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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州大選
2020年11月3日週二

在選舉日，投票站開放時間為上午7時到晚上8時！

安 全 投 票
準確無誤證明

本人，Alex Padilla，California州務卿，特此證明此指南包含的議案

會在2020年11月3日全州舉行大選時遞交給California選民，並且

此指南依據法律條文進行了正確的編制。我於2020年8月10日在
California Sacramento親筆簽名並加蓋California州徽大印。

Alex Padilla，州務卿

★

您可以聯絡縣選務人員或致電 (800) 339-2857，以索取額外的擬議法律正文副本

★

法案
選民權利

您有以下權利：
1

如果您是已登記選民，您就有投票權。
如果您滿足以下條件，則有資格投票：

居住在California的美國公民
至少年滿18歲
在您現在居住的地方進行了選民登記
現在沒有因為犯重罪而在州或者聯邦監獄服
刑或者在假釋期間
• 現在沒有被法庭判定為精神上沒有能力投票

•
•
•
•

2

3

4

5

即使您的名字沒有在名單上，如果您是
已登記選民，您也有投票權。您可以使
用一張臨時選票進行投票。如果選務人
員確定您有資格投票，您的投票將會被
計入。

6

7

8

9

如果您排隊等待投票但是投票站已經關
閉了，您有權利投票。
您有權利進行保密投票，不受任何人打
擾或告訴您如何投票。
如果您填寫選票時出錯，而您未投出
選票，您則有權得到一張新的選票。
您可以：
向投票站的選務人員要一張新的選票，
在選舉辦公室或者是您的投票站
將您的以郵寄投票的選票換成一張新的
選票，或
用臨時選票進行投票 。

10

從您選擇的任何人（您的雇主和工會
代表除外）處得到幫助，幫您投下您的
選票。
在California任何投票站投下您已經填
妥的以郵寄投票的選票之權利。

如果在您的投票選區有足夠多的人說
除英語之外的其他語言，您有權要求
獲得該語種的選舉材料。

您有權向選務人員詢問有關選舉程序
的問題並且觀看選舉過程。如果您問
問題的人無法回答您的問題，他們必
須幫您找到能夠回答此問題的人。如果
您在引起混亂，他們可以停止回答您的
問題。
您有權向選務人員或者州務卿辦公室
舉報任何違法或欺詐的選舉行為。

 網址www.sos.ca.gov
✆ 電話(800) 339-2857
 電子郵件地址elections@sos.ca.gov

如果您認為您上述的任何權利遭到了拒絕，請撥打州務卿的保密免費
選民熱線，電話是 (800) 339-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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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號提案

本動議案依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條第8節規定提
交給民眾。

公 平 的 市 場 價 值 來 評 估 商 業 和 工 業 物 業，而

California卻允許多年、甚至幾十年不重新評估商
業和工業財產稅。這種不尋常的制度容易造成濫用

避稅手段，挪用學校和當地社區的資金，從而導致
本動議案在California州憲法中增加了數節；因此， 可負擔住房短缺、扭曲商業競爭，且不利於創業。
擬議增加的新規定以斜體印刷，以示新增。
(f) California對商業和工業物業估價過低的問題

所提議的法律

日益嚴重。大型投資者和公司（其中許多來自其他

本議案應稱為《2020年California學校和地方社區

學校和地方社區蒙受數十億美元的損失。

第1節。 標題。
資助法案》
。

第2節。 結論。

(a) California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但如果我們不

對未來進行投資，我們將會落後。為了發展我們的

經濟，並為現在和未來的California民眾帶來更美
好的生活，我們需要以更完善的方式投資於我們的

學校、社區學院和地方社區，並投入更多以鼓勵小
型企業和初創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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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國家）正在使用各種繞過法律的方式，並在沒
有重新估價的情況下購入和售出物業，造成我們的

(g) 南California大學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估價過
低的商業和工業物業使業主每年規避超過$110億

的地方財產稅，而這些財產稅本應用於支持我們的
學校和地方社區。

(h) California不尋常的商業和工業財產稅制度導

致了California的可負擔住房危機。立法分析師辦
公室和California大學的研究表明，California的財
產稅制度鼓勵業主持有閒置的空屋和未充分利用

