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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議案

2004年幼稚園到大學之公眾
教育設施債券法案。

第

56

號議案

州預算，相關稅務，儲備金。
投票規定。懲戒。
動議憲法修訂案及法規。

債券法案
由立法院列在選票上

經由請願簽名列在選票上

概要

概要

本次金額123億美元($12,300,000,000)的債券發行將提供
所需的教育設施基金，以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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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而且支
出時必須遵循嚴格的績效措施。基金也將用於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s，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和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整修和建構新的教室，以提供
適當的高等教育設施來容納日漸增長的入學人數。這些
債券可能只能用於合格的計劃。財政影響：州政府償還
債券本金($123億)及支付利息($124億)支出總計約$247
億。每年支出金額為大約$823百萬。

允許制定預算和與預算相關稅務/撥款55%投票數的法
案。若預算案延遲，嚴禁立法院議員和州長支領津貼。
財政影響：因降低對預算相關的議案的投票規定影響變
動－並包括數年來開支更動及州稅收入顯著增加。影響
的主因取決於將來立法院議員的搭配及作法。

您投票所代表的意義

您投票所代表的意義

贊成
對本議案投贊成票的意義
為：允許州政府出售$123
億美元的普通承保債券來
建構和更新公共教育設施
(從幼稚園到大學)。

反對
對本議案投反對票的意義
為：州政府不可因上述目
的而出售$123億美元的普
通承保債券。

論點
贊成
提供學童們有個清淨、安
全的教室，以改善他們的
學習環境。第55號議案議
案將會改善年久失修的教
室及建造新學校。採納嚴
格的責任制及審計措施預
防浪費及不當管理。加州
教師協會、加州納稅人協
會、加州家長教師聯誼會
和加州商會：「投資於我
們的孩童及他們的未來」。
請對第55號議案投贊成票
吧。

贊成
對本議案投贊成票的意義
為：立法院議員可藉由
55%投票數規定而通過州
預算和與預算相關之增稅
議案。也可對預算程序作
其他的變動。

反對
對本議案投反對票的意義
為：繼續要求需贏得三分
之二的投票數規定而通過
州預算和增稅議案。預算
程序將保持現狀。

論點
反對
加州政府目前正面臨其史
上最嚴重的財政危機。我
們需要的是新學區而非更
多的納稅人債務。第55號
議案根本就是一項極不公
正、草率擬定而且基本方
針本身就有缺陷的議案。
此項議案於其他地區不
顧，偏寵洛杉磯聯合學
區，並且將增加我們的稅
賦。

欲瞭解詳情

贊成
第56號議案是真正的預算
改革。若預算案延遲則扣
減立法院議員的薪津、讓
選民瞭解稅款的使用情
況、調降預算案通過的限
度由三分之二的投票數改
為55%，和未雨綢繆準備
金的設立以平衡預算等等
的措施將使立法院議員更
負起責任。

反對
第56號議案貌似負責任的
議案，但實際上卻為政客
增稅刪除需要三分之二議
員投票數的規定。如果第
56號議案通過的話，那麼
汽車稅、燃料稅、所得
稅、銷售稅、房屋稅等都
會如預期般的調漲。別開
空
白
支
票
給
Sacramento！。加州納稅
人協會提議：反對，反
對，對第56號議案投反對
票！

欲瞭解詳情

支持

反對

支持

反對

支持第55號議案 - 加州
人加強責任制及促進
校園建設聯盟
1121 L Street, Suite 803
Sacramento, CA 95814
888-563-0055
information@yeson55.com
www.Yeson55.com

加州納稅人保護委員會
Thomas N. Hudson，執行董事
9971 Baseline Road
Elverta, CA 95626-9411
916-991-9300
傳真： 209-254-5466
taxfighters@yahoo.com
www.ProtectTaxpayers.com

支持第56號議案
1510 J Street, #210
Sacramento, CA 95814
916-443-7817
www.budgetaccountabilitynow.org

加州人反對加稅聯盟 反對第56號議案，
納稅人、消費者、
企業、零售商聯盟
11300 West Olympic Blvd.,
Suite 840
Los Angeles, CA 90064
310-996-2678
info@NoBlankChecks.com
www.NoBlankChecks.com
選票議案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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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號議案

2004年幼稚園到大學之公眾
教育設施債券法案。

正式標題及概要

由司法局長撰寫

2004年幼稚園到大學之公眾教育設施債券法案
• 本法案規定發行金額123億美元($12,300,000,000)的債券提供所需的教育設施
基金，以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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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而且支出時必須遵循嚴格的績效措施。
第55號議案

• 基金也將用於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s，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和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整修和建構新的教室，以提供適當的高等教育設施
來容納日漸增長的入學人數。
• 從州政府總合基金挪用款項以清償債券。
立法分析員對州及地方政府淨財政影響的估計概要:
• 州政府償還債券本金($123億)及支付利息 ($124億)支出總計約$247億。每年支
出金額為大約$823百萬。

立法院關於AB16（第55號議案）的最後投票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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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及概要

眾議院：

71票同意

8票反對

參議院：

27票同意

11票反對

2004年幼稚園到大學之公
眾教育設施債券法案。

第

55

號議案

背景資料
加州公眾教育由兩種不同的體制所構
成。第一種體制包括當地所有校區提供大
約620萬學童中小學教育(自幼稚園到12年
級、或稱為「K-12」)。另一種體制（統稱
為 「 高 等 教 育 」） 包 括 加 州 社 區 學 院
（CCC），加州州立大學（CSU），及加州
大學（UC）。這三個高等教育層次為大約
160萬12年級以上的全日制學生提供教育
課程。
K-12學校
學校設施基金籌資。 K-12學校設施的建
設和現代化(也就是，更新)靠兩個主要資金
來源-州承保債券（state obligation bonds）
和 普 通 地 方 承 保 債 券 （ local general
obligation bonds）。普通承保債券由州政府
和學區擔保，意味著他們有義務償還這些
債券的本金和利息開支。
• 州承保債券。州政府透過學校設施計劃
（SFP）向學區提供土地購買和K-12學
校校舍更新的資金。學區則根據符合計
劃標準的學生數量獲得用於建設和更新
的資金額度。學校建設專案所需的經費
由州和地方學區共同承擔。州政府承擔
50%的新建專案經費和60 %的經費用以
審批通過現代化專案。(地方政府不必
為「貧困」提供配比資金。)因為州政
府已透過SFP發行州承保債券籌措資
金。「總基金」收入將用於支付這些費
用。這些收入主要來自州政府的收入和
銷售稅。在過去十年中，選民已批准總
計$201億美元的州債券用於K-12學校建

第55號議案文本，請見23頁

設。這些資金中仍有約$19億美元可用
作經費開支。
• 普通地方承保債券。經學區內55 %的選
民批准後，學區有權銷售普通承保債券
用於籌集學校建設專案的經費。這些債
券透過向本區內物業徵收地產稅來償
付。在過去十年中，學區已經得到選民
批准，允許發行金額逾$370億美元的普
通承保債券。
雖然學校設施的建設資金主要是透過州
和地方政府普通承保債券的發行進行籌
資，但學區亦從以下管道獲取大量資金：
• 開發商費。州法律授權學區對新建設徵
收開發商費。對新建的住宅、商業及工
業等發展項目徵收此類費用。學區報告
說全州在過去十年中每年平均獲取逾$4
億萬美元的開發商費。
• 地方特別債券（Special Local Bonds）
（又稱為“Mello-Roos” Bonds）。 學區
也可設特區以銷售學校建設專案融資的
債券。（這些特區一般並不涵蓋整個學
區。）發行此類債券需要經三分之二的
選民批准，透過向特區內業主徵收物業
稅來償付。全州的學區在過去十年中平
均每年從地方特別債券收益中獲得約
$2.7億美元。
K-12學校建設需求。 根據SFP的規定，
根據SFP的規定，K-12學區必須證明他們
需要新增設施或使設施現代化。至2004年9
月，各學區已確定他們需要新增學校，以
容納將近100萬名學生並為另外110萬名學
生的學校進行現代化改建。州政府估計約
花$160億美元來滿足這些需求。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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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分析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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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幼稚園到大學之公
眾教育設施債券法案。

立法分析員的分析（續）

第55號議案

高等教育
加州的公立高等教育體制包括以下三個
層次的141所院校，共有約有160萬名
學生：
• CCC在108所由72個地方管轄學區所管
理的院校內為110萬名學生提供授課。
社區大學可授予大專專科學位，並可提
供各種職業技能培訓。
• CSU有23所院校，共有33萬1千名學生
註冊。該系統可授予學士和碩士學位，
並可與UC聯合頒發少數博士學位。
• UC有九所綜合性大學、一所保健科學
院校和其他附屬機構，共招收約 20萬1
千名學生。該系統提供學士、碩士和博
士學位，是州政府贊助的主要研究
機構。
在過去的十年中，選民已批准了$51億美
元的普通承保債券，用於改善公立高等教
育院校的基建。所有這些基金已用作特別
專案專款。州政府(經立法院授權)還為此目
的提供了將近$16億美元的租賃收入債券
（lease revenue bonds）。
除了這些州政府債券之外，這三個層次
的高等教育院校還有基建項目的其他融資
渠道。
• 普通地方承保債券。經區內55 %的選
民批准，社區大學學區有權銷售普通承
保債券，以籌集學校建設專案資金。這
些債券透過向本區內物業徵收地產稅來
償付。在過去十年中，選民已批准社區
大學學區發行約$70億美元的債券用以
建設和更新設施。
• 饋贈和撥款。 近幾年來CSU和UC平均
每年在設施建設方面收到價值超過$1億
美元的饋贈和撥款。

6

分析

圖表1

第55號議案
債券基金的用途
(以百萬計)

金額

K–12
新建設專案
現代化專案
極度擁擠的學
共同使用
小計，K-12

$5,260 a
2,250
2,440
50
($10,000) b

高等教育
加州社區學院
加州州立大學
加州大學
小計，高等教育

$920
690
690
($2,300)

總計
$12,300 )
a 最多有$3億美元資金可用於特許學校。
b 最多有$2千萬美元的資金可用於能源節約專案。

• UC的研究收入。UC藉由債券銷售並保
證將來的研究收入用於償還此款項，對
新研究設施的建設進行籌資。目前，
UC每年大約用$1.3億美元的研究收入
償還這些債券。
高等教育建設計劃。 高等教育學府每年
都要準備基建開支計劃，確定未來幾年內
的優先項目。在最近的計劃中，高等教育
基建開支專案在2003-04年度至2007-08年
度的總額達$53億美元。

分析
提案此議案允許州政府發行$123億的普
通承保債券，用於K-12學校（$100億美元）
和高等教育（$23億美元）設施的建設和更
新。圖表1顯示這些債券資金如何分配給
K-12和高等教育機構。

2004年幼稚園到大學之公
眾教育設施債券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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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分析員的分析（續）

第55號議案文本，請見23頁

助共同使用項目。（K-12學校學區和地方
圖書館區共用的設施建設為共同使用項目
的一個示例。）
高等教育設施
此議案之$23億美元將用於建造新建築和
相關基礎建設、改造現有建築及採購用於
加州公立高等教育體系建築內的設備。如
圖表1所示，此議案分配給UC和CSU各
$6.9億美元，給CCC $9.2億美元。州長和
立法機構將選定需藉用債券收入資助的特
別專案。

財政影響
這些債券的費用取決於其利率及其償還
期限。如果此提案批准的$123億萬美元的
債券以5.25%利率（此類債券的目前利率）
售出的話，並在30年內償還，那麼於此期
間的費用支出則約為$247億美元，即可償
還本金（$123億美元）和利息（$124億美
元）。平均每年要支付本金和利息約$8.23
億美元。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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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學校設施
「圖表1」概略說明$100億美元的K-12學校
專案資金分配情況。然而，經立法院和州
長之批准該議案允許更改該等資金分配
新建項目。 總額達$52.6億美元的資金將
用於購買土地和建造新的學校校舍。將要
求學區使用其地方資源支付50%的費用，
除非此學區符合資格可申請州貧困補助。
該議案還提供金額高達至$3億美元的新建
資金以用於特許學校設施。（特許學校是
公共學校，但其經辦方式不同於有諸多規
定的普通公立學校。）
現代化項目。 該提案將$22.5億美元的資
金用於現有學校設施的改建和現代化。將
要求學區使用其地方資源支付40%的專案
開支。
極度擁擠的學校。 此提案指示將總額為
$24.4億美元的資金分配給其學區中極度
擁擠的學校。這些資金將分配給那些相對
於與其校園規模而言其學生人數過於龐大
的學校。
共同使用項目。 此議案用$5千萬美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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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幼稚園到大學之公
眾教育設施債券法案。
贊成第55號議案的觀點

