331 節新增到「街道與高速公路法」，內容如

下：

2331. 1973 年高速公路安全法 (Highway Safety Act of 1973)

(P.L. 93-87 的標題 2、87 聲明. 250) 已授權撥款給一部份關於增進

高速公路安全及減少交通壅塞專案的計劃。這些計劃由鐵路平交

道計劃 (1973 高速公路安全法第 203 節)，人行道標誌示範計劃

(23 U.S.C. Sec. 151)；高危險場所計劃，包括（但不限於）腳踏車

與行人安全計劃及這些場所內的交通障礙物測量 (23 U.S.C. Sec.

152)；路障排除計劃 (23 U.S.C. Sec. 153)；以及聯邦資助安全道路

示範計劃 (23 U.S.C. Sec. 405) 組成。在本州實施這些計劃為本章

的目的。委員會、各部會、監督理事會、市議會已經過授權在其

各自管轄範圍內，根據聯邦法案及本章宗旨執行任何必要措施以

保護及花費聯邦基金。

第 15 節 如由 2001 法令第 600 章第四節所修訂，「街道與

高速公路法」第 2333 節已廢除。

2333. (a) 在每年度根據第 165 節提出的準備預算中，應該有

相當於第 2331 及 2333.5 節所描述的計劃中，能從聯邦政府預估

分配中得到的額度。委員會每年可能會分配一部份的基金用於市

街及郡道。對於在第 2333.5 節之下所授權的計劃以及接收撥款，

如果那些聯邦基金應用於州高速公路的計劃，並符合美國法典 23

條 152 節基金標準，部會可替代州高速公路帳戶基金依照部會於

該時該地的計劃基金分配的州基金政策。立法院的目標在於使委

員會分配來自聯邦政府的總金額至所有第 2331 節及 233.5 節中描

述的計劃，在大約五年之間，讓不少於一百萬美元 ($1,000,000)

的基金根據第 2333.5節使用，其餘的基金則大略均分於州高速公

路、地方道路、以及在第 2333.5 節下建立的計劃。此外，立法院

並致力於使委員會分配在第 190 節中描述的鐵路分層計劃的資金

籌措，根據聯邦鐵路平交道計劃而接收的實質部分基金。儘管有

其他的法律條款，任何鐵路花費的分配，用於維護鐵路平交道保

護設施的資金提供，不管部分或全部，只要是在第 2331 節中描

述的基金都應該得到相同的分配，如果未包含聯邦資金而平交道

保護設施是根據公共事業法第 1202 節之公共事業委員會法令得

到撥款，為避免爭議，公共事業委員會應該根據此節決定分配

款。

(b) 本節法律效力只維持到 2005 年 1 月 1 日，除非在 2005 年

1 月 1 日之前所制訂之後期法律條文刪除或延長該期限。

第 16 節 如由 2001 法令第 600 章第六節修訂，街道與高速

公路法第 2333 節，已廢除。

2333.(a)在每年度根據第 165 節提出的準備預算中，應該有相

當於第 2331 及 2333.5 節所描述的計劃中，能從聯邦政府預估分

配中得到的額度。委員會每年可能會分配一部份的基金用於市街

及郡道。立法院的目標在於使委員會分配來自聯邦政府的總金額

至所有第 2331 節中描述的計劃，在五年之間，這些基金將大略

均分於州高速公路及地方道路。此外，立法院並致力於使委員會

分配在第 190 節中描述的鐵路分層計劃的資金籌措，根據聯邦鐵

路平交道計劃而接收的實質部分基金。儘管有其他的法律條款，

任何鐵路花費的分配，用於維護鐵路平交道保護設施的資金提

供，不管部分或全部，只要是在第 2331 節中描述的基金都應該

得到相同的分配，如果未包含聯邦資金而平交道保護設施是根據

公共事業法第 1202 節之公共事業委員會法令得到撥款，為避免

爭議，公共事業委員會應該根據此節決定分配款。

(b) 本節從 200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第 17 節 第 2333 節新增到「街道與高速公路法」，內容如下：

2333. 在每年度根據第 165 節提出的準備預算中，應該有相當

於第 2331 及 2333.5 節所描述的金額，從聯邦政府預估分配給計

劃。委員會每年可能會分配一部份的基金用於市街及郡道。委員

會將分配來自聯邦政府的總金額至所有第 2331 節及 233.5 節中描

述的計劃，在大約五年之間，讓不少於一百萬美元 ($1,000,000)

