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FORNIA

大選
2002年11月5日，星期二

正確性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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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選民
資訊指南

請造訪我們的網站，網址是 www.s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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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
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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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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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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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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5日

17

18

19

20

21

22

23

選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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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將從上午七點開始到下午八點

www.s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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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要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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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議案概述
提案

提案

住房和緊急避難所
2002年信託基金法案。

46

47

2002年幼稚園到大學之公立
教育設施債券法案。

債券法案

債券法案

由立法院提上選票

由立法院提上選票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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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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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投票所代表的意義
反對

贊成

反對

對 這 個 議 案 投 贊 成 ( Y E S ) 票 代 對這個議案投反對(NO)票代表：
表：州政府可以銷售$21億美元 州政府不可以銷售$21億美元的
的一般責任債券來支援各項住 一般責任債券來作這些用途。
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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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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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點

贊成

贊成

反對

贊成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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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女選民聯盟、
California商會、California 警長
聯盟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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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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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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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訊

贊成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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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提供聯絡資料。

Yes on 47 for Accountability and 未提供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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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投票議案概述

反對

投票議案概述
提案

48

提案

法院合併。
立法性憲法修正案。

49

課外活動計劃。
州補助金計劃。動議法則。

以請求簽名方式提上選票

由立法院提上選票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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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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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投票所代表的意義

贊成

反對

贊成

對這個議案投贊成(YES)票代
表：Californ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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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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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 個 議 案 投 贊 成 ( Y E S ) 票 代 對這個議案投反對(NO)票代表：
表：州政府將為課外活動計額外 課外活動計劃撥款的斷續需每年
提 撥 四 億 五 千 五 百 萬 美 元 的 經過立法院的決議。
撥款。

論點

反對

論點

贊成

反對

贊成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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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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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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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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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訊
贊成

反對

贊成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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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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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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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dy Schafer
League of Women Voters of
California
926 J Street, Suite 515
Sacramento, CA 95814
916-442-3236
stop49@lwvc.org

投票議案概述

III

投票議案概述
提案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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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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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請求簽名方式提上選票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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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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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投票所代表的意義
反對

贊成

對這個議案投贊成(YES)(票代 對 這 個 議 案 投 反 對 ( N O ) ( 票 代
表：州政府可以銷售$34.4億美 表：州政府不可以銷售$34.4億美
元的債券來執行水質、供水穩 元的債券來作這些用途。
定、和安全飲水計劃，並進行
海岸濕地的取得和保護。

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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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

贊成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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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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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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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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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訊

贊成

反對

贊成

反對

Californians for Clean Water &
Coastal Protection
926 J Street, Suite 907
Sacramento, CA 95814
916-669-4796
info@prop50yes.com
www.prop50y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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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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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Kersten
California Tax Reform
Association
926 J Street, Suite 710
Sacramento, CA 95814
916-446-4300
caltaxreform@hotmail.com
votenoonprop51.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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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52

選舉日的選民登記。
選民舞弊的處罰。動議法則。

以請求簽名方式提上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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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去！
星期二
2002年11月5日

您投票所代表的意義
贊成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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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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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

第52項提案允許具法定資格的 地區檢察官和警長投票「反對第
California人選民在選舉日於他 52項提案」！第52項提案讓罪犯
們的投票所登記並進行投票，但 和非公民的人能夠更易於投票，
必須先出示駕照或兩項有效的 而且不又出示正式ID來證明他
ID。在增加投票舞弊罰金的同 們的身份。這對正常登記的公民
時，此提案將會增加參與投票的 而言並不公平。對第52項提案投
選民數目。和California女選民 「反對」票可保護您的投票，並
聯盟一同投下「贊成」票。
停止投票舞弊的行為！

其他資訊
贊成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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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e Gilliard
Citizens & Law Enforcement
Against Election Fraud
921 11th Street, Suite 600
Sacramento, CA 95814
info@StopVoteFraud.com
www.StopVoteFraud.com

投票議案概述

V

2002年11月5日

大選

盡您的責任

選舉日檢查表

非正式的選票
第46項提案

贊成

反對

贊成

反對

贊成

反對

住房和緊急避難所
2002年信託基金法案。
第47項提案
2002 年幼稚園到大學之公立
教育設施債券法案。
第48項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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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合併。
立法性憲法修正案。
第49項提案

贊成

反對

贊成

反對

課外活動計劃。
州補助金計劃。動議法則。
第50項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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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項提案

贊成

反對

贊成

反對

交通。現有機動車銷售和使用
稅的分配。動議法則。
第52項提案
選舉日的選民登記。
選民舞弊的處罰。動議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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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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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登記投票。
瞭解候選人和投票議案。
知道如何投票以及到哪裡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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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票提案的定義

立法性債券提案

動議性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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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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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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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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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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ւྦྷဳଉ༅ؿټˤଉዀ࿚༅ټઅՇّ൬Ϸց౨
ᄗ߮e
ਥࢽؿټeϊʿ࣐Ɏؿ༅ټੀၤԯˢ֚ܧ
༅ͳټԚ͂c˞ొԜϾָХeᐢɾcඦԴਥټ
ҰαੀݯɣΛʸࡼ༛พɮ
ɁࡼొԜХټeϊਥټᑹੀݯɣᑪ
۰ّొԜད˟ցټХټcԎݯಲࡼ˿ᓊ
ّᑷᗒֺѷϽొԜΔe

͂ݯכ༛พɮɁ࠳ۺϾָؿГС൘ಁ
Хټe
͂ݯכଫֈɮɁؿ৻רਿ࣐ؿГС൘
ಁХټe
͂ڃכτ৪ؿ৻ר༛พɮɁϾָؿ
ГС൘ಁХټe






ԯˢི߮
၇܈ϾָХ
ɮАϾָҝ൬D
Ͼָ൘ಁړ፮
ؒؿ܁ਨϷ

͂ۺ࠳כಲࡼ˿ᓊّᑷᗒֺ
ؿХټe
࣓ኣΔ֚ܧғָؿ۰ᅕ൴
Δؿ֚ܧХټe
ঢ়ࠓ፮Ͼָړؿא፮e
Δਨؒؿپ༅ټʻˮؿХټe







ᐢ߮
Dͅ܃ᙩؒஃԹցୀʑࢀؿณི߮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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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ඖొ࣐ҙᖳιੀݯՇߦਯɤొԜ၇܈ᑷᗒ
ֺcݯϢαʔ̵˞ʥГνɃࡼొԜ߲ኪؿϾָc
Ԏݯಲࡼ˿ᓊّొԜԮτمผؿ৻רᑷᗒֺeగܰ
&DOLIRUQLDϢαʔ̵Ծผd&DOLIRUQLDɤፕ̵ᐲࡼᅘ
ɈՇࡻّХԾผੜई߬ұྦྷඖొ࣐ҙᖳιؿ
ࡈΐe
ࠇ߬ܰؿcඦԴᘪ࣐ੀଊτή༅ɻొԜਥټc
Ϥɺ̦ొঢ়ೢټe
Ε҈ࠨਂمؿɻc߲ኪؿϾָdಲࡼ˿ᓊᕀ˞ʥ
ࡼᅘɈ೩ਐᕀɰˀऩబʝe࣓ኣήϾָ 6WDWH
'HSDUWPHQW RI +RXVLQJ ߮c൚༦Ί&DOLIRUQLDɁ
ಲࡼ˿ᓊcϤ˘ᅕΥ̳Εɐʠe
˾ατΊਯɤၤԫ೧ͅࡼכᅘɈᑷᗒֺɁ
Ϥᔴe&DOLIRUQLDɮᑀࡼྦྷϾָ߲ؿኪॶɈ୮כዃ
ֲ̌Гˋ̡e
ΪͲᑷᗒֺܰࠍֺ̦́ݠɺ˿ʭؿeྦྷඖొ࣐
ҙᖳιੀi
• Ԛ၇܈ᑷᗒֺѷϽᅕ൴ᄈ˱ȹࠛe
• ᒷɣᑷᗒֺొԜՇߦਯɤؿѷϽᅕ൴e
• ݯଊτᑷᗒֺొԜΪͲҝ൬ઉ˞ܪʥ࠳ଉe
• ݯϢαʔ̵ၤГνɃࡼొԜΪͲᅳ૱ؿϾָe
ϊ̔cඖొ࣐ᑹݯ৽ආᄙొԜ˿߲ኪؿϾ
ָc&ݯDOLIRUQLDؿ಄ɁɡొԜྦྷʔఓֲ͂˿ؿҝഁc
Ԏݯঽ͢߶Ɂdઠdᘬྦ˞ʥࣱԉࡗొԜ൘ಁХe
ඖొ࣐ᑹొԜͫɮАcԎᎳХొঢ়̯ήؿ
Ꮬˋ̡e
ԚϢαɁॶਪዟ͓́ݠiඖᘪ࣐ԚϢαɁॶਪֈ
ϾΕʔఓֶࡼɻcϤɺ̦ࡻְ൬ᏻቔe҈ࠨੜई
߬ұྦྷඖొ࣐ҙᖳιe&DOLIRUQLDϢαʔ̵Ծผ
ᎳХՇߦਯɤi&DOLIRUQLDΛᅕ̟ےӀτሯՇᅭ̨ʥ

ߦؿۿਯɤၤԫ೧ֺؿӷਪؿᑷᗒֺeඖొ࣐
նҝᛰိబͻؗੱؿeͲήᆲ&ؿDOLIRUQLDՇߦਯ
ɤᐲ&DOLIRUQLDήᘬٽԾผ
Ԛԫ೧ॶਪɐነiඖొ࣐ݯιɝɐຒؿಲࡼ˿
ᓊԫ೧ొԜᑷᗒֺcԚԯॶਪԷሱؿٶነ࣎ɐነcϤɺ
̦ኪʶֈϾਐᕀe&DOLIRUQLDઠԾผ
ዟ͓ؿᄗ߮ၤஐͨi̯ᘪ࣐߬ұ൬Ϸዟ͓ᄗ߮Ԏ˳
ܢᗲࣟؿஐͨૈಁc˞ᆢړਥܘټ๑ֻጻԚ͂eҰ̟
ጊੀτઅՇϾָਥؿټ༅ࣟe&DOLIRUQLDਆผ
ݯঽ͢߶ɁొԜؿΔХi҈ࠨؿঽ͢߶Ɂړᙶ
ȿਝΕਝʑ˞ʥͲ˖ؿވСऩe̯ᘪ࣐Ԛˢࠨ˿Ᏽ
ГС൘ಁc˞ڏˢࠨ˿˞ᑪൕϬɯؿȹࡼe
9LHWQDP9HWHUDQVRI&DOLIRUQLD,QF
ྦྷϾָʥ၇܈ᑷᗒֺࠇؿɣ߬iඖొ࣐ݯԅ
Ԓ߬ᎳХؿɁొԜᑷᗒֺ—Շߦਯɤdಲࡼ˿ᓊؿ
ۦɥ̴ؿጱ˞ʥϢα಄ɁɡeɁᗘֈϾΔc
2UDQJHጊ
ྦྷඖొ࣐ҙᖳιੀొԜ၇܈ᑷᗒֺʥϾָટᏜ
Ϥɺొঢ়ೢνe̚ੀᎳХΐࡼݯᅘɈɻʶɁϤׂ
ؿΊਯɤʥԫ೧e߬̚ұዟ͓ؿᄗ࣏c˞ᆢړ
ਥ̳ټᆢԚ͂e҈ࠨ߾ʘ߬ұ੬ྦྷඖొ࣐ҙᖳι
eᇼਐ҈ࠨؿ၉ॎSURS\HVRUJe
3(7(0$-25cঢ়ज़Ϸဳ˚ܧ
ɁᗘֈϾΔc2UDQJHጊ
%$5%$5$,1$768*8c˚
&DOLIRUQLDɤፕ̵ᐲ
.$7+,(0$7+,6ɡcঢ়ज़Ϸဳ˚ܧ
ࡼᅘɈՇࡻّХԾผ

ྦྷᖳιඖొ࣐ሃኣؿʦმ
• ʻ͐ٲّܛcඦԴؿСࢠ—Ұαɐყʏ—˿
͂ଊτ༅ټʻ˟eʇფܰଊτ༅"ټగɰؗੱك
Ԟޜc&DOLIRUQLDࠍᐽടᅕɊყʏؿӵΥeԑྡྷ
ܰ҈ࠨੀɺɺڨಕֶི߮ొঢ়ೢټdֶّࣂ
൬ϷԭඖઉܪԞᑹඦԴe
• ʻّܛᐰီඦԴผ༅ХՇߦਯɤᑷᗒֺeЎԎ
ӀτړᖬԞᆢړғඦԴผݯՇߦਯɤֶࠨ
ۦؿɥొԜඩඩȹਜ਼ѷeΕඦԴɻԎӀτొʥ
Շߦਯɤᑷᗒֺc̋ɺ༦ܰȹိݒʹ؝ܧeԅ
Ԓᑷᗒֺੀɺɺၤཊؿւཀྵ༦ೡɻؿҰɁ
ᘏجk
• ʻّܛᑹ͐ٲඦԴผτХొכԜɁࠨ߲ኪ
ؿϾָeЎܰ҈ࠨήʑϾָᗲࠇɺӷؿΔਂ—ᇽ
Σ/RV$QJHOHVd6DQ'LHJR%D\$UHD—ਂࠁؿɺ
ผଲԒ༅ؿټ༅ࣟ߬ұcΐݯඦԴஃց
߬ݯҍ̟ےܛΔਂe

6

ሃᒨ

ඖొ࣐ܰȹ֚ͧܧؿێಲძࠤဓԑe ҡঢ়
ؿ͂dೢټᗲࣟؿஃցɰԚ&DOLIRUQLDؿϾָᛰ
˥Ɂᗒ˞߲ኪeଊΕϊਐᕀؿႇّᜑБࠨ
෮ͅˢࠨԞễḘ0ὝRਐᕀcϤ˘ܰ͂Бࠨؿ
ೢټk
ଊΕܰͅ҈ࠨԞ୮ଉྡྷਐᕀ࠰ࣂؿȿcϤɺ
ܰඩඩ༅Х̖ડؿdסൔؿʿ࣐e
ඖొ࣐ɺॶҺͨЄਐᕀe҈ࠨརБࠨҙ
ʦྦྷe
0$5,/((021$*$1cکկࡗผկࡗ
ᔴᅘɈྊਯɤ :($9(
/(:8+/(5c˚
ਝࡼೢಁࠉԹկࡗ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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ࡼdɣʔ̇ၤ֚ܧτʇფͳɾ୮j߲ඦʪΛࣂ
̚ࠨͲੋᅻe&DOLIRUQLDɰᕴᐽवଐᖾᇂcଊΕɺᎶ
ܰ൬ȹү߲ඦ࠰ࣂؿe
ೕϷඦԴ̋ผᄈ˱̯ήؿඦ৻e˞Ɏܰྦྷ&DOLIRUQLD͌
ؿؗੱکᓯ߸i
• ʌατɀϛ̒Ɋყʏؿད့ӵΥe
• ͌کɰೕϷɀϛʒɊȾყʏؿౝஐͨඦԴe
• ֆ̰ਕˮؿȹϛȹɊყʏॶؿඦԴe
• ϊω߬ҙؿȹϛɍɊყʏؿነ࣎ඦԴe
Ε༦˾ؿԭαɻc&DOLIRUQLDɰࠥɃֶғ൚༦ȹϛɀ
ɊȾყʏc˞͂כඖɺؿඦԴeЎܰᑹ೫ಁ
ඖੀ٦੬ҡΛ፠e
ඦԴ೩ؿ֚ܧܰכঢ়Сࢠ˺͂ڌe֚ࠥܧ፠cಳͅ܃
ढ़ೢɁᑹඦ৻c෮Ոടೢټdଅၤ͂ੀᄈ˱e
ޅϭҡᐘܰؿcΕ೫ಁ٦ѧ۾ɔɾ܃੬ؿɥɤੀᑹ
೫ඦԴe
፭ട&DOLIRUQLD߲ኪؿҰȹ೫ɣ൴ඦ৻c҈ࠨ͂ڌؿ೩
ज़ผɎࠌcϤСଅڬผɐʠ—߾Ԛ੬ؿ֚ܧݯ፟႒ၤʦ
నಲϤʻ˟ҡΛؿ፠e
ԅფcݯʇფऋПؿϾָඦԴɺܰȹΡ˚
෮ՙj
ɺ֗ܰؿc̚డ˝ɺॶभ̳Һ&DOLIRUQLDؿϾָ
ਐᕀe
ඦԴࠍࠤɀɊȹყʏeʻ˟ϊඦԴੀ٦੬ϭʭ
ɍɊʄყʏeΕɀɊȹყʏؿಁඖɻcඩτ˻
ؿɀყȾɝຒʏҙɃϬХਥټcϊਥټᎶ
͂כᎳХГνɃࠖؿωᑪ۰ّʻ˟ད˟ಁcɣลగ

ܰϊඦԴ߬˚ؿሒᒨeΕಁඖɻcྡྷɐ̋τȹɝԭ
ϛʄɊຒʏੀ͂כᎳХʻ˟ད˟ಁeݯȿᏵȹɝɀ
ϛʄɊຒʏؿʗಁඖϊඦԴؿɝʗɾʄcࠖωᑪ
۰ّ̦Εؿ࣏֚ܧΔʿᑪൕϾָcԚਐᕀҡ
˱బʝeԒΔਂɺܰᗒ˞ᑪൕԷϾָؿঢ়νɃΔ
ਂeི߮ඩሬ̟͂ؿ߬˚כɻʶ˞ʥஈΛɁࠨɺ
ᗙ෮ֈϾቔԫөɤؿΔʿeΐϊඦԴɻ̋τڈɩ
ؿȹʗॶᎳХ੬ᑪָcϤ˘ԯɻผτ۾Λͧૈ˱ڃ੬
˿ॶ̷Ⴉɺผଲe
Σొঢ়&DOLIRUQLDؿϾָ˿Сֲ͂cࠖͱ߬Ԛ
ۺณָɥҡࢀמe҈ࠨ߬ಕʭۺዾʔ̇ۺณָ۰
ֺ̦ᄚϷؿᐥဓʹᙩcԎԚۺϾʸͳτʔఓҡࢀ
מeϊඦԴɺॶࣱଊΦؿᖄc˞&ݯڏDOLIRUQLDొԜ
ɣ൴Ɂࠨ߲ኪؿϾָe
6DFUDPHQWRࡼ؝ܧؿѴશ੬Ӏτ؇෮ԷˢࠨΕলܧɐ
ဳؿଉɺഁcԎʐஈ&DOLIRUQLD൬ȹү߲ඦcϤɺੜ߾ˢ
ࠨࠍྦྷ҈ࠨӀτӷਪϾָؿभ̳ࡈΐeɺ߬ʐஈȹϷ
ݯeྦྷȹϷݯҙʦྦྷd߾Ԛ6DFUDPHQWRց͓ͱϣ
ᄬؿԑੱԎ˞߲ஐؿʿβ୮ଉȹዀe
5$<+$<1(6ᘪࡗc˚
ήᘪኔؒ࠳̳կࡗผ
$17+21<3(6&(77,ᘪࡗc৹˚
ήଠᘪʔ͂ԑพၤਆพկࡗผ
-21&283$/c˚
+RZDUG-DUYLVढ़ೢɁԾผ