第55號議案

如果我們期望我們的孩子成功，則他們需要擁有乾淨、
安全的教室。但是我們的許多學生被迫於破舊不堪和過度
擁擠的教室中學習。
加州需要投資教育，投資孩子的未來。補修破舊不堪的
教室和建設新學校以改善過度擁擠，是幫助學生提高他們
的學習成績及使其達到更高水準的一種方式。
第55號議案的通過將能投資我們孩子的未來，並且能制定
更嚴格的負責標準，以保證學校公債基金能直接用在學生最
需要的維修及建造新教室方面。
而家長支持第55號議案，因為它能對那些急需整修的老
舊過時的教室加以修補。
最近的調查顯示，將近一百萬名孩童所上學校的廁所有故
障。我們的孩子值得享受更好的待遇。第55號議案 :
• 整修漏水的屋頂、修補損壞的廁所並且於教室內裝設暖氣
及空調設備。
• 保證我們的孩子在符合防震和防火標準、安全的校舍
中學習。
地方教師支持第55號議案，因為它能為社區提供用於地
方建設新學校的州政府配比基金。
加州需要再建設2萬2千間以上的教室，以緩解過份擁擠的
現象，並因應日益增加的就學人數。第55號議案提供用於
當地學校專案的州政府配比基金並且將：
• 於加州各地興建新學校。
• 興建新教室，以緩解過份擁擠的現象，並縮小班級規
模。
加州納稅人協會支持第55號議案的嚴格責任制條款。
• 獨立審計、成本控制及其他的責任要求可預防浪費及不
當管理，並且監督各學校的項目。
• 基金只可以用在整修或興建學校，而非官僚機構或
浪費。

加州家長教師聯誼會支持第55號議案，因為它為最需用錢
的地方提供資金。
• 第55號議案針對教室最為擁擠的學區提供特別資金以
興建新學校。
• 新興社區也可以獲得他們需要建設學校和教室的公平
資金份額。
加州州立大學、加州社區學院及加州大學都支持第55號
議案。
• 第55號議案提供學院及大學興建教室、讓研究設施現
代化的資金，有助於創造就業機會及促使加州經濟成
長。
加州商會支持第55號議案，因為它投資於我們的經濟及
我們未來的生產大軍。
• 學校建設是對經濟的直接投資。第55號議案的專案計
劃將為全加州創造數十萬個新工作。
• 第55號議案提供資金聯網教室並且給予學生成為明日
領袖必備的工具。
若第55號議案獲得通過，藉著整修破舊不堪的教室及興
建新學校，投資於我們孩子的未來。嚴格的責任規定將確
保基金只用於學校整修及建設
而且，第55號議案是不會增加稅金的普通承保債券。
請加入支持我們學校的共和黨員、民主黨員和無黨派人
士、地方教師、納稅人組織、社區團體、地方企業、加州
商會、加州家長教師聯誼會以及數百萬加州人民的行列。
對第55號議案投贊成票吧！
BARBARA KERR，總裁
加州教師協會
LARRY MCCARTHY，總裁
加州納稅人協會
BILL HAUCK，聯合主席
加州人加強責任制及促進校園建設聯盟

反駁贊成第55號議案的觀點
我們需要在不增加債務的條件下把學校建設列為加
州的首要任務。
擁護者聲稱該公債「將不會增加稅金」的口號，實
屬荒謬言論。債券基金只可以用稅金來償還。我們必
須減少服務項目或者增加稅金才能償付這些公債。
幸運地是有一個更好的方法興建學校。今年，加州
花了$35.42億美元用於學校建設(相當於加州預算
$1011.74億萬美元的3.5%)。如果我們在未來五年預算
中僅支出5% 用於學校建設，則可籌集現在債券金額
二倍的資金。我們可以建設二倍數量的學校，並可節
省納稅人$120億美元的利息！
我們不需要背新債或增加稅金。我們只需要
Sacramento知道興建學校是首要任務。
擁護者聲稱第55號議案「基金只可以用在整修或興
建學校，而非官僚機構或浪費。」這是胡說八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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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學校建設因浪費、官僚政治及荒謬的政令而寸步
難行。本公債仍難逃被官僚機構、浪費或政令作弄的
堊運。
本議案擁護者承諾在「全州各地」興建學校，但這
些擁護者卻閉口不提這筆錢將只用在有能力籌集40%
配比資金的富裕學區。須知，在所有學區中，有半數
的學區沒有從上一次的學校債券中獲得分文。無人能
夠保證您的學區將從本次債券基金中獲得任何款項，
但是，您仍將被強迫償還此債。
RICO OLLER, 州參議員
第一參議院選區
LEW UHLER，總裁
全國稅務限制委員會
HENRY A. HOUGH，資深副總裁
60-Plus老年人協會

本頁所刊載之爭論觀點屬論者個人意見，其準確性未經任何政府機構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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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正面臨有史以來、比任何一州都更嚴重的財政危
機。去年，加州的預算赤字幾乎等於其他各州的赤字總
合。在國內，本州的信譽等級非常糟糕，而且我們的債
券幾乎要降到「垃圾債券」的等級。更糟的是，去年前
州長Davis以及立法院共借了$130多億美元應付開支。
明年估計的預算赤字已經超過一百億，而且壞消息還不
停的傳來。我們身處如此悲慘的財政危機狀態，但司庫
卻一直未能發行已核准的$730億美元全州公債中的$280
億公債。
如此財政管理不善所導致的後果相當駭人。未來幾十
年，我們將被迫支付更高的稅金，僅僅為了償還我們已
經借用的款項。即使沒有新的公債，我們沉重的債務負
擔將使政府更難以應付天然災害及經濟衰退的情形。今
日的學童以及將來他們各自孩子畢業時，仍得繼續償付
這些公債 ！
所以當州長Schwarzenegger和立法院正極力於尋覓對
策以償付先前批准的$730億美元債務時，此項議案只會
使我們陷入更深的財政深淵。第55號議案提出舉債$123
億美元將開創美國各州有史以來的最大公債。我們實在
無法承擔。
現在是我們以新的視野審視興建加州學校的時候了！
由於複利和支付律師、華爾街債券商、以及官僚政客等

費用，一般將使由公債籌資建設設施的成本加倍。本公
債甚至不包括利率的最高限度，因此真正的費用可能更
高，尤其是如果加州選民在這次選舉中批准同意額外的
公債。如果我們在財政上採取更加負責的措施，我們可
以興建更多學校。鑒於加州有數以千計的公立學校，我
們為甚麼不逐年興建和修繕一定數目的學校呢？如此，
我們無需再背負債務並威脅我們的財務穩定。我們只需
要使Sacramento的當政者知道學校建設是首要任務。
在選舉前，請密切注意公債使用的語言。法案起草者
精明地撥出超過四分之一公債基金給洛杉磯聯合學區。
在該學區上課的學童僅佔加州學童的12%。這既不公
平，也不正確。
雪上加霜的是，第55號議案需要地方學區提供40%的
配比基金才能獲取款項。您的學區擁有高額的預算盈餘
嗎?除非您住在擁有盈餘現金達到40%配比基金的富裕
社區，否則，您和您的孩子可以永遠不會得到這$123億
美元公債中的一分錢，但很確定的是，在未來三十年內
您將需支付更高額的稅金，以償還這筆錢。
請對第55號議案投反對票！
RICO OLLER 參議員
第一參議院選區

反駁反對第55號議案的觀點
加州有能力而且也必須繼續投資於教育及我們孩子的
未來。第55號議案恰恰將能做到這些。別被反對者扭曲
事實的論點所迷惑。
提供安全、乾淨的教室將改善學生的績效，促使我們
的孩子成功。
加州司庫Phil Angelides 表示「加州的經濟能夠支持第
55號議案，這是一個促成我們未來經濟繁榮的穩妥、審
慎投資。」
加州納稅人協會表示，「就修繕和興建學校而言，第
55號議案是一項目負責任的財政措施。」
反對者蓄意扭曲事實。事實是：
• 每一個區有資格根據需要從第55號議案所籌資金中
獲得其僅有的公平份額。無論在洛杉磯或其他任何
地方，沒有一個區會得到比應得份額更多的資金。
• 第55號議案針對最需要的地方提供資助，即為過度
擁擠及破舊不堪的學校提供資助。請訪問
www.Yeson55.com網站並參閱第55號議案的專案及上
一次全州學校公債資助的項目名單。

• 嚴格的責任規定、成本控制及獨立審核可防範浪費
和管理失誤。
• 第55號議案為當地學區提供配比基金。若無第55號
議案，許多社區則無法著手進行學校整修及建設。
• 第55號議案經由普通承保債券籌集資金，因此根本
不會增加稅金。
加州需要興建2萬2千間教室，以應付過度擁擠及增加
的就學人數。數萬所學校需要基本維修，即修理漏水的
屋頂及損壞的廁所、安裝暖氣及空調系統。
投贊成票給第55號議案以修繕破舊不堪的學校，興建新
教室，並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
CARLA NIÑO，總裁
加州家長教師聯誼會
ALLAN ZAREMBERG，總裁
加州商會
CATHERINE L. UNGER，董事長
加州社區學院董事會

本頁所刊載之爭論觀點屬論者個人意見，其準確性未經任何政府機構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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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第55號議案之觀點

第

56
號議案

州預算，相關稅務，儲備金。投票規定。
懲戒。動議憲法修訂案及法規。

正式標題及概要

由司法局長撰寫

州預算，相關稅務，儲備金。投票規定。
懲戒。動議憲法修訂案及法規。
• 允許立法院須贏得55%的投票數，而非目前須贏得2/3的投票數的規定，就可制定
預算及預算相關稅務和債撥款。
• 若預算案延遲，規定立法院議員及州長亦須長期不變的停止領薪津補助。
第56號議案

• 規定立法院議員須駐留於院內直到預算案通過為止。
• 規定州投票議案手冊內載明預算案摘要及立法委員對預算及相關稅務投票記錄
的網址。
• 規定某些州收入的25%存放於儲備金，此儲備金不得用於增加開銷上。
立法分析員對州及地方政府的最終財政影響估計概要：
• 此項議案將因降低與預算相關的費用及稅務增加的立法投票規定，影響州府財政
－包括數年來開支更動及州稅收入顯著增加；財政影響的主因取決於將來立法院議
員的搭配及作法。

立法分析員的分析

背景資料
州預算案提供年度資金給大部分的州政
府計劃。此預算法案要贏得立法院各院三
分之二投票數（67％）的規定後，方可送
交州長審批。依照州憲法規定，立法院應
於每年6月15日前通過預算法案。(但是，
州憲法並未規定立法院及州長就預算案達
成最終協議的截止日期。)
州憲法同時規定必須要贏得立法院各院
三分之二投票數方可通過增稅議案。此類
法案立刻生效。其他類型法案－包括減稅
或削減開支－可在獲得多數贊同票後通過
（超過50％）在下年度1月1日生效。
此預算案通常包括分撥給突發事件的資
金，比如收入不足和緊急事件。此類資金
歸入儲備金或「未雨綢繆」基金。同時，
立法院和州長有權選擇每年投入此基金的
額度。

提案
此議案可對州憲法和關於變更州預算流
程的法規進行修正。圖表1為此議案主要規
定的概要。
10

正式標題及概要/分析

州預算相關稅務和費用的投票。 此議案
將通過預算法案和其他法案－包括與此預
算相關的增稅議案－的投票規定由三分之
二的投票數減少到55％的法案。此預算相
關法案一經通過立刻生效。
儲備金要求。 此議案對向州儲備基金中
存放資金和提取資金設定最低要求。依照
此項規定，若州儲備金超過所需的「當前
服務標準」，則在任一年度都可以向此儲
備金中增加資金。(此術語指現存州立項目
所需金額，此金額每年隨人口和通貨膨脹
變化而調整。超過此數額的年財政收入可
被認為「過額收入」)。具體來說，此議案
要求立法院至少要把「過額收入」的25％
放入儲備金中，直到儲備金達到上一年度
開支的5％（目前的儲備金額大約是$40億
美元）。此議案並不限制剩餘超額儲備金
的使用。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或在當時服務
標準支出超過可用儲備的年度時方可使用
儲備基金。
預算延遲的後果。 依照此議案，若預算
案遲延時，立法院議員和州長不得領取薪
金和報銷開支。未領薪水和費用開支，不

州預算，相關稅務，儲備金。投票規定。
懲戒。動議憲法修訂案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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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分析員的分析 (續)

財政影響
此議案將對州政府的財政產生如下
影響。
和州預算相關稅務和開支的投票。 此提
案藉由減少通過預算相關法案所需的贊同
投票數，而使立法院議員對這些議案更加
易於達成共識。此改變影響範圍受多種因
素的約束－比如說州財政狀況，立法院的
組成和未來的作法。舉例來說，因為通過
一個州預算案需要較少議員的同意，所以
該預算的內容和開支標準在某些年度內可
能會和本來的狀況有所不同。
同樣，所需投票數的降低將使在某些年
度內與預算相關的增稅更加容易獲得通
過。在這種情況下，此法案會導致產生比
原先更多的稅收（和州政府支出）。此潛在
收入可能造成巨大影響。譬如說，假設州
預算大概為$700億左右，而即使增加比例
很小的稅收也會導致收入的暴增。
儲備金要求。 依照此議案，立法院可以
在某些年度要求將財政收入儲存入儲備
金。(儲備的資金可用於額外開支或財政收
入減少時。)因此，在某些年度儲備金標準
可能會高於原本可能有的標準。另外，較
高的儲備標準可能會減少州政府開支波動