的基金根據第 2333.5節使用，其餘的基金則大略均分於州高速公

路、地方道路、以及在第 2333.5 節下建立的計劃。此外，委員會

將分配在第 190 節中描述的鐵路分層計劃的資金籌措，根據聯邦

鐵路平交道計劃而接收的實質部分基金。儘管有其他的法律條

款，任何鐵路花費的分配，用於維護鐵路平交道保護設施的資金

提供，如果未包含聯邦資金而平交道保護設施是根據公共事業法

第 1202 節之公共事業委員會法令得到撥款，不管部分或全部，

只要是在第 2331 節中描述的基金都應該得到相同的分配，為避

免爭議，公共事業委員會應該根據此節決定分配款。

第 18 節 如由 2001 法令第 600 章第七節修訂，街道與高速

公路法第 2333.5 節已廢除。

2333.5.(a)該部會與加州高速公路巡邏部門磋商後，應該根據

美國法典 23 條 152 節授權下之權限建立並管理「上學安全路線」

建設計劃，並應使用聯邦交通基金在腳踏車與行人安全及交通障

礙物計劃的建設上。

(b) 在根據美國全州角逐結果後其計劃需要交付提案以取得基

金和稅款時，該部會應該撥與地方政府機構補助金，其所有提案

要素如下：

(1) 申請人的示範需求。

(2) 減少孩童傷害及意外可能性的提案。

(3) 促進學生增加走路及騎腳踏車可能性的提案。

(4) 安全危害的鑑定。

(5) 鑑定目前及可能的走路及騎腳踏車上學的路線。

(6) 由學校架構之協會、地方交通技師、地方推選官員、執法

機關、及學校官員共同磋商及支援的計劃。

(c) 款 (a) 中所規定關於基金之使用，在授予任何建設補助金或

政府使用「上學安全路線」(其為環繞高速高路、州高速公路或郡

道) 建設計劃基金之前，該部會應該與加州高速公路巡邏部門磋

商並取得同意，確保「上學安全路線」符合加州高速公路巡邏部

門的人行道安全計劃並符合其全州安全統計分析。

(d)(1) 該部會應該研究在此節下建立的計劃效果並特別著重計

劃在減少交通意外的效果及其增進安全和減少孩童在計劃之鄰近

地區受到傷害及意外數目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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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部會應該就第 (1) 段描述的研究結果而論，在 2003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報告至立法機關。

(3) 在 2002 年的 3 月 30 日及其後的每個 3 月 30 日，該部會

應該提交年度報告至立法機關，條列並描述在此節下所補助的計

劃。

(e) 本節法律效力只維持到 2005 年 1 月 1 日，除非在 2005 年

1 月 1 日之前所制訂之後期法律條文刪除或延長該期限。

第 19 節 第 2333.5 節新增到「街道與高速公路法」，內容如

下：

2333.5.(a)該部會與加州高速公路巡邏部門磋商後，應該根據

「美國法典」 23 條 152 節授權之權限建立並管理「上學安全路線」

建設計劃，並應使用聯邦交通基金於腳踏車與行人安全及交通障

礙物計劃的建設上。

(b) 在根據美國全州角逐結果後其計劃需要交付提案以取得基

金和稅款時，該部會應該撥與地方政府機構補助金，其所有提案

要素如下：

(1) 申請人的示範需求。

(2) 減少孩童傷害及意外可能性的提案。

(3) 鼓勵學生增加走路及騎腳踏車可能性的提案。

(4) 安全危害的鑑定。

(5) 鑑定目前及可能走路及騎腳踏車上學的路線。

(6) 由學校為基礎之協會、地方交通技師、地方推選官員、執

法機關、及學校官員共同磋商及支援的計劃。

(c) 條款中所規定關於基金之使用，在授予任何建設補助金或

政府使用「上學安全路線」(其為環繞高速高路、州高速公路或郡

道) 建設計劃基金之前，該部會應該與加州高速公路巡邏部門磋

商並取得同意，確保「上學安全路線」提案符合 California 高速

公路巡邏部門的人行道安全計劃並符合其全州行人安全統計分

析。

(d)(1) 該部會應研究在此節下建立的計劃效果，並特別著重該

計劃在減少交通意外的效果及其增進安全和減少孩童在計劃之鄰

近地區受到傷害與意外數目的貢獻。

(2) 該部會應就第 (1) 段描述的研究結果，在 2004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報告至立法院。