ྦྷʦྦྷඖొ࣐ɾሃኣؿʦმ
҈ࠨؿʦྦྷّᜑБࠨڌޚcݯϢαʔ̵dГν
ɃࡼՇߦਯɤొԜ၇܈ᑷᗒֺɁࠨ߲ኪ
ؿϾָਐᕀؿҺʿ࣐cగܰΕˤძ܃ᛰҡ
˱ᗲࠇ֧ࣂؿϊਐᕀe
ᜑ҈ࠨԞᅰ࣐ɥiඖొ࣐ɺ߬ұ˱ೢ
Ԏੀ˞ଊτؿήਥټʻ˟eϊ̔cढ़ೢɁՇዟ͓ᄗ
࣏ړؿᙶc˞ᆢړਿ࣐ܪྡྷི߮ܘe
၇܈ᑷᗒֺɁࠨ߲ኪϾָؿਐᕀ̳ᛰҡ
˱ᗲࠇe
˾αcΐݯΔɺӷc Ίਯɤԫ೧ᔴ
ȿࡼᅘɈɻʶe൙Ԟ൙ΛؿϢαʔ̵ΐ߲ݯኪɺ
ɐैָؿϤಲࡼ˿ᓊֶ߾൬Ƀᏻቔe҈ࠨ
ؿಲࡼ˿ᓊّᑷᗒֺɁݯ੩cԎ˘ɣΛᅕɺԮௐ
τۦɥࡼؿ߬ؿਿپஉܪe
'DOODV-RQHVc&DOLIRUQLD၇৻ר܈୮˚ͨe
҈ࠨˤمٲผΈ&ؿވDOLIRUQLDʔ̵eˢࠨڌޚ
ඖొ࣐ܰྦྷ୮כዀᗐؿ၇܈ᑷᗒֺɁࠨ߲
ኪؿϾָੱؿؗᔑϤࠇؿʦᎶe
గܰඖొ࣐Ԓɺ྆ႏࡈؿΐi

• $$53
• &DOLIRUQLDήᘬٽԾผ
• &DOLIRUQLDਆผ
• &DOLIRUQLDɤፕ̵ᐲ
• Ͳήᆲ&ؿDOLIRUQLDՇߦਯɤᐲ
• &DOLIRUQLDᙶɡԾผ
• &DOLIRUQLDઠԾผ
• &DOLIRUQLDᓻพࣱԉࡗ
• &DOLIRUQLDϢαʔ̵Ծผ
ඖొ࣐&ݯDOLIRUQLDබؿʔ̵ొԜᑷᗒ
ֺiϢαʔ̵dඬ಄ʔ̵dಲࡼ˿ᓊࡼؿdՇߦ
ਯɤԫ೧eᇼྦྷඖొ࣐ҙᖳιe
7203257(5cήٽ
$$53
3(7(0$-25cϷဳ˚ܧ
ɁᗘֈϾΔc2UDQJHጊ
'$17(55<c˚
&DOLIRUQLDᓻพࣱԉ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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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ຕ්Էɣነɾʔ͓
ઠөஉܪඦԴ࣐ؒe

̳βᅟᕀʥ࿂߬

̇ؒͅٽᅅᄘ

47

α̢ຕ්Էɣነɾʔ͓
ઠөஉܪඦԴ࣐ؒe
• ̯࣐ؒొԜټᔾȹϛɍɊყʄɝຒʏ  ؿඦԴೕϷټᔾcֺ͓ۺؿઠөஉܪ
ਥټc˞ᇅɁࡗ༦כኟᏀؗੱؿԎኬ࠳Ϣᓿؿነ࣎e
• ਥݯͧذؿټұ߾ݯʘਂؿਟcϤ˘ʻˮࣂ̦ፓᗲࣟؿஐͨઉܪe
• ਥټɖੀ͂כΕ&DOLIRUQLDਂمነ࣎d&DOLIRUQLDή͓ɣነ&DOLIRUQLDɣነҝഁۺ࿚ณؿઠ۩c
˞ొԜӷਪؿঢ়೩ઠөஉܪԞࢀढ़ˀᄈؿٽɃነɁᅕe
• ήᐢਥټᏵሬಁඖ˞ᑹඦԴe
͓ؒʗؿࡗിЅ࿂߬˞ʥή֚ܧၤΔʿؿ֚ܧলܧᄧᚊؿ࿂߬i
• ή֚ܧΕ፭܃αංᑹඦԴ̯ ټყʏ ʥʻ˟Сࢠყʏcʻˮᐢ߮
ყʏeҰαʻˮټᔾɣݯɄყȼɝɍϛຒʏe

͓ؒᗐכ$%ؿ܃ҙٲҺඖొ࣐

8

ᅟᕀʥ࿂߬

ଠᘪi

ᖳ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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ᘪ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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߇ౡ
&DOLIRUQLDؿʔ͓ઠө˳ܢԭ࿀ಳɺؿӡe
ȹӡݯΔʿነਂઠөcݯʒϛȹɊຒነ́ొԜ
ɩነɻነઠө̢ຕ්ϭɊɀαज़ֶṺὋAe
̊ȹӡီݯঢ়೩ઠө˳ܢΔʿਂم
ɣነd&DOLIRUQLDή͓ɣነ&68ʥ&DOLIRUQLDɣነ
8&eɍঢ়೩ઠөᄙωݯɣɀϛɍɊຒ
Ɋɀαज़˞ɐؿነ́ొԜઠөe
.ነ࣎
ొԜነ࣎உܪ༅ټe.ነ࣎ؿஉۺܪஉҡณ
τԭ༅ټԞḖ^ΔʿؿౝஐͨඦԴe
• ήᅆಁeή༦ነ࣎உི߮ܪ6)3Ήነਂ
ొԜᑪສdۺዾd࠳నdԎᜑ.ነ࣎ଊˤʝؿ
ۺዾ༅ټeነਂ࣓ኣଲི߮ᅟๅؿነ́ᅕ൴અ
Շ͂ۺכዾҡณؿ༅ټᔾ۹eነ࣎ۺዾਿֺ࣐
ؿͅήΔʿነਂͳֻኪeήֻኪ
ؿณۺዾਿ࣐cֻኪؿᄗғ༦ؿଊ
ˤʝਿ࣐e ΕֺጽؿшᗒੱؗɎcɺ
߬Δʿᅆಁe ήɰ༦ೕϷౝஐͨඦԴΉ
6)3ొԜȿ༅ټeΕ༦˾Ɋαɻcፕ̵ȹͳғ
ȿȹϛȹɊʄყʏؿήඦԴ͂כ.ነ࣎ઠ
өeԒ༅ټɻʋτʄყʄɝຒʏ˿˞ʻˮe
• ΔʿౝஐͨඦԴe ነਂʑؿፕ̵ғc
ነਂτᚬˮਕౝஐͨඦԴ͂ݯכነ࣎ۺዾਿ࣐
ጪ༅eඦԴͅΉ̯ਂʑؿɺ৽ଐᄩνؿೢಁʻ
˟eΕ༦˾Ɋαɻcፕ̵ɰғነਂೕϷɀϛɍ
ɊΛყʏؿౝஐͨඦԴe
ᒖಳ˚߬༦ήΔʿౝஐͨඦԴݯነ࣎உܪ
൬Ϸጪ༅cЎነਂɖ˿˞Ɏဳ༞Էɣ൴༅ټi
• ೕਆeήؒ܁ᚬΔʿྦྷ֚ܧณۺዾᄩν
ೕਆeྦྷณ̵͂ؿۺdਆพʥɮพۺዾᄩν
ᗘ͂eήdነਂంй႓Ε༦˾ɊαɻҰαɰν
Է൚༦ɍყʏؿೕਆe

ొ࣐ͲʼӮࠒe

• ऋࣦΔʿඦԴီ"ݯ0HOOR5RRV "ඦԴeነ
ਂ˿ୂιऋПਂ˞ˮਕݯነ࣎ۺዾਿ࣐ጪ༅ؿඦ
ԴeԒऋПਂȹঁɺ˳ܢኬነਂeೕϷ
ϊᗘඦԴ߬ɍʗɾɀؿፕ̵ғcͅΉऋП
ਂʑؿพ˚νՅؿ͂ʻ˟eήdነਂΕ༦˾Ɋ
αɻ̡яҰανԷؿऋࣦΔʿඦԴ༅ټ൚༦ȹყ
ʄɝຒʏe
.ነ࣎ۺዾ߬e࣓ኣ6)3c.ነਂ̦ᖬ
עˢࠨ߬ณஉֶܪଊˤʝؿஉܪeα˂
ංcΈነਂɰᆢցȹͳτነ́߬ณነ࣎c
̊̔τነ́ؿነ࣎߬ଊˤʝe҈ࠨЅ့̯ή
ɣ߬ɀϛყʏ˞ӷԒ߬e
ঢ়೩ઠө
&DOLIRUQLDؿʔ͓ঢ়೩ઠөӡ˳˞ܢɎɍᄙω
ֺؿɣነcͳτɣຒነ́e
• &DOLIRUQLDਂمነ࣎ͳτֺ࣎cͅͲή
ΔʿဳᑲؿነਂဳଉcΉຒነ́ొԜઠөe
ਂمነ࣎˿ʀޚᎶؿነϽcԎ˿ొԜΈိᓻพ
Ҍॶফe
• &68ӡͳτֺ࣎cɣΊነ́e
ӡ˿ʀነɡဨɡነϽcԎ˿ၤ8&ᐲ
ʀʭᅕɡነϽe
• &DOLIRUQLDɣነͳτɄֺ၃ֲ࣎cȹֺړ৪ޫ
ነ࣎cɣΊነ́eӡ˿ొԜ
ነɡdဨɡɡነϽcܰ˚߬ؿήʻޢؿӠ
ዀ࿚e
Ε༦˾ؿɊαɻcፕ̵ɰғȿੀٶყʏؿ
ౝஐͨඦԴc͂כᄈ˱ʔ͓ঢ়೩ઠө࣎ؿ
eή֚ܧɰొԜȿੀٶყʏैؿ༉νɃඦ
Դ͂כɐ߸ိ͌ؿe
ȿԒήඦԴcɍᄙωؿঢ়೩ઠө࣎ᑹ
τԯˢؿ༅ټਿ࣐ጪ༅ಒ༞e

ʗ

9

47

͓ؒʗࡗɾʗ

ొ࣐

α̢ຕ්Էɣነɾʔ͓
ઠөஉܪඦԴ࣐ؒe

47

͓ؒʗࡗɾʗ ᘗᙩ

47

• ΔʿȹঁஐͨඦԴeਂمነ࣎ነਂʑؿፕ
̵ғc˿ᚬਂˮਕȹঁஐͨඦԴc˞ݯነ
࣎ۺዾਿ࣐ጪ༅eඦԴͅΉ̯ਂʑؿɺ৽ଐᄩν
ؿೢಁʻ˟eΕ༦˾Ɋαɻcፕ̵ɰғਂمነ
࣎ਂೕϷყʏؿȹঁஐͨඦԴ͂ۺכஉ
ҡณஉܪe
• ᖲۂХeٶడαԞcΕஉۺؿܪஉɐc&68
8&̡яҰαɰνԷძࠤ൚༦ȹყʏؿᖲۂ
Хe
• 8&ޢӠνɃe8&༦ˮਕඦԴԎړᖬੀԞޢؿ
ӠνɃ͂כᑹϊಁඖcྦྷณޢӠஉۺؿܪஉ൬
Ϸ༅Хe͌کc̚Ұαɣ͂ყʏޢؿӠ
νɃ˟ԒඦԴe
ঢ়೩ઠөۺஉི߮eঢ়೩ነ֚Ұα߬ๅௐ༅ټ
ʻˮི߮cΕԯɻݯɎడαʑؿਿ࣐עܞͱ
ѵeΕི߮ٶɻcঢ়೩ઠө༅ټʻˮਿ࣐Ε
αϭα౨ංؿᐢᔾ༠ყʏe

ඖొ࣐
ඦԴ༅ؿټԚ͂
ϛຒ
.–

ټᔾ

ณۺዾi
ณਿ࣐
ۿፒE
ଊˤʝi
ณਿ࣐
ۿፒE
ร۹ኟᏀؿነ࣎
ᐲА͂
ɩ߮c.

D
D
D
D
D
D
F

ঢ়೩ઠө
D
D
D
 D

ਂمነ
&DOLIRUQLDή͓ɣነ
&DOLIRUQLDɣነ
ɩ߮cঢ়೩ઠө

ᐢ߮
D
D Λ˿τȹყʏؿ༅כ͂ټऋஈነ࣎eΛ˿͂ɀɝʄϛຒʏ˟ᑹָ۰ᑪൕɁc
˞ঽᑹԯݯ༅ХณஉܪϤ˟ነ࣎ነਂؿ͂cЎඩΕొ࣐̖ࢽࣂА͂e

ొᘪ
ϊʿ࣐ʐஈήೕϷყȹঁஐͨඦԴc͂כ
.ነ࣎உۺؿܪஉࠎณყʏcʥጙۺ
ঢ়೩ઠөஉܪყʏeȹঁஐͨඦԴ̯ͅ
ή༅Хcగ෮Ոട̯߬ͅήτຮ৻ᑹԒඦԴ
ټ̯ؿСࢠʻeᐢਥټνɃੀ͂כʻ
˟ԒʻeԒνɃ˚߬ԞϬήؿνɃሻਕ
ೢeٲᛷ͐ΣЄݯ.ঢ়೩ઠөʗԒඦԴ
༅ټe
.ነ࣎உܪ
ٲ႓עੀΣЄݯ.ነ࣎ਿ࣐ʗ
ყʏؿ༅ټeЎܰcʿ࣐ʐஈΕ͓ؒዀ࿚
ήٽғؗੱؿɎcྦྷϊʗʿ࣐২ˮҡҝe
ณۺዾe ᐢᔾ༠ყʏؿ༅ټੀ͂כᑪൕɠ
Δۺ ณ ؿነ࣎ۺዾeԯɻcყʏੀज
ۿፒਿ࣐—ЩcነਂɰΕכα˂ˀݯک
ਿ࣐ొ͚͇ᇼcЎֆ̰ྦྷԯ൬Ϸ༅Хe༅ټ
ყʏੀ͂כΕα˂ˀ˞ؿ͚ొ܃
ณۺዾਿ࣐e߬ұነਂ͂ԯ̯Δ༅ʻ˟ؿ
ʻeʿ࣐ᑹஃցcΕყʏؿณۺዾ༅ټ
ɻcΛ˿τȹყʏ͂כऋஈነ࣎உܪeऋஈ
ነ࣎ܰʔͳነ࣎cЎԯኧАዟ͓כஃʔͳነ࣎ؿ
ஈΛ߬ұɾ̔e

10

ٲ

ʗ

E ነਂɰΕα˂ܰ˞͇͚ొکᇼؿਿ࣐e
F Λτɀɝຒʏؿ༅ॶכ͂ټຝਿ࣐e

ଊˤʝeొ࣐ੀყʏؿ༅כ͂ټଊτነ࣎
உۺࠇؿܪଊˤʝeԯɻcყʏੀ͂ۿכፒ
ਿ࣐cყʏ͂כณۺᘪe߬ұነਂ͂ԯ̯Δ༅
ʻ˟ؿਿ࣐ʻe
ร۹ኟᏀነ࣎eϊొ࣐͐ܞੀᐢᅕݯყʏؿ
༅ټʗԯਂɻነ഼࣎ݯร۹ኟᏀؿነਂeԒ
༅ټੀʗԅԒכྦྷޚԯˢነ࣎ΔஃࣟϤӰc
ԯነ́ᅕ͌༦כᕡɣؿነ࣎e
ᐲԚ͂ਿ࣐eϊʿ࣐͂ʄɝຒʏ༅ХᐲԚ
͂ਿ࣐eΣֺۺஉݯܪ.ነ࣎ነਂΔʿ྇࣊
ᎂਂͳ͂c̚Щ˿ီݯᐲԚ͂ਿ࣐e
ঢ়೩ઠөஉܪ
ϊʿ࣐Ԛ͂ყʏۺณۺዾԯޚᗐਥۺ
உܪdҝଊτۺዾcʥ&ݯDOLIRUQLDʔͳঢ়೩ઠө
ӡઔᑪԒۺዾʑԚ͂ؿஉௐeήٽ͓ؒዀ࿚
ੀፕˮ߬͂ඦԴνɃ༅Хؿਿτਿ࣐e
ޚᗐඦԴ༅ټe Εፕɐஉցϊొ࣐͓ؒؿஃ
ցcै༉νɃඦԴɻొՅʒყʄɝȹϛɍɊຒ
ʏ༅Хਿτਿ࣐eै༉νɃඦԴၤήȹঁஐͨඦԴ
ޚЍcЎ̚ࠨɺ߬ፕ̵ؿғcԎಲή͂ԯ

ొ࣐ͲʼӮࠒ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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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ԞઠөඦԴؒ˥
Εፕɐஉցϊొ࣐͓ؒؿғੀყʏؿ
ඦԴʿ࣐உցΕདፕፕɐeΣፕ̵ɺғ
ϊʿ࣐cޚڬඦԴؿೕϷੀஉցΕα˂ؿ
ፕɐඦԴʿ࣐ੀஃցi
• ȹϛყʏ͂כ.ነ࣎உܪɣߎȹ˸͂כณ
ۺዾcԯʗcଊˤʝร۹ኟᏀነ࣎Έ˻̒
ʗɾȹe

ొ࣐ͲʼӮࠒe

• ყʏ͂כঢ়೩ઠөԯɻcȾყɀɝຒ͂כ
ਂمነc8&&68Έ͂ʒყȾɝຒe

লܧᄧᚊ
ԒඦԴؿ͂ՅҺכԯСଅʥԯᑹ౨eΣϊ
ొ࣐ғؿȹϛɍɊყཌྷʄɝຒؿඦԴ˞ؿ
СଅਕˮϊᗘඦԴؿکСଅcԎΕαʑ
ᑹcΕϊ౨ංؿ͂ɣߎݯɀϛʒɊɀყʏc
Щcʻ˟̯ټȹϛɍɊყཌྷʄɝຒСࢠȹ
ϛɍɊȹყʄɝຒe̡яҰα߬ʻ˟̯ټСࢠ
Ʉყȼɝɍϛຒʏe