第56號議案本文，請見第26頁。

圖表 1

第56號議案的規定
✓ 州預算相關稅務和開支的投票
• 允許立法院在55％投票數的情況下立法，而非當前所
要求的三分之二投票數。

✓ 儲備金要求
• 規定25％的「額外」州收入（達到總基金開支的5％）
。
• 只能在某些情況下使用儲備金。

✓ 預算延遲時的後果

第56號議案

可以事後補發。另外，此議案規定預算不
通過立法院議員不得休會。
其他條款。此議案也包括下列條款：
• 選票手冊內附預算案概要。 此議案要
求，州審計長於每次州際選舉時得準備
預算案概要，以便刊載於發給選民的選
票手冊中。本概要將包括選民可以找到
他們的代表於所有預算及相關立法投票
記錄的網址。
• 對州立法院議員的懲罰。此議案嚴禁某
一州立法院議員因和預算相關的投票對
其他州立法院議員進行懲罰和威脅。

• 規定若預算案遲延時，嚴禁立法院議員和州長支領每日
薪金
• 規定議員須駐留於院內審議預算案，直到通過為止。

✓ 其他條款
• 規定州選票手冊中需附有預算概要及所有預算相關投票
記錄的網址說明。
• 嚴禁議員因和預算相關的投票對另外的議員進行懲罰和
威脅。

程度。例如，高儲備金可能導致於高收入
成長年度的低開銷，並同時有助於在低收
入年度保持當前服務標準。儲備金要求的
影響取決於州財政收入標準和立法院對當
前服務標準相關的情況。
預算延遲批准的後果。 讓州長和立法院
議員失去薪金和開支的規定，可在任何延
遲批准預算的年份使政府開支下降。若出
現這種情況，此議案將為本州每天節省薪
金和開支$50,000美元，直至預算案通過
為止。
選票手冊內附預算案概要。 州審計長提
供與預算相關資訊的規定將會使本州開支
略有增加。
其他因素。此議案由於改變其預算流
程，所以可能會造成其他財政影響。例
如，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此議案使其更易
針對預算問題，也因此對本州的信用等級
評定具有積極的正面影響。若如此，可使
些州從較低利息成本中省些錢。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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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預算，相關稅務，儲備金。投票規定。
懲戒。動議憲法修訂案及法規。
贊成第56號議案的觀點

第56號議案

現在是真正預算改革的時後了，藉此可賦予我們議員有
更多責任感。
年復一年，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州長，我們看到
的都是預算延遲和巨額赤字。
年復一年，立法院在州預算問題上大打口水戰或者只是
擺擺姿態。
為何他們能做了錯事而不受懲罰？原因在於議員們無須
承擔預算案延遲和不負責任的赤字造成的後果：
• 儘管有將近六個月的時間可依時通過預算案。然而，
自從1986年起，州立法院卻從未準時通過預算案。
• 加州的信用評級已降到垃圾債券的等級了－是全國各
州中最低的。
• 巨額赤字已使教育、醫療保健和公共安全方面等項目
面臨急劇削減的威脅，並且也是本州最大比例增稅的
原因所在。
第56號議案 - 預算責任法案 - 使議員對他們的預算行為
負責。
第56號議案是真正的預算改革方案，因為它賦予選民要
求議員更負責任的方法。
第56號議案使預算案姍姍來遲的現象不再出現。
第56號議案規定若預算延遲時，議員要面臨真正的
後果：
• 它規定立法院議員須駐留於院內審議預算案並不得出
外休假直到預算案通過為止。
• 它規定若預算延遲，嚴禁議員們支領薪水及報銷開
支。無預算...無薪金。
第56號議案減少黨派僵局。
• 第56號議案將預算和相關稅收的投票規定由2/3降至
55％，因此少數黨議員無法以預算為要脅也杜絕妥協
現象。

• 第56號議案允許立法者按照良知而非被迫按照政黨路
線投票。它授權立法院議員譴責那些意欲因預算投票
威脅或懲罰其他議員的成員，也因此削弱了政黨對預
算流程的束縛。
第56號議案使議員對選民負責。
• 第56號議案規定在將來的正式選民指南內需刊載約二
頁篇幅的預算概要，此概要可使選民找到他們的民選
議員於所有預算及相關稅務投票記錄的網址。
• 如果議員在預算和稅收上不負責任，他們在選舉時就
會面對由此造成的後果。
第56號議案有助於在經濟好轉時防止過度開支並在經濟
衰退時減少財政赤字。
• 第56號議案藉由「未雨綢繆基金」來避免未來赤字的產
生。首先，它規定於經濟強勢時設置儲備資金以因應在
經濟衰退時所形成的赤字。
• 於經濟狀況好轉時，則至少儲存25%的盈餘收入於儲
備金中。此資金只適用於在赤字年度維持現狀或者因
應緊急事件譬如重大火災或地震。
• 儲備金不得用於增加開支。
經過持續17年的預算延遲、高昂的赤字和不斷降低的信
用評級，我們需要打破此僵局，設立預算儲備金和提供選
民資訊使議員在選舉時更具負責感。
第56號議案使議員對他們在預算上的行為負責。
請對第56號議案投贊成票吧。
HELEN RUSS，總裁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加州分會
DAN TERRY，總裁
加州職業消防員協會
CARLA NIÑO，總裁
加州家長教師聯誼會

反駁贊成第56號議案的觀點
第56號議案使立法院更容易增加稅收。過於容易。
政策擁護者用誘人的改革政策對它加以粉飾，但請
注意...
根據第56號議案的誘人之處為，此條款於州政客想
加稅之前就刪除立法院所需之三分之二的投票規定。
他們能用這些新獲得的權力來增稅嗎？
他們會增加稅收。
看看發生在Sacramento事件的內幕吧：
僅在去年的一個立法會議上，州議員提出了100項不
同的加稅加費方案，其新增的$650億美元負擔將由家
庭、老人、屋主和企業承擔。
若第56號議案成為法律，則大多數的這些增稅提議
都將會通過。
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預算改革，使我們的議員更負
責任地把納稅人的錢有效率地用於保障教育品質、醫
療保健和公共安全方面上。
我們最不需要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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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貌似負責任的議案，但其實卻給予假裝約束同
一幫政客的一張老式的高額空白支票。
如果第56號議案獲得通過，接踵而來的便是更多的
汽車稅、燃料稅、銷售稅和所得稅。
以及更多的房屋稅。
霍華德賈維斯納稅人協會總裁Jon Coupal提到：「第
56號議案直接損害納稅人的利益。它剝奪了第13號議
案對納稅人的保護並將進一步提高房屋稅。」
那麼看看誘人的第56號議案下的問題實質所在吧：
我們應該讓他們更容易的增加我們的稅賦嗎？
請對第56號議案投反對票吧！
BETTY JO TOCCOLI，主席
加州小企業圓桌會
LARRY MCCARTHY，總裁
加州納稅人協會
MARTYN B. HOPPER，加州會長
全國獨立企業聯合會（NFIB）

本頁所刊載之爭論觀點屬論者個人意見，其準確性未經任何政府機構核實。

州預算，相關稅務，儲備金。投票規定。
懲戒。動議憲法修訂案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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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號議案的真正意圖是改變州憲法使立法院更容易
增加稅賦。.
如果第56號議案獲通過的話，以下就是我們確定會得
到的：高額稅賦。
• 高額銷售稅和所得稅。
• 高額汽車和燃料稅。
• 對老年人和家庭徵收更高的稅賦。
• 徵收更高的房屋財產稅。
• 對小企業和僱主徵收更高的稅賦。
毫無疑問，我們需要行動起來讓Sacramento的政客們
更富有責任感。但是第56號議案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它
有幾條還算不錯的條款，但是我們並不需要挑挑揀揀。
這是個一攬子方案，是讓Sacramento的政客們責任更
少、而非更多的議案。
納稅人團體稱此騙人的提案為空白支票議案。一方
面，第56號議案貌似使州政客們對所制定的預算負責。
但在另一方面它卻是塞給政客們的一張無金額限制的空
白支票，使其政客們可以用它年復一年的增加稅賦。
這不是負責任的預算改革方案。這分明是藉著隨意增
加稅賦的方式來適時通過一項不負責任的預算。
下面就是這張空白支票議案是如何運作的:
目前，州憲法規定立法院需贏得2/3的投票數後才可
增加我們的州稅收。此項2/3規定是我們對付不公平增
稅的保護網之一。這是加州選民特別通過並將此項保護
措施納入加州憲法的第13號議案。此項立法院2/3投票
規定投票需要獲得兩黨的共識－制約與平衡。這一票數
限度表明：我們理解有時必須加稅，但是請在加稅前：
確定已獲得兩黨共識。確定政府的浪費已經削減。確定
加稅是絕對必需的。

但是隱藏在第56號議案的卻是另一個新的憲法條款[第
12條(f)(1)]，此項新的條款是要摒除立法院2/3的投票保
護規定。有了它，Sacramento的政客們則可以不經獲得
兩黨共識或不需具備充分理由而加稅。
如果第56號議案獲得通過，立法院則會更加為所欲
為的：
• 增加汽車稅（去年已經增加了300％）。
• 增加燃料稅（甚至也不需將收入用於交通方面)。
• 增加屋主的房屋財產稅（他們已經批准對某些屋主
進行加稅）。
• 增加所得稅和營業稅（這些稅已經並列全國
最高）。
• 提高從尿布到啤酒所有產品的附加稅（如同他們在
上一次立法會議上的提議)。
• 對小企業和僱主徵收更多稅（這將會使更多的企業
破產、離開加州，並使更多的人加入失業行列）。
第56號議案給選民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
我們想讓Sacramento的政客們很容易地加稅嗎？
我們想嗎？
請加入我們的行列給Sacramento的政客們一個強硬的
訊息。告訴他們我們不再給空白支票。告訴他們削減浪
費把納稅人辛苦掙來的錢花得更明智點。
對第56號議案投反對票！
LARRY MCCARTHY，總裁
加州納稅人協會
ALLAN ZAREMBERG，總裁
加州商會
DAVID HERMAN，高級行政主管
老年人聯盟

反駁反對第56號議案的觀點
第56號議案作為一攬子改革方案，其目的是終止黨
派分歧和預算延遲。
議員們年復一年對赤字的紙上談兵，經過數個月黨
派之間的口水戰和預算案審議的延遲，造成了：
• 巨額赤字導致教育、醫療保健和公共安全資金銳
減－及大幅度的加稅。
• 預算延遲和巨額赤字使我們州的信用評級受到極大
影響。
第56號議案包括實質性改革使其能夠終止黨派分
歧，對預算延遲時進行懲處，規定設立儲備金以防未
來赤字的產生，並且賦予選民督促議員使具更有責任
心的方法。
三分之二的投票規定並不是「保護網」。
• 2/3的投票規定非但不能使兩黨達成共識，相反更
縱容黨派各執己見和爭吵不休。
• 阿肯色州和羅德島是僅存的規定至少要贏得立法
院三分之二的票數才能通過預算案的州。
• 55%的投票仍然要求大多數人通過法案的規定，此
規定比其他的47州和聯邦政府的要求要高。

第56號議案絕不是空白支票。
• 第56號議案也不會對的第13號議案的財產稅保護
法有所影響。
• 第56號議案規定正式選民指南內需刊載有關州政府
開支和您的民選議員對預算及稅務投票方面的資
訊。
• 如果議員把票投向不公平的稅收或不負責任的預
算案上， 第56號議案提供所有您所需要的資訊，
讓您可以驅使他們下台。
對選民負責任是我們對付不良預算的最佳保護。
反對者的主要資金來自石油公司、煙草公司和酒
廠。他們想要維持現狀。但我們卻承受不起。
請贊成第56號議案。
LENNY GOLDBERG，高級行政主管
加州稅務改革協會
JACQUELINE JACOBBERGER，總裁
加州婦女選民聯盟