(3) 在 2003 年的 3 月 31 日及之後每年的 3 月 31 日，該部會

應提交年度報告至立法院，條列並描述

在此節下所補助的計劃。

第 20 節 第 7 章(從 99571 節開始) 新增到「公共事業法」第

10 段第 11 部分，內容如下：

第 7 章 客運鐵路改善、

安全及現代化計劃

99571. 特此建立客運鐵路改善、安全及現代化計劃。

99572. 本章宗旨，此「計劃」為本章下所制訂之客運鐵路改

善、安全及現代化計劃。

99573. 「客運鐵路改善、安全及現代化子帳戶」特此建立於

「州運輸基金」中的「大眾運輸帳戶」。

99576. 轉到「客運鐵路改善、安全及現代化子帳戶」的基金

應由審議長分配給具有資格的接受者，如下所示：

(a) 給予除了國家鐵路乘客服務提供者之外的合格接受者，其

基準如下：

(1) 三分之一的行程哩數由具有資格的接受者所利用。

(2) 三分之一的每年車輛里程數。

(3) 三分之一的每年乘客旅程數。

(b) 給予國家鐵路乘客服務提供者，其基準如下：

(1) 三分之一的行程里程數由州支持的城市鐵路所利用。

(2) 三分之一的每年車輛里程數。

(3) 三分之一的每年乘客旅程數。

(c) 對於本節宗旨，下列條款有以下含意：

(1) 「鐵軌里程程」代表公共機構或是聯合授權當局於正常客

運鐵路服務所使用的鐵路里程數。

(2) 「車輛里程數」代表總行駛里程數，從維修站取出的部分

開始，由公共機構或是聯合授權當局的客運鐵路服務所構成之所

有運行的火車及汽車。

(3) 「乘客旅程數」代表公共機構或是聯合授權當局於正常客

運鐵路服務所報告的每年分離乘客。

(4) 「行程里程數」代表公共機構或是聯合授權當局於正常客

運鐵路服務所營運的每個鐵路乘客線，行駛於起點與終點站之間

的總火車里程數。

99577. (a) 本章下具有資格的接受者應為在以下分類中定期營

運計劃性的客運鐵路服務的公共機構或聯合授權當局：

(1) 纜車。

(2) 通勤電車。

(3) 輕軌。

(4) 重軌。

(5) 交通部、州支持的城市鐵路。

(b) 除了條款 (a) 之外，本章下具有資格的接受者應為提供定

期計劃性服務並使用公共基金營運並維持鐵路設施、公路、及設

備的交通部，城市鐵路服務及其他客運鐵路營運者。

99578. (a) 根據計劃分配的基金應用於修復或現代化由公共客

運鐵路運輸標誌、建設、設施、鐵路運輸工具所利用的軌道。

(b) 具有資格的接受者可使用基金於條款 (a) 中提出的任何合

適的鐵路要素。

(c) 根據本章分配給南加州地區鐵路局其服務區域內的適合計

劃基金，應於每個會計年度根據備忘錄執行以分配給南加州地區

鐵路局及其成員機構。備忘錄應該考慮南加州地區鐵路局及其成

員機構的修復需要、屬於成員機構的稅收並將南加州地區鐵路局

及其成員機構的捐款分開。

(d) 任何根據本章未依契約分配的基金從分配日開始的三年間

未編入計劃者，應該歸還給「客運鐵路改善、安全及現代化子帳

戶」，以在下個會計年度重新分配。

99579. (a) 為了符合本章下的基金分配，具有資格的接受者應

該提供符合的基金數，其不得少於「客運鐵路改善、安全及現代

化子帳戶」所分配給接受者的總數。

(b) 一個具有資格的接受者應確認其符合基金的要求，以及本

章由管理委員會所決議的其他所有要求。

99580. (a) 依據本章下可取得之基金應補貼使用於客運鐵路系

統維護及修復的現有地區、州、或是聯邦稅收。具有資格的基金

接收者應維持其對地區、州及聯邦基金在維護及修復客運鐵路系

統現有的承諾，以維持本章中可取得之額外資金分配及支出的資

格。

(b) 為接收本章規定下任何的分配額，一個具有資格的接受者

應從現有地區、州、或是聯邦稅收每年支出用於維護及修復客運

鐵路系統，其金額不得少於其 1997–98、1998–99 和 1999–2000

會計年度期間從地區稅金支出的年平均金額，且隨著消費者物價

指數而提高。

第 21 節 「教育法規」 41202 節修訂內容如下：

41202. 加州憲法第 16 條第 8 節條款 (b) 中提出之字詞應有下

列含意：

(a) 「州應用之資金」，如加州憲法第 16 條第 8 節條款 (b) 中

所使用，代表來自分配給學校學區或是社區學院學區之總基金的

撥款。被保留、沒收或是未依規定分配給學校學區或是社區學院

學區的撥款，不可視為「州應用之資金」。

第 51 項提案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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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可能根據第 13 條 B 撥款之『總和基金』」，如加州憲