(b) 我們的競爭力從優先重視兒童及其教育開始。 的商業和工業物業。改革後的制度根據公平的市場
數十年來的削減和資金不足使California的學校受 價值評估所有的物業，將為建設新的住房創造一股
到損害。最近的一項全國性研究針對California學

強大的新動力。

州中排名後半段。排名靠前面的州比California在

和公共安全、基礎設施等服務中受益。財產稅制度

校的表現進行了排名，而California的學校在所有
每位學生身上多投資了數千美元。

(c) California的資金短缺對我們的孩子有直接的
影響：我們在教師與學生的比例方面全美倒數第

一；在輔導員與學生的比例方面倒數第一；在圖書
管理員與學生的比例方面也是倒數第一。

(d) 地方社區的生活品質對我們的經濟前景也至
關重要。這取決於安全和清潔的街道、可以讓我們
依靠的緊急服務、使我們的年輕人遠離街頭的公園

和休閒計劃，以及維護良好的道路。我們的市、縣和
地方機構都站在第一線，面臨著缺乏可負擔住房和

無家可歸者人數增加，以及野火和其他災害風險加
劇的後果。

(e) 商業和工業物業的財產稅是我們學校和地方
社區的主要資金來源。幾乎所有其他州都是根據其

(i) 每位商業和工業物業的業主都能從當地的學校
迫使一些企業支付更高的財產稅來支持我們的學

校和地方社區，而他們的競爭對手支付的財產稅卻
低得多，因為其物業的評估價值遠遠低於公平市場
價值，這是不公平且反競爭的制度。

(j) California不尋常的財產稅制度不僅扭曲了競
爭，而且阻礙了商業投資。在現行制度下，投資於改
善物業的企業的物業造成重新估價以及財產稅提

高。但不投資於改善物業的企業仍然享受著估價過
低所帶來的低成本。

(k) California大學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重新評
估商業物業將對就業和California經濟產生淨正面
效益。

(l) 即使我們改革California企業物業估價過低的

問題，California仍將是全國企業財產稅最低的一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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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州，因為California州憲法規定，對財產稅的稅率

(d) 確保將此議案為地方學校和社區學院帶來的

(m) 蓬勃發展的小企業和初創企業對California現

金之外的新收入（包括第98號提案）
。

限制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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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號提案 續

在和未來的經濟至關重要。對設備和固定裝置徵收
財產稅阻礙了初創企業、小型企業和大型企業進行
新的生產性投資。透過要求估價過低的大型物業以

公平的市場價值進行評估，小型企業可以完全豁免
設備和裝置的財產稅，其他企業的財產稅也可以大

幅降低，消除了這種抑制因素，而不會損及為學校
和地方社區提供的資金。

(n) 重新評估California估價過低的商業及工業物

業，主要會影響少數由最大的企業及最富裕投資者

所擁有的物業。現行制度允許的估價過低所帶來的

稅收優惠中，有近百分之80只惠及了百分之8的
物業。

(o) 透過豁免和延遲重新估價來保護小型企業可
以結束商業和工業物業估價過低的現象，進而對我

們的學校、地方社區和經濟帶來好處，並同時透過
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和取消針對商業設備和固
定裝置徵收的財產稅來鼓勵小型企業。

(p) 改革商業和工業物業的估價，達到公平的市場

價值，將為我們的學校、社區和企業帶來更公平的

制度。所有企業都將在公平的環境下競爭，為我們
的學校和當地社區帶來數十億美元的額外支持。
第3節。 目的和意圖。

California州民眾的意圖是透過此議案達成以下各
項目的：

(a) 全面保留第13號提案對屋主和住宅出租物
業的保護。此議案僅影響應稅商業和工業物業的
估價。

(b) 透過要求根據公平市場價值評估估價過低的
商業和工業物業，為學校、市、縣和其他地方機構提
供更多且穩定的收入。

(c) 將此議案帶來的新收入分配給學校和地方社
區，而非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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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新收入部分視為學校和社區學院所有其他資