本頁所刊載之爭論觀點屬論者個人意見，其準確性未經任何政府機構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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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ؿॠɟe
̯ήˮਕЄိᗘؿێඦԴj ̯ήˮਕိ˚߬ඦ
Դe̚ࠨݯi
• ౝਥټඦԴeͅɣʗԞϬೢνؿή*HQHUDO
)XQGeϊඦԴτԭိѼβeɣʗܰౝ
ֻړඦԴ *HQHUDO2EOLJDWLRQ%RQGV c̦ፕ̵
෮c˘ԯᑹՇήኔؒړؿeɀိܰै
༉νɃඦԴ /HDVHUHYHQXH %RQGV eϊᗘඦԴಲ
ፕ̵෮dಲኪړc˘ͅήዀ࿚Ԛ͂ԯ༅Х
ۺஉؿஉܪɾै༉˟ಁԞ˚߬ԞϬౝ
ਥټeΐϊcСࢠঢ়כౝֻړඦԴe
• ඨνɃඦԴe ϊᗘඦԴɖผ༅ХȹԒɺ
ܰͅౝਥֺټ༅Хؿਥۺਿ࣐eΐϊc͂ܞ
ցؿνɃԞԞÐԞϬ̚ࠨ༅Хۺؿ
உਿ࣐cΣ༦ኽeԒඦԴɖɺ߬ፕ̵
෮e
• ད့ޚᗐඦԴe Ε༦˾ؿԭαɻcήٽၤ͓ؒ
ғȿɍိඦԴc˞ᎳХҺ̯ήؿད့ਐ
ᕀ e Щ ഖ উ ν Ƀ ඦ Դ 7REDFFR 5HYHQXH
%RQGV dӵΥጪ༅ඦԴ 'HILFLW )LQDQFLQJ %RQG
ʥঽͤړֻټඦԴ 3HQVLRQ 2EOLJDWLRQ %RQG e
͂˞ഖউνɃඦԴؿ༅ټԞϬํכউʔ̇
ၤ˱ή֚ܧ༠ιԾց̰ؿԞላಁeԯˢඦԴؿ
ੀقઅֶංઅ৽͂ౝਥټe ϭα
˂˅cԭိඦԴʋಳࠍྦྷȹԒؒ܁ᗒᕀe
ඦԴᘐ༅قؿઅι̯ݯЄj ήؿඦԴԚ͂ι̯
˚߬ՅҺכᚿΑؿСଅʥ౨ࠉeԝΣcɣʗౝ
ֻړඦԴؿᑹ౨ܰαeஉܘ๑ᗘඦԴؿ
کЛೢСଅɣݯcڬΕαʑᑹ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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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ʗࡗᅅᄘ

ʏࠥؿಁcԯ͂ݯʏcЩʏᑹࠥ
ಁc̊ʏʻ˟Сࢠeɺ༦cϊι̯ผΕኬ
α౨ංᚫᑹcֺ˞cஒഌሁኬؿ܃ι̯ڬʭ
ԒcҰࠥʏᑹʏe

̯ή͌ؿکඦ৻ؗر
̯ήౝਥؿټඦ৻ټᔾe ࿀˅ϭα
˂c̯ήɣลτყʏ̰ؿౝਥټඦԴ
ඦ৻zɣ ყʏؿౝֻړඦԴʥყ
ʏैؿ༉νɃඦԴeϊ̔c̯ήτყʏؿ
ᚬඦԴֆ̰ˮਕcࡈΐ˿ॶܰޚᗐؿਿ࣐ֆ̰
նܪɮcֶܰ൬Ϸɻؿਿ࣐ֆ̰൬Ƀ˚߬ۺஉආ
ݒeЎϊԎɺ˳ܢɰᚬؿყʏؿӵΥጪ༅
ඦԴყʏؿঽͤړֻټඦԴe
ඦ৻˟ಁe ҈ࠨЅ߮Ðα۹ඨౝਥ
ټඦԴؿ˟ټᔾɣܰყʏeಳϤcݯȿ
୮ଉౝਥټད့ॠؿਐᕀϤ֝౨ʻ˟ܺိඦ
Դcֺ˞ιټᔾᅗࣂಕʭeͅکͱכɰᚬЎ̰
ਕˮؿඦԴ͌کɰΕ̟ɐሻਕcֺ˞ඦ৻˟ಁټ
ᔾΕα۹ᎶผᒷᄈԷყʏe
˟ؿඦԴඦ৻͂כÐα۹ੀᄈ˱Էɣ
ყʏcߗʌ܃ɺʹᚬೕϷณؿඦԴcϊ
͂ڬผαᇅྺࠌГeΣؿ˂ҙғყ
ʏؿඦԴೕϷϤ˘Ͳ܃ਕˮcڬα
۹ؿҰαඦ৻ᑹಁඖੀผᒷᄈԷყʏc
፭܃αࠌГeၤɐ߸ད့ࠥ൘ޚᗐؿα۹ౝਥ
ټᄧᚊݯc̰כԞؿʄαʑc̊ᄈყʏؿӵ
Υጪ༅ඦԴყʏؿঽͤړֻټඦԴe
ඦ৻ᑹˈଅe ౝਥټඦ৻ˋ̡Ќήν
ɃᐢᔾؿϛʗˈЩֺݯ႓ؿήඦ৻ᑹଅeϊ
ˈଅΕαˤξ౨նᄈɣcԎΕ༦˾Ɋαؿɻ
౨༠Է༦ؿঢ়۹eˈکଅݯćcད߮
כÐα۹ੀผᄈঢ়ԷćcϤ˘ߗک
ᚬؿඦԴˮਕ܃cད߮כÐα۹ੀผᘩ
ԷćeߗϊωҙғֺؿτყʏඦԴ
܃ͲਕˮcڬˈଅΕα۹ੀᄈϭ
ɣc፭܃ੀࠌГeߗੀད့ࠥ൘ؿඦ
৻ᑹ့߮Εʑcᐢඦ৻ᑹଅੀᅘԷćcϤ
˘ˈଅजΕϊᆲʑقԷӵΥඦԴঽͤټ
ඦԴޑᑹѧଓ˿ॶΕÐα۹e

ϊωҙؿඦԴొ࣐
ϊωҙτȹඦԴᘪ࣐iొᘪੀᚬή֚ܧ
ೕϷყʏؿౝֻړඦԴ͂ۺכʥᓺณ.
ነ࣎ʥঢ়೩ઠөዀ࿚ؿஉܪe

ᑢ႓עፕ̵
ಲᙉݢፕ̵

҈˿˞ҙሂؿ?
ߗ੬ɰഽ˫তܧܺݯᙉҙc੬Εٱፕࣂ̋˿ҙ੬ֺতܧؿᙉ࠰ፕɁcЎ੬
˿ྦྷᘪ࣐ҙᖳιֶʦྦྷeЎܰcߗ੬ҙতࣂԎ̰ፕእܺȹܧᙉcܺԒܧᙉʋ
ผʐஈ੬ੀҙˢࠨ࠰ؿፕɁeߗ੬Ԏ̰তᙔͨכȹܧᙉc੬˿߬ұੀҙͨ
Єȹܧᙉc̋߬ܧᙉɰйكή৻ࡇԎᏵԯʐஈᜑಲᙉݢፕ̵ᎳδొΊԯ࠰
ፕɁe
ɎͶܧᙉʐஈಲᙉݢፕ̵Εα˂ˀٱፕࣂ͇ᇼԎҙԯܧᙉؿፕi

•
•
•

ਝዟ͓ᙉ
̵˚ᙉȿɻ̕կࡗผ࠰ፕɁ˞ֺ̔ؿτ࠰ፕɁ
ͳᙉȿᐢ࠰ፕɁɻ̕կࡗผ࠰ፕɁ˞ֺ̔ؿτ࠰ፕɁ

੬̋ॶ߬ұȹਜ਼ܧᙉፕeߗ੬̰߬ұԮؿፕcੀผʀ੬ȹਜ਼ಲᙉݢፕcɐ
ࠍ̋τಲᙉ࠰ݢፕɁؿշΊ˞ʥΕα˂ˀٱፕࣂؿᘪ࣐e
ߗ੬̰তͨݯЄܧᙉҙcЎ્ᐃ࡚ܧᙉʐஈ੬כα˂ˀٱፕࣂҙ
ˢࠨܧؿᙉc੬˿ᅆ̨Лཋ927(cֶᓒᙴ၉ॎ www.MyVoteCounts.org
ֶ www.ss.ca.gov.

࠰ፕɁᘏፕᐰע༅ࢿ
ਝᐢ࠰ፕɁਝᘪ࠰ፕɁ
Σ્ᐃਝᐢ࠰ፕɁਝᘪ࠰ፕɁؿୀ༅cᇼᓒᙴή৻ࡇؿ၉ॎֶᅆ
̨҈ࠨؿፕ̵Лᆅᇃi

www.ss.ca.gov
1-800-345-VOTE (8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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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ᙉ
ਝ֚ܧcऋПܰᐢc߲τԭඖࠇ߬ஐͨೕࢄᏜ
ࢻᇯਝࡼΪͲe
̋τณ˚̵ؿᙉᐢɷॶԚ҈ࠨؿਝࡼΕԭඖԑ৻ɐ
ҡੜɣe
̵˚ᙉɰi
• ʻܛઠԎҝഁȿʔͳઠөϤొঢ়ȿϣιᐜ
• ༦ȿᗲჷ܁ؒؿԚҞᎾֲኂͻሔʹ 6DWXUGD\
1LJKW6SHFLDOV Ⴉᔴਂم්࣎
• ༦ȿၐᙶړ৪ୂᓱ +02 ҝࠎʿ࣐cੀ৪ړ፮ؿ
Һցᚬ͚ञɁᔢ́
• ߎɈړכढ़ೢɁᚬऩԉ˅ᗟඑ྆ᗟՅቔϢؿټ
৽ݠ
҈ࠨ߬ᘪࡗ%DUEDUD %R[HUடͨcԎʻ̯ܛਝผή
͓ؒᘪࡗ࠰ፕɁcԚˢࠨॶਪᘗᙩЦɈኍi
• ړਯɤؿፕእᚬ
• ಕʭਂمነ࣎ؿᅘɈ̻ຬ
• ړمผړ፮ၤᔢᏻړི߮ 0HGLFDUH cᒷᄈ୮ʿᖞ
ړؿۂ፮ᆲ
• ႤХɩͬพc༦ད့̡ጫ࣐ؒe
• ړᙶ҈ࠨؿྊ
• ୄ˅ိપʊ̻܍ຬ
̵˚ᙉᙉࡗዟ͓ፕ̵Ꮆၤ҈ࠨᐲᖎcᜑ҈ࠨۺஉȹ
ҡΡ˱ؿήe҈ࠨܰȹᑼዟ͓ፕ̵Εᐢٱፕɻҙؿ
ܧᙉe
ᘪࡗ$577255(6 ɰঽͤ 
˱ή̵˚ᙉ˚
—VW6WUHHW6DFUDPHQWR&$


ඨभi
ཋ൯iLQIR#FDGHPRUJ
၉эiZZZFDGHPRUJ

Ϭಳؒڬᙉ
Ϭಳؒڬᙉݯፕ̵ొԜԮτکᓡֲdᖫֲdདԉֲd
˝ޫነᖬؿעʿؒԞҺਝؿਐᕀe҈ࠨڬࡈؿၤ߮
ིܰ˞ณ൴ɥذଉነ్͐ޫؿነณݯكਥᓣcЩ˚ࡺ҈
ࠨᇲᔵؿΧքd́՜ؿʑΕȹ˞ʥຒ̯࣓ؿذʑΕޚᗐ
ֲֺؿτΛʏϬಳؒڬΕ࣓̯ɐτȹȹe
҈ࠨʻܛi
• ొԜᜑ҈ࠨነ́ॶਪѧͲೕᅶॶԚΔʿో֚ܧτ
ઠөుઁᚬؿณི߮
• ᔄͅਝҌؿඨֻϤڈኂؿˮɟcԞઐࢄҡ
ؿਝᗐڝcʻܛஉ͓ਝࡼ̡cԎι͓կࡗผԞ
ޢӠʥۺᘪྦྷ˟֮࢜˚ຮؿ̡Һʿؒ
• ᔄͅՅሻ؝ܧϷ৽կࡗผ 3$& ˞ୄ˅ऋࣦСऩඑ྆ઁ
Թ؝ܧ
• ҝ҈ࠨړؿ৪ӡc˳ܢᄈ˱དԉझञؿϬಳړ৪
ඖ͌Ԏڨಕ͂
• ಕႦೢልஐͨၤҧɺ̦߬ؿ٦˞ᆢړੜබؿᏜ
• ྡྷሚᏎτࢽؿདԉ̻ຬၤҝຬ̻ؿʿؒ

• ᄈ˱˿ࠇᇲԚ͂ؿಲϔܷॶc൬ϤࠌГ҈ࠨྦྷᘊذ
ዝࢿؿԗፆ
• ᗲჷؿྊؒ˞ᆢړ৪ၤक़૱ؿྊ
• ༦˿ܛᙩؿτዀ༛พઉܪԞړᇯਝࠕذԜᎶcԎ
˘ྦྷਥΐɮೡࠕذ൬ϷΪͲಡʥᅟ͐
˱ήϬಳؒڬᙉ
32%R[)HOWRQ&$