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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ѧͲᙷڌኪړe˿ݯ8&˿ʗɀყȼɝȾϛຒ
ʏਿ࣐d&68ʗȹყȾɝȹϛɍɊຒ
ʏਿ࣐dਂمነʗȹყȼɝཌྷʄɊຒ
ʏਿ࣐d&DOLIRUQLDή྇࣊ᎂʗȹɝཌྷʄ
Ɋຒʏਿ࣐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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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IRUQLDؿʔ͓ነ࣎౦ܰਝʑΡؿነ࣎eЎΛαؿକ
֧༅ټɺӷɰԚԯҰؗɎe
ΕኟᏀαɔ̖࠳ؿઠ۩cነ́ಲؒነୌઠಲؒᇾe
ඖొ࣐ੀᎳХ҈ࠨ࠳ᓲ҈ࠨؿነ࣎ᤰᕿᎳХ҈ࠨؿ
ነ́ነพτιe
ࡼࠨٽɣɈʻܛඖొ࣐cΐۺ࠳˿̚ݯณ࣎ٞe
ඖొ࣐i
• ࠳ۺณ࣎ٞ҈ࠨ߬࠳ۺณ࣎ٞcΐݯԞαੀτಲᅕณ
́ంΊԷ&DOLIRUQLDؿઠ۩Ԟɐነe
• ࠳ۺณ࣎ٞ˿Ԛऒज़ஃᅡ༖ɩe҈ࠨۦؿɥΕτۦ
ɥԅფΛؿઠ۩ಲؒነԷكᖫk
Δؿઠʻඖొ࣐ΐ࠳˿̚ݯᓲኬ࠳ஹᓿϢ
β࣎ؿeඖొ࣐i
• ࠳ᓲָؿچ۰dྦྷಲؒԚ͂ؿዬ۩ݟ൬Ϸၐ࠳cԎΕ
҈ࠨؿઠ۩ɻΪธࣩيሁສ
• ړᖬ҈ࠨۦؿɥԷଲԉቊԉˌᅟๅdΪͲ࣎ؿٞɻ
ነୌe
ࡼٽઠʻඖొ࣐ΐړ˿̚ݯᖬੀ༅ټ٦Εᗐ
ᒄؿΔʿeඖొ࣐i
• ړᖬΕઠ۩ɰ༦כኟᏀؿΔʿ࠳ۺณነ࣎e
• ᆢړณؿۺᒷɣ˿ਂمؿԷ̚ࠨ࠳ۺነֺ࣎
ؿᎶ༅ټe
&$/,)251,$ਆ ผ &$/,)251,$ &+$0%(5 2)
&200(5&(  &DOLIRUQLDɤፕ̵ᐲ 7+( /($*8( 2)
:20(1927(562)&$/,)251,$ ʻඖొ࣐ΐݯ
̚ΕੀԞྦྷ҈ࠨؿᏜ৽Ɉ൬Ϸҙ༅eඖొ࣐i
• ˮכుోҌཋᇾ߬ұcొԜ༅ټΕ҈ࠨؿઠ۩
ᇃc˞Ԛ҈ࠨۦؿɥΕɣነֶԑพ́ɻԮτᘏجɈe
• ؿࠨ҈ݯነ́ొԜነୌʌྡྷ͂Ҍؿዀผcݯˢࠨੀ
Ԟగพሬ͂مผұ২ๅௐe
&$/,)251,$ढ़ೢɁԾผ &$/,)251,$ 7$;3$<(56
$662&,$7,21 ʻඖొ࣐ΐ̚ݯ༦Ԛነ࣎ྦྷ҈ࠨ

Ӻߕᘐዶؿ༅߲ټஐԞړᙶढ़ೢɁϢαɁeඖ࣐ܘi
• ஃցιαɁdι̯ઁԹԯˢஐͨ߬ұc˞ԉ˅࣯
ဳଉɺഁe
• ᆢړɺผੀढ़ೢɁ༅ټ٦Εւཀྵዀ࿚ɻֶඩ˿ੀɺ
Ꮬͬؿพȹঁဳଉ͂٦Ε࠳ֶۺኬ࠳࣎ٞɐe
&$/,)251,$ਆ ৻ Ծ ਆ ผ &$/,)251,$ %86,1(66
5281'7$%/( ʻඖొ࣐ΐ̚ݯᑹ&ݯDOLIRUQLDؿነ
ɣነొԜ༅ټeඖొ࣐i
• ࠳ۺณؿɣነઠ۩̰ݯԞడαɻੀɃነԷ҈ࠨ්࣎ؿడ
ຒณ́ొԜነୌֺe
• ҡณˀऩϢᓿؿɣነྡྷ۩d྇࣊ᎂޢӠஉܪc˞Ԛ
̚ࠨ˿ᘗᙩݯณҌณϷพؿˮଊሼ̡༞༏e
ඖొ࣐ੀొԜყ༅ټ൬Ϸነ࣎ۺஉʔ͓ነ࣎d
ነɣነؿኬ࠳—ɺᄈ˱੬ؿೢᔾe
&$/,)251,$ؿነ࣎ੀτᔝዀeಡιᐜੀొঢ়cҡΛ
ؿነ́ੀଲঢ়ᅟๅ߬ұe
Ў҈ࠨʋτஈΛ߬২ؿԑੱe
྆ͳᙉɁd̵˚ᙉɁಲᙉݢɁɡ—ढ़ೢɁพ৻ე
&DOLIRUQLDઠԾผ &DOLIRUQLD 7HDFKHUV $VVRFLDWLRQ 
&DOLIRUQLDࡼઠԾผ &DOLIRUQLD 6WDWH 37$ —ϢαɁਯ
ɤୂᓱʥᅕϛຒੀʻ҈ࠨነ࣎&ؿDOLIRUQLDɁe
&ݯDOLIRUQLDۦؿɥ&DOLIRUQLD̰ؿԞҙ༅e
ᇼྦྷඖొ࣐ҙᖳιe
$//$1=$5(0%(5* ผٽ
&DOLIRUQLDਆผ
-$1+$53'20(1( ผٽ
&DOLIRUQLDࡼٽઠᐲᇷผ
/$55<0F&$57+< ผٽ
&DOLIRUQLDढ़ೢɁԾผ

ྦྷᖳιඖొ࣐ሃኣؿʦმ
ٶcȹԞϬ̯ήΈΔؿढ़ೢɁ྆ɩୂᐾϷȿ
ȹɣผcΊ&ݯDOLIRUQLDढ़ೢɁᐲ&DOLIRUQLD
7D[SD\HUV &RDOLWLRQcɣผͲȹߎҙʦྦྷඖొ
࣐cȹ˚߬ؿʦྦྷࡈΐܰ— &DOLIRUQLD͌کতΕ˫ؿ
ඦ৻ྡྷΕʪΛȿe
А&ݯDOLIRUQLDτҙᚬؿढ़ೢɁc҈ࠨ̦ႏभྦྷۿ
҈ࠨֺτɁᗒ˞ᒻؿ༾ᔾඦ৻eϬα˞Ԟcඩ
&DOLIRUQLDʥԯɎज़ϷܧዀᗐΈိඦ৻ᖬԴగ൚༦ʄɝყ
ʏ  eʄɝყʏؿඦ৻k߬݅ޜѧ
ኬͶٲcᇼZZZSHRSOHVDGYRFDWHRUJ
&DOLIRUQLDؿፕ̵ࠨcɰܰࣂ࠰Ԟୄ˅ಲຝԹ
ˮਕඦԴؿባჱȿeᇼྦྷඖొ࣐ҙʦྦྷcԎҐ
भޚйേή'ٽDYLVʥԯ͓ؒɻؿϢשʤࠨe
ήٽdলܧֶܰٽᄗ߮ւɺผйേ҈ࠨ߲͌ࠨ҈ک
ኪടΛʭඦ৻cɖɺผйേ҈ࠨΈነਂdΈ˞̟ےʥΈ
ጊֺʻ˟ؿೢಁɻҰαผτΛʭ͂כʻ˟Сࢠeˢࠨ
ྦྷɺผړजᗘত፣eˈ(QURQֶ:RUOG&RPᒀၘҡݯ
బͻ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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ΐڍݯၿȿ̯ήؿলؗرܧc0RRG\d6WDQGDUG3RRU
ࠌГȿ&DOLIRUQLD͂ڌؿ೩ज़e &DOLIRUQLD͂ڌ೩ज़ਐ
ᕀe ̊̔c˥Ɂɺ˿ࢀ҂ܰؿc҈ࠨؿήٽdলܧٽ
ֶᄗ߮ւɺผйേ҈ࠨΕ&DOLIRUQLDҰα̰ؿඦ৻ผτ
Λʭe
Аݯढ़ೢɁcΕήٽᆢʘΔйേ҈ࠨکত፣Ε˫ؿඦ
৻ᅕ͌ɾکc҈ࠨɺॶʹғͨЄณؿඦԴe
ᇼྦྷඖొ࣐ҙʦྦྷe
(':$5'- 7(' &267$c˚
&DOLIRUQLDढ़ೢɁᐲ
5$/3+0255(//c˚
˵&DOLIRUQLDऋП֚ܧկࡗผ
.(167($'0$1c˚
ᄠذဟಡʔ̇

̯ࠒֺܞˮɾሃᒨȽܰАّ̯Ӹؿᜮᒨc̰ͨЄ֚ܧዀ࿚Ꮞ݅ԯ̳ᆢֲe

ొ࣐

α̢ຕ්Էɣነɾʔ͓
ઠөஉܪඦԴ࣐ؒe

47

ʦྦྷඖొ࣐ɾሃኣ
ϊ̔cొ࣐ྦྷ/RV $QJHOHVᐲነਂ༦ڇכcԯೡ
۹Ⴉήʑԯˢነਂe࣓ኣՅϬʔ͓ነ࣎ۺஉፒʔ۩
ؿ༅ࢿc/$86'ֺ༅ݯټณۺஉਥؿټcቱဳԯነ
́ᅕ൴˻ήነ́ᐢᅕؿe
ኬήؿೢνɺᎶ͂כ༅Хိ̋؇ࠇ௰ȹነਂؿඦԴe
ֺ˞cᜑ҈ࠨྦྷ/$86'ஓ્႓ɺeྦྷొ࣐႓
ʦྦྷe

47

&DOLIRUQLD͌کɰτٶϛყؿ༾ᔾඦԴ߬҈ࠨʻ˟С
ࢠeࡈΐΕٶכԒαԞ҈ࠨɰғೕਕ༦ΛؿඦԴeΕ
ਝʑc&DOLIRUQLD۪ؿʸ͂ڌ೩ज़ɰࠌϭࠧᅕɍe๑ϊɎ
˾c҈ࠨϣᄬ߬߇߲ҡΛඦ৻ࣂcᎶࠛ˱ɩʶe
̯ήነ࣎உ˜ུܪcᎶྦྷȹਐᕀʀঢ়۹ࠇ഼cϊԑྡྷ
ಲ˿جᘪeЎొ࣐ܰڳȹ፟႒ؿҺʿ࣐eϊඦ
ԴஃցɺᗲᔑcϤ˘עᛷؿɺʔ̳e
̚ɺརነ࣎ۺஉeྡྷɐc࣓ኣϊณི߮ؿcԅԒஔ
шነ́గᚾؿነ࣎ޅϭӀτຮ৻Εʒα˸ʑ ն ጙۺነ
࣎eነਂඩᐰעԯੀΕܺȹɣߎਂਟጙۺነ࣎ؿ෮
྇cЩ˿ܛτඦԴ༅ټeˢࠨಲউᏃི߮cѧιྊᄧ
ᚊޢӠcޅϭɺ̦ؿ࣏עܞΔeི߮͂αೕϷඦ
Դ༅Хጙؿۺነ࣎ֈಳΕαᑹɺȹց৽ɮkᓯϤӰ
ɾcొ࣐ʐஈԒነਂЌ͂Ԓ༅ټcϤԯˢԅԒ
ؿۺۿɮೡڳಲ፠˿͂cԚਿ࣐႒౨e

:0-3(7(.1,*+7cᘪࡗ
ነਂc&DOLIRUQLDήᘪ
-21&283$/c˚
+RZDUG-DUYLVढ़ೢɁԾผ
/(:,6.8+/(5c˚
ਝࡼೢಁࠉԹկࡗผ

ྦྷʦྦྷඖొ࣐ɾሃኣؿʦმ
Ԓʦྦྷّ̋ྦྷޜȿȹͧԑi&$/,)251,$ؿነ࣎ ɰ
ܰኟᏀɺeࢀݯढ़ณ́c҈ࠨ߬Λංณઠ۩c
ɷॶܛړɩऒᇾe
˞ɎԑྡྷܰʦྦྷֺّӀτႏᖫԷؿe
ԑྡྷiҰȹร۹ኟᏀؿነਂ̋ॶొ࣐ਥټɻᏵሬ
փͫؿᔾc͂ۺכณઠ۩eܘωѵખͶؿҰֺ&HQWUDO
9DOOH\ነ࣎ੀᏵ༅ХcΕ/RV $QJHOHVֶͨЄԯˢΔ
ਂcӀτነਂ˿Է൚ˮԯሬփͫᔾؿ༅ټe
ԑྡྷiΣొ࣐༦cઠ۩ۺஉdၐ࠳ΪͲҝ൬
˿͓Щ৽ɮeΛ̰τ༅Хؿਿ࣐Ε೩࠰वɠ৽ɮ—
ጙۺณઠ۩c˞Ԛነ́Ӷˮଫ৽הӹdҝ൬ΔቊΪͲֲd
ҝഁၤ,QWHUQHWᐲ၉ઠ۩ؿᇃੱؗdʠज़ԉˌdԉཋӡ
d࠳నवؿ۰ΪՅธيሁஉௐe
ԑྡྷi&DOLIRUQLD۪ʸ͂ڌ೩ज़ԎɺГeޚʦcήলܧ
ٽޚᗐඦԴിЅంйܞˮc&$/,)251,$ؿඦԴ۪ʸ
͂ڌ೩ज़ܰ৪Ϥᖇ՞ؿe
ԑྡྷiͅכነ࣎ۺஉਿ࣐̦ଲᗲࣟؿஐͨ߬ұc
˳ܢੜԹᄗ߮c˞ԉ˅࣯ဳଉɺഁcֺ˞

 &DOLIRUQLDढ़ ೢ Ɂ Ծ ผ  7KH &DOLIRUQLD 7D[SD\HUV’
$VVRFLDWLRQܰʻొ࣐ؿe
ԑྡྷi ొ࣐ܰήΔʿԾАؿȹʗeӀτ̚ొԜ
ࡨਥټcɣʗΔʿነ࣎ඦԴਿ࣐ੀಲؒѧιe
ݯՅι˲c҈ࠨۦؿɥ߬ΪͲؿઠ۩ऋПؿ
ᗐ؇e
ొ࣐෮Ոട…
ҡΛؿઠ۩ҡΡؿነ࣎
Ὗొঢ়ೢټk
ᇼྦྷొ࣐ҙᖳιk
:$<1(-2+1621c˚
&DOLIRUQLDઠԾผ
%,//+$8&.cᐲ˚
ढ़ೢɁஐͨҡΡؿነ࣎
%$5%$5$%,1$768*8c˚
&DOLIRUQLDɤፕ̵ᐲ

̯ࠒֺܞˮɾሃᒨȽܰАّ̯Ӹؿᜮᒨc̰ͨЄ֚ܧዀ࿚Ꮞ݅ԯ̳ᆢֲ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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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Title

48

ؒԡe
ֲ͓ؒኔؒ࠳̳࣐e

̳βᅟᕀʥ࿂߬

̇ؒͅٽᅅᄘ

ؒԡe
ֲ͓ؒኔؒ࠳̳࣐e
48

• ྦྷኔؒ൬Ϸ࠳̳c˞ТτᗐΔʿؒؿϣඖ͌eͅכፕ̵ɾکɰҙ෮ੀঢ়ज़Δ
ʿɾٱᄗؒԡݯȹؿঢ়ज़ؒcΐϊԒϣඖ͌ଊɰ༦ࣂe
• ኔؒɻТஃցΈጊΔʿؒልʀΔʿؒή֚ؒ̇ܧᚬɈૈؿಁe
• Εኔؒɻ൬ϷܺԒȹߎޚᗐ࠳ؿҝ˞ʦܮԡؗੱؿe
• ஃցుဳ༦ಎϭȹঢ়ज़ؒؿኔؒૈಁੀכα˂ˀϬ৽ᄠe
͓ؒʗؿࡗിЅ࿂߬˞ʥή֚ܧၤΔʿؿ֚ܧলܧᄧᚊؿ࿂߬i
• ήֶΔʿ֚ܧಲᔾ̔ʻe

͓ؒᗐכ$&$ؿ܃ҙٲҺ ඖొ࣐

14

ᅟᕀʥ࿂߬

ଠᘪi

ᖳι

ʦྦྷ

ᘪi

ᖳι

ʦྦྷ

ؒԡe
ֲ͓ؒኔؒ࠳̳࣐e

ొ࣐

48

͓ؒʗࡗɾʗ
ኔؒ൬ϷҌֲȹߎֲؿᛰҡeעᆢؿ႓c
ϊઉܪੀТၤؒܧ̟͓ۺd̟ؒܧؒւͨؿ
αc&DOLIRUQLDፕ̵࣏ȿᖳιcʐஈ
ᓻ߬ұʥ̟ܧঢ়ज़ؒؿԡޚᗐؿ༦ࣂૈಁe
ጊʑঢ়ज़ؒؒւ̟ؒܧؒւΕΛᅕҙ࣏
ᗐܧ̟כঢ়ज़ؒؿԡԑփcၤ༦۹ආעݒᆢ
ؗੱؿɎcԡጊʑঢ়ज़̟ؒܧီٱ
ޚᗐؿኔؒૈಁੀכα˂ˀᄠe܃c
ᄗؒؿพ৻eԡ܃cঢ়ज़߲ؒஐՇଉͱ
ϊઉܪੀగτᗐ&DOLIRUQLDᄗРկࡗผ &DOLIRUQLD
ͅکঢ়ज़̟ؒܧ୮ଉֺؿτԑ৻h̟ؒܧؒ
-XGLFLDO &RXQFLO ঢ়ज़ؒؒւؿɁፕċؒԑ৻
ւιݯঢ়ज़ؒؒւc̟ؒܧੀᄠe
ဳଉկࡗผ &RPPLVVLRQ RQ -XGLFLDO 3HUIRUPDQFH ؿ
&DOLIRUQLDֺτጊɰҙԡԯٱᄗؒؿพ
Ɂፕ൬Ϸȹߎؿᛰҡe&DOLIRUQLDᄗРկࡗผ
৻eܘ๑͓ؒ߬ؿұc&DOLIRUQLD̳ؒ࠳܁կࡗผ
&DOLIRUQLD -XGLFLDO &RXQFLO ྦྷٱᄗؒ൬Ϸဟ
&DOLIRUQLD /DZ 5HYLVLRQ &RPPLVVLRQ ɰగᄠΐٱ
ᄗؒҝࠎ˳ܢΐؒԡϤઔՅؿҝࠎઉဳ ܪଉėؒԑ৻ဳଉկࡗผ &RPPLVVLRQ RQ -XGLFLDO
3HUIRUPDQFH ୮ଉྦྷؒւ൬Ϸؿҙזe
Ϥ༦ࣂؒؿஃɾԑొˮۺᘪe