法第 16 條第 8 節條款 (b) 段 (1) 中所使用，代表其為加州憲法第

13 條第 8 節條款 (c) 所定義之稅收的「總和基金」(僅適用於

1986–87 會計年度)，包括定義為超過其接收之會計年度中根據第

13 B 建立之撥款限制的稅收。條款 (b) 段 (1) 中應用的會計年度的

「總和基金」應包含，在該數值中，只有該財政年度的「總和基

金」為稅益收入，如加州憲法第 13 條第 8 節條款 (c) 所定義，並

不可包括去年度會計年度稅收。從 1995–96 會計年度開始，及其

後的每個會計年度，「為稅益收入的『總和基金』」，如加州憲法

第 13 條第 8 節條款 (c) 所定義，包括任何移轉至郡，來自州銷售

稅的部分稅益收入，並且只要是針對孩童計劃重新編制並於

1995–96 會計年度間制訂的法律。任何會計年度預估稅益收入的

金額，應該在某種程度上與財政部用於 1986 預算法之州預算所

預估的的稅益收入相符。

(2) 根據加州憲法第 16 條第 8 節，在「賦稅法案」 7105 節下

建立，存放於州金庫中的「交通擁塞紓解和安全校車信託基金」

應該附加至 16 條第8節計算需要以外的「總和基金」。

(c) 「撥款於學區之『總和基金』」，如加州憲法第 16 條第 8

節條款 (b) 段 (1) 中所使用，代表分配給學區 (如 41302.5 節中所

定義，) 的撥款總和，不論其是否為「總和基金」所建立之撥款

至州公共教育督學、審議長、或任何其他基金或因學區而配置的

州機構。撥款的總數應該包含在第 16 條第 8 節條款 (b) 段 (1) 所

要求的百分比計算中，其中不考慮任何撥款的任何未耗盡結餘。

任何去年度分配基金的重新撥款都不包括在撥款總和中。

(d) 「撥款於社區學院學區之『總和基金』」，如加州憲法第 16

條第 8 節條款 (b) 段 (1) 中所使用，代表分配給社區學院學區的撥

款總和，不論其是否為總和基金所建立之撥款至審議長、加州社

區學院校長、或任何其他基金或因社區學院學區而配置的州機

構。撥款的總數應該包含在第 16 條第 8 節條款 (b) 段 (1) 所要求

的百分比計算中，其中不考慮任何撥款的任何未耗盡結餘。任何

去年度分配基金的重新撥款都不包括在撥款總和中。

(e) 「根據 13 條 B 撥款的稅益收入『總和基金』，給予學區及

社區學院學區的總分配」，如加州憲法第 16 條第 8 節條款 (b) 段

(2) 或 (3) 中所使用，代表分配給社區學院學區和社區學院學區 (如

41302.5 中所定義) 的撥款總和，不論其是否為總和基金所建立之

撥款至審議長、州公共教育督學、加州社區學院校長、或任何其

他基金或因社區學院學區而配置的州機構。撥款的總數應該包含

在第 16 條第 8 節條款 (b) 段 (2) 或 (3) 所要求的百分比計算中，

其中不考慮任何撥款的任何未耗盡結餘。任何去年度分配基金的

重新撥款都不包括在撥款總和中。

(f) 「撥款於學區及社區學院學區的『總和基金』，分別」和

「州應用於支援學區及社區學院學區之資金」，如加州憲法第 16

條第 8 節中所使用，應包含根據「兒童關懷及發展服務法」所撥

款之基金，其根據第 2 章 (從第 8200 節開始) 第六部分，並不應

包含以下任何一項：

(1) 任何非分配於學區 (如 41302.5 中所定義) 或是社區學院學

區的撥款，不論撥款之目的是否會被認為在使學區 (如 41302.5 中

所定義) 或是社區學院學區獲利。本段不可解釋為排除任何根據

第 2 章 (從第 8200 節開始) 第 6 部分之「兒童關懷及發展服務法」

之撥款。

(2) 任何用於「教師退休基金」或是「公務人員退休基金」的

撥款，除了在 1988 年 1 月 1 日當日或之前的償還性州加稅令。

(3) 任何用於支付該州選民同意的公債之撥款。

(g) 「地方稅益收入的分配」，如加州憲法第 16 條第 8 節條款

(b) 段 (2) 或 (3) 中所使用，代表定義的學區，除了根據 42238 節

款 (h) 第五段所識別之稅金，該地區稅金用於補償州援助學區，

並根據第 30 段 7.2 章 (從第 56836 節開始) 的 2558 及 42238 節

所執行的計算結果。

(h) 「地方稅益收入的分配」，如加州憲法第 16 條第 8 節條款

(b) 段 (2) 或 (3) 中所使用，代表對於社區學院學區而言，其為用於

補償州援助學區，根據 84700 節所執行的計算結果。沒有任何情

況能將由學生費用所得到的稅金或撥款視為「地方稅益收入的分

配」。

(i) 根據加州憲法 16 條第 8.5 節條款 (a) ，計算百分之四的津

貼用於「根據第 8(b) 節需要的總數」應代表根據加州憲法 16 條

第 8 節款 (b) 中學校需要的「總和基金」補助，不應包含已分配

的地方稅益收入。

(j) 立法院應修訂條款 (b) 段 (2) 使其更易達成目標，以確保本

節修訂的動議議案不會將其用於學區或社區學院學區的資金，降

低至低於本節所不允許的標準。

第 22 節 如果本法案的任何條款或是申請被認為無效，該無

效性不應影響法令的其他條款或申請，除了無效的條款或申請外

依然生效，並且法令中的條款最後依然有效。

第 23 節 (a)加州人民的意旨為促使此法案，無視任何在 2002

年 11 月 5 日通過，可阻止此法案生效之加州憲法法規或修訂，

人民仍要求此法案生效，不管通過任何法規或憲法修訂，也不管

在 2002 年 11 月 5 日有任何議案投票通過。

(b) 本法案應獨立於任何於其他法律條款而逕行生效。

(c) 選民熱切的表示本法案應於 2002 年 11 月 5 日凌晨 12 時

01 分生效並執行。

第 51 項提案 (繼續)

第 52 項提案

依照「California 憲法」第 II 條第 8 部分的條款將動議措施提

交給公民。

此動議措施對「選舉法」進行了修正並新增了一些章節，因

此提議刪除的現有條款在印刷時加上刪除線，而提議增添的新條

款則用斜體字印刷以表明為新的條款。

提出的法案

2002 選舉日選民登記法案

第 1 條 標題

第 1 節 本措施應認知並稱為「2002 選舉日選民登記法案」。

第 2 條 裁定與目的

第 2 節 California 州公民特此裁定並宣佈：

(1) 確保每一位具備合法資格且希望參加投票的選民有機會參

加投票是本州的政策。

(2) California 的選民投票率下降。事實上，California 2000 總

統選舉的選民投票率達到了自 1924 年選舉以來的最低點。作為

國內最大及最與眾不同的州，California 為了提高選民投票率應該

修改法律並應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以達到該目的。目前允許實行選

舉日選民登記的各州，其選民投票率均在國內居於領先地位。

(3) 「選舉日選民登記法案」的目的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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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使有合法資格的選民能夠在選舉日進行登記及投票的