ඨभi
ཋ൯iQOSFD#DROFRP
၉эiKWWSZZZQDWXUDOODZRUJ

Ϭͅᙉ
ϬͅᙉܰԮਝʝܧؿᙉe
ཫ੬ȹᅚc҈ࠨτɮАdԑพdࡼdྒe
҈ࠨ൬Ƀވܧ෮ΕࠇۺϬͅਝძࠤᜮe҈ࠨ̳౩
Ή͓ۺȹᄩೢʭdሻГdɺɳࣹӝɁ֚́ܧؿݠϤ
ЦɈe
Σ੬Ϭႏࢀॶܰݯ҂مผলܧɐړΨؿɁc੬
ЩܰϬͅᙉɁke
҈ࠨ૯ڌ੬cϤ֚ܧڈcᎶʻ੬ݠ́ؿcဳଉ੬ؿ
νʻcҺց੬ঽͤၤЯc˞ʥΪખ੬ؿઠөࡼe
Ϭͅᙉʻܛ੬ؿɎͶᚬऩi
• ړτ੬ֺᑨؿ፠eသ˿ॶಕГֶࣱೢνe
• ੬˿ϬϷพԎԔՇলఒeಕʭૈԝஃցၤ࣐ᕸʔʼ˞
ᄈ˱ҡΛɮАዀผdҡঢ়ؿᑀˋ˞ʥҡГؿਆۂძࣟe
• ԗ๑੬ؿ෮ᗙԞઠөɥɤe
• ፕእ੬Ϭɯݠ́ؿʿβe֚ܧɺᎶΐ੬ΕɁᗐڝd
ᅥֶᔢᏻɐֺ২ؿፕእϤੀБޜАຬ̻e
• ɺሃိપdֲПdրઠdֲПֶԯˢɁऋֲcभ̳Ε
ؒکࠍ܁ɁɁ̡೩e
• ኟτײeϬ҈ԉᇯܰȹိᚬСcϤ࢟؝ܧڈయe
Ε˱ή҈ࠨኟτϽፕؿϬͅᙉᙉࡗcΕͲਝτ൚༦
ΊΕᓻւࡗc҈ࠨܰȹྡྷΕؿdˀߝѕܧؿᙉe
ᇼᅆ̨(/(&786ֶᓒᙴKWWSZZZOSRUJe
ᇼʌˀЩ˱ɃԷ҈ࠨؿϷͶk
˱ήϬͅᙉ
7LWXV6WUHHW6XLWH3DQRUDPD&LW\&$
(/(&786 ጺ
 ˱ήᐢ
ཋ൯iRIILFH#FDOSRUJ
၉эiZZZOSRUJ

ͳᙉ
ͳᙉࡗ˞$UQROG6FKZDU]HQHJJHUήٽ*HRUJH:%XVKᐢ
Аࠨ҈ݯਝࡼؿეኒϤಲˈϬႚe
҈ࠨҁΕαᜑ%XVKᐢ'LFN &KHQH\৹ᐢᘰட
ͨcԎፕᐾณؿਝͳᙉᘪࡗeభჱ༦܃cᐢ
҈ࠨͲᙉࡗߎɈࣱכͲଈ֮࢜˚ຮcԎੀ֮࢜ͫɥׂכ
ਝਝپɾ̔eͅכ%XVKᐢؿኬࡨಕೢི߮c˱ήɁ˞
τҡΛؿ፠ࣱ͂כdၫҙ༅eଊʌؿᏜੱؗၤ%XVK
ᐢొؿʻܛᏜιܧٽ೪ޚՓᎶcֺτؿ༌ോעٲޑ
Ꮬ̳Εੜڰనೊe

ᐰؿעખͶѵܰͅᛦҺցؿe̯ࠒؿᐰܧͅޑעᙉֺొԜcԯๅᆢֲ̰ͨЄ֚ܧዀ࿚࣏ྡྷ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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ͳᙉΕ%XVKᐢؿეኒɎcߎɈۺכஉȹҡΪͲdҡ
ੜɣdҡΡؿਝe
ፕᐾͳᙉɃ˚˱ή֚ܧੀi
• ړᖬ҈܃ؿˤɥࡸτˮ˘߲ஐؿʔ͓ነ࣎e
• ᆢړԫ೧dࡼϢαɁኟτ˿߲ኪ˘ڏСؿᔢᏻړ
፮e
• ܛړГೢଅԎԚ˱ήᏜᘗᙩనೊιٽe
ᇼ˱Ƀ҈ࠨؿϷͶcͳۺஉȹҡΡؿਝcȹ
ҡΡ˱ؿήe
'8)681'+(,0˱ήͳᙉ˚
5RQDOG5HDJDQ&DOLIRUQLD5HSXEOLFDQ&HQWHU
:HVW0DJQROLD%RXOHYDUG%XUEDQN&$

၉эiZZZFDJRSRUJ

ਝዟ͓ᙉ
ਝ˱ή߬ਝዟ͓ᙉؿეኒኔؒᙉ˱ήʗ
e҈ࠨ႑Ӱi
˅̰ۧኝؿኝجcԒኝجҰʨྔ˾ਝɁ́ؿ
՜˞ʥɺ߮ԯᅕؿढ़ೢɁ፠লh
˅ɺ߮ؿ܃٦c˳̔ྦྷܢХcԎᗐ؇ਝਝʑ
ұh
ୄ˅ᐲԄ֚ܧήؿ֚ܧඦ৻ጪ༅h
˾ᐲԄֺೢcన˞ᗐೢݯਥᓣؿೢνӡh
͓Գୄ˅˱ਝൗמԾցcˈΣ1$)7$:72cԎ
˅ੀঢ়νɃؿਝɮАկ̔ਝؿ২ؒh
ࠌГଫ̵Ɂᅕc˅ʀؒڈɃྊֺّؿτ֚ܧൎh
ࢻᇯਝؿ༞ᄨძࠤᜮhΕࢽ֦႑Ӱɻړजɐ۴h
ړᙶಲ൧̰ˮّ́́ؿ՜ᚬh
ʻܛঢ়ઠөᅟๅc˳ܢརӝ͓ነ࣎ࡼઠөh
˅ॶʔ͂ԑพᕞᒾྦྷࣱّढ़ೢɁؿຳ෮
̻ڍh
ࢻᇯɀ࠳̳࣐ɻؿᚬСh
నȹӀτ߲ඦdӀτСࢠټؿጪӡh
˾˱ήӁӹೢhྦྷ༢ّؒɺೕቝቛᖬe
ፕᐾਝዟ͓ᙉÐȹѧͲʻڭܛౘኟᙶਝࡼᚬСԎֻ
ႏɐ۴Ɋ႐ؿ5R\0RRUHɣؒւܧؿᙉe
-,0.,1*ਝዟ͓ᙉ˱ή˚
7DOLVPDQ6WUHHW7RUUDQFH&$

ཋ൯iVGDLS#HDUWKOLQNQHW
၉эiZZZDLSFDRUJ

၆ᙉ
၆ᙉˤٲɮࡼԯˢፘѿؿɻଐආज़e҈ࠨ߬ዟ
͓؝ܧؿకࠇኔؒልʀؿᚬСʔ̵Ϭ߲ͅؿஐ֚ܧe
ۍϋؿԭᙉԹඩݯτ፠ؿɣʔ̇৻רc˞̜ᔾؿᘏፕᘆټ
͚Сऩe̚ɺʹˤٲɩͬพϢᒓdɮdᆯɁdϢαɁ
ࡅྔʔᚬؿɁe

၆ᙉܰೕࢄ҄ܧؿᙉeፕ̵ࠨك༞ܰԷȿҝᛰࣂؿ
࠰ȿe
҈ࠨ߬ࠇؿ֚ܧۺ༜Аʿβh҈ࠨɺܰൕሒؿᘐᆦe҈ࠨ
ઔ͂ؿɺܰͬพᚎ৽ࣱؿԹɺ˿ܛᙩؿᘏجcϤܰɎ
Ͷ˚߬ძࠤᜮi
́ྸౣᄫ
ڈᅘɈ
ਥᄙ̵˚
ɤᚬ˚ຮ
˞ݯਂمਥᓣؿᏜ
ɁͲଈஐͨ
مผ̳ຮ
కࠇΛᅚֲ
Δʿʗᚬ
˿ܛᙩֲ
Δc၆ᙉΕ̟dጊήΈज़Է൙Ԟ൙Λؿፕ̵ʻ
ܛcΕͲਝኟτΛϽΕᓻւࡗe၆ᙉᙉࡗɖݯፕᐾم
ਂԑ৻ɮАeိؿࠨ҈ྦྷ৽ݠਥᄙძࠤڈࠇ߬e҈ࠨ
ӰϷȹߎe
҈ࠨొౝ༧ᔢᏻړ৪d౧ˤॶdፕᐾҝࠎdЃ
ݠɮ༅˿ܛᙩؿਆพ৽ݠe҈ࠨЦɈన҈ࠨˀ́ݠ
ۂؿਂمሔe
˱ή၆ᙉ
32%R[6DFUDPHQWR&$

ཋ൯iJSFD#JUHHQVRUJ
၉эiZZZFDJUHHQVRUJʥZZZFDJUHHQVRUJSODWIRUP

̡Ϭͅᙉ
੬˿˞ݯȿ˱ήͲ˖ؿވɮɁ̵ؿᚬСұϤҙ
e
ݯɣࡼجՅτ෮ຮؿɮАϤҙhݯȿГɮ༅˱ࠛϤ
ҙeୄ˅ஔшಲࡼ˿ᓊؿଊോe
ݯȿֺτɁؿϬͅdঢ়ۂሔړؿ৪ઠөϤҙe
ݯȿΉఒɁᄩೢӷɁᗘؿ߬Ϥҙe
ړ֛ྵݯᙶన҈ࠨؿྊϤҙe
ᜑͲ˖ؿވɁࠨҺց܉ᅚϬɯဳଉϬɯϤҙeᜑֺτ
ؿਝ߶අΑԷࡼ්cֺτկ˞ೕړᙶʔ̇Сऩ
ؿˤፒeୄ˅ֺτྦྷ̔߶ԑХe
ݯȿୄ˅ྦྷֺτᎦ߾ّؿ഼cᜑֺτؿɁॶ̵˚
Δၤʥ̡೩ΔʗϤҙe
༅̯˚ຮС͂҈ࠨؿ৽Ϭಳ༅ݯȹɩʗɁጷ
Сe̚Ԟȿኝجdྊवᕝdஔшɺʔ̡e
҈ࠨɮආज़߬Ϭɯܧؿᙉe҈ࠨɺॶ౨ͅޞʔ̇
ఒɁҐܧؿܛᙉॶผϣᄬ҈ࠨؿСऩe
Σࠨ҈ȹЦɈc҈ࠨॶਪҝᛰԹ۹e҈ࠨ˿˞
ȹ҈ࠨݯȿͳСऩ̵˚АΔԚ͂Ϭಳ༅d
৽Ɉمผলఒمؿผ˚ຮمผe
ᇼত˱Ԏҙ̡Ϭͅᙉe
̡Ϭͅᙉ
32%R[2DNODQG&$

၉эZZZSHDFHDQGIUHHGRPRUJ

ᐰؿעખͶѵܰͅᛦҺցؿe̯ࠒؿᐰܧͅޑעᙉֺొԜcԯๅᆢֲ̰ͨЄ֚ܧዀ࿚࣏ྡྷe

ܧᙉؿᘏፕ͌ؿᐰ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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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MEDA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1225 Fallon Street, Room G-1
Oakland, CA 94612-4283
510-663-8683
www.acgov.org/rov
ALPINE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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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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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y Clerk-Registrar of Voters
25 County Center Dr., Ste. I
Oroville, CA 95965-3375
530-538-7761
http://clerk-recorder.buttecounty.net
CALAVERAS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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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 of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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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ndex.htm
DEL NORTE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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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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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 Kern Street
Fresno, CA 93721
559-488-3246
www.fresno.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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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NN COUNTY

MARIN COUNTY

HUMBOLDT COUNTY

MARIPOSA COUNTY

IMPERIAL COUNTY

MENDOCINO COUNTY

Elections
516 W. Sycamore Street, 2nd Floor
Willows, CA 95988
530-934-6414
www.countyofglenn.net/dept/
elections/default.asp
3033 H Street, Rm. 20
Eureka, CA 95501
707-445-7678
www.co.humboldt.ca.us/election/
Registrar of Voters
940 Main Street, Suite 202
El Centro, CA 92243
760-482-4226
www.imperialcounty.net/election/
INYO COUNTY

Elections
P.O. Box F
Independence, CA 93526
760-878-0224
www.countyofinyo.org
KER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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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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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rar of Voters
255 North Forbes Street, Rm. 209
Lakeport, CA 95453-4748
707-263-2372
www.co.lake.ca.us/countygovernment/
elections/votinginform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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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50-8350
562-462-2748
www.lavote.net
MADERA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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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1 Civic Center Drive, Rm. 121
San Rafael, CA 94903-3904
P.O. Box E (Mailing Address)
San Rafael, CA 94913
415-499-6456
www.co.marin.ca.us
4982 - 10th Street
P.O. Box 247
Mariposa, CA 95338
209-966-2007

501 Low Gap Road, Room 1020
Ukiah, CA 95482
707-463-4371
www.co.mendocino.ca.us/acr/index.html
MERCED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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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y Clerk/Elections Office
P.O. Box 130
Alturas, CA 96101-0131
530-233-6201
MONO COUNTY

P.O. Box 237
Bridgeport, CA 93517
760-932-5537
MONTEREY COUNTY

1370 B South Main Street
P.O. Box 1848
Salinas, CA 93901
831-796-1499
www.montereycountyelections.us
NAPA COUNTY

900 Coombs Street #256
Napa, CA 94559-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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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nevadacounty.com/elections
ORANGE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P.O. Box 11298
Santa Ana, CA 92711
714-567-7600
www.oc.ca.gov/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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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R COUNTY