লܧᄧᚊ

ొ࣐
̯ઉܪੀܘ๑&DOLIRUQLD̳ؒ࠳܁կࡗผ &DOLIRUQLD
/DZ5HYLVLRQ&RPPLVVLRQ ᗐؒכԡۺؿᘪcྦྷ

ొ࣐ͲʼӮࠒe

̯ઉܪɺผݯήֶΔ֚ܧԞᔾ̔͂e

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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߇ౡ

ొ࣐

ؒԡe
ֲ͓ؒኔؒ࠳̳࣐e

48

ᖳιඖొ࣐ɾሃኣ
ܰӀτجᘪؿd˿ҡณ&DOLIRUQLDኔؒؿᛰҡe
̚Է͓ؒҰؿپȹߎ༦e
ܘ๑͌ؿکήኔؒஃցcҰጊτԭိᗘٱؿێ
ᄗؒiঢ়ज़̟ؒܧeЎͅٱכᄗؒؿԡc
&DOLIRUQLDɺʹτͨЄ̟ؒܧe
ಳϤc&DOLIRUQLDኔؒʋ˳фτᗐ̟ؒܧૈؿ
ಁeԒૈಁɰ༦ࣂcੀԯТe
̯ొ࣐ผੀԒ༦ࣂؒܧ̟ؿϣඖ͌

&DOLIRUQLDኔؒɻТe
ϊొ࣐ਨϷ&DOLIRUQLD̳ؒ࠳܁կࡗผ &DOLIRUQLD /DZ
5HYLVLRQ &RPPLVVLRQ ۺؿᘪcّ܃ԗؒۺᘪᄠ˅ΐؒ
ԡϤᛰ༦ࣂૈؿಁe
+2:$5':$<1(ᘪผผࡗ
ਂ

48

ྦྷᖳιඖొ࣐ሃኣؿʦმ
̖˾ޚʃԹጫዀԹ
࣓ኣ҈ࠨΕɎȹࠒɐྦྷ҈ࠨʦྦྷඖొ࣐ؿሃኣ
ࡈ߬˚ؿΐֺ২ؿᘷcТ&DOLIRUQLDኔؒɻ
Δʿֺؒؿτϣඖ͌cЩעٲՅࣱȿͅή͓
ؒዀ࿚ֶΈጊࠇณஉ͓ԮτޚʃԹጫऋᒨؿɀज़
ٱᄗؒӡॶ˿ؿe
Ӏτ༦ፕᐾؒؿւ
ɺɔکcஈΛГज़̟ؒؒܧؒؿւ
ܰͅጊʑፕਂɻ൬Ϸؿፕᐾଐ́eԡ܃cֺτΔ
ؒւя༦Ͳጊᆲʑؿፕᐾଐ́c˘۾ʭՇԷܥ
ኝecଊͨɁࡗԝϷʔԑঁᏵcˢࠨؿշΊޅ
ϭ̰ˮଊΕፕɐeԡ܃cΔؒւɰᛰҡၤ
˖ངe
ʇფॶਪҢؒւj
ΣӀτፕᐾܥؿኝcؒڬւඩՇ˞ɎҢi  ˢ
ࠨϬɰؿभЦɈc  ɐേؒྦྷП࣐ͧᓺ࣐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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ȹԒዀผc  ֺጽؒ̇ؿԑ৻ဳଉկࡗผ
&RPPLVVLRQRQ-XGLFLDO3HUIRUPDQFH ܰЯॶਪ༜Аc
ʥ  Σࣹʥ̻ຬcᏎྦւؿᘬᘨֲ—ʮԯܰፕᐾˮ
Ԟ&ؿDOLIRUQLḊؒ& ٽDOLIRUQLD$WWRUQH\*HQHUDO e
࣓ኣ҈ࠨؿc҈ࠨႏ&ݯDOLIRUQLDٱᄗؒؒؿ
ւɣΛᅕ۾ȿɺhಳϤc҈ࠨ߬˿ړᖬҰϽٱ
ᄗؒؒؿւяॶྦྷؒܪؿ܁Ϸ߲ஐؿԹeՅֺࣱ
τࠇณؒܧ̟͓ۺؿዀผܰᑺΉ፟႒ؿȹүe
τᗐୀ༅cᇼ݅ޜ
ZZZ9RWHUOQIRUPDWLRQ$OOLDQFH2UJe
*$5<%:(6/(<
܁
0(/9,1/(0(5,&+
܁

̯ࠒֺܞˮɾሃᒨȽܰАّ̯Ӹؿᜮᒨc̰ͨЄ֚ܧዀ࿚Ꮞ݅ԯ̳ᆢֲe

ొ࣐

ؒԡe
ֲ͓ؒኔؒ࠳̳࣐e

48

ྦྷʦྦྷඖొ࣐ɾሃኣؿʦმ
αc&DOLIRUQLDፕ̵˞ᎦֲࠧΛᅕؿҙᅕ࣏
ȿඖొ࣐cᚬՅࣱ̟ؒܧeҰጊ̟ؿ
ؒܧɰՅࣱcྦྷढ़ೢɁԞ႓ҰαЅ߮˿ຝ
e
અɎԞ߬২ؿԑੱܰТήኔؒɻ༦ࣂؿdܞΉ
ɺనΦΕؒܧ̟ؿؿϣඖ͌eඖొ࣐ྡྷଊ
ȿȹ͌ؿe
ʦྦྷඖొ࣐ؿሃᒨ֧ȿፕ̵ଡؿکԑྡྷe
ʦϤᖳιஉτ̟ؒܧؿΡ୮eፕ̵ࠨɰΕ̒αک
༦ඖొ࣐Һցȿϊԑeϊԑɰ࣏cΐݯ
Յࣱ̟ؒܧ˿ҡτࢽΔ༜͂̇ؒ༅cЛၐܛ
ԭዟ͓ٱؿᄗؒӡֺဳؿଉ͂e
҈ࠨȹ߬ҺցܰؿiܰЯᄠኔؒɻؿ
༦ࣂૈಁj೮࣐ᛷಳܰᖳιeړजኔؒɻࣹʥ̟ܧ
ؒؿ༦ࣂϣඖ͌̋ผԚؒ܁ᛰඤcϤɺผ
τʇფ͂୮e

ྦྷכၤᇲᄗ̇ؒϷܧւႏݯйτຬؿസҺτᗐ
܁ؒؿcֶّݯȿᜑႦຬ༖Ⴆ̵ؿԑ࣐ͧɻؿɐ
േ˿˞ྦྷଊτؿɐേؒӡొˮc˿˞൬ϷͨЄ
ҝഁeɺᎶ༦ࠇณஉ͓ʔଠɰҙᖳιՅࣱ̊ؿ
ȹज़ؒԞ༠ιԒ͌ؿe
ඖొ࣐ੀ˾&DOLIRUQLDኔؒɻؿಲ͂ૈ
ಁe༦ࣂؿႍӰผɺ̦߬ؿԚؒ܁ᛰᇲᔵe
ᇼྦྷඖొ࣐ҙᖳιe
+2:$5':$<1( ᘪผผࡗ
ਂ
'$9,'+8(%1(5 &KDLU
&DOLIRUQLD࠳ؒկࡗ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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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ʦྦྷඖొ࣐ɾሃኣ
Ε̯ᘪ࣐ɻcή͓ؒ 6WDWH /HJLVODWXUH ొᘪੀτᗐ
ᚹՅሔဘؒؿւడ˝ᐢܰၤొˮሔဘؒؿւȹᅚԞϬ
̟ؒܧ ͨؿЄૈಁ&DOLIRUQLDኔؒɻ̷Ⴉ
ѧͲؒؿޚk
Тe
ɺ̦ᚹՅ෮Ӯ˞ҺցܰЯ߬ᄗଉcЩ˿ΪખႦ
ϊొᘪ߬˚ؿॠᒨܰ̚ੀખΕ&DOLIRUQLDͨؿЄ
ຬ࣐ͧؿᄗଉeΣΕႦຬᄗРɻႏݯτຬc˿൬Ϸ
ጊɻࠇณஉ͓̟ؒܧॶ˿ؿe
ɐേhಳϤcϊɐേͅ੬ɰႏݯτຬؿȹঢ়ज़ؒ
ݯЄጊ߬Εঢ়ज़֛ؒؿɎࠇณؒܧ̟͓ۺ ؿϽؒւୂιؿɩୂ൬ϷРҺk
ՙjࡈΐɾȹ˿ॶܰݯȿຝʻeʻ˟ঢ়ज़ؒؒ
܃c߬ұֶҡʭላಁ̵ؿԑ࣐ͧီݯτ
ւؿᑀˋผҡΛe
ࠉဳᑲᚬ࣐ͧeྦྷϊᗘ࣐ͧРҺؿɐേɖผͅ੬ɰડേ
ɺ༦cҡࠇ߬ࡈؿΐܰcܺԒጊޅϭ˞ࣂܺ܃ං
ؿȹঢ়ज़ؒؿϽؒւୂιؿɩୂ൬ϷРҺk
ή͓ؒ 6WDWH/HJLVODWXUH ผೕᘨcΕȹঢ়ज़ؒ
ᇼұᄗ݅ؒւֺАֺࡈ̯࣓ؿݯΐܰΐؒݯւᄗଉ፟
ؿጊֺ͂ͨپτٱᄗؒؒւϭʭผιɺʔ̳ؿ
႒e߬ұȹؒؒؿւֶٍ̳ܞஐԯԑؿ௰ȹؒ
ᘨeᜑ҈ࠨԞᘷȹɎe
ӡcϭʭผιɺʔ̳ؿᘨe
ٱᄗؒ୮ଉԭᗘ࣐ͧcԒ࣐ͧՇጊɻ̟ؒܧ
ጊʑዟ͓ܧ̟ؿঢ়ज़ؒc˿ˈɰஉ͓ؿԡϤι
ঢ়ज़ؒؿԡᄧᚊ۾ɣe
ؿঢ়ज़ؒొԜҡΛޚؿʃԹጫؿዀผeܺԒጊ
ȹᗘ࣐ࣹͧʥͅΔʿֶήᏎྦւొˮؿͷԑઁйe ֶή͓ؒ 6WDWH /HJLVODWXUH ˿ॶѴશΕੀԞॶਪ
ͷԑઁй˿˞ܰ§ࠇຬ¨ֶӀԅფᗲࠇؿႦຬeԭိ
నࡈτؿԹe
ᗘؿێͷԑઁйя߬ ͅԭϽֶΛϽؒ ւྦྷ࣐ͧ൬Ϸ
ͅכԒࡈΐc҈ࠨۺᘪፕ̵ੀ̟ؒܧ
ᄗଉe
&DOLIRUQLDኔؒɻ̷ႩТe
ࠇຬ࣐ͧؿᄗଉొ͚ઁйҥࢿնcϊҥࢿ
ੀႮ͚ԷΔͷԑɣஷᄗ྆cֶّ˞ɐ࣐ؿ
*$5<%:(6/(< ͳ˚
ͧႮ͚ΔؒւԒؒւܞցؒ̇ݯϷܧւe
ፕ̵༅ᐲ 9,$
Σɣஷᄗֶ྆̇ؒϷܧւႏݯᏎྦւˮ͐ȿ˿൬Ϸᄗ
0(/9,1/(0(5,&+ ͳ˚
ଉؿӷਪຬᖬЩ˿ॶ৽ؿዀcЩ˿ᚬᏎྦւ൬Ϸϊ
ፕ̵
࣐ͧؿᄗଉe
ϊࣂcй˿ྦྷʐஈᏎྦւਨϷേஊೡβؿРҺొˮ
ሔဘeᅚc҈ࠨڏผ༤ԷΐؒԡϤኒߎؿਐᕀ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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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ᄈ˱ነ࣎ᇾ̔ؿ৽ݠήХټᅆಁcొԜઠႤኒdᇾพԾХઠөΛᅚʝe
• ᜑֺτؿʔ͓ɩነdɻነঢ়ɻʥऋஈነ࣎τ༅ࣟՅᅕ൴ɺ೩ؿᇾ̔৽ݠ
ХټeၐᙶΔʿᅆಁӷ߬e
• ݯነ́ɣΛᅕԞϬГνɃࡼؿነ࣎ొԜՅᔾ̔ᅆಁؿͱᚬe
• ߬ұΕxαٱc࣓ኣඖొ࣐ړؿᖬcઠөᅆಁʋᓿړτᇾ̔ؿ৽ݠณᅆಁԞ
eɰઅՇХؿټነ࣎˿ԔτͱᚬcԎ˘̋τΕή֚ܧνɃᄈ˱ࣂɷ߬ʻˮ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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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նc͂כᇾ̔߮৽ݠೋؿᔾ̔α۹ή֚ܧʻˮΛ༠̒ყʄɝʄϛຒʏ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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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ʗࡗɾʗ
͌کcή֚ܧৌྦྷʔ͓ɩነdɻነʥঢ়ɻؿነ́
ొᅆᇾི̔߮৽ݠᅆಁeི̳߮βΊီݯᇾ
̔৽ݠነୌၤΪͲሱԈАི߮%HIRUH DQG
$IWHU 6FKRRO /HDUQLQJ DQG 6DIH 1HLJKERUKRRGV
3DUWQHUVKLS 3URJUDPݯነ࣎ొԜԮτᘏجɈؿ
ХټcАݯઠө၀൬c˞ʥ̳ஃઠነࣂං܃ک
ؿᇾพႤኒeི߮߬ΔʿؿcԎ˘ͱר
৻ነ࣎ɻϭʭτ༅ࣟԔτਝࡼХᎁؿነ
́ec࣓ኣଊτ܁ؒؿcΕҰ̳ஃነαɻc
ᇾ৽ݠ܃Хܰټɩነɺ൚༦ȼຒʄɝʏdɻ
ነঢ়ɻɺ൚༦ɊຒʏcϤᇾ৽ݠکХܰڬټ
ɩነɺ൚༦ԭຒʄɝʏdɻነঢ়ɻɺ൚༦ɍ
ຒɍɝʏeЎܰcɣێነ࣎˿˞અՇҡΛؿХ
ټeผࡗነ࣎ᑹτ༅ࣟઅՇᔾ̔ؿХټc˞Εౢ
ֶԯˢ౨౨ංྡྷི߮ܪeΕαංcή
֚ܧΕϊི߮ɐʻˮȾɝʄϛɍɊຒʏe
ᐲԄ֚ܧၤήޚི߮ؿ֚ܧЍcɖΕ&DOLIRUQLDஈ
Λֺcݯነ́ొԜȿ̳ஃઠነࣂංؿ܃کነพʥ
ᅥ৽ݠeΕαංcή֚ܧੀઅՇᐲԄᅆ
ಁ̒ɝȹϛʄɊຒʏcݯΔʿઠөዀ࿚ʥୂਂم
ᓱؿᗘొ৽ݠԜณؿХټe
˿ԜޚЍ৻רԚ͂ؿ༅eȿɐ߸ؿᇾ̔৽ݠ
ི߮cή֚ܧʥᐲԄ֚ܧᑹݯᇾ̔ొ৻ר৽ݠԜԯ
ˢ˿ॶؿ༅ټԞe
• ݯȿొঢ়ነ́ΕΈነޫؿነพҌॶcή֚ܧҰα
̳ݯஃઠ۩˞̔ؿႤኒઠነᇾ̔৽ݠdౢֶ
ԯˢ౨ొԜᐢᔾ̒ݯყȼɝʄϛຒʏؿ
ᅆಁe

ొ࣐ͲʼӮࠒe

• ή֚ܧʥᐲԄכྦྷ֚ܧΛඖ˿ొԜᇾ̔৻ר৽ݠ
ི߮ؿcҰαͳొᅆԭყȹɝʄϛຒʏc
Σi  ᇾ܃ԫ೧μөh  ነ֝Њི߮h  ܞኒ
ི߮  ̻ຬԉ৽ݠ؝e
ϊ̔cஈΛӝɁୂᓱdրઠԾผdΔʿʔ්ʥ
ᅥɻʶɖΕΔʿݯਂمነ́ొԜᇾི̔߮৽ݠeஈ
Λነ́ɖ˱ᇾ̔৽ݠc˳ܢነ࣎༜৽dᇾ܃
৽ݠe

ొᘪ
ϊඖొ࣐ྦྷή֚ܧᇾ̔৽ݠነୌၤΪͲሱԈ
Аི߮%HIRUHDQG$IWHU6FKRRO/HDUQLQJDQG6DIH
1HLJKERUKRRGV3DUWQHUVKLS3URJUDPؿᅆಁАˮడ
ඖҡ৽eϊొ࣐ɖੀི߮ࠇณ՜Ίݯᇾ̔৽ݠઠ
өʥΪͲི߮$IWHU 6FKRRO (GXFDWLRQ DQG 6DIHW\
3URJUDPᅆಁʋੀ͂כᇾི̔߮৽ݠcԎ˘൬
ϷԯˢҌֲི߮ؿҡҝe
ᅆಁૈಁ
ϊඖొ࣐ᅆಁᛰҡล߸ΣɎe
ᄈ˱ᇾ̔৽ݠᅆಁe࣓ኣᾳፕ̵ғؿ
ඖొ࣐cήኔؒ6WDWH &RQVWLWXWLRQஃցҰ
αήᐢਥټʥΔʿলଐೢνɃɻݯʔ͓ነ
࣎ʥਂمነ.ઠөᅆಁؿГαᔾe
cϊαᔾܰਥכΕکȹαʔ͓ነ࣎గነነ́Ɂᅕ
ᄈ˞ٽʥ̯ήᏜιֺٽАˮؿ͂ሁኬe
Εٱcϊඖొ࣐ྦྷࠇณ՜Ίؿᇾ̔৽ݠ
ઠөʥΪͲི߮$IWHU 6FKRRO (GXFDWLRQ DQG
6DIHW\ 3URJUDPஃցȿҰαԮؿᅟๅeϊ
αᔾঢ়˿༠ʄყʄɝຒʏcԎ˞ඖొ࣐˞