程序；

(b) 為每一位有合法資格的選民提供投票機會；並

(c) 加強對選民舞弊行為的防止工作。

(4) 「選舉日選民登記法案」加大對投票舞弊及選民登記舞弊

的處罰程度。

(5) 為選務官準備選舉日所需的選民名冊和材料提供額外時

間。

第 3 條

選舉日選民登記

第 3 節 「選舉法」第 2 部分第 2 章新增第 4.5 款 （從第

2170 節開始）如下：

第 4.5 款 選舉日登記與投票

2170.  除了本法案規定的其他選民登記方式以外，凡依照本

法案以及「California 憲法」第 II 條第 2 部分在其他方面具有投

票資格的選民，都可以依據下列關於出具目前住址證明的條款進

行投票登記或者重新進行投票登記：

(a) 選民可以於選舉日在其所在選區的投票站進行投票登記，

或者重新進行投票登記（如果重新登記僅基於更改依法登記的名

稱或居住地）。選務官將提供所有投票站登記所用的選民登記

表。

(b) 從選舉前 28 天開始到選舉日這段時間，選民可以到其所

居住縣的任一縣選務官辦公室進行投票登記或重新進行投票登

記。如果該選民已經遷入該縣並且是目前在該縣內進行的登記，

則其只須填寫新的登記宣誓書。

2171.  (a) 在選舉日進行投票登記或者重新進行投票登記的

人，一經出示目前住處的證明，並簽署登記宣誓書證明其在宣誓

書中提供的資訊正確無誤，如有不實之處願接受偽證罪處罰，則

即可按照第 14 部分第 3 章第 4 條（從第 14270 節開始）的規定

進行投票。

(b) 出於本節的目的，試圖在其擁有基於目前住址的投票權的

投票站進行投票的選民，其應出具的目前住處的證明將包括：

(1) 目前合法的 California 駕駛執照或包含選民姓名及其目前

住址的 California 身份證；或者

(2) 下列各類文件，除了在小段 (L) 和 (M) 中列出的每類文件

內只有一種文件將會使用外，其中的任兩種文件檔都將含有選民

的姓名與目前住址：

(A) 軍人身份證明。

(B) 學校或大學學費繳費卡或者學生證。

(C) 租約。

(D) 抵押書。

(E) 物產稅報表。

(F) 個人所得稅申報單。

(G) 公用事業帳單。

(H) 信用卡帳單。

(I) 銀行報表。

(J) 預印的支票或銀行存款單。

(K) 車輛登記。

(L) 寫有選民目前住址的郵件。

(M) 由已登記的選民出示給投票站工作人員的宣誓過的書面聲

明，該聲明包含在宣誓書中，他或她在宣誓書中宣稱瞭解試圖投

票的這個人並能確認此人，而且證實此試圖投票的人的姓名與住

址。

(c) 選務官將依照本節的規定在選舉日之後把選民通知表寄給

所有正確地進行投票登記或重新進行投票登記的人，選民將在其

目前所登記或重新登記的同一位址進行未來選舉的登記。凡選民

通知表被郵局作為無法投遞郵件退回的人，其登記宣誓書都將按

照第 2221 節規定的程序進行處理。

2172.  居住於只能郵寄選票的選區或者只能通過郵件選票參

與選舉的司法系統中的人，如果希望在選舉的 28 天內或者在選

舉日當天進行投票登記或重新進行投票登記，可以依照第 2170

節中子節 (b) 的規定進行。

2173.  選務官將依照本條款編寫進行投票登記或重新進行投

票登記的選民名單或索引。在查完選票票數之後，選務官將復查

該名單或索引中的姓名並將所有可能存在的重複的選民登記刪

去。如果任何一個其姓名顯示在名單或索引中的選民，看起來可

能有「選舉法」第 18560 節中所稱的舞弊行為，則選務官將立即

書面通知地區助理檢察官及州務卿。

2174.  (a) 每個投票站都將有單獨的地方專用於選舉日選民登

記。在選舉前將在每個投票站對至少一名投票站選務委員進行選

舉日登記及投票程序方面的培訓，並將指派該人從事選舉日選民

登記。依照本法案進行的新的登記或重新登記將以不妨礙或不延

誤以前進行了投票登記的人進行投票的方式進行。

(b) 選務官將為所有將要從事選舉日登記或重新登記工作的人

提供培訓。符合第 12302 節規定的學生，倘若接受過選舉日登記

或重新登記工作方面的培訓並徵得選務官的批准，也可以從事該

項工作。

2175.  (a) 每個投票站都將在指定用於選民登記之處的顯著位

置張貼佈告，佈告上應包括下列所有資訊：

(1) 法律為選舉日登記和/或重新登記提供的聲明。

(2) 可用於證實目前住處證明的文件類型的說明。

(3) 如果某人在聲明中宣稱其在有關進行投票登記的聲明中所

提供的內容正確無誤，如有不實之處願接受舞弊行為以及偽證罪

的處罰，並簽署了登記檔，那麼該聲明可將此人付諸刑事訴訟。

(b) 除了 (a) 款中指定的佈告外，還可以把同一資訊以書面形

式用任何語言印刷在所需的選票和選民登記材料中並在投票站進

行分發。

(c) 州務卿及每一位選務官將告知選民有關選舉日登記的資

訊，並盡其現有的全部努力向選民進行宣傳教育，使其知道可以

進行選舉日登記。按照目前有關登記與投票材料的法律的要求，

關於選舉日選民登記的資訊將以除英語之外的語言進行發佈。

第 4 條

加大的舞弊處罰力度

第 4 節 為了將有舞弊行為的登記或投票活動的可能性減至最

小，對從事此類活動或陰謀從事此類活動的處罰力度將加大。下

列「選舉法」條款將被特此修正以加大如下所示的處罰的程度：

18001.  當罪犯被宣告犯有任何被判罰關押入獄的的罪，並且

由於罪犯所犯的是此類罪而不被處以罰款的時候，如果其所犯的

是輕罪，除了對其處以關押入獄之外，法庭還可將對其施以不超

過一千美元 ($1,000) 兩千美元 ($2,000) 的罰款；如果其犯的是重

罪，除了處以關押入獄之外，法庭還將對其施以一萬美元

($10,000) 兩萬美元 ($20,000) 的罰款。

第 5 節 對陰謀進行舞弊行為的新處罰措施。「選舉法」新增

第 18561.1 條如下：

18561.1.  如果執行下列法案的兩個或多個人共謀觸犯下列條

例，則其犯有被罰押入州監獄三年、四年或五年的重罪：

(a) 無權在選舉中投票、以舞弊方式投票或企圖以舞弊方式在

選舉中投票。

(b) 有權在選舉中投票、多次進行投票或企圖進行多次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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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知道他人無投票權，卻誘使、幫助、勸說或建議該人在選