SAN MATEO COUNTY

STANISLAUS COUNTY

PLUMAS COUNTY

SANTA BARBARA COUNTY

SUTTER COUNTY

2956 Richardson Drive
P.O. Box 5278
Auburn, CA 95603
530-886-5650
www.placer.ca.gov/elections
County Clerk/Elections Office
520 Main Street, Room 102
Quincy, CA 95971
530-283-6256
www.countyofplumas.com
RIVERSIDE COUNTY

Registration and Elections Division
40 Tower Road
San Mateo, CA 94402
650-312-5222
www.shapethefuture.org
1101 Anacapa St., 2nd Flr.
(Mailing: P.O. Box 159)
Santa Barbara, CA 93102
805-568-2200 or
1-800-SBC-VOTE
www.sb-democracy.com

County Clerk-Recorder
1021 “I” Street, Suite 101
Modesto, CA 95354-2331
209-525-5200
www.stanvote.com
Registrar of Voters
463 Second Street
Yuba City, CA 95991
530-822-7122
www.suttercounty.org
TEHAMA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2724 Gateway Drive
Riverside, CA 92507-0918
909-486-7200
www.voteinfo.net

SANTA CLARA COUNTY

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
408-299-VOTE (8683)
www.sccvote.org

444 Oak Street, Room C
P.O. Box 250
Red Bluff, CA 96080
530-527-8190
www.co.tehama.ca.us

SACRAMENTO COUNTY

SANTA CRUZ COUNTY

TRINITY COUNTY

Voter Registration & Elections
7000 65th Street, Suite A
Sacramento, CA 95823-2315
916-875-6276
www.co.sacramento.ca.us/elections
SAN BENITO COUNTY

Courthouse
440 Fifth Street, Room 206
Hollister, CA 95023-3843
831-636-4016
SAN BERNARDINO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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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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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 Hall
1 Dr. Carlton B. Goodlett Place, Room 4
San Francisco, CA 94102
415-554-4375
www.sfgov.org/elections
SAN JOAQUIN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212 N. San Joaquin Street
Stockton, CA 95201
209-468-2890
www.co.san-joaquin.ca.us/elect
SAN LUIS OBISPO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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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 Ocean Street, Room 210
Santa Cruz, CA 95060-4076
831-454-2060
www.votescount.com
SHASTA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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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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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y Clerk-Recorder
100 Courthouse Square, Rm. 11
P.O. Drawer D
Downieville, CA 95936
530-289-3295
www.sierracounty.ws

TUOLUMNE COUNTY

SISKIYOU COUNTY

VENTURA COUNTY

SOLANO COUNTY

YOLO COUNTY

311 Fourth Street, Room 201
P.O. Box 338
Yreka, CA 96097-0338
530-842-8086
www.co.siskiyou.c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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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OMA COUNTY

435 Fiscal Drive
Santa Rosa, CA 95403
P.O. Box 11485 (95406-1485)
707-565-6800
1-800-750-VOTE
www.sonoma-county.org/regvoter

County Clerk & Elections Dept.
39 N. Washington Street, Suite A
(Mailing: 2 S. Green Street)
Sonora, CA 95370
209-533-5570
Elections Division
800 S. Victoria Avenue, L-1200
Ventura, CA 93009-1200
805-654-2664
www.ventura.org/election/elecidx.htm
625 Court Street, Room B05
Woodland, CA 95695
P.O. Box 1820
Woodland, CA 95776-1820
530-666-8133
www.yoloelections.org
YUBA COUNTY

Elections
935 14th Street, Ste. 107
Marysville, CA 95901
530-741-6545
www.co.yuba.c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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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Я߬ఖҒ੬ؿҙॎ ?
ᇼਐ҈ࠨؿ၉ॎ www.ss.ca.gov ԎᒨᎾҙॎ྇ᅟe

FIND YOUR
POLLING PLACE

੬ؿҙॎϽສɖผͶΕ੬ؿፕ৻ւ൯੬ؿፕᅚ̯߇ࠍe
ߗԾХcᇼᐲ੬ؿፕ৻ւፒʔ୮e

ઓԒ፠Ԏτֺҝᛰල ?
ᇼΕፕᐾˀԞҙॎኪͨɮАɁࡗk
Σ੬ଲɎͶૈͧ˿ڏιݯҙॎɮАɁࡗi

•
•

ɰতؿፕ̵
ֶ 
ଲ˞Ɏૈͧؿঢ়ɻ́i
• ਝʔ̵
• ొԜࣂ৻רɰαั
• ̡яʗϭʭؿଓพऒነ́
• ʔֶ͓ӝ͓ነ̳࣎గᚾؿঢ়ɻ́

Σ੬ଲɎͶૈͧc˿ᇼτᑀݯҙॎɮА

•
•

੬̯ܰήࡗ֚ܧ
੬ԑͱΉ੬ؿొپˮ߬ұԎᏵଉֶ˚ဳؿғ

ȿ˿˞ᏵՅɾ̔cҙॎɮАɁࡗ˿˞ΕፕᐾˀࣂొԜࠇ߬৻רϤᏵᔾ̔
νɃe્ᐃኪͨҙॎɮАɁࡗؿୀ༅cᇼၤΔፕ৻ւᐲcֶّᅆ̨
92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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ॠҙݚೡ
ͨЄতؿፕ̵˞˿ޑॠؿʿβҙe੬ಲΕፕᐾˀ˾ҙॎҙc˿˞͇ᇼॠፕc
̋ිѢፕ͚܃ᑹፕ৻ւe
੬˿˞Ԛ͂ͿΕᅚɐ͇ؿᇼ͇ٲᇼॠҙcᅚผΕҰωፕᐾکνԷcֶّ˿˞࣊ࠍΉ
ፕ৻ւ͇ᇼe੬ੀ߬ΕፕᐾؿکԷʨʑΉፕ৻ւొ͚ිᄘѧኬ͇ؿᇼڌֶ࣊ٲe͇ᇼ
̦ڌֶ࣊ٲ˳ܢi
1.
2.
3.
4.

੬ত˺ɐֺᄘؿշΊֈϾΔэh
ॠፕᎶؿΔэߗၤ੬তؿΔэɺh
੬߬ؿॠҙؿշΊˀ౨hʥ
ᖋອշΊˀ౨e

੬͇ؿᇼȹፕ৻ւ୮ଉѧଓcੀผ੬̳ᆢؿፕᗘێeිѢፕ܃cੀፕיɃొԜ
੬ؿਿ͂۬ڌcԎᆢցɰΕ۬ڌɐිᄘֺτᎶිؿʑࢀe੬˿༦ɎͶʿβΑ੬ؿॠ
ፕi
1. ੀፕ൯੬ؿፕ৻ւh
2. ΕፕᐾˀጱϬԷ̯ؿҙॎֶّፕ৻ւፒԑ୮hֶّ
3. ᚬؒ܁ஈ˿ؿɍʿၤ੬Ͼȹ୮ؿጱֶّɁˤ੬͚Αፕe
ಲሃፕΣЄ͚Αc̦Εፕᐾˀʨፕᐾ৽ݠҢکયɐᒨ͚Αeፖ͚ؿॠፕڬ
ɺАᅕe
ፕ৻ւȹνԷ੬ؿॠፕcੀ࣏ྦྷॠፕ۬ڌɐؿᖋΊܰЯၤ੬ؿፕ̵ত˺ɐؿᖋ
Ίȹߎc˞ᆢց੬ܰЯݯᚬፕ̵eݯȿྦྷ੬ؿፕړcፕੀࡈԞ۬ڌؿՅˮcၤԯ
ˢֺτፕȹᅚԮτਁΊړֲe

͇ᇼι̷ݯɔ൯ҙፕ̵i
ͨЄፕ̵˿˞͇ᇼ̷ɔॠҙɁ༅ࣟፕᐾؒ±eϊᗘፕ̵כҰωፕᐾ
ࣂಲҰωිᄘ͇ᇼcڏผϬ৽νԷ൯ҙፕeΣ੬Ѵશι̷ݯɔ൯ҙ
ፕ̵cԎΕ˞ֺ܃τፕᐾࣂνԷ൯ҙፕcᇼၤፕ৻ւᐲᖎeΣ્݅੬
 ؿ ፕ ৻ ւ c ᇼ ݅ ቇ ̯  ڲ ܞ ࠒ ֶ ّ ᓒ ᙴ www.ss.ca.gov/elections/
elections_d.htm cɐࠍ˰༗ֺτፕ৻ւؿᐲᖎ༅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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੬จࡼȿල ?
੬จԷณэࣂc੬Ꮆҡณ੬ؿፕ̵ഽ˫e߬ࠇ۾cΐݯᅚ੬ɷॶνԷፕᐾࢠؿ൯
ͧcɷॶੀҙֺτሬ࠰ؿፕɁʥᘪ࣐e
ಳϤcΣ੬ؿณэᓿэΕȹጊϤ˘੬ֆ̰ҡณতcԅფԗ๑ΪͲಲ႒ IDLO
VDIH ؒؿ܁ஃցc੬ʋ˿˞ҙe
੬̦Է੬ณэֺᙔؿҙॎҙeᇼ๑̯˫ࠒc݅੬ֺᙔؿҙॎe
ΐݯ੬ؿፕ̵ഽ˫ɺผᛷଊ੬͌ؿکϾэcΐϊ੬ؿշΊɖɺผˮଊΕҙॎؿፕ̵Ί˫
ɐcЎܰ੬˿˞߬ұԷȹਜ਼ᐽࣂፕe̳Σౝፕȹঁc̋ܰϊਜ਼ፕผיɃȹ
ऋП۬ڌؿcϤ˘೩Էፕ৻ւᏎ݅Ԏᆢց੬ؿഽ˫Ӹʗಲ႒܃cɷผতݯτࢽፕe
ПѿΕ۬ڌɐᖋΊk
Σ੬จԷၤᓿэɺጊ̟ؿณэc੬̦ࠇณতҙcϤ˘ΪͲಲ႒ؿೡѵɺሬ͂
כϊੱؗe
ত˱α˂ˀᐢٱፕҙؿত࿀˅ˀ౨ܰα˂ˀe
ഽΣ੬Ε˂ˀɾ܃จԷณэc
੬ʋ˿˞ΑԷᓿҙॎҙe

Єጽ +$9$ ?
ᐲԄ +HOS$PHULFD9RWH$FWRIcֶီ+$9$cܰα˂ͅᐢֺᖋອ܁ؒؿeԯ
ʑࢀ˳фҙӡؿଊˤʝdፕ৻ւҙॎɮАɁࡗؿফᆻdፕ̵ઠөd಄ፕ̵ҙ
༞ֶొԜΛိႍӰ৻רdͲήֲ༅ࢿ͓ۺؿd͇േೡѵdᐽࣂֲҙೡѵ࠳߯ԯˢҝᛰ
೩cݯȿԉ˅ࠇα˂ᐢፕᐾࣂΕ)ORULGDֺೕ́ؿԑͧe+$9$ʑфؿΛඖҝࠎޑ
͝ݯ๑ܫτ˱ؿήؒ܁ϤԹցeಳϤc+$9$ֺؿτૈಁܰݯᆢړҰਜ਼ፕॶτࢽ߮
ᅕϤྡྷܪe્ᏵҡΛτᗐ˱ήྡྷܪ+$9$ؿ༅cᇼᓒᙴ www.MyVoteCounts.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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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法律文本

2001-2002常會（2002年成文法內第33章）按州眾議院
法案16提議的該法案，根據加州憲法第十六款的條款提交
給公民。
本提議法案在教育法中加入部份章節，因此提議加入
的新增條款用斜體字印刷表示是新增條款。
提議法律
第31條. 第68.2項（從第100800條開始）被列入教育
法，內容如下：

第68.2項 2004年幼稚園到大學之
公眾教育設施債券法案
第1章 總綱
100800. 此部分稱為2004年幼稚園到大學之公眾教育
設施債券法案。
100801. 該部分採納與提及的加州成文法中的任何條
款，均包括其修正案和補充法案。
100803.
(a)本 次 債 券 ， 不 包 括 依 照 第 100844條 和
100955條發行的償債型債券金額，可發行及出售的總額為
一百二十三億美元($12,300,000,000)或必要的數額，以做為
提供實現該部分所述目的的所需資金並根據政府法規內第
16724.5條的規定，以償還普通承保債券開支循環基金。債
券的出售，對加利福尼亞州而言應構成有效、具約束力的
責任，加利福尼亞州以其全部信譽特此保證當債券的本金
以及利息到期應支付時，將按時償還債券本金以及支付利
息。
(b) 根據本節的規定，司庫可根據具體情況，且需獲得
依照第15909條成立的州立學校建築物財務委員會或第
67353條成立的高等教育設施財務委員會的授權才能在不同
的必要時期出售債券，以支付撥款所需的經費。
第2章 幼稚園至12年級
第1款. 幼稚園至12年級學校設施計劃條款
100810. 根據第2款（從第100825條開始）發行和出售
債券的收益將存入依據第17070.40條設立的2004年州立學
校設施基金，並由州撥款委員會根據本章的規定進行分
配。
100815. 所有基於本章目的而存入2004年州立學校設
施基金的資金應可以使用，而無視乎任何相違背的法律條
款，並根據1998年勒魯格林（Leroy F. Greene）學校設施
法案（第10項第12.5章（從第17070.10條開始）規定撥款給
學區、縣學校總監、本州的縣教育委員會。如第100820條
中所述，根據立法院的法案提供償還借貸給2004年州立學
校設施基金的本金和該法案中規定的利息資金，並根據政
府法規中第16724.5條的規定償還普通承保債券開支循環基
金。
100820. (a) 根據本章發行及出售的債券所得款項將按
以下程序分配：
(1)根據第10項第12.5章（從第17070.10條開始）的規
定， 撥款五十二億六千萬美元 ($5,260,000,000)用於申請學
區的新建學校設施，包括但不限於困難申請。