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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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ɾᐢਥټད့ؿιݯٽԗᓊeϊඖొ࣐ܞ
ˮੀݯི߮ᘗᙩᅆಁɖగܰҰαಲ͓ؒ
ᄗᘪЩϷϬ৽ᅆಁcࣂ͓ؒɺ࠳ҝؒ
ڬғؿᘗᙩᅆಁe
ᇾ̔ؿི߮৽ݠณᅆಁͱᚬeΕলܧα
۹ٱcϊඖొ࣐͓ۺȿณؿᅆಁͱᚬeࠖͱcΕ
αઅՇ̯ήᇾ̔৽ݠХؿټነ࣎cੀΕ
αʥ˞ؿ܃ҰαɻᘗᙩઅՇޚ೩ؿХټ
ᔾeϊඖొ࣐ؿɀͱᚬcܰԚҰֺɩነdɻ
ነʥঢ়ɻτ༅ࣟઅՇณؿᇾ̔৽ݠઠөʥΪͲ
͂Хټ$IWHU 6FKRRO (GXFDWLRQ DQG 6DIHW\
8QLYHUVDO *UDQWc˞Ε̳ஃነα౨ංྡྷܪᇾ̔৽ݠ
ི߮eЎܰcΣؿ͂˿ᅆಁɺӷ˞ֺݯτነ࣎ొ
Ԝᇾ̔৽ݠᅆಁcณХؿټͱᚬੀၤؒؿک
܁ȹߎcЩͱᅆಁؿነ࣎ʑτϭʭτ༅ࣟԔ
τਝࡼХᎁؿነ́eΣྦྷȹʥɀͱᚬ
ྡྷϷȿѧͲᅆಁcͨڬЄԯˢؿᅆಁੀਥכؿک
ͱᚬʥᅆಁஃڬcʗᇾི̔߮৽ݠeϊඖొ
࣐ʐஈଲکԭඖͱᚬϤՅХؿټነ࣎ɖॶ
͇ᇼԒᔾ̔ؿᅆಁe
ณᇾ̔৽ݠ͂Хؿټᅆಁஃڬe࣓ኣϊඖొ
࣐cઅՇᇾ̔৽ݠ͂Хؿټነ࣎ੀᏵc
ঢ়˿༠ҰϽၤነ́Ұʨʏeϊᅆಁଅၤ
کήི߮ؿᇾ̔৽ݠʗȹᅚeЎܰcϊඖొ࣐ੀ
Ұ̳ஃነαؿณ͂ᅆಁɐࠉց༖ГcЩɩነ
ʄຒʏdɻነʥঢ়ɻȼຒʄɝʏe̊̔cԒ
Хټᔾɺผݯɣێነ࣎ొঢ়ɐࠉee࣓ኣଊτؿ
ؒ܁cઅՇХؿټነ࣎ੀ߬ΔʿݯҰʏؿ
͂Хټᅆಁʏe
͂כফdിЅήϷܧؿپᅆಁeΕ
α  ٱc ϊ ඖ ొ ࣐ ʐ ஈ  ή ઠ ө   6 W D W H
'HSDUWPHQW RI (GXFDWLRQc 6'( ϭΛ˿Ԛ͂ᇾ̔
৽ݠઠөʥΪͲི߮$IWHU6FKRRO(GXFDWLRQDQG
6DIHW\ 3URJUDPᅆಁؿcАؿི߮ݯിЅၤ
ফcԎʻི߮ܪྡྷؿၤೕࢄeᑹ˿С͂߮
ིᅆಁԞʻ˟ʀဟઁི߮Хؿټ͂e

20

ʗ

ི߮ૈಁ
ᗐֲི߮כҡҝcϊඖొ࣐ॶਪi
• ొԜΕነֺ࣎˞̔൬Ϸᇾ̔ؿི߮৽ݠᄦֲc
ЎܰԒ࣎̔Δᒨ̦Է6'(ؿғe
• Ε˿ʐஈؿઠႤኒֶᇾพԾХᆲʑcᄈ˱ཋ
ফАݯᔾ̔ነޫඖ͌hࣂݯȿᔔఒઠөነ
ೡcᄈ˱༜৽৪Ӹ৽ݠА˿ݯʐஈ৽ݠؿ
ᗘێe
• ΕҰི߮ؿஃི༦ೡɻc߬Δਨؒዀ࿚ؿ
ၤe
• ͐ܞ6'(ҰαكઅՇᇾ̔৽ݠХؿټነ࣎e

লܧᄧᚊ
ྦྷᇾ̔৽ݠሻؿᄧᚊeਥכϊඖొ࣐ؿᅆಁʿ
βʥྦྷ̯ή̰Ԟሻؿདಡc҈ࠨЅ߮ϊඖొֺ࣐
ؿঢ়ټᔾʄყʄɝຒʏੀ˿ొᅆ
αؿᇾ̔৽ݠઠөʥΪͲི߮$IWHU
6FKRRO(GXFDWLRQDQG6DIHW\3URJUDPe͓ؒ˿
Εϊټᔾ̔̊Ϸฒొᅆᔾ̔ؿᅆಁeټᔾɣ
ܰ̒ყʄɝʄϛຒʏc൚༦α߮ؿೋᅆ
ಁᅟๅe͂ڈכϊඖొི࣐̰߮Ԟᅆಁྡྷؿᅟ
ๅੀՅҺ̰כԞ͓ؒؿϷ৽e
ྦྷͲήሻؿᄧᚊeϊඖొ࣐ੀᄈ˱ᇾ̔߮৽ݠ
ིؿሻcԯྦྷͲήሻࠍͲؿᄧᚊᆲӀτᔾ
̔͂Էα̒ؿٱყʄɝʄϛຒʏeྡྷ
ؿᄧᚊՅҺכੀԞ͓ؒؿϷ৽cͶ͐ΣɎi
• ԗኣඖొ࣐ɻؿГړᖬʗᅆಁeΣ͓
ؒΕαϊඖొ࣐ᅆಁ߬ұɾ́ࢽˀؿ
کȹαᄈ˱ᇾ̔৽ݠઠөʥΪͲི߮
$IWHU6FKRRO(GXFDWLRQDQG6DIHW\3URJUDPؿᅆ
ಁcԅფᔾ̔ؿᅆಁੀԞϬඖొ࣐ʑГᅆ
ಁړᖬɎʗ͂˿ؿᅆಁeȹঁԞ႓cͅړכ
ᖬˈɃነؿιٽ۹҄cϤ˘ొঢ়ȿ́ݠcΐ
ϊੀΕɺᄧᚊଊτི߮ొکؿɎc̊̔ొԜᔾ
̔ؿᅆಁe̯ήΕα̦߮߬ࢄׅೋܺؿ
ԒֶֺτͫcϤ˞ಕʭֶޅϭࣱ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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ๅcϤᐛಕȿԯˢᐢਥټʻི߮˿˞Ԛ
͂ټؿᔾeΕαcݯི߮ొԜؿᔾ̔ᅆ
ಁ˿ঢ়༠̒ყʄɝʄϛຒʏੀਥכϊඖొ
ֺ࣐ొؿ͓ۺᅆͱᚬʀነ࣎eԒᔾ̔ؿᅆ
ಁੀࠖͱ͂ొכԜነ࣎ᇾ৽ݠ܃͂Хټe
Ϸܧ͂e҈ࠨЅ߮6'(Ұα߬ᅆಁʄყʄɝ
ຒʏc˞ొԜҌԾХിЅcϤήϷܧپผ
Ұα˱ᐢϛຒټᔾe

49

αʥ˞ؿ܃ᔾ̔͂eኣϊցcਥ͓כ
ؒஃցؿͱᚬʥᅆಁஃڬcαੀݯነ
࣎ొԜᔾ̔ᅆಁe
• ԗኣඖొ࣐ɾɐؿГړᖬʗᅆಁe̊ȹ
ʿࠍcΣαొ࣐ᅆಁ߬ұࠖܪྡྷؿα
ݯི߮ొԜᔾ̔ᅆಁcԒᅆಁผΕα൚൙
̯ήඖొ࣐ؿГᅆಁ߬ұeྡྷɐcੀ
Ԛή֚ܧ൚ᔾొᅆඖొ࣐ؿГ߬ұe
ੀኒߎ̯ήҰαܛᙩᄈ˱.ઠөᅆಁؿᅟ

ొ࣐ͲʼӮࠒ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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ඖొ࣐ੀi
• ړᖬ҈ࠨሱԈؿΪͲ
• ۦࠨ҈ݯɥొԜȹיነ˿܃൬ϷΪͲdઠөʥᅥؿ
ֺe
• ຝޘढ़ೢɁؿ༅ټ
• ᎳХɮᑀࡼ
ඖొ࣐ؿᅆಁੀԞϬ̯כήೢν̰ԞؿιٽcЎܰ̋
τΕᏜన܃ɷผնᅆಁeొ࣐ੀɺ߬ᄈೢcɖ
ɺผᄧᚊؿکད့eടΊؿ5RVHነ͐ٲඖొ࣐˿
مݯผҙ༅ؿҰʏຝޘɣʏeྦྷܰכҰʏ
ؿҙ༅ೢಁ˿Ανɣʏeగܰढ़ೢɁဟྦୂᖋອؿ
ࡈΐcΣ&DOLIRUQLDढ़ೢɁԾผdਝࡼೢνࠉԹկࡗผʥ
+RZDUG-DUYLVढ़ೢɁԾผe
ඖొ࣐ݯɩነʥঢ়ɻొԜȿ̒ყΛʏقؿઅХe
Ԓᅆಁඩ͂כᇾ̔߮৽ݠೋe
ȹԒࠇ߬ɣነʥౣΣ8&/$d8& ,UYLQHd86&
5DQGነྦྷଊτؿᇾ̔߮৽ݠೋ൬ϷޢؿӠ۾ȹ
ߎc͛Щᇾ̔߮৽ݠೋͅొঢ়ιᐜၤಕʭ̻ຬϤҝᛰȿ
́ݠe
ᘬྦѫ߮ؿ༅ࢿᛷ͐ڇʭαᅘɈ̻ຬc˳ܢɁdੜ
ۣdญФʥᅭ̨cΕיነؿ܃ɎʟᒨၤᒨɾංעᛷΔᄈ
˱cΐϊΕ҈ࠨۦɥሱԈ՚ˮଊȿ፮ΔeɎʟ
ᒨϭᒨࣂݒංʑc&DOLIRUQLDτȹϛຒั˞Ɏۦؿ
ɥಲɁဳޜeΕࣂݒංʑcۦɥࠨ۾τ˿ॶ˱ɃᎳݢd
மৈмํdԎ˘ܷɐݓᚳe
ȹͫᗐכཙՇ̻ຬшᒹؿ/RV $QJHOHVነ࣎ޢؿӠcᛷ͐
ˮԒነ࣎Εྡྷܪᇾ̔߮৽ݠೋ̻܃ຬଅɎࠌe̊ȹͫ
ሁ݅ᛷ͐ၤᇾ̔ؿ৽ݠነ࣎cΕబ෮वᕝʥৰᛥʿࠍ
ɣఝɎࠌcϤᅘɈϷݯdᙙኂʥሯԷ൨ࢰؿԑͧಕ
ʭe

ඖొ࣐ొঢ়ȿιᐜʥಡʗᅕeȹԒޢӠᛷ͐ᇾ̔ݠ
৽߮ೋొঢ়ȿᅟๅᅕነʥቇᚾಡؿʗᅕc൬Ϥҝഁι
ᐜcࣂᑹಕʭजज़ᇲᚾdሥነʥୌઠөؗੱؿe
డ˝&DOLIRUQLDɁҙʻܛඖొ࣐eΕؿٶ
ҙొ࣐ত፣ɻcొ࣐ՇԷΛ&$/,)251,$Ɂؿ
ʻܛe
ඖొ࣐ͅ˞ɎɁࡗᖋອi
ਨؒዀ࿚i̇ؒٽ%LOO /RFN\HUd&DOLIRUQLDήጊᘬٽԾ
ผd&DOLIRUQLDΔʿᏎྦւԾผd&DOLIRUQLDмّݓւࡗԾ
ผd&DOLIRUQLD؝ΪւࡗԾผd&DOLIRUQLDࡗᘬ৽ݠᐲd̨
Ꮎ̻ຬiҙ༅ۦɥ˞ʥٶϽؿᘬւe
ઠөi&DOLIRUQLDઠԾผd&DOLIRUQLDࡼٽઠԾผ
37$ d&DOLIRUQLDነ࣎ᓻɮԾผdਝࡼਯɤԫ೧ୂᓱʥιϛ
ɐɝֺነ߲࣎ஐɁʥ࣎ٽe
ढ़ೢɁୂᓱi&DOLIRUQLDढ़ೢɁԾผdਝࡼೢಁࠉԹկࡗ
ผd+RZDUG-DUYLVढ़ೢɁԾผe
ԯˢეኒ྆iਝঽͤɁࡗԾผ $$53 d&DOLIRUQLDਆ
ผd&DOLIRUQLDਆพԾਆd&DOLIRUQLD <0&$d&DOLIRUQLDɤ೧
߶྆dϹऒˑd̵˚ᙉඑผೕӰɁdᘪͳᙉე
ኒdΛΊ̟ٽdϽԞϬਝผᘪࡗʥ̟ᘪผᘪࡗᔶʿ
ԯˢؿʔଠւࡗeΣ˱߬Ƀ҈ࠨcᇼ
:::-2,1$512/'&20e
$512/'6&+:$5=(1(**(5
:$<1(-2+1621c˚c
&DOLIRUQLDઠԾผ
:$55(1583)c˚c
&DOLIRUQLDήጊᘬٽԾผ

ྦྷᖳιඖొ࣐ሃኣؿʦმ
Аˮʦྦྷඖొ࣐ؿҺᘪԎɺܰȹͧࢀؿמԑੱc
ΐكࠨ҈ݯ༞ɣΛᅕڈᗐʶ̯ొ࣐ୂؿᓱੀፕእܛړ
ҵ᎖e
Ўܰc&DOLIRUQLDɤፕ̵ᐲӀτՇԷҙ̯ొ࣐ʻّܛ
ؿᐰશʥᏜྡྷɈؿ९߾e҈ࠨؿஐͨܰйكፕ̵
&DOLIRUQLDɁࠍᐽࠇ߬ਐᕀ߲ؿஐͨҺፒؒe
҈ࠨዶรΔʻܛᇾ̔߮৽ݠೋcΐొ̚ݯঢ়ነพιᐜ
ಕʭ̻ຬϤҝᛰȿ҈ࠨݠ́ؿe
̯ᐲႏڔݯ൬ۦɥࠨؿӪΡೕࢄcԎརˢࠨ˨ʗೕ
ᅶɈܰ҈ࠨඑؿஐͨe
Ўܰȿᇾ̔߮৽ݠೋ̔cᑹ߬ҡΛ߮ؿೋe
ԯˢ߮ؿೋ˳ۦݯݯܢɥࠨొԜړᙶdࡼʻܛdᔢᏻ
ړ৪dˑቯړ৪dʶଉړ৪c˞ʥӷਥ̯ɁᗘұؿԾ
ХࠕذdϸרʥϾָe
ɖஈc੬ʻֺܛτԒۦݯɥࠨྡྷ߮ؿܪೋcЎܰc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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ˢ ͱԑඖྦྷ੬ɖڈࠇ߬cΣྊړᙶdʔͳᇯ́ړ
৪dϢαʔ̵ᗐᕤʥඬञұ؝ɻʶe
 Ԓ ࠇ ߬  ߮ ؿೋ Ӏτȹ Ᏽ   ړᖬ  ؿᅆ ಁ e Ў ܰ c
ඖొ࣐ݯڳȹඖᇾ̔߮৽ݠೋొԜͲᔾᅆಁcαనȹ
αcಲሃད့ᄖᑹܰ၇ᐛܰΣϊe
ᅚʔ̡ලjܰΡؿਝࡼܧ೪ලj
҈ࠨᇼ੬ޜฟԒ٦Ӱ̝ႍeޢӠȹɎਐᕀe
ኬ൬Ϸϣ൴eɺ߬ʨभΔڌޚඖొ࣐˿˞Һֺτ
مผਐᕀe
ΕҰαؿད့ೡѵɻcᇼɺ߬ૃי੬ؿʄყʄɝຒʏ
ೢಁeɻ˅ඖొ࣐e
%$5%$5$,1$768*8c˚
&DOLIRUQLDɤፕ̵ᐲ

̯ࠒֺܞˮɾሃᒨȽܰАّ̯Ӹؿᜮᒨc̰ͨЄ֚ܧዀ࿚Ꮞ݅ԯ̳ᆢֲe

ొ࣐

ᇾི̔߮৽ݠe
ήХི߮ټe৽ᘪؒڬe

49

ඖొ࣐ܰྦྷӪΡ৽ዀ༜͂ȿɺ̳ؿҺፒؒe
ඖొ࣐͓෮ӪഁcЎྡྷɐ̚ڳ഼Ρ֚ܧᎶܛو
ڬࡈؿcΐڨ̚ݯȿྦྷ֚ܧ፭ࣂᛰ৽ؿұʥͱԑඖ
АˮʦᎶؿᎶᛰॶɈeඖొ࣐ผԮྡྷܪஈΛɁঢ়۹ٛ
ցؿᇾ̔߮৽ݠೋcಳϤȿϊ߮ೋɾ̔c੬ؿೢಁᑹ߬
ʻ˟ԯˢֺτұe
ᇼႏभቇᚾeޜԒ٦Ӱ̝ႍeኬԞ൬Ϸϣ൴e
߮ೋੀi
• τᚬɈړᖬҰαؿᅆಁcಲሃᇁͶؿད့ڈᄖᑹܰ
၇ᐛܰΣϊe
• ΕҰαؿད့ݚೡɻॶϷಲڂe
• ԷԯˢͱԑඖಲؒԷؿऋࣦړᙶcԒͱԑඖ
ԝΣʔͳΪͲdᇯ́ړ৪dྊړᙶd͚༜ፏdمผ
ʔऩ߮৻רೋdಕೢʥԯ̚ᇾ̔߮৽ݠೋe
ͅכ߮ೋڨಕད့Էऋࣦړᙶcΐϊ͐ٲΕᏜ
ঞঽࣂ౨cగ˿ॶ߬ᐛಕ ԯˢ߮ೋ ɷॶХ߮ೋcϤ
Ԓᐛಕ߮ؿೋ˿ॶྦྷۦɥࠨผଐ́ҡɣؿᄧᚊe
ᄈ˱ι̯ؿɺሬૈಁʥ̳Ε൬Ϸؿད့ዀeϊ৽ᘪؿ
উّࠨᐰီɺผڨಕԯˢ߮ೋؿད့cΐݯˢࠨΕԯɻ
ढ़Ƀȹඖૈಁc̋τΕԯˢ߮ೋɣ൴ᒷᇁࣂcᇾ̔߮৽ݠ
ೋɷผᒷᇁeˢࠨؿஉܰΣτ፠ᒷᇁᇯ́ړ৪ֶʔͳ
ΪͲɾᗘ߮ؿೋcԅფɖᎶτ፠ᒷᇁᇾ̔߮৽ݠೋؿ
ད့e
ਐᕀܰˢࠨؿઐሃʪ༦כऍौȿe௰ܰஒഌɁɟι
ٽ߬ؿད့ੀܰˢࠨЅ့ؿԭࠛeΕΣϊ၇ᐛؿད့

