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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  
動議法規。

提案 

34
 贊成第34號提案的論據 

 對贊成第34號提案的論據的反駁 

JERRY BROWN說加州目前沒有无辜的死囚。—— 
《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2012/3/7。

贊成第34號提案的人如此不顧一切，以致他們爲了獲
得您的選票什麽話都會說。公共民意調查顯示，死刑得
到壓倒性的支持，因此他們故意使用誤導的詞語，例
如，無罪、解決犯罪，以及省錢。

不要被愚弄了。
「第34號提案從加州的普通基金拿走1億美元。支持者

聲稱錢來自所謂的節省資金是假的。此外，第34號提案
保證謀殺犯終生監禁及健保福利，每年將使納稅人多支
出數百萬美元。」——Mike Genest，2005–2009年加州財
政部長。

第34號提案支持者無法辯護其動議。反之，他們欺騙。
第34號提案所謂的「工作要求？」使杀人者上體育課

也能滿足這個要求。
被免罪的Franky Carrillo……他從未被判處死刑。
沒有任何「加州死囚監獄」。而是San Quentin。
選民都很聰明，知道第34號提案支持者爲了取消死刑

已經努力了幾十年。他們不是納稅人監督者——正好相

反。他們讓司法變得更加昂貴。
「第34號提案懲罰那些家人被被判處死刑的杀人者殘

忍殺害的家庭。這就是爲什麽每個主要加州執法組織反
對第34號提案。」——Scott Seaman，主席，加州警察局
長協會。

別讓有罪的謀殺犯獲勝。Scott Peterson冷酷無情第謀殺
了他的妻子Laci和他們未出生的兒子。他被判處死刑罪
有應得。LACI是無辜的。寶寶CONNER是無助的。

記住受害者，包括43名保護我們的被害警務人員。 
支持更加安全的加州。

對第34號提案投反對票。

CARL V. ADAMS，主席 
加州地方檢察官協會

KERMIT ALEXANDER 
家人被洛杉磯黑幫成員處死

RON COTTINGHAM，主席 
加州治安官研究協會

證據表明，美國有超過 100 名無罪的人被判處死刑，
有些人已經被處死！

第34號提案意味著，我們在加州永遠不會處死無罪 
的人。

Franky Carrillo在16歲被捕，並在加州被錯誤地定罪
為謀殺罪。用了20年的時間才讓他沉冤得雪！Cameron 
Willingham因縱火害死他的孩子而於2004年被處死； 
公正的調查人員已得出結論並沒有縱火。

「如果有人被處死了，後來才被發現是無罪的，那時
候我們已經無法挽回了。」——Santa Clara法官LaDoris 
Cordell（已退休）

加州的死刑耗費鉅資，且已經不健全，無法修補了。
•	 自1967年以來只有13人被處死——自2006年以來則

沒有。大部份死囚是老死的。
•	 我們浪費數百萬美元的稅收，用於專門住所及可能

持續25年的納稅人提供資金的上訴。
•	 如今，死囚可以無所事事。
第34號提案使被定罪的杀人者根據法官的命令工作並

付款至受害者賠償基金。
它讓犯下嚴重罪行的杀人者終生監禁。
它釋放數百萬被浪費的稅收資金——用於幫助我們孩子

的學校，並抓住更多謀殺犯和強暴犯——而不提高稅收。
第34號提案節省資金。
加州破產了。許多人認為死刑比不可假釋的終生監禁

花費少——這不是真的。
一份公正的研究發現，如果我們把死刑改為不可假釋

的終生監禁，加州在五年內將節省大約10億美元。節省
的資金來自取消律師費及特殊死囚房。
http://media.lls.edu/documents/Executing_the_Will_of_the_Voters.pdf

那些被浪費的稅收可更好第用於執法及我們的學校。
我們不能讓殘忍的杀人者逍遙法外。

每年，大約有一半的謀殺案及超過一半的強暴案懸而
未決。杀人者無罪開釋，經常再次強暴及殺人。成千上
萬的受害者等待正義得到伸張，而我們卻把數百萬美元
浪費在死囚上。

犯下可怕罪行的杀人者必須儘快繩之於法，永遠監
禁，並嚴厲懲罰。

•	 第34號提案節省稅收資金，並從節省資金中劃撥1億
美元，用於DNA測試、犯罪實驗室，以及其它幫助
警察解決強暴和謀殺案的工具。

•	 第34號提案使犯下可怕罪行的杀人者在監獄中度過 
餘生，並且毫無被釋放的希望。提案要求他們工作，
從而支付賠償金給其受害者。

•	 這就是得到伸張的正義。
每個自1977年以來被公正地判處不可假釋的終生監禁

的人仍被關押或已死在獄中。不可假釋的終生監禁可
行，確保在加州，我們永遠不會處死一個無辜的人。

「死刑並未讓我們更安全——更好的犯罪解決途徑卻
能做到。」——前司法部長John Van de Kamp

「我對諸如Willingham案件的案件深感不安———可
能已經被處死的無罪的人。我支持第34號提案，是因為
它保證我們永遠不會在加州處死無罪的人。」 
——Flores主教，San Diego主教教區

對第34號提案贊成票。

GIL GARCETTI，地方檢察官 
洛杉磯郡，1992–2000
JEANNE WOODFORD，監獄長 
加州死囚監獄，1999–2004
JENNIFER A. WAGGONER，主席 
加州女選民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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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反對第34號提案的論據的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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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破產了。廢除死刑讓納稅人在未來四年內多花 