(A) 根據本法案本節生效後頒佈的法令，於本段分配的
金額中，將達三億美元($300,000,000)的資金用於向特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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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通過，則從本段分配的
金額中提取二千五百萬美元 ($25,000,000)用於第51451.5
條、51453條、和第51455條的健康與安全法規中。
(2) 根據第10項第12.5章（從第17070.10條開始）的規
定，將二十二億五千萬美元($2,250,000,000)用於提供學校
設施現代化，包括但不限於困難申請。
(3) 根據第10項第12.55章第11款（從第17078.10條開始）
第17078.10條子節(e)的規定，將二十四億四千萬美元
($2,440,000,000)存入於2004年州立學校設施基金內所成立
之2004年特別擁擠學校設施帳戶。包括但不限於困難申
請，以及根據第17078.30條核准興建的任何其他新建或現
代化項目。
(4) 將五千萬美元($50,000,000)用於第10項第12.5章第
10.6款（從第17077.40條開始）所述的聯合使用項目，包括
但不限於困難申請。
(b) 根據(a)子節的第(2)段，學區可得到資金配度，但受
到第10項第12.5章（從第17070.10條開始）的規定，只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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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操場安全性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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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12.5章（從第17070.10條開始）的任
何其他的設施現代化建設。
(c) 根據(a)子節的第(1)段所分得的資金可用來根據第10
項第12.5章（從第17070.10條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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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學生教室的資金，或建築縣社區學校學生教室的資金。
(d)(1)立法院只能以下列方法之一修正本節，以調整在
(1)至(4)段中指定的金額，包括(a)子節：
(A) 如果法令與目的一致或促進本章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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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制定法令，唯該法令只有當選民批准後才有效。
(2) 根據(a)子節第(1)至(4)所有段落規定，可對本子節規
定的金額進行調整修正，但根據該子節，不可增加或減少
花費總金額。
(e) 在(a)子節(1)至(4)所有段落所述的總金額中，總數不
超過二千萬美元 ($20,000,000)的資金將根據第17077.35條的
規定用於經審定批准的節約能源的調整。
(f) 本節可用的資金可根據第17280.5條的規定用作採購
經審定批准的學校設施。
第2款. 幼稚園至12年級學校設施財政條款
100825. (a)在根據第1章（從第100800條開始）經批准
可發行並出售的債券總量中，不包括依照第100844條發行
的償還債券金額，可發行並出售總金額為一百億美元
($10,000,000,000) 的債券或必要的數額，以提供用於執行本
章所述目的的資金，並根據政府法規中第16724.5條償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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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承保債券開支循環基金。債券的出售，對加利福尼亞州
而言應構成有效、具約束力的責任，加利福尼亞州以其全
部信譽特此保證當債券的本金及利息到期應支付時，將按
時償還債券本金以及支付利息。
(b) 根據本節的規定，司庫需獲得依據第15909條規定
成立的高等教育設施財務委員會的授權才能在不同的必要
時期出售債券，以支付撥款所需的經費。
100827. 依照第15909條的規定設立的州立學校建築物
財務委員會，由州長、審計長、司庫、財政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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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委員會將因本章的目的繼續存在。司庫將出任委員
會主席。由參議院條例委員會指定的兩名參議員，州眾議
院議長指定的兩名眾議員，應與委員會會晤並向該委員會
提出建議案，但參與建議案不得與其各自的立法委員身份
相抵觸。根據本章的目的，立法委員應組成一個臨時調查
委員會，本會應具有參議院和眾議院共同規定下所賦予的
權力，並應履行其義務。財務主任應對委員會可能的需要
提供幫助。州司法局長為該委員會的法律顧問。
100830. (a) 經本章批准的債券將按州普通承保債券法
（政府法規第2篇第4部第3項第4章（從第16720條開始））
的規定進行準備、執行、發行、出售、償還以及兌現，除
政府法規內第16727條以外的該法案的所有條款都適用於
此債券及本章，而且這些條款如同全文引述一樣亦特此併
入本章。
(b) 根據州普通承保債券法，州撥款委員會被指定為
2004年州立學校設施基金的管理「委員會」。
100832. 根據州撥款委員會不時的要求，提呈已按或
將按第100815條和100820條中所述目的所作的撥款聲明，
州立學校建築物財務委員會應決定是否需要或應否發行本
章批准的債券以提供撥款資金，並決定發行並出售債券的
總數（若發行）。可批准連續發行並出售債券以漸次為撥
款提供資金，所有經過批准發行的債券均不必一次出售完
畢。
100834. 除了本州每年的經常性收入之外，在同期以
同一方式徵收其他州稅，以償還每年的債券本金以及支付
利息所需之金額。為收取該額外金額所執行的每一項行動
是所有官員依法需承擔之任何與稅收相關的責任。
100835. 儘管政府法規的第13340條中有規定，為了本
章目的，特此從州金庫的普通基金中撥出與以下金額的總
數相等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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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的金額。
(b) 不考慮財政年度，執行第100840條規定所必需的金
額。
100836. 為執行本章的規定，州撥款委員會可依據政
府法規中第16312條的規定要求合併資金投資委員會從合
併資金投資帳戶或以其他任何批准的臨時融資形式貸款。
申請貸款的金額不應超出該委員會為執行本章規定、已按
決議批准出售的未售出債券的金額。為獲得及償還貸款，
委員會應執行合併資金投資委員會要求的所有文件。所有
貸款都將存入由該委員會按本章規定分配的基金。
100838. 儘管在本章或州普通承保債券法中有任何其
他條款，如果司庫依照本章之規定出售債券，其中包含債
券顧問建議，在特定條件下，從總收入中免除債券利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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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所得稅，司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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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可指示並使用這些收益或
所得用於支付聯邦法規要求的任何退稅、罰金以及其他應
付款項，或按照聯邦法規的要求及可行方式採取措施維持
此等投資及使用債券收益所得的免稅狀態，並為本州的該
等基金爭取聯邦法規允許的任何其他利益。
100840. 為了執行本章的規定，財政局長可批准從普
通基金中提取數額不得超過州立學校建築物財務委員會出
於執行本章目的批准出售而尚未售出之債券的金額。所提
取的全部款項將按本章規定存入2002年州立學校設施基
金。按照本節所獲得的全部款項都將返還給普通基金，而
且須加上相當於按本章規定出售債券所獲收益之款項若存
入合併資金投資帳戶中所得的利息部分。
100842. 存於2004年州立學校設施基金的全部金額，
即來自於出售債券的溢價部分和應計利息，應留存於基金
之內，並應可作為債券利息費用的貸項轉入普通基金。
100844. 本債券可根據政府法規第2篇第4部第3項第4
章第6款（從第16780條開始）的規定給予兌換，該法是州
普通承保債券法的一部分。本章中描述有關州選民對債券
發行的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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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型債券的
發行批准。
100846. 立法院特此決定並宣佈，由於經本章批准的
債券銷售所得的收入不屬於「稅賦收入」（該詞在加州憲
法的第十三B款中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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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總綱
100850. (a)本州的公共高等教育系統包括加州大學、
哈斯汀法學院、加州州立大學、加州社區學院以及各自的
校外中心。
(b) 州金庫特此設立2004年高等教育資本支出債券基
金，用於存放獲自按本章規定發售的債券收益。
(c) 依照第67353條成立的高等教育設施財務委員會特
此授權設立加利福尼亞州債務與負債，為的是依照本章提
供援助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加州州立大學以及加州
社區學院的資金。
第2款. 適用於加州大學與哈斯汀法學院的計劃條款
100852. (a)從依照第5條（從第100900條開始）發售的
債券收益中，將六億九千萬美元($690,000,000)的金額按本
條款規定存入2004年高等教育資本支出債券基金。需要經
費時，這些基金將可隨時用於本條款規定的支出。
(b) 本條款的目的包括幫助滿足加州大學與哈斯汀法學
院的資本支出之融資需要。
(c) 為本條款所發售的債券之銷售收入可用於資助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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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多個部門的）公共高等教育之一部使用設施
的建造，設施的翻新與改造，場地的購置，新穎、翻新或
改造設施的配備（該等配置設備應有平均10年的使用壽
命）；還可用於支付施工前的費用，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加
州大學與哈斯汀法學院的初步計劃與施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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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款. 適用於加州州立大學的計劃條款
100853. (a)從依照第5款（從第100900條開始）發售的
債券收益中，將六億九千萬美元 ($690,000,000)的金額按本
條款規定存入2004年高等教育資本支出債券基金。需要經
費時，這些基金將可隨時用於本條款規定的支出。
(b) 本條款的目的包括幫助滿足加州大學的資本支出之
融資需要。
(c) 為本條款所發售的債券的銷售收益可用於資助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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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多個部門的）公共高等教育之一部使用的設
施的建造，設施的翻新與改造，場地的購置，新穎、翻新
或改造設施的配備（該等配置設備應有平均10年的使用壽
命）；還可用於支付施工前的費用，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加
州州立大學的初步計劃與施工圖。
第4款. 適用於加州社區學院的計劃條款
100854. (a) 從依照第5款（從第100900條開始）發售的
債券收益中，將九億二千萬美元 ($920,000,000)的金額按本
條款規定存入2004年高等教育資本支出債券基金。需要經
費時，這些基金將可隨時用於本條款規定的支出。
(b) 本條款的目的包括幫助滿足加州社區學院的資本支
出之融資需要。
(c) 為本條款所發售的債券的銷售收益可用於資助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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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多個部門的）公共高等教育之一部使用的設
施的建造，設施的翻新與改造，場地的購置，新穎、翻新
或改造設施的配備（該等配置設備應有平均10年的使用壽
命）；還可用於支付施工前的費用，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加
州社區學院的初步計劃與施工圖。
第5款. 高等教育財政條款
100900. (a) 在根據第1章（從第100800條開始）經批准
可發行並出售的債券總量中，不包括任何根據第100955條
發行的償債債券金額，可發行並出售總金額為二十三億美
元 ($2,300,000,000) 的債券或必要的數額，以提供用於執行
本章所述目的的資金並根據政府法規中第16724.5條償還普
通承保債券開支循環基金。債券的出售，對加利福尼亞州
而言應構成有效的、具約束力的責任，加利福尼亞州以其
全部信譽特此保證當債券的本金到期以及利息到期應支付
時，按時償還債券的本金以及支付利息。
(b) 立法院的意圖是，加州大學、加州州立大學、加州
社區學院每年把考量列入可由（多個部門的）公共高等教
育之一部使用的設施作為年度資本開支計劃過程的一部
分，，而且這些單位將在每年5月15日或之前把它們的考量
結果報告給兩院各自的預算委員會。
(c) 依照本節的規定，司庫將依照第67353條成立的高
等教育設施財務委員會的授權視必要在不同時期出售債券
以支付撥款所需的經費。
100910.
(a)經本章批准的債券將按州普通承保債券法
（政府法規第2篇第4部第3項第4章（從第16720條開始）
）的規
定進行準備、執行、發行、出售、償還以及兌現，除政府法
規內第16727條以外的該法案的所有條款都適用於此債券及
本章，而且這些條款如同全文引述一樣也被特此併入本章。