Ɏcగ෮ՈടੀԞɺɺڨಕԯˢ߮ೋcЯڬగ߬
ᄈೢe
ȹ፮ͱؿԝeαcፕ̵ࠨ༦ȿඖొ࣐cҺ
ցՅࣱ̯ή͂כ.ઠө߮ೋؿȹʗད့eЎܰcΕҰ
αད့ᇁͶ౨ංcʋಳ߬Һց ऋࣦ ߮ೋؿԚ͂ད့eɺဳ
߮ೋࠤɺࠤcɺ˿˞ɺՇҢe͌کֆಲͱԝe
ඖొ࣐ܰȹωͬ྇Εඖొ࣐ړؿᖬɎcܺݯ
ऋց߮ೋొᅆਿ͂ಁඖe
ඖొ࣐ΕӀτᄈ˱ᔾ̔νɃؗੱؿɎcొڳঢ়ඖ
ొ࣐ړؿᖬᅟๅcΐϊΕᏜГ়ࣂ౨cӀτړᖬؿᅆಁ
߮ೋੀҡᗒͲړe
Σ༦ඖొ࣐cԯˢऋࣦ߮ؿೋੀΕ̰Ԟؿፕᐾɻ
ཹొˮᗘЍ࣐ొؿeιؿՙj
• ڨȿҺੀԞɺᒾᛰʝؿઠөұؿᎶᛰॶɈe
• ڨಕԯˢ߮ೋɻڈඖొ࣐ؿʗད့cقઅᄧᚊۦ
ɥࠨݠ́ؿcΣܺԒԫ೧μө߮ೋdྊ߮ೋdᇯ́৪
ʥمผʔऩ৻רe
• ڨಕȿΔʿነਂ˿፭෮ʻؿད့e
ᇼኬ൬Ϸϣ൴ྦྷඖొ࣐ҙʦྦྷe
%$5%$5$,1$768*8c˚
&DOLIRUQLDɤፕ̵ᐲ

ྦྷʦྦྷඖొ࣐ɾሃኣؿʦმ
ɤፕ̵ᐲడ˝ܰȹʦྦྷඖొ࣐ୂؿᓱeˢࠨޅ
ϭᐰီඖొ࣐͓෮ӪഁeࡈΐΣɎi
ᅕֺࠇ߬ɣነޢؿӠᖬעᇾ̔߮৽ݠೋಕʭȿᎳݠݢ
৽dࠌГமৈؿۂݓԚ͂dొঢ়ιᐜಡʗᅕc˞ʥ
ړ҈ࠨਂمҰɁؿΪͲe
Ϥ˘ඖొ࣐ੀຝޘढ़ೢɁؿ༅ټeྦྷכҙɃؿҰ
ʏcಕʭڇʭα̻ຬdୌઠөʥजज़ᇲᚾؿι̯c
ढ़ೢɁЩ˿ຝޘʏe
ᐲʦྦྷؿሃኣ˚߬ܰҌɐད့ؿሃኣcЎ࣓ܰኣ
ήད့ਿࡼʥढ़ೢɁୂᓱؿʗcԒᅕኣᛷಳܰ፟
႒ؿe
ඖొ࣐'ຝעᆢᐰྦྷעᇾ̔߮৽ݠೋɺړᖬҰ
αؿᅆಁeΕ၇ᐛؿད့α۹˿˞ڨಕᅆಁcၤԯˢઠө
߮ೋᅆಁؿ୮ଉѧͲޚe
ඖొ࣐̋τΕᏜన˞܃ɷॶᏵᅆಁeήೢν
ྦྷڈכઠө߮ೋؿᅆಁ̦ϭʭιٽɊʄყʏcඖ

ొ࣐ɷ˿˞Ᏽᅆಁeད့ਿࡼढ़ೢɁୂᓱc෮Ɋ
ʄყʏɰӷ˞ړᙶԒڈࠇ߬߮ؿೋcΣᇯ́ړ৪d
ʔͳΪͲʥઠөcϤಲᄈ˱ೢಁe
ඖొ࣐ᜑαٽʔ̵൬ϷԭˤංܞؿኒcԎࠥ͂ଊτ
ؿነ࣎உܪԞຝޘ༅ټe
ͲήΈ˚߬ୂؿᓱˤٲɰᖋອඖొ࣐c˳ܢiᔢ
́dϢαʔ̵dढ़ೢኟᙶّeઠөࡼdΔʿᏎྦւdࣱԉ
ࡗdɮผdጊᘬٽdᘬւd̻ຬՇࡻɁdਆผdˮͳؿ
ᙉɁʥፕ˚̵ؿᙉւࡗdነّʥਂمეኒe
-21&283$/c˚
+RZDUG-DUYLVढ़ೢɁԾผ
-$1+$53'20(1(c˚
&DOLIRUQLDήࡼٽઠԾผ
7203257(5c&DOLIRUQLDήٽ
$$53

̯ࠒֺܞˮɾሃᒨȽܰАّ̯Ӹؿᜮᒨc̰ͨЄ֚ܧዀ࿚Ꮞ݅ԯ̳ᆢֲ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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ˋሔdԜᎶΪͲඝ͂ˋ߮ೋe
ࣵᏦΔνᑪʥړᙶe
ඦԴe৽ᘪؒڬe

̳βᅟᕀʥ࿂߬

̇ؒͅٽᅅᄘ

ˋሔdԜᎶΪͲඝ͂ˋ߮ೋe
ࣵᏦΔνᑪʥړᙶeඦԴe৽ᘪؒڬ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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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ғټᔾݯɍɊ̒ყ̒ɝຒʏؿౝஐͨඦԴc˞͓ۺΈඖԜˋ߮ೋਥټc˳ܢi
• ܞց&ؿ$/)('%D\'HOWDʿ࣐߮ೋc˳ܢ̟༛พ͂ˋԚ͂ࢽଅ߮ೋh
• ಕʭԚ͂&RORUDGR،،ˋؿХ൘ಁh
• ቌ̟ےٶΔਂࣵؿᏦΔؿνᑪdړᙶనh
• ͂ဳˋ͂כଉˋሔҝഁਿ࣐ؿᘏֲجХh
• ،ݚ෦༞ؿೕh
• ݯήdΔΔਂֲԜˋӡొԜҡঢ়ؿΪͲֲh
• ͂ˋכʝඝ͂ˋࣱؿݓХh
• ήᐢਥټᏵሬټᔾ˞ᑹඦԴe
͓ؒʗؿࡗിЅ࿂߬˞ʥή֚ܧၤΔʿؿ֚ܧলܧᄧᚊؿ࿂߬i
• ή֚ܧΕɾ܃αංᑹඦԴ̯ټɍɊ̒ყ̒ɝຒʏʥʻ˟СࢠɍɊ̒ყʒɝຒ
ʏcʻˮᐢ߮ΛʒɊȾყʏeҰαʻˮټᔾɣݯԭყɍɝຒʏe
• ಕʭΔʿ֚ܧΔଐೢؿνɃcҰαɣΕᅕϛຒʏԷȹɝຒʏɾංcԯɻȹ˸ੀͅή֚ܧ
˟ነ࣎˞ˢࠨؿνɃฌ̖e
• ή֚ܧΔʿ֚ܧС͂ԒඦԴਥټᑪൕֶೕࢄָؿΔଐֶਿ࣐ؿʻˮᅕᔾɺe

͓ؒʗࡗɾʗ
߇ౡ
ࣵړᙶˋ༅߮ೋe̯ήဳଉടΛඖτᗐν
ᑪړᙶࣵᏦΔˋਟdܛړړᙶˋ༅˞ʥ
ೕҝഁԜˋ˿ቌֲ߮ؿೋeਥכᗘЍؿ͌ؿc
̯ήᑹྦྷΔዀ࿚ڈᏪСୂᓱొԜХ൘ಁe
Ԓ߮ೋৌྦྷΈိΈᅚؿԮ͌ؿc˳ܢi
• ࣵᏦΔˋਟe̯ήɰొԜਥټc͂כνᑪ
నࣵᏦΔˋਟe
• ΪͲඝ͂ˋeݯ༠ԷΪͲඝ͂ˋᅟๅc̯ήɰొ
Ԝਥټcྦྷʔ͂ԜˋӡΕஉܪҝഁʿࠍొԜ൘
ಁХ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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ᅟᕀʥ࿂߬ʗ

• ࣵᜪɍӯݘనe̯ήᑹొԜ༅ټc͂כన
ҝഁ6DQ )UDQFLVFR %D\6DFUDPHQWR6DQ -RDTXLQ
'HOWD (VWXDU\ࣵᜪɍӯݘΔਂؿேᗘய́
৽౺ٽ́ؿذྊe̊̔c̯ήɖᅆಁࣵᜪɍ
ӯݘΔਂˋؿሔԜˋҝഁਿ࣐cԒΔਂొԜ
̯ή˚߬ˋ͂ݠ́ؿdɮพ͂ˋd༛พ͂ˋ˞ʥ
ྊ͂ˋeԒ༅&ܰͅټ$/)('%D\'HOWDʿ
ֺ࣐ొԜؿcʿ࣐ܰή֚ܧᐲԄ֚ܧᐲʹ
АcԞҝഁΔਂˋؿ༅ဳଉe
• ԯˢҝഁˋሔԜˋؿඖ͌e̯ήɖྦྷͲήᆲ
ʑ˿ҝഁˋሔֶԜˋؿԯˢΛ߮ೋొԜ༅

ొ࣐

ˋሔdԜᎶΪͲඝ͂ˋ߮ೋe
ࣵᏦΔνᑪʥړᙶeඦԴe৽ᘪؒڬ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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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ʗࡗɾʗ ᘗ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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ٲ
ඖొ࣐
ඦԴ༅ؿټԚ͂
ϛຒ

ټᔾ

ࣵړᙶ



• ᏦΔؿνᑪdړᙶన
• ݚਟړᙶ




&$/)('%D\'HOWDʿ࣐
•
•
•
•
•
•
•



͂ˋࢽଅˋ༅ړᙶ
Ԝˋ˿ቌֲ
́ྸӡన
ݚਟړᙶ
ፏˋஉܪ
ɍӯݘϬಳఀಙన
ˋΦஃིޢӠ









၃Δਂֲ͂ˋဳଉ



• ΈိԜˋdಕႦϔܷdˋ୮ଉdԉဳݙଉ
ᏦΔనਿ࣐
• ݯҝഁړᙶˋሔdԜˋ˿ቌֲ˞ʥேᗘၤய́
৽౺ٽ́ؿذྊϤ൬ϷؿɠΔˋ༅νᑪ




ΪͲඝ͂ˋ

̯ᘪ࣐ʐஈ̯ήˮਕɍɊ̒ყ̒ɝຒʏؿౝ
ஐͨඦԴc˞͂כΈိၤˋޚᗐ߮ؿೋe"ٲᐢ
ȿ̯͂כήΈዀ࿚ʻˮؿඦԴ༅ټc˞ʥΉΔ
ዀ࿚ڈᏪСԾผొԜ൘ಁХؿඦԴ༅ؿټΈ
ိ͂பeٲᛷ͐ਥټɻȹ˸˞ɐؿ༅ټੀ༜͂
 כԭ  ͌  ؿz ࣵ   ړᙶ   &$/)(' %D\'HOWD
ʿ࣐e



• ɩਂمඝ͂ˋӡؿҝ൬dϔܷ˾ؿذ୮ଉd
ˋሔဟઁdඝ͂ˋˋړᙶ
ᅳ૱ˋˋሔ
•
•
•
•
•



ˋϔܷؿདԉdˋ́ʹؿС͂dˋሔҝഁ
،ݚ෦༞ਿ࣐
ڈࣵᒨϔܷઁؿԹ
7DKRHಙˋሔҝഁ
Ε6LHUUD1HYDGD&DVFDGHɬਂړݯᙶˋሔ
Ϥ൬ϷؿɠΔˋ༅νᑪ







ˋؿʝˋ୮ଉਿ࣐

লܧᄧᚊ
ඦԴ͂e ԒඦԴؿ͂ܰԗኣԯСଅʥԯ
ᑹ౨eΣؿ˞СଅϊᗘඦԴؿکСଅ
ˮਕඦԴcᑹ౨ݯαc߬ᑹ̯ټɍɊ̒ყ
̒ɝຒʏСࢠɍɊ̒ყʒɝຒʏؿ
͂ݯʒɊȾყʏe̡яҰαᑹԭყɍɝຒ
ʏe
Ўܰcᑹ̯ήؿᐢ͂ੀผ෬ʭȹԒeࡈ
ΐܰᘪ࣐߬ұྦྷڈࣵᒨϔܷઁԹొԜؿ൘ಁ
ΛݯȹყʏੀᑹԷᐢਥټɻe
ᑹԒ൘ಁผΕඦԴ൪౨ɻੀᐢਥؿټ͂
Λಕʭȹყʏɺ˳ܢʻ˟Сࢠe
ၤָΔଐೢޚᗐؿᄧᚊe ̯ᘪ࣐ྦྷ֚ͅܧڈᏪ
Сୂᓱ͂ړࣵܢ˳כᙶ೩Λိ͌ؿϤ൬ϷؿɠΔ
νᑪొԜ༅ټeԗኣήؒؿ܁ஃցcྦྷ֚ܧዀ࿚ኟ
τؿΔଐc˞ʥऋցૈͧɎͅڈᏪСୂᓱኟτؿΔ
ଐcผЛָΔଐೢೢe̯ͅכᘪ࣐Ϥᜑ֚ܧ
ڈᏪСୂᓱΕνᑪָΔଐɐ˞ЛָΔଐೢcΐ
ϊผಕʭΔָؿ֚ܧΔଐೢνe҈ࠨЅ့cಕʭ

ొ࣐ͲʼӮࠒe



• ˋʝਿ࣐dܞցϔܷؿذ୮ଉ˾d
ඝ͂ˋࣱݓਿ࣐
&RORUDGR،ဳଉ



• ́ྸӡన
• ಒ༞ᚼޣ




͂ˋΪͲֲ



• ړᙶඝ͂ˋӡɺՇ֮࢜ʗɥҞᎾc˞ʥҧԯˢၫ
෮वᕝࠌГˋሔ৽ݠؿ
ᐢ߮



ָؿΔଐೢνݯҰαడϛຒʏԷɣȹɝຒ
ʏeΐݯଊϷؒ߬܁ұή֚ܧᎶነ࣎ΕͨЄ
ָΔଐೢʿࠍؿฌ̖cֺ˞҈ࠨЅ့cͅכඖᛰ
ҡϤኒߎͨؿЄฌ̖cԯɻɣȹ˸ੀͅή֚ܧ൬
Ϸe
Ꮺ͂eݯȿᏪၐᙶԚ̯͂ඦԴਥټᑪສ
ֶೕؿΔଐֶਿ࣐c˿ॶผԚήֶ֚ܧΔ֚ܧ
ʻ˟ȹ೫ᔾ̔ؿ͂eԒᔾ̔͂ټؿᔾ͌کಲ
ؒЅ့e

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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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ټeԝΣc̯ήɰΉΔዀ࿚ొԜ൘ಁХc
Аۺݯྡྷܪᄠˋ୮ଉdˋ́ʹؿС͂ˋ༅
ړᙶؿਿ࣐உܪeᅚΔc̯ήᑹྦྷॾᇃ،
༞ొԜХټc˞ړᙶ&RORUDGR،ˋ༅e
ࣵړᙶˋ༅߮ೋؿᅆಁe Ԓ߮ೋؿ༅ټ
ϬΛʿԞᘐඑϤԞc˳ܢήᐢਥټdᐲԄ
༅˞ټʥౝஐͨඦԴeϬα˞Ԟcፕ̵ࠨɰ
ғȿɍɊყʏؿඦԴѼβ༅ټcԒ༅˚ټ
߬Ꮆ͂Εၤˋޚᗐؿਿ࣐eኣЅ့cԷα˂
˅ݯcͅ˞ؿکԒඦԴ࣐ؒᚬؿඦԴɻcτ
ɊȾყʏɰ٦ֶɰሁᅆԷԮਿ࣐cϤ̰Ԟؿ
ਿ࣐ᑹτɊȹყʏ˿˞༜͂e̊̔cΕα
˂cፕ̵ғȿȹɀɊʒყʏ༅ؿټඦԴᘪ
࣐eԞϬඦԴؿɣʗ༅כ͂ټၤʔ්τᗐؿ
ਿ࣐cЎɖτʗ༅ټผ͂ˋכ༅ړᙶˋሔ
ਿ࣐e

ొ࣐

ˋሔdԜᎶΪͲඝ͂ˋ߮ೋe
ࣵᏦΔνᑪʥړᙶeඦԴe৽ᘪؒڬ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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ᖳιඖొ࣐ɾሃኣ