舉中投票。

(d) 誘使、幫助、勸說或建議在其他方面有在選舉中進行投票

的權利的他人進行多次投票。

(e) 向在選舉中將選票投給某個特定候選人的人支付、出借、

捐贈、提供或承諾提供任何錢款或其他與受益價值相等的回報。

(f) 企圖向在選舉中將選票投給某個特定候選人的人支付、出

借、捐贈、提供或承諾提供任何錢款或其他與受益價值相等的

回報。

第 5 條

與選舉日登記之前的 28 天時間及選舉日不同的登記截止；

其他與選舉法相一致的更改

第 6 節 除了選民登記是依照本法案條款在選舉之前的 28 天

時間內及選舉日當天進行的情況以外，本法案將目前 15 天後登

記即截止更改為 29 天。 為完成此項更改，將修正「選舉法」的

下列條款：

第 7 節 「選舉法」第 321 節修正如下：

321.  「選民」意即任何既為年滿 18 歲或 18 歲以上的美國公

民，又是在選舉前在選區 California 州居住至少 29 天以上的居

民。

第 8 節 「選舉法」第 2035 節修正如下：

2035.  既是適時登記為 California 任一選區的選民又是在選舉

前 14 28 天內的時間內遷入的居民的人，出於該選舉的目的，有

權於該選舉日期截止之前在其遷離的選區進行投票。

第 9 節 「選舉法」第 2100 節修正如下：

2100.  除非本章規定的人、除了第 2 部分第 2 章第 4.5 款（從

第 2170 節開始）中規定的人，否則依據對指定進行登記的高級

法院的裁判的經核准副本所製作的材料及整理結果，任何人不得

進行登記。

第 10 節 「選舉法」第 2102 節修正如下：

2102.  (a) 除非依據登記宣誓書，否則任何人不可登記為選

民。該宣誓書將郵寄或遞送至縣選務官處，並將闡明所需的顯示

於本章中的全部事實。依照第 2 部分第 2 章第 4.5 款（從第 2170

節開始），縣選務官在登記者所在選區舉行的選舉前的第 15 天第

29 天之前，或者在選舉前 28 天內或選舉日當天一經收到宣誓

書，正確履行的登記即視為有效。如果下列任一項適用的話，縣

選務官一經收到宣誓書，正確履行的登記也將立即視為有效：

(1) 宣誓書上的郵戳日期應為選舉前的第 15日29 日的日期或

者該日之前的日期，並且該宣誓書是郵寄給縣選務官的。

(2) 依據「1993 年國家選民登記法案」（National Voter

Registration Act of 1993）(42 U.S.C. Sec. 1973gg)，該宣誓書應在

選舉以前於或在 15日 29日前提交至機動車輛部門（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或由選民登記機構所指定的其他任何一個政府

機構接收。

(3) 該宣誓書應在選舉以前於或在 15日 29日前以段段 (1) 或 (2)

中所述的不同的方式提交至縣選務官。

(b) 為了確認取消、發起或公民投票申請書上的簽名或提名文

件或其他任何申請書或選舉檔上的簽名，正確的生效的登記宣誓

書將認定為有效（如果 (a) (1) 宣誓書在簽署申請書或檔的當天或

提前一天簽署，並且 (b) (2) 宣誓書在申請書或檔簽署的當天或提

前一天由縣選務官接收）。

(c) 無論是否有相反的任何法案條款，本章下要求登記的宣誓

書可能不必進行宣誓，但是，要對宣誓書的內容的真實性和正確

性進行鑒定，入有不實願接收偽證罪的處罰，宣誓者需對此簽

名。

第 11 節 「選舉法」第 2107 節修正如下：

第 2107 節 (a) 除了 (b) 項的規定，除了在任何選舉前14 28 天

內（為居住在舉行選舉的選區內的選民進行的登記將停止），縣

選務官將總是接收到登記宣誓書，除了第 2 部第 2 章的第 4.5 條

的規定（從第 2170 節開始）。當登記進行的過程中，如果某選區

內的選民要求轉移登記，可隨時在同一個縣以內將登記從一個選

區轉移到另一個選區。

(b) 如果在選舉以前於或在 15日 29日前該宣誓書生效並且如

果以下內容適用，該縣選務官將接收到一封生效的登記宣誓書，

作為即將選舉的選民登記卡的一部分。

(1) 應在選舉以前於或在 15日 29日前給該宣誓書蓋郵戳並且

由縣選務官通過郵件接收。

(2) 依據「1993 年國家選民登記法案」（National Voter

Registration Act of 1993）(42 U.S.C. Sec. 1973gg)，該宣誓書應在

選舉以前於或在 29日前提交至機動車輛部門（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或由選民登記機構所指定的其他任何一個政府機

構接收。

(3) 該宣誓書應在選舉以前於或在 15日 29日前以段段段 (2) (1)