(b)根據州普通承保債券法，管理2004年高等教育資本
支出債券基金撥款的各州代理機構被指定為依照本章提供
項目資金的「委員會」。
(c) 依照本章發售債券之收益將可隨時根據本章的規定
用作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加州州立大學、加州社區
學院的援助資金，並可用於對現有校園或新校園及各自校
外中心、聯合使用和多部門使用之設施的建設。
100920. 依照第67353條成立的高等教育設施財務委員
會將按照本章的規定僅在立法院明確在年度預算法案中授
權並僅用於為本章所述目的所需的撥款提供資金時方可批
准發行債券。依照立法院的指示，該委員會將決定是否需
要或應否發行本章批准的債券以便執行本章所述的目的，
並決定發行並出售債券的數額（若發行）。可批准連續發行
並出售債券以逐步執行上述行動，而且所有經過批准發行
的債券均不必一次出售完畢。
100925. 除了本州每年的經常性收入之外，在同期以
同一方式徵收其他州稅，以償還每年的債券本金以及支付
利息所需的金額。為收取該額外金額所執行的每一項行動
是所有官員依法需承擔之任何與稅收相關的責任。
100930. 儘管政府法規的第13340條中有規定，但特此
從州金庫的普通基金中撥出與以下金額的總數相等的款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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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的金額。
(b) 不考慮財政年度，執行第100945條規定所必需的金
額。
100935. 為執行本章的規定，依據政府法規中第16312
條的規定，該委員會，詳見第100910條(b)子節的定義，可
從合併資金投資帳戶或以其他任何經核准的臨時融資形式
貸款。申請貸款的金額不應超出該委員會為執行本章規
定、已按決議批准出售的未售出債券的金額。按第100910
條(b)子節定義的該委員會將執行合併資金投資委員會所要
求的任何文件以獲得並償還貸款。所有貸款都將存入由該
委員會按本章規定分配的基金。
100940. 儘管在本章或州普通承保債券法中有任何其
他條款，如果司庫依照本章之規定出售債券，其中包含債
券顧問建議，在特定條件下，從總收入中免除債券利息的
聯邦所得稅，司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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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可指示並使用這些收益或
所得用於支付聯邦法規要求的任何退稅、罰金以及其他應
付款項，或按照聯邦法規的要求及可行方式採取措施維持
此等投資及使用債券收益所得的免稅狀態，並為本州的該
等基金爭取聯邦法規允許的任何其他利益。
100945. (a) 為了執行本章的規定，財政局長可批准從
普通基金中提取數額不得超過由高等教育設施財務委員會
出於執行本章規定而批准出售但尚未售出之債券總額。所
提取的全部款項將按本章規定存入2004年高等教育資本支
出債券基金。按照本節所獲得的全部款項都將返還給普通
基金，而且加上相當於按本章規定出售債券所獲收益之款
項若存入合併資金投資帳戶中所得的利息部分。
(b) 由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加州州立大學或加州
社區學院呈交給立法院和財政部的任何用於本章所述支出
目的之申請，如涉及發行此債券所產生的資金，，應隨附
其五年的資本開支計劃。其他大學或學院呈交的申請應包
括一份計劃書，，根據該大學或學院的判斷，確定需要顯
著降低地震危害的建築之優先改建順序。由加州社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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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交的申請應隨附一份五年的資本開支計劃，反映該社區
學院系統按全州的優先順序所需的經費和優先事項。
100950. 存於2004年高等教育資本支出債券基金中的
全部金額，即來自於出售債券的溢價部分和應計利息應留
存於基金之內，並應可作為債券利息費用的貸項轉入普通
基金。
100955. 本債券可根據政府法規第2篇第4部第3項第4
章第6款（從第16780條開始）的規定給予兌換，該法是州

普通承保債券法的一部分。本章中描述有關州選民對債券
發行的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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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
100960. 立法院特此決定並宣佈，由於經本章批准的
債券銷售所得的收入不屬於「稅賦收入」（該詞在加州憲
法的第十三B款中使用），所以這些收入的支出不受該條款
的限制。

第56號議案
根據加州憲法內第二款第8條的規定，將此動議措施提
交公民。
此動議措施對加州憲法進行修正並於選舉法規及政府
法規中新增章節，因此，將在印刷品上加上刪除線表示為
提議刪除的條款，提議增添的新條款則以斜體字印刷，表
示為新增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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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標題
本議案應被稱為並可引稱為預算責任法案。
第2條. 結論與目的之宣告
加州公民認定並宣告：
「預算責任法案」旨在終止業已在本州造成財政危機的
預算延誤狀況。本議案的目的是針對州預算流程實施全面
改革，促使州長及立法院以制定更審慎及適時的州預算而
對加州公民負起更多的責任。
(a) 在州長提出預算案後，州立法院及州長有將近六個
月的時間準時完成預算案。然而，自從 1986年起，州立法
院卻從未準時通過預算案。
(b) 若未遵照州憲法規定及時通過預算案的話，州立法
院議員及州長也無需對後果負任何責任。他們仍可以繼續
支領薪資及津貼。而且，他們不需要繼續在預算案上花心
思。實際上，他們甚至可外出度假。
(c) 為了使這些民選官員更具責任感，投票人有資格瞭
解他們每年繳交稅金的使用去處，以及他們所選出的州議
員在預算及稅務法案上的投票狀況。目前投票人無法輕易
得知這些資訊。
(d) 而通過州預算及相關稅務法案需三分之二票數的規
定，常會造成持續性的預算延遲及高額赤字。政黨領袖非
但不肯妥協解決州預算案問題，並且利用三分之二票數通
過的規定，阻礙預算案的進行。
(e) 加州、羅德島、和阿肯色州是美國國內僅存必須有
立法院三分之二或更多的票數才能通過預算案的州。
(f) 在研究加州的三分之二票數規定後， 無黨派的加州
公民預算委員會的結論為「現在投票數至少佔總票數的五
分之三的規定，不但無法達到抑止預算濫用的常談目標，
更同時形成僵局，造就出缺乏責任感只會用撥款取悅選民
的立法院議員」。
(g) 當經濟衰退時，州預算即呈現赤字。這些赤字因三
分之二票數規定導致的僵局而擴大。這些赤字逐年增加，
直到變成數十億元。為瞭解決如此龐大的赤字，州長和立
法院在教育、醫療保健及交通方面大肆削減預算，並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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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數十億元的稅款。若有可信賴的預算方案來解決年復一
年的僵局，那麼則可避免大舉削減預算和增稅。
(h) 政黨領袖威脅將處分對該黨預算案不贊同的州議
員。立法院議員應負責任的對象為選民，而非政黨領袖。
我們選出來的代表必須要能依照自己的想法投票。
(i) 過去的十年，加州業已面臨龐大的預算盈虧。而我
們所選出來的兩大政黨之官員，卻於經濟好轉時增加開
支、減少稅收。此舉導致州政府的儲備金於經濟蕭條時入
不敷出。適時未雨綢繆，不但能於經濟蕭條及發生緊急狀
況時供應儲備金應對，更是預算管理的重要基本要求。
第3條. 目的及意圖
(1) 加州人民特此制定預算責任法案，其目的是為了讓
民選官員對他們的行為結果負責，使選民更瞭解議員所做
的預算決策、並藉此限制黨派色彩濃厚的官員，終結阻撓
預算流程的僵局、及儲存儲備金以平衡經濟低糜時的開支
以此保護加州納稅人。本議案預計以修訂加州憲法及加州
法規的方式完成：
(a) 規定若預算案於憲法規定截止日延遲提交，嚴禁立
法院議員及州長支領薪津及報銷開支，並規定議員須駐留
於院內審議預算案，直到通過為止。
(b) 提供選民約二頁篇幅有關州政府如何使用所得資金
的概要，幫助選民責成他們州議員更加負責。本概要將刊
載於每次全州選舉之前郵寄給選民的選票手冊中。本概要
將包括選民可以找到他們的代表於所有預算及相關立法投
票記錄的網址、並包括依據55%的票數規定而產生的稅務
法案。
(c) 希望能將通過預算案、相關稅務和其他相關立法案
須得三分之二的選票規定改為55%投票數，藉此可促使投
票人對選票負責；減少預算阻礙，並鼓勵議員們不論黨
派，共同攜手解決加州預算問題。
(d) 允許議員依照自己的想法於預算案投票，不受所屬
黨派政策左右。凡是因為預算案投票被其他議員要脅的議
員，可以向參議院或眾議院的道德委員會申訴，受理的委
員會將調查申訴緣由，調查報告完全公開及會向參議院或
眾議院建議適當處置方式。
(e) 經濟好轉，當稅收超出現況之需求時，設置儲備金
未雨綢繆；如此，當經濟蕭條入不敷出時，則可運用儲備
金，以避免大幅削減預算及增稅。本儲備金亦可於州長宣
佈的緊急狀態時使用。本儲備金僅就上述目的運用，不可
運用於增加開支。
(2) 預算責任法案對於第13號議案中房地產稅的限制不
應有任何更改。預算責任法案僅因採納的預算流程增加稅
收的部分而將稅務立法投票規定更改為55%。
第4條. 加州憲法第四款第12條已進行修正，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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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本節道德的事提出控訴。受理的道德委員會將調查申訴
緣由，向全院建議適當的處置方式，包括譴責。道德委員
會應將調查結果公諸於世。
(h) 當任何一個財政年度內，普通基金收入超過當前
所需普通基金額度時，立法院應依據第十三B款第5.5條的
規定；將25%以上的超額收入存入州審慎儲備基金，除非
儲備金的額度已達到或超過前一個財政年度5%的普通基金
費用。基金的撥款只用於當收入不足以支付目前普通基金
服務需求，或是用於回應州長宣佈緊急狀況時。基金的撥
款只適用於上述的目的，不可用於增加開支。儘管第十三
B款第5條有規定，但向基金捐款不可以因為其限制而作為
撥款，除非是經由基金費用撥款。
(i) 立法院可以控制預算之提交，批准並執行預算案的
內容以及控制所有向州政府機構提出的申訴。
第5條. 將第9082.8條納入選舉法規中，內容如下：
9082.8 審計長，在與財政部及立法分析員磋商時，應
準備一份不超過兩頁篇幅的州準備金預算概要，本概要應
當被印在每次州際選舉前郵寄給選民的選票手冊中。本預
算案概要應包含州政府網站指引，網站由立法院的聯合規
則委員會製作及維護，內容記載立法院議員於預算及稅務
或其他與預算相關法案的投票紀錄。
第6條. 將第9518條納入政府法規，內容如下：
9518. 加州憲法第四款第12條(h)項內的"當前普通基金
服務標準"意指於本議案生效後，前一個財政年度於6月30
日的服務標準需符合按加州憲法內第十三B款第8條對州人
口及生活開支調整後的本州憲法、法律契約義務的規定。
第7條. 可分性
如果議案中有任何條款，或應用在任何一個人或情況
時，被發現有違憲或其他不適用的情形，若此情形並不影
響議案中其他條款或他人或其狀況時，可依據此議案條款
的範圍加以分離處置。
第8條. 修正
藉由各院的點名投票並記錄及同時獲得55%的議員同
意的規定，立法院議員可以修訂選舉法規第9082.8條及政
府法規第95182條的內容，以加強議案的執行。
第9條. 衝突提案
如果本議案以及與通過州預算、稅金增加、或制定增
加費用所需立法投票相關的其他議案須印刷在同一張全州
選票上，則其他議案的條款須被視為與本議案互相抵觸。
若本議案獲得更多確認票數時，應以本議案的全部條款為
準，其他議案則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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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 (a) 每年年初的前十天，州長需向立法院議員
提交下一財政年度的預算報表及解說報告，內容須逐條列
舉對州支出建議及州收入預估。 如果建議開支超出預估收
入的話，州長需提出增加稅收的建議方案。
(b) 州長及當選州長需要指派一位代理人、官員或僱員
為預算案準備而隨時提供重要資料。
(c) 預算表需隨後附上預算案，逐條列舉建議支出的項
目。各院撥款委員會主席應立刻提報此議案。立法院議員
應於每年6月15日午夜前通過預算案。在預算案制定之前，
立法院議員不應將其他為支付財政年度內開支而撥款的已
定預算案送交州長考量，除非是州長提出的緊急法案或立
法院議員薪津及費用的撥款。
(d) 如果預算案未能於6月15日之前通過決議並送交州
長，立法院議員須駐留於院內並且不能考量或通過其他任
何法案直到預算案或與預算相關的法案被批准採納為止；
但州長提出的緊急法案除外。過了6月15日的截止日期後，
不論是州長及任何立法院議員皆不可支領薪資、每日津貼
或其他費用補助，直到預算案通過並送交州長為止。未領
的薪資、每日津貼及費用皆不可以追溯給付。若遇州長否
決此預算案，此項禁令應仍具效力直到預算案通過並於州
長簽署之後。
(e) 預算案的內容允許包含一個以上有明確用途的撥款
項目。州普通基金的撥款案，除了預算案和與預算案相關
其他法案的撥款、公立學校撥款等議案外，除非各院經點
名投票通過並記錄、及同時獲得三分之二的議員贊成，否
則皆視為無效。
(e)
(f) (1) 儘管有第十三A款第3條或其他法律條款或本憲法
的規定，預算案、稅務和其他與預算案相關的法案須經各
院點名投票通過並記錄、及同時獲得55%的議員贊成，州
長簽署或立法規定日期後即刻生效。此項內容對此節(e)子
節和此條款第8條(b)子節內就公立學校撥款的投票規定條文
內容不會造成影響。
(2) 與稅務和預算案相關的法案應只包括與立法院通過
的預算案內之預算相關的法案。
(3) 所有因為預算案的預算稅率增加或稅率計算方式變
動等與預算案相關的稅務法案都應該納入稅務增收議案；
但不得徵收任何新的地產從價稅和房地產買賣交易稅。
(g) 沒有任何一位官員、委員、或立法院議員可以因他
/她對預算案、稅務和與預算相關的法案等投票而對其要
脅。任何議員都可以向各自議院的道德委員會對所指控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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