50

ྦྷඖొ࣐ҙᖳι˿ړᙶ҈ࠨؿඝ͂ˋԜᎶࣵ
ᇃe
҈ࠨؿԜˋӡՇԷϔܷdடᙩˮଊؿৡҠdɁɟι˞ٽ
ʥɺΪͲઉܪ೩ۤ९e
ඖొ࣐τХכКרԒۤ९cԎ&ݯDOLIRUQLDҰࡼ
ొԜΪͲd˿ቌؿඝ͂ˋcࡈΐΣɎi
• ඝ͂ˋɻ˾፮ߎؿᏼϔܷذe
• ۺณؿԜˋӡ˞།ɐɁɟιؿٽ۹e
• ຑ˅Ήˋࣵਟખ̰י૱ʝϔˋϔܷذcԎଉࣵᚯ
ࣵᜪe
• ړᙶ،ݚdಙؠ้ݚcԎၐᙶࣵᏦΔe
• ړᙶˋdɣᜆˋॎ˞ʥˋဳဳᇃc˞ЛՇ֮࢜ʗ
ɥۤؿ९ၫ෮ϔܷe
ྦྷඖొ࣐ҙᖳι˿ݚˋؿࠨ҈ܛړ൴
&DOLIRUQLDؿɁɟད߮Ε̰Ԟ̒ؿɊαɻੀడ˝ᄈ˱ȹ
ࠛeඖొ࣐ྦྷήΔԜˋӡؿҝഁਿ࣐ᅆי༅
ټc˞ొԜณؿԜˋӡ˞ʥʻˋ༅ړᙶི߮c൬Ϥ
ӷɁɟιٽɾֺe
ྦྷඖొ࣐ҙᖳι˿Ԛ҈ࠨܛړˋ͂ؿᅳ
ඖొ࣐˿ొᅆ༅ټҝӪඝ͂ˋ୮ଉؿਿ࣐c͂˾כ
ඝ͂ˋɻ፮ߎؿᏼʝነذሔc˳ܢशdႾ07%(e
ྦྷඖొ࣐ҙᖳι˿Ԛ҈ࠨܛړˋ͂ؿΪͲ
&DOLIRUQLD۾ؿΛˋdɣᜆˋॎඩඩԚ͂ᚁ၉˱
˞ԉᙶeඖొ࣐ྦྷདᘬӡdᘬంdᘬ҇ᇃΪͲӡ
dಡஉௐʠज़ؿڌӡొᅆ༅ټc˿ړᙶΔؿ
ፏˋӡcԚԯЛՇ֮࢜ʗɥۤ९ၫ෮ϔܷe
ྦྷඖొ࣐ҙᖳι˿ړᙶ҈ࠨࣵؿᚯdࣵᜪࣵ
ᇃ
ΐݯϔܷ̰૱ʝϔˋcֺ˞&DOLIRUQLDஈΛࣵؿᚯ
ԎɺΪͲcɺॶיಌ؈eඖొ࣐ੀผ࠳నαɔ̖࠳
ؿɎˋ༞ᅘچખˋӡcగܰԒӡੀ̟ਂʑݚึؿ
ඪᓌԷˋਟe̊̔cྦྷכన6DQ )UDQFLVFRd6DQWD
0RQLFDd6DQ 'LHJRࣵᜪ˞ʥ̯ήˋਟˋؿሔdဃพ
ய́́ذรဲࠇ߬ࣵؿᏦΔcඖొ࣐ɖ˿ྦྷԯొԜ
ړᙶ˱˞నe

ྦྷඖొ࣐ҙᖳιੀɺผొঢ়ೢν
ඖొ࣐ଊΕ̋Ԛ͂ଊτؿೢνcగॶړᙶ҈ࠨؿԜ
ˋӡcԎᆢړኬ&DOLIRUQLDQΔਂؿΪͲඝ͂ˋԜᎶe
ඖొ࣐ؿᖳι—̯ͅΔԜˋѫd༅ړᙶୂᓱ˞ʥ
ਆพୂ྆مᓱʻc˳ܢi
• &DOLIRUQLDڲɣผ̟ےԜˋਂ
• &RQWUD&RVWDԜˋਂ
• ࣵᜪɣਂ̟ےʔ͂ԑพʔ̇
• ࣵړᙶᐲ
• ࣵᜪ؝ଉୂᓱ
• /RV$QJHOHVΔਂਆผ
• &DOLIRUQLDɤፕ̵ᐲ
• Ϭಳ༅ړᙶୂᓱ
• &ڲDOLIRUQLD༛พɠΔਥୂټᓱ
• ਝய́́ړذᙶᐲผ
• $XGXERQ&DOLIRUQLD
• $PHULFDQ،ဳଉѫ
• 7DKRHಙܡટᐲ
• ᅳ૱ˋϷ৽ୂᓱ
ྦྷඖొ࣐ҙᖳι—ړᙶ&$/,)251,$̰ؿԞi
&DOLIRUQLD̰ؿԞcగͩፆྦྷԜˋӡʥԯΪͲਿ࣐dˋ
ሔΪͲඝ͂ˋਿ࣐c˞ʥྦྷړכᙶ҈ࠨؿ،ݚdಙؠd
ࣵᜪˋਟɺՇϔܷ೩ਿ࣐ؿҙ༅eඖొ࣐˿ྦྷ
̯ΔԜˋਂొԜ༅ټc˞ӷɁɟιؿˋ͂ྦྷٽ߬e
ᇼ˱҈ࠨؿ༜৽cᜑ҈ࠨȹԞړᙶ&DOLIRUQLDؿԜˋ
ӡࣵᇃiZZZSURS2\HVFRPe
%$5%$5$,1$768*8c˚
&DOLIRUQLDɤፕ̵ᐲ
'$17$</25c৹˚
ਝ$XGXERQԾผ
0$5*8(5,7(<281*c&DOLIRUQLDଉ
ᅳ૱ˋϷ৽ୂᓱ

ྦྷᖳιඖొ࣐ሃኣؿʦმ
߬႓ඖొ࣐ॶ།ɐɁɟιؿٽณˋѧͲ
ܰȹ̏ᑠӰe̋ቇᚾȹɎ৽ᘪؿຝc̚รݯ
ᗲࣟΔࠉԹȿඦԴਥټcԚԯɺॶ͂Ԟʻ˟ۺณؿɣᜆ
ֶˋؿ͂e
߬႓ੀɺผొঢ়ೢνɌܰ̊ȹᑠӰeΕɾؿ܃
αංcඖొ࣐ੀ٦&DOLIRUQLDढ़ೢɁᐢ߮ʄɊȼყ
ʏؿ༅ټcЩҰα߬٦ઌԭყԭɝȼϛຒʏeϤ˘c
ϊ৽ᘪྦྷכѧιͅήٽ3DW %URZQೕؿdॶӷ҈ࠨٽ
౨͂ˋұ&ؿDOLIRUQLDԜˋི߮ಲᎳХe
Ұαcτɐϛຒߜङߜʯݚˋؿˮ6DFUDPHQWRc
*ROGHQ *DWHݚɃʪ̡ݗeଊΕcډ࠳ۺȹૈ༜،c˞
ੀˋʵϭɍӯݘ՚cᅚˋగॶݚɎ&DOLIRUQLDˋ༞Ϥ
ʵ൬̯ήؿৡҠӎਂeྦྷכΣϊ߾ʘ߬ؿณˋc
ඖొ࣐Ӏτొʥe

26

ሃᒨ

ඖొ࣐ܰΕכ፠cϤɺܰˋeʻّܛ႖ೕȿΈိؿ
ऋࣦСऩc۾ᛷಳܰ˞ඦԴ༅ټԞ͚ᘏፕ༅ټeီݯ
͚ૈͧc̚Ε̳ੱؗɎܰؿؒڈcЎΕొˮ৽ᘪܧؿ
؝ၦၣɐcڳԎɺ༢ؒe&DOLIRUQLDܺԒɣָؿΔଐ
ೕਆcܰϊ߮ೋؿ༾ᔾҙ༅ّc߮ೋॶढ़ೢɁʹɻ
࿕ՅɍɊ̒ყ̒ɝຒʏؿ༅ټe
6DQ -XDQʔ߲̇ؿஐɁݯ߮ೋҙɃʄຒʏcϤ
ࣂcˢࠨ̳྇Յ࣏c˞ڏΕྊਐᕀણڲؿ
2UDQJHጊۺ ϾΩe
(':$5'- 7(' &267$c˚
&DOLIRUQLDढ़ೢɁᐲ
5,&+$5'$+(51c৹ᐢസ
ᄠذဟಡʔ̇

̯ࠒֺܞˮɾሃᒨȽܰАّ̯Ӹؿᜮᒨc̰ͨЄ֚ܧዀ࿚Ꮞ݅ԯ̳ᆢֲe

ొ࣐

ˋሔdԜᎶΪͲඝ͂ˋ߮ೋe
ࣵᏦΔνᑪʥړᙶeඦԴe৽ᘪؒڬ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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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ཫҰωɣፕcผτɁ߬ұݯΪͲඝ͂ˋొԜᅕɊყ
ʏؿ༅ټeȹωcτᗐዀ࿚߬ұ҈ࠨ༦̌ɐټᔾঢ়
ˋؿඦԴe೫༾ᔾؿʄɊȼყʏᇼஉȹɎ̯ټɍ
Ɋ̒ყ̒ɝຒʏСࢠɀɊ̒ყ̒ɝຒʏe
ቱဳ&DOLIRUQLDؿढ़ೢɁΕ༦˾ؿɍɊαංɰғȿԅფ
ΛˋؿඦԴcԑྡྷɐ҈ࠨؿήٽ͓ؒԎ̰ྦྷೕณؿ
ˋΦஉܪઔՅͨЄϷ৽cϤ&DOLIRUQLDɣᜆˋۺؿ
ྡྷɰΛαe
ͱ&کDOLIRUQLDፕ̵ғˋؿඦԴcԯɣʗ༅ټɰ༜͂
Ε൬Ϸಲͤ˅ؿਐᕀޢӠc˞ʥٴɺʘྡྷؿړ
߬ұe
ֺτӪഁؿढ़ೢɁcଊΕܰࣂ࠰ྦྷԒಲऩכҝഁ҈ࠨ
ٽ౨ԜˋૈͧؿඦԴ߮ೋ႓ɺȿe
ಳcΕ&DOLIRUQLDc̜ɣؿॠˋዀɰΉ҈ࠨ҄༡
൬eΕඖొ࣐ɾکcϊᗘొ࣐ྡྷԎ̰ొԜͨЄ༅ټ
Ԟᇅϊዀe
҈ࠨډΕ$PHULFDQ،ɐۺณؿ$XEXUQɣᜆc˞ʥΕ
6DQ -RDTXLQ،ؿɐಌۺณ)ؿULDQWɣᜆeɍɊ̒ყ̒ɝຒ
ʏɰӷ˞ۺԭɣᜆcԎॶొԜ҈ࠨډؿณ
ˋe
҈ࠨ߬Ε&ROXVDጊۺ6LWHVˋcΕ0HUFHGጊۺ/RV
%DQRVɣˋc˞Φᔾ̔ؿʒϛຒߜङߜʯณˋc͂כ
ҊҠ˞ʥݯ༦˾ɍɊαංۺؿณۺዾొذԜˋeɍɊ
̒ყ̒ɝຒʏྦྷۺԒСਝС̵ؿณɣᜆੀɣτ
ᎳХe
ኬ&DOLIRUQLDΔਂร߬Εɍӯݘ՚࠳ۺȹૈʵˋ
ಒc˞ੀଊΕ*ROGHQ *DWHݚɃʪ̡ؿݗΛˋ൴ፏԷ
҈ࠨήؿৡҠӎਂeɍɊ̒ყ̒ɝຒʏੀݯਿ
࣐ొԜ˨ӷؿ༅ټe

ྦྷכѧι˞ɐֺͶͨЄਿ࣐ؿઢ৽ֶஃིcඖొ࣐я
ಲͨЄᎳХe
ඖొ࣐ɰూ߸ݯोඦԴᘪᕀeʻّܛi྇
ੀԯۧඨݯᅳ૱ඝ͂ˋ৽ؿᘪeЎܰcֺτ&ؿDOLIRUQLDढ़
ೢɁᎶ͉עcܰͅడୂړᓱ&DOLIRUQLDڲɣ
ผԜˋਂؿ6DFUDPHQWR႓ֺ۪উؿe
ಳ܃cʻࠨّܛඒ͂ȹԒਿپνඑᖋΊؿɁcԎྦྷҰᖋ
Ίʻ˟ʏcԚඖԮτಂᗟֲ৽ؿᘪԷȿҙ
༅ࣟe
ඖొ࣐ؿभ̳͌ܰؿΉԅԒʻ˟ּፕ༅ؿټړ
ୂᓱֺᆅটؿਿ࣐ܪછȹᒨඦԴ༅ټeϤΕ፭ؿ܃α
ɻc੬੬ۦؿɥҰα̦ࢬˮԭყԭɝȼϛຒʏԞ
ʻ˟e
ٶcȹԞϬ̯ήΈΔؿढ़ೢɁ྆ؿɩୂcΕˤ
ٲɣผඑผc˞&DOLIRUQLDढ़ೢɁᐲؿΊຮc˞ɺত
Ίʿβҙʦྦྷඖొ࣐e
ྦྷඖొ࣐ҙʦྦྷe
τᗐୀ༅cᇼᐲᖎWHGFRVWD#WHGFRVWDFRPֶ
SHRSOHVDGYRFDWHRUJ e
(51,('<1'$c˚
ढ़ೢɁᐲୂᓱ
(':$5'- 7(' &267$c&(2
Ɂ̵ኒّ
720&52*(56c˚
ʦྦྷɺ̳ᄩೢؿʔ̵ᐲ

ྦྷʦྦྷඖొ࣐ɾሃኣؿʦმ
ଊΕc҈ࠨ߬ඖొ࣐cࡼؿࠨ҈ݯ̰ԞొԜ
ᅳ૱d˿ቌΪͲؿԜˋe
Εҝഁˋሔ˿ቌֲʿࠍc҈ࠨɰτȿȹԒ൬үcЎ
ܰcଊΕᑹτҡΛɮА߬২eඖొ࣐˿ྦྷ߾ʘ߬ؿ
͂ˋਿ࣐ొԜʻcԒਿ࣐ྦྷړכᖬᅳඝ͂ˋ˿ቌ
Ԝˋڈࠇ߬e
ЩԚʦྦྷඖొ࣐ؿɩ྆ɖ෮ᅶΕˋ͂ؿዀۿډ
Һe
ЎܰcϬီܰˤٲढ़ೢɁፕ̵ؿҺʿ࣐cಲဘผˈԮ
τι̯ࢽऩؿඖొ࣐
٦ҡΛؿ༅ټe
ඖొ࣐ੀi
• ˾τذݓሔړᙶ҈ࠨؿ،ݚdಙؠၤ้ݚcԚ҈
ࠨؿඝ͂ˋܛړᅳ૱e
• ొԜณؿԜˋdҝഁΔˋӡ˞ʥʻࢽˋ͂ܛଅˋ
༅ړᙶ߮ೋcԞݚؿˋܛړ൴e
• ࠳నαɔ̖࠳ؿɎˋ༞ᅘچખˋӡԞړᙶࣵᚯd
ࣵᜪࣵᇃe

• ړᙶԜˋӡɺՇ֮࢜ʗɥۤ९˞ʥၫ෮ϔܷcϤ
ړᖬԯΪͲ˿ቌe
߲ஐొԜ&DOLIRUQLDඝ͂ˋؿΔˋဳଉዀ࿚ᖳιiݯ
ȿొԜ˿ቌؿᅳ૱ඝ͂ˋcඖొ࣐ܰ߾ʘ߬ؿe
&DOLIRUQLDڲɣผԜˋਂ&RQWUD&RVWDԜˋਂ
Ӏτʇფผˈ˿ቌؿԜˋҡ˱ࠇ߬e ඖొ࣐τХ
כԚ҈ࠨؿඝ͂ˋԜᎶЛՇҞᎾϔܷe ৹ή(ٽG
*UD\c˚&DOLIRUQLDࡗᘬጊᘬୂٽᓱ
༧ʥ&DOLIRUQLDҙؿᐲʔͳΪͲୂᓱdʔͳᇯ́ਿࡼ
ୂᓱd͂ˋဳଉዀ࿚d༅ړᙶୂᓱdਆพୂ྆مᓱe
ྦྷඖొ࣐ҙɎᖳιe
'$17(55<c˚
&DOLIRUQLDᓻพࣱԉࡗ
%$5%$5$,1$768*8c˚
&DOLIRUQLDɤፕ̵ᐲ
3+,//,3-3$&(c˚
&DOLIRUQLDڲɣผԜ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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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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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ଊτዀ৽ӹሻਕԚ͂
ೢؿʗe৽ᘪؒڬe

̳βᅟᕀʥ࿂߬

̇ؒͅٽᅅᄘ

͚eଊτዀ৽ӹሻਕԚ͂
ೢؿʗe৽ᘪؒڬe
• ͚͓ۺኟἢΪͲ࣎ӹڌপਥټe
• ੀ͌کή֚ܧԞϬዀ৽ӹሻਕै༉ؿʗνɃᐢਥࠇټณʗԷ͚͂כdྊ
ΪͲི߮ڌؿপਥټe
• ੀʗਥټʗiၐᙶ࣎ӹΪͲdᅳིࣩ߮يhঢ়ʔ༏ҝഁhʔͳ͚ҝഁc˳ܢʔӹ
ᑪສd˂༏ᇃႦ߷ᇃ༏ᒷۺe
• ొԜਥټྊᄈ൬ི߮ʥ͚ᇅི߮e
• ੀ༅ټʗऋցඖ͌eྦྷڌכপਥؿټᔾcܞڬցʗϛʗˈdࠉԹਥټԚ͂d
߬ұஐͨዀԹe
51

͓ؒʗؿࡗിЅ࿂߬˞ʥή֚ܧၤΔʿؿ֚ܧলܧᄧᚊؿ࿂߬i
• ੀܞցؿᐢਥټνɃࠇณʗή֚ܧΔʿ֚ܧτᗐ͚ؿᘪᕀcα۹ټؿᔾ
ݯɣ̒ყԭɝຒʏcα۹ݯȾყȹɝຒʏcԎΕ፭܃Ұα࣓ኣዀ৽ӹؿሻਕै
༉ؿᄈٽϤᙩᄈ˱༅ټe

28

ᅟᕀʥ࿂߬

ొ࣐

͚eଊτዀ৽ӹሻਕԚ͂
ೢؿʗe৽ᘪؒڬe

51

͓ؒʗࡗɾʗ
ٲ

˱ήྦྷɣΛᅕԯྊʑֺሻਕɾਆۂᄩνϛʗɾʒ
 ؿήሻਕೢe Δ֚ܧᄩνᔾ̔ؿሻਕೢАݯ
Δe Εলܧα۹c˱ήᄩνȿɀ
ϛȼɊყʏؿήሻਕೢೢνc˳ܢɍɊ̒ყ
ʏԞϬณᓿዀ৽ӹሻਕၤै༉ؿೢνe
ɣΛᅕ ή ሻਕೢ͂כήᐢਥټc٦Ε
˳ܢઠөd৪dمผ৻רʝઠө೩Έိི߮
ɐe̋τɺԷϛʗɾȹ  ؿήሻਕೢೢν͂כҝ
ഁ͚eলܧα۹նcɣΛᅕӁؖሻ
ਕֺଐ́ؿήሻਕೢೢνɖผਿ͂כҝഁ͚eΐ
ϊcτήሻਕೢೢνؿϛʗɾ̒ᒨʄ  ผ͂
כҝഁ͚e
˱ήҰα٦ȹϛʒɊʄყʏԞၐᙶdᏪ༜
ҝഁԯঢ়ʔ༏dഷ༞d༞༏dᚁ༏༜ፏӡ
eϊ˚߬ԞϬᐲԄʥήؿӁؖdࣜؖd˺ӹ
൚ࠇೢ˞ʥΔʿೢؿೢν ˳ܢήሻਕೢ e