和 (3) (2) 中所述的不同的方式提交至縣選務官。

第 12 節 將「選舉法」的第 2119 節修正為：

2119.  (a) 如因縣內位址變更而要使新的登記表生效，則縣選

務官應接受由選民簽名的有關地址變更的聲明或信件，因他或她

會用此位址進行登記。

(b) 縣選務官應接受即將開始的選舉的通知，並且，如果在距

離選舉開始的第 1529 天或第 1529 天前使此通知生效，以及如果

屬以下任何情況之一，則相應地變更選民的登記表上的位址：

(1) 此通知在距離選舉開始的第 1529 天或第 1529 天前郵寄

出，且縣選務官收到了此郵件。

(2) 距離選舉開始的第 29 天或第 29 天前，此通知已呈遞給機

動車管理部門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或已由任何其他官

方機構接受，根據 1993「年國家選民登記法案」(National Voter

Registration Act)（42 U.S.C. Sec. 1973gg）已對這些機構進行

委任。

(3) 距離選舉開始的第 1429 天或第 1429 天前，已通過第(2) (1)

和第(3) (2) 段中所述之外的方式將此通知交給縣選務官。

第 13 節 將「選舉法」的第 2154 節修正為：

2154.  如果縣選務官收到不包含提供了位址資訊部分的登記

表，則縣選務官選民應進行以下可以駁回的推定：

(a) 如果未填寫中名或姓名首字母，則應視為不存在。

(b) 如果未填寫隸屬黨派，則應假定為宣誓者不屬於任何黨。

(c) 如果未填寫生效日期，則只要以下條件成立便假定在距離

選舉開始的第 1529 天或第 1529 天前執行此表的規定：(1) 縣選務

官在距離選舉開始的第 1529 天或第 1529 天前收到此表，或 (2)

在距離選舉開始的第 1529 天或第 1529 天前將此表寄出且縣選務

官收到此郵件。

(d) 如果宣誓者未能確定他或她在美國境內的出生地所在州

名，則只要宣誓者的出生地填寫為「United States」、「U.S.A」或

其他可認定指明是美國的表達詞語，即可假定此宣誓者出生在美

國的某個州或美國境內。

第 14 節 將「選舉法」的第 2155 節修正為：

2155.  按照第 2 條，第 2119 節（從 2220 節開始）或 1993

「年國家選民登記法案」(National Voter Registration Act)（42

U.S.C. Sec. 1973gg）規定，收到完全生效的登記表或地址變更通

知或信件後，縣選務官應通過不可轉發的第一類郵件，按請求的

正確位址向選民遞送選民通知。選民通知的實際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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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通知