1億美元，在未來多花數百萬美元。杀人者得到終生 
住所/健保福利，而非法律制裁。

第34號提案不是關於省錢的。它關於ACLU削弱公共
安全法律的議程。他們拼命說服您相信，從法律制裁中
挽救謀殺犯是合乎情理的。或者，如果您不相信這點，
他們聲稱該提案可以省錢！

ACLU的所作所為是站不住腳的，對受害者所愛的人
是殘忍的，對選民是種誤導和侮辱，對加州是危險的。

第34號提案讓連環殺手、警察殺手、兒童殺手以及殺
害老年人的人逍遙法外。提議者不承認，當加州的死刑
在以前被取消時，被判處死刑的罪犯被釋放后只會再次
強暴和殺人！

選民不得不恢復死刑以恢復正義。
事實是這樣的。不超過2%的謀殺者被判處死刑，他們

的罪行如此駭人聽聞，以致遵紀守法的公民的陪審團全
體一致通過判決。

Richard Allen Davis：綁架、強暴及殺害12歲的Polly Klaas。
Richard “The Night Stalker” Ramirez：綁架、強暴、折磨及

殘害14人，並恐嚇其它11人，包括兒童及老年人。
黑幫成員Ramon Sandoval：虐待並槍殺警務人員Daryle 

Black（美國前 海軍士兵）和Rick Delfin，用一架AK-47
殺害Black，擊中Delfin頭部，還傷害一名孕婦。

連環殺手Robert Rhoades，兒童強暴犯，綁架8歲的 
Michael Lyons。Rhoades強暴並折磨Michael 達10個小時，
先用刀捅他70次，再割斷他的喉嚨，然後將他的屍體拋
在河裡。

Alexander Hamilton：殺死警務人員Larry Lasater（海軍特
種部隊老兵）。Lasater 的妻子當時懷有七個月的身孕。

惡意謀殺受害者包括：
225名兒童

43名警務人員
235名被強暴/謀殺的人
90名被折磨/謀殺的人
ACLU是問題所在：他們聲稱死刑已不健全，而且昂

貴。多麼虛偽！正是ACLU及支持者以無止境的延誤來
破壞法律的公平執行。包括Ohio及Arizona在內的其它州
為罪犯提供全部權利，並公平執行死刑。加州也可以這
麼做。

玩弄政治：透過行銷第34號提案，支持者使費用主張
基於報紙文章，以及由ACLU或其它死刑反對者撰寫的
「研究」。

懲矯部的資料表明，廢除死刑將導致僅死囚房/健保
的長期費用就增加數千萬美元。納稅人每年將花至少
50,000美元，用於照護每個被定罪的殺手，而這些殺手
在殺害無辜的兒童、警察、母親及父親時從不手軟。

您認為給邪惡的杀人者提供終生住所及健保福利省錢
嗎？當然不！

這就是第34號提案提議者不想讓您知道的秘密。這不
是關於錢的問題……這是關於他們政治議程的問題。

全加州的檢察官、警察、犯罪受害者及社區領袖正
在敦促您對第34號提案投反對票。阻止ACLU。保留死
刑。保護加州。

瀏覽waitingforjustice.net。請加入我們。對第34號提案投
反對票。

尊敬的PETE WILSON 
前加州州長

MARC KLAAS 
12歲謀殺受害者Polly Klaas的父親

KEITH ROYAL，主席 
加州警長協會

有了第34號提案，我們永遠不會處死無罪的人。
加州的死刑耗費鉅資，且已經不健全，無法修補了。
看看事實：
•	 本選民指引里中肯的費用分析說第34號提案每年節

省數百萬美元的資金。您自己看看。
•	 執法領袖及檢察官發現加州的死刑制度已不健全，

並且比不可假釋的終生監禁每年多花費數百萬美
元。閱讀此處：http://ccfaj.org/rr-dp-official.html。

•	 第34號提案終止專門住所、律師及死囚的私人囚室。
我們需要把那些被浪費的稅收資金用於我們的學校。

「加州的死刑永遠不可能修正。浪費在這個不健全的
制度的數百萬美元，應該更好地用於把教師、警察及消
防人員留在其崗位上。」 
——法官Carlos Moreno，加州最高法院（已退休）

第34號提案幫助逮捕並懲罰杀人者。它將：
•	 監禁凶惡的杀人者直到死亡，不允許釋放。
•	 使他們工作並支付法院命令的受害者賠償金。

•	 節省數億美元的資金，劃撥1億美元給執法機構， 
以解決強暴及謀殺。46%的謀殺案及56%的強暴案
懸而未決，而我們卻把數百萬美元浪費在已經被關
押的少數罪犯上。

自1977年以來被公正地判處不可假釋的終生監禁的所
有罪犯仍被關押在監獄中或已死於監獄。

請記住，證據表明，美國有超過100名無辜的人被判處
死刑，有些人已經被處死！

有了第34號提案，我們永遠不會處死無辜的人。
這就是得到伸張的正義。
對第34號提案贊成票。

ANTONIO R. VILLARAIGOSA 市長 
洛杉磯市

尊敬的JOHN VAN DE KAMP，司法部長 
加州，1983–1991
JUDGE LADORIS CORDELL（已退休） 
Santa Clara 郡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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