͚ኟἢΪ
Ͳ࣎ӹڌপਥټ

ొ࣐
ϊઉܪผੀ͌כ͂کᐢਥټʻɾི߮ؿ
ณᓿዀ৽ӹैؿ༉ሻਕᔾؿሻਕೢೢνcࠇณʗ
ϛʗɾɍɊ  ၤҝഁ͚τᗐི߮ؿeΕ
ϊઉܪɎcԒνɃผܛᙩΦɃᐢਥټcಳ
܃ᔝԷณ͚ؿኟἢΪͲ࣎ӹڌপਥ
ټeϊณਥټɻؿผ͂͂ؿֺ͐྇כபe
Ԓ͂ப˳ܢҝഁɣ൴༜ፏၤঢ়ʔ༏cՅˤܺԒଊ
τ࣎ؿӹd࠳నΔഷ༞༞༏dԜ༜ፏ۪࠘Ԛ͂
ؿʔͳஉܪdαّٽၤ಄झّ͚৻רd˞ړʥ
ҝഁԜ຺ምӹϷɁԚ͚͂ؿஉܪeϊઉܪɖܞ
ˮήʑτ͚ྊི߮ҰαผνԷܞցټᔾ
ؿeԒི߮ผΕলܧα۹νԷᐢᔾ
ɀყȹɝຒʏcټᔾ፭ࣂංಕʭe
ϊઉܪ߬ณਥؿټΕᐢਥؿټᐢᔾ
νɃʭکכȹαؿԅԒα۹cᔝΑᐢਥ
ټeϊ̔cΣᐢਥټνɃၤکȹαˈ༖
ؿιٽɩ્כᔝɃټᔾؿcڬϊઉܪ߬ᐢ
ਥټᔝȹ೫༖ɩټؿᔾԷณؿਥټe
ณਥټᅆಁؿዀ࿚ϭΛ˿˞٦ಁඖؿϛʗɾ
ɀ  Аဳݯଉ͂eϊઉܪɖ߬ᄗ࣏ਥؿټʻ
ˮcϊᄗ࣏ɮАͅȹณؿdዟ͓ؿկࡗผਨϷe

ొ࣐ͲʼӮࠒe

ᅆಁϛ
ʗˈ

ਥؿټʗ
۪༜ᚁ༏ၤʔӹ༜ፏ



• ༜ፏஉۺؿܪၤҝഁ༜
ፏӹሤؿᑪൕe
• ۪༜ᚁ༏Ꮺ༜dۺҝഁc
˞ʥଊˤʝ۪༜ᚁ༏ਥᓣۺஉe
• ᅆಁ˞ҝഁΕᚁ༏ֶʔӹ༜ፏॎٶڃ
ೕณ͚உؿܪʔͳஉܪe
• ᅆಁ˞ొԜ͚ɮԮαّٽၤ಄झّe
• ྦྷɁɟʭכɀɊʄຒʏؿጊొԜ༜ፏԾХ˞
ᎳХಲؒӹؿɁϷכΈΔe







͚ኌΪͲֲ



• ҝഁ͚ݚ൴͚ؿኌἢི߮ਿ࣐
ԯˢঢ়ʔ༏ၤഷ༞ི߮e
• ঢ়ʔ༏ΪͲֲ߮ೋؿᅆಁe
• ੀᚁ༏༏ᇃၤഷ༞ঢ়ʔ༏˱˞ʗངི߮ؿe





ྊ



• ᑪສய́৽ذࢠΔɠΔ˞ಕႦ
͚ҝഁྦྷྊؿᄧᚊe
• ಕʭࣜؖᄠࣩખؿיᅆಁe
• ಕႦ͚ҝഁྦྷˋሔᄧᚊؿಕ
ʭˋሔϔིܷ߮e





࣎ӹ



• ҡϢᓿ࣎ӹԎᄈ˱ӹඅஃᅡؿᅆಁe



຺ምӹၤϷɁ



• ҝഁ຺ምӹϷၤ຺ምӹઠөི߮ɾ
ʿֲڏၤΪͲֲਂؿਟ߮ೋe
• ਂਟɁϷ༞ү༞ི߮e
• ੜԹਨϷϷɁ຺ምӹ༏ᇃɾ͚ΪͲؒ܁c
˞ʥઠөɣଠΪͲא༠ነ࣎ؿᅆಁe





ᐢ߮



লܧᄧᚊ
ϊઉܪੀܞցؿᐢਥټνɃ͂כή֚ܧ
Δʿ֚ܧτᗐ͚ؿᘪᕀcলܧα۹ټؿ
ᔾݯɣ̒ყԭɝຒʏcলܧα۹ݯȾ
ყȹɝຒʏcԎΕ፭܃Ұα࣓ኣዀ৽ӹؿሻਕ
ै༉ؿιٽϤᙩᄈ˱༅ټeᅚผιᐢਥ
ֺټʻɾི߮͂˿ྦྷޚؿਥټಕʭe
ϊઉܪɖผιΈήΈΔዀ࿚ԯˢɺဳؿע
ଉι̯eԒι̯˿ॶผ૪ၰΕϊઉܪʐஈҰ௰
Ͻֺ٦Εဳଉʿࠍټؿᔾɻe

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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ᖳιඖొ࣐ɾሃኣ

51

ᖳιొ࣐ྦྷ༞༏ΪͲd࣎ӹΪͲኌἢֺొˮؿ
ʑࢀk
ᖳιొ࣐ผੀଊτӹሤሻਕೢ͂ԞҺᗲࠇؿঢ়
ʔ༏ΪͲኌਐᕀeٽɔ˞Ԟcࠇ͚߬ؿ࣎ӹΪ
ͲਐᕀήᘪผɻؿСऩ྆Ꮔສȹࣀe
ᖳιొ࣐߬Ԛ͂ଊτή֚ܧਥټԞ൬Ϸ˞ɎɮАi
• ᇅ˱ή͚ؿኌԎҝഁࢀמၚԑ༏ؿݒΪͲֲਐ
ᕀe
• ҝഁ࣎ӹΪͲֲcԎۦݯ೧ొԜӶ༏ֶᕉ຺ምӹɐነؿ
ΪͲ༞༏e
• ҝഁ༏ؗcʿڏᘬྦdࣱԉඅટᙶӹ၇܈ᔢᙶɩୂؿ
ϷcԎړᙶঢ়ʔ༏ɐؿɮɁe
• ಕʭ༞༏ၤ้ݚɻࢿؖؿӁؖϔܷe
• ੜʝኽᅨ˞དԉΔቊؿฌᕝe
• ҝഁʔͳ༜ፏ˞ಕʭ༞༏͚ؿݚ൴c˞ʥᄈ൬αّٽ
ʥ಄झّؿଫ৽ֲe
ᖳιొ࣐ؿτi
• ነ͚࣎ᐲe
• ঢ়ʔ༏ΪͲؿАྑЂe
• ༜ፏᐲe
• ˱ήԫ೧ΪͲ၉༏e
• ˱ήᘬྦၤጊᘬୂٽᓱ &236 e
ᖳιొ࣐˳ܢȿړᙶढ़ೢɁ˞Ɏԑඖi
• ຑ˅ੀͨЄήઠөਥכ͂ټϊઉܪe
• ੀဳଉ͂ࠉԹΕe
• ੜԹֲؿα۹ᄗ࣏ၤဟկࡗผe
• Һɺ˱ೢȹˉ፠k
Ԓᗲړؿᙶढ़ೢɁઉ˞˿ܪᆢؿ࣐ొړਥټඩ
ผ͂ΕԑͱֻጻؿΔʿcɺผτ࣯e
ᖳιొ࣐గॶኟτҡΪͲؿ༞༏eᖳιొ࣐ʮԯ
˿༅Хҝഁ˱ή፮ؿ༞༏dኽᅨ͚ݚ༞eḠظWʔ༏

ΪͲؿАྑЂ
ᖳιొ࣐గॶኟτҡΪͲ࣎ؿӹeᖳιొ࣐˿ҡ
Ρడɝ̎ɺଲᐲԄΪͲϔܷᅟๅ࣎ؿӹcᅚۦɥ
ࠨɷॶΪͲΔ࠘ӹɐነeḕ>ήነ͚࣎Ծผ
ᖳιొ࣐˿ᇅ͚ኌeొ࣐˿ᇅ˱ή͚
ኌਂؿਟcҝഁ͚ݚ൴˘ᜑঢ়ʔ༏ҡΪͲe͚
ؗرҰɎؗeଊΕ҈ࠨ̦ፒؒಕႦኌeḣིၤړ
ᙶᐲ
ᖳιొ࣐˿ᅳ҈ࠨˋؿሔe༏ࠍؖؿၤؖ७ผ
ϔܷ҈ࠨˋؿሔeొ࣐˿ಕʭˋሔϔܷdړᙶɁᗘய
́৽ذeḠDய́৽ذʔผ
ᖳιొ࣐˿ᜑۦɥࠨΪͲΔɐነeొ࣐ผҝഁ
֡ነ࣎ɾү༞ၤ຺ምӹਿ͂༞ؿΪͲcԎొԜτৡ૱ࣩي
࣎ؿӹ˞ړᙶۦ೧ؿ৪eḕ>ήነ࣎ᙶଉୂᓱ
ᖳιొ࣐˿ҝഁۂࣩيሔeొ࣐˿ҝഁʔͳ༜ፏ
˞ࠌГࣩيϔܷeҡৡ૱˿ࣩيؿᜑҰɁኟτҡ৪ؿ
ْcಕʭۦ೧ࣩ௧˞ʥԯˢझञೕАؿዀଅe Ḝ㡿>ή
ْᚺԾผ
ᖳιొ࣐˿ԾХαّٽʥ಄झّeొ࣐ݯαّٽ
ʥ಄झّᒷࢄȿΪͲॶਪ߲ኪؿ༜ፏ৻רcᜑಲؒӹ
ؿɁɖॶዟ͓́`ݠeḯ͓́ݠ༅
ᖳιొ࣐˿ҝഁ၇܈ԑܨΑᎶࣂංeొ࣐˿ҝഁऋ
ց༞༏ؿ༏ؗcԾХᘬྦdࣱԉඅdᔢᙶඅ၇܈ԑܨΑᎶ
ɁࡗॶਪӾΐᎶ፮ܡટ́՜
eḕ>ήᘬྦၤጊᘬୂٽᓱ
ΣҡΛ༅cᇼiZZZYRWH\HVRQSURSRUJ
ᖳιొ࣐k
ʭਾ('*5$<c˚
˱ήᘬྦၤጊᘬୂٽᓱ &236
.,5.+817(5cᐲ˚
ነ͚࣎ᐲ
3$8/%855,6c˚
ঢ়ʔ༏ΪͲؿАྑЂ

ྦྷᖳιඖొ࣐ሃኣؿʦმ
ᑹτͨЄɁڌޚʨɎτ͉Όؿʟᎁලj
ొ࣐ؿʻّܛᛷಳԎɺფႏݯe
ˢࠨ؝ܧؿʗᙸ௰dძࠤΡడɊყؿऋࣦСऩི߮ᛷ
ಳܰԞϬଊτؿਥټe
ԅფc͓ؒʗࡗདࢿΕ̰ԞడαcҰαొ࣐ผᄈ
˱ɊყʏؿήӵΥe
ֺ˞cԚ͂ଊτؿਥټ෮Ոടԭိ෮܆ɾȹiࠇ߬
ؿʻˮcཫܰʔͳΪͲֶঢ়೩ઠөผТಕe
ֶܰc˱ೢe
ʨɎӀτ͉Όؿʟᎁe
੬ҙొ࣐ͱکਐਐϬɯi
፭ടᄈ˱ؿད့ӵΥc੬ᖔؿೢټᎶ͂Εۺ
/HLVXUH:RUOGؿঢ়ဍʩଈӹ༞ɐලjඖ٦ɰొ࣐
ᔧցȿe
፭ടᄈ˱ؿད့ӵΥcήܰЯᎶొԜ༅ټԅԒ
˟፠˞ؿҙٲҺʻؿ࣐ొܛೕਆcᜑˢࠨۺঢ়
ʔ༏͚ݚ༞j̋߬͂ȹૈঢ়ʔ༏ݚ͚ؿ༞cፕᐾ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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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ࢶؿಁّగ˿˞Εొ࣐ɻొᘪᔧցݤҪᐈጊؿ
ࠇɣೕe
੬ႏݯᎶݯȿۺၐᙶذᎂ˞ʥᚉʨࠑᅥᄤϤ
˱ೢֶТಕི߮ලjֶّӝɁਥټᎶ͂Ԟʻ˟Ԓਫ
ജི߮ؿjొ࣐߬ढ़ೢɁʻ˟Ԓི߮e
੬ႏݯ੬ᖔؿೢ͂߬ࠖؿபᎶͅઅν੬ೢؿټऋࣦС
ऩ྆ԞҺցලjొ࣐τஈΛ˿ᜑऋցࢶಁɁՇऩؿ
ི߮e
ׂိི߮ܰ༝Ꮋஃؿڬʿৌeɺ߬ʹᄈ˱Ұα
ɊყؿӵΥȿeҙʦྦྷొ࣐k
-21&283$/c˚
+RZDUG-DUYLVढ़ೢɁԾผ
/(11<*2/'%(5*ঢ়ज़Ϸဳ˚ܧ
˱ήೢ৻ҝࠎԾผ
/(:,6.8+/(5c˚
ਝࡼೢ৻ࠉԹկࡗผ

̯ࠒֺܞˮɾሃᒨȽܰАّ̯Ӹؿᜮᒨc̰ͨЄ֚ܧዀ࿚Ꮞ݅ԯ̳ᆢֲe

ొ࣐

͚eଊτዀ৽ӹሻਕԚ͂
ೢؿʗe৽ᘪؒڬe

51

ʦྦྷඖొ࣐ɾሃኣ
ΕஈΛԯˢ̷ི߮ؿႩ̋νԷҰαడϛຒʏᅆಁੱؿ
ؗɎcԒऋིࣦ߮ᐢͳ٦ঢ়༠Ɋɀყʏɾᖪe
ҡᐘܰؿcήτຮ৻٦ϊcЩԚ෮ՈടΕད့
ʻᐿшࣂ౨̦˱ೢֶɻ˅ȹԒࠇ߬৻רؿcཫܰԫ೧
ړ৪ԉˌe
ԝΣcϊ৽ᘪ߬٦ȹԒಁඖΕི߮ɐcཫܰ̒ɝຒ
ʏ͂Ԟҝഁᚉʨࠑؿᅥᄤ˞ʥໍഩ්ᚁ༏ᇃؿ༅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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ඖొ࣐ړᙶ੬ؿҙᚬСԎԉ˅ҙၦྲe
ҰȹϽτؒ༅ࣟ&ؿDOLIRUQLDʔ̵ੀॶਪΕፕᐾˀ
ҙeɓͬ྇˞ؒڈʿβ൬ϷҙؿɁੀՇԷԹ˅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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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ұѼβؿᖬͧcᖬעˢࠨܰΕሬҙॎ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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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ұֺτҙॎฟעٲፕ̵ؿᚬС˞ʥྦྷፕ̵ၦ
ྲϷؿݯณ୮ၔፒؒe
ඖొ࣐ੀልʀਨؒዀᗐᎣڂʥԉ˅ፕ̵ၦྲϷݯ
ֺ̦߬߬ؿณʹݒe*URYHU 7UDVNc5LYHUVLGHጊΔਂ
Ꮞྦւ
ඖొ࣐ړᙶ੬ؿҙᚬС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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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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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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債券債務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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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提出的候選人競選聲明
州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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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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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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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inhold Gulke
美國獨立黨
8214 N. Armstrong
Clovis, CA 93611
559-323-9792
aip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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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競選聲明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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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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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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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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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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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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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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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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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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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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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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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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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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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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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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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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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競選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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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 C. Noonan
美國獨立黨
1561 N. Beale Road
Marysville, CA 95901
530-743-6878
www.afamily.net/sec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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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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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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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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務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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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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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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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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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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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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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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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長
Ernest F. Vance
美國獨立黨
3501 Bradshaw Road #113
Sacramento, CA 95827
916-366-0434
e.f.vance@worldnet.att.net

J. Carlos Aguirre
自然法則黨
P.O. Box 5065
Irvine, CA 92616
iaakos@yahoo.com
www.natural-la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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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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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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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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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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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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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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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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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競選聲明

財政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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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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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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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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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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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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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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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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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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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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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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ne Beall Templin
美國獨立黨
1016 Circle Drive
Escondido, CA 92025
760-480-0428
votefordiane@hotmail.com
www.votefordi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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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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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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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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競選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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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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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競選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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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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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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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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競選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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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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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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與上訴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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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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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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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與上訴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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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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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

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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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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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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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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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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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政黨的目的宣言

政黨的目的宣言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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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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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選務官
ALAMEDA COUNTY

GLENN COUNTY

MADERA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1225 Fallon Street, Room G-1
Oakland, CA 94612-4283
510-663-8683
www.co.alameda.ca.us/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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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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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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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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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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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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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POSA COUNTY

INYO COUNTY

MENDOCINO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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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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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AVERAS COUNTY

KER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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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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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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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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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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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OC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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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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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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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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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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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選務官
ORANGE COUNTY

SAN LUIS OBISPO COUNTY

SONOMA COUNTY

1300 S. Grand Avenue, Bldg. C
Santa Ana, CA 92705
714-567-7600
www.oc.ca.gov/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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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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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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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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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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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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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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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A CRUZ COUNTY

SAN BENITO COUNTY

SHASTA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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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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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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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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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TTER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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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ISLAUS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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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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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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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選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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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尋找您的投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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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選舉日擔任投票站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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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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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選票將會造成影響！
請遵循下列3項簡單的投票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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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a.gov/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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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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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製中...

改善的投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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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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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動議性提案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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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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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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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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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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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項提案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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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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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7 項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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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作：

30

節 （以 100600 節開始）加入「教育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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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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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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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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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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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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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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議的法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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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項提案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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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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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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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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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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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議的法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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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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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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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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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0 項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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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議的法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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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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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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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議的法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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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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提議的法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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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議的法案全文
第 50 項提案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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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1 項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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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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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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提議的法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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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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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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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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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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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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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議的法案全文

89

提議的法案全文
第 51 項提案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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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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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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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提議的法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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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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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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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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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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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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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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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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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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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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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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項提案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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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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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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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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項提案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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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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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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voteamerica.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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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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11th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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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1-800-345-VOTE (8683)
西班牙語：1-800-232-VOTA (8682)
日語：1-800-339-2865
越南語：1-800-339-8163
塔加拉族語：1-800-339-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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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oterguide.ss.ca.gov

官方選民
資訊

指南
為努力減少選舉的費用，州立法院已授權州政府及各縣，對於有一位以上
相同姓氏的選民住所，僅需寄出一份手冊。您只要寫信給您那一縣的選舉
官員，或打電話至 1-800-345-VOTE，便可以取得額外的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