您已進行投票登記。向您遞送此選民卡以通知您：

1. 您最近填寫了登記表，

或者，

2. 因收到有關您已搬遷的官方通知，所以已對您的登記情況

進行變更。如果您的住址尚未變更或您的搬遷是暫時的，請立即

撥打電話或寫信給縣選務官。

您可在此選民卡後面所示日期的 15 或更多天後舉行的任何選

舉中投票。

您的姓名將列在投票站的姓名索引中。

（選民簽字）

第 15 節 將「選舉法」的第 9094 節修正為：

9094.  (a) 如果縣書記長選務官使用資料處理設備存儲在登記

表中列出的資訊，州務卿應在選舉前通過郵件方式將選票手冊發

送給選民，除非選民在選舉前登記不足 29 天時間只要選民已在

選舉前登記超過 28 天時間，即可在選舉時對投票手冊中包含的

議案進行投票表決。應在距離選舉開始不少於 40 天開始、且應

在選舉前不遲於 21 天結束與在距離選舉開始的第 60 天或第 60

天前登記的選民進行通信。州務卿應通過郵件將投票手冊的一份

副本，發送給選民登記表中注明通迅位址的每個已登記選民，或

者由州務卿通過郵件僅將一份投票手冊發送給姓氏和通信地址相

同的兩們或多位已註冊選民。

(b) 縣書記長選務官不使用資料處理設備存儲登記表中列出的

資訊時，州務卿應在距離選舉開始不少於 45 天時向縣書記長選

務官提供投票手冊，選舉時將對投票手冊中包含的議案進行投票

表決，且縣書記長應按照 (a) 項中規定的同一時間和按相同方式

通過郵件將投票手冊發送給選民。

(c) 州務卿應在距離選舉開始的第 60 天後和在距離選舉開始的

第 28 天前通過以下方式向選民提供投票手冊：(1) 按照 (a) 項中規

定的方式通過郵件發送，或 (2) 根據本節中的條款，請求縣書記

長選務官在距離選舉開始的第 60 天後和距離選舉開始的第 28 天

前，將投票手冊通過郵件發送給那些在此縣登記的選民。通過郵

件進行的投票手冊的第二次發送應在距離選舉開始不遲於 10 天

時結束。縣書記長選務官應通過郵件將投票手冊發送給請求得到

投票手冊的任何人。選舉過程中每個投票站應保留將由州務卿提

供的三份副本，以便選民可隨意查閱，這_所指的選民包括根據

第 2 部分第 2 章第 4.5 款（從第 2170 節開始）正在進行登記或

在選舉日登記的選民。

第 16 節 將「選舉法」的第 13303 節修正為：

13303.  (a) 每次進行選舉時，每位負責的選務官都應督促使用

普通白色紙或帶有色彩的紙張，列印不帶有浮水印的、數量足夠

供每個投票選區中的選民使用的投票表格的副本。應在這些副本

的正面指明它為「選票樣本」，而且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否則應

與選舉中所使用的正式選票相同。應在距離選舉開始不超過 40

天或不少於 21 天時，預付郵資後將選票樣本郵寄給每位元在距

離選舉開始至少 29 天前登記的選民。

(b) 選務官應在發送選票樣本的同時向每位元選民發送投票站

的通知。按照法律規定，發送選票樣本時只可隨符官方材料。

(c) 選務官應在距離選舉開始的第 29 天後登記，且有資格參與

選舉的每位選民發送投票站的通知。此通知還應包括諸如選舉前

選民從何處獲取選票樣本和投票手冊之類的資訊、表明可在選舉

時從投票站獲取檔的聲明，以及州務卿的網站位址和可查看選票

樣本的縣網站位址（如適用）。

第 6 條

設立選舉日補充

其他人員基金

第 17 節 將第 2131 節補充到「選舉法」中，具體內容如下：

2131.  (a) 據此在國庫中設立選擇日登記基金。此項基金為特

殊用途基金，其設立目的是為了協助選務官執行該法案中的條

款，包括但不限於，培訓和在選舉日補充其他人員辦理登記、提

供其他選民登記材料及在選民人數達到上限時擴充原計劃。

(b) 儘管「政府法」的 13340 節中有明文規定，應不必考慮為

實現本法案目的而選擇的財政年度，從總合基金中將總計（此金

額每年進行調整以反映生活費的增加）為六百萬美元 ($6,000,000)

的基金連續劃撥到選舉日登記基金中。

(c) 每年 7 月 1 日，由州審計長將總計為六百萬美元

($6,000,000) 的基金和任何增加的生活費用一併從總合基金轉移到

選舉日登記基金中。儘管「政府法」的 13340 節中有明文規定，

應不必考慮為實現此法案目的而要經過的財政年度，將選舉日登

記基金中的所有基金連續劃撥給州務卿。

(d) 立法院不得以其他方式劃撥存入選舉日登記基金中的資

金，並且儘管任何其他法律條款中有明文規定，州務卿不得不將

財政年度考慮在內而將其支出，且不得將此資金重新歸入任何其

他基金。儘管任何其他法律條款的明文規定，通過基金獲得的利

息應只在此基金中進行累積，不可僅出於實現此法案的目的而將

其支出。

(e) 存入選舉日登記基金中的資金應由州務卿每年將其分配給

各縣，以支付執行本法案中的條款所需的費用，包括補充和培訓

其他人員辦理選舉日選民登記、形成其他選民登記材料及選民人

數達到上限時擴充原計劃所需的費用。此類資金應使用公正和公

平的分配方式進行分配，此分配方式優先考慮本法案所需補充的

其他人員的實際支出費用。應將轉移到選舉日登記基金中的所有

資金分配給各縣，按照本法案中的規定加以使用；州務卿不得動

用這些基金的任何部分，將其用於分配過程的管理費用。

(f) 接收來自選舉日登記基金的資金的選務官應向州務卿提交

年度報告，州務卿有責任確定這些資金的使用方式，包括補充

的、辦理選民登記人員的人數及作為設立基金的結果而付出的、

任何使選民人數達到上限的努力方面的描述。

第 7 條

第 18 節 擴充解釋。可對本法案的條款進行擴充解釋，以實

現准許和簡化選民登記及在選舉日進行選民重新登記的目的。

第 52 項提案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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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第 19 節 修正。可對本法案進行修正，以通過各議院已通

過、立法院三分之二人數贊成且由州長簽署的法規進一步突出其

目的。為瞭解本節的目的，應清楚如果某法規排除了選舉日登記

或重新登記中的障礙或為其設立了障礙，則不應認為它可進一步

說明此法案的目的。然而，本節並無意於排除登記過程中因技術

改變而導致的變更，只要這些變更是為了簡化登記過程和增加登

記以進行投票的合格選民的人數。儘管上面已明確說明，本法案

第 5 條中所包括的任何節，均可通過各議院多數人投票通過並由

州長簽署的法規進行修正。

第 9 條

第 20 節 可分割條款。本法案的任何節或條款、或將其應用

於任何人或任何環境均經認為無效時，選民可認為此法案的其餘

節仍繼續具有全部約束力和有效，因此此法案的。

第 52 項提案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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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投票可以讓我們的國家保持強盛

在1870年2月3日第十五次修正案通過時，非洲裔美國人長久以來爭取
投票權的夢想終於成真。在1920年8月18日，女性開始擁有投票權。
今天，每個年齡在18歲以上的人都有投票權。為什麼投票對非洲裔美
國人和女性而言如此地重要，以致於他們要不停地遊行抗議，只是為
了能夠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圈呢？

投票是一種無聲的語言，這種語言所代表的意義勝於任何口語言辭。
去投票在我們國家的傳統和慣例中，意味著主動積極的參與。而投票
意味著實行公民的義務，而且對於維護美國民主制度有著長期的貢
獻。投票讓持各種意見的人可以達成彼此同意的相關協定。它讓一個
國家更團結，且讓大家以國家整體來做決定，而不是以個人為出發
點。因此，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就是藉由投票可以表達我們的共同
意志，這也是殖民地居民長久以來所熱切渴望並且奮力達成的目標。

投票權是我們的民主基礎，也是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關鍵。我們
國家的力量來自於投票。如果沒有投票權，就聽不到人民的心聲。我
們真正的力量在於我們能夠透過投票站表達不同的意見。

Timothy C. Lee
John A. Rowland 高中
Rowland Heights, California

Timothy 是州務卿 2002 年論文比賽的獲勝者。Timothy 的論文從
以「為什麼投票可以讓我們的國家保持強盛」為主題的專題論文
中評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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