(e) 保證每個學區和社區學院將透過此議案獲得
額外的資金，並確保向學校和社區學院提供的資金

分配方式符合旨在促進公平的地方控制資金公式。
(f) 確保因本議案而流向市、縣和特別行政區的任
何新收入，將以與其他財產稅收入相同的方式進行

分配，並與選民投票通過的先前選票議案一致，以
改善California各地地方社區的生活品質。

(g) 透過要求學校、社區學院、市、縣和特別行政區
以可廣泛取得且易於理解的方式公開披露他們獲

得的新收入以及這些收入的使用情況，以確保資訊
完全公開透明。

(h) 相當明確地指出，此議案僅適用於應稅的商業
和工業不動產，其中包括以下規定：

(1) 所有住宅物業均獲豁免，因此屋主和租戶不會
受到此議案的任何影響。

(2) 此議案未改變針對農業用地徵稅或保護農業
用地的現行法律。

(i) 不修改第13號提案中有關所有應稅不動產百

分之1的財產稅稅率限制的憲法規定，以便在本議

案獲得選民投票通過後，地方商業和工業物業的財
產稅將繼續處於全國最低的行列。

(j) 透過為小型商業和工業不動產業主提供豁免，
確保小型商業物業業主的穩定性。此規定旨在提供
僅適用於真正的小型企業業主的排除條款，防止大
型物業業主利用排除條款為自己謀取利益。

(k) 將小型企業佔百分之50或以上佔用面積的物

業的重新估價時間延遲到2025至2026年留置日，
以便為這些小型企業租戶提供更多的時間來選擇

適合他們的租賃方案，同時認識到此議案對各個物
業的影響並不相同，取決於目前的估價與公平市場

價 值 的 接 近 程 度，以 及 是 否 符 合 公 平 市 場 價 值
$300萬或以下的物業所適用之小型物業排除條款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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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號提案 續

(l) 透過取消小型企業設備和固定裝置的企業有形

(1) California社區學院理事會應根據2020年1月

$500,000的免稅額，鼓勵新企業和現有企業進行

算出的各學區資金比例，將百分之十一的款項分配

個人財產稅，以及為所有其他類型企業提供每年

1 日起或任何後續法規之規定運作的分配公式計

新的投資。立法院不得減少此免稅額，但可以增加。 給社區學院各學區，若根據《教育法》第 84751 節
(m) 提供更公平的商業和工業物業徵稅制度，透過

或任何後續法規之規定計算出的財產稅收入，超過

評估，就像初創和新的商業和工業物業一樣，按其

則應從該區在地方學校和社區學院財產稅基金中

對所有商業和工業物業根據其實際公平市場價值

實際公平市場價值評估。旨在讓所有企業在更公平

的環境下競爭，確保所有企業都付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來支持使其從中受益的學校和地方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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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當時的法定分配公式計算出的各學區總資金，
的比例份額中扣除。

(2) 公立教育總監應將百分之八十九的資金分配

給學區、特許學校和縣教育辦公室，如下：

(n) 要求立法院在與財產稅管理特別小組協商後， (A) 按照 2019 年 7 月 1 日宣讀的規定，依每個學
以法規的形式規定分階段對估價過低的商業和工 區或特許學校根據《教育法》第 42238.02 節之中
業不動產進行重新評估，以便縣評估員可以有效地

執行新法律。此分階段實施將自2022至2023財政
年度的留置日開始，並分數年持續進行。受影響的
業主只有在評估員完成重新估價的財政年度的留
置日開始，才有義務根據新的評估價值繳稅。

(a)項至(i)項在內之規定計算的總資金比例向學區

和特許學校提供資金。依照《教育法》第42238.02
節(o)項規定，任何符合「基本援助學區」或「超額稅

收實體」資格的學區或特許學校，都應按照2019年

7 月 1 日宣讀的各規定，從地方學校和社區學院財

( o ) 要求立法院確保分階段規定為受影響的估

產 稅 基 金 其 比 例 份 額 中 減 去 根 據《 教 育 法 》第

(p) 提供各縣為有效執行新法律而產生的實際直

(B) 根據2019年7月1日宣讀的《教育法》第2574節

(q) 透過向州補償因扣抵財產稅而減少的稅收所

縣教育部門提供資金。

價過低的商業和工業不動產業主提供合理的時間， 42238.02條(j)項之規定計算的總額中超過根據第
以支付履行因此議案而增加的稅收義務。
42238.02節(a)項至(i)項在內之規定計算的金額。
接行政成本的回收。

之規定計算出的各縣教育部門的總資金比例，向各

得，以確保普通基金和州的其他基金不受損害。

(3) 儘管有本項第(1) 款和第(2) 款的規定，任何學

公眾保證根據本議案要求對每個縣的商業和工業

中獲得的收益以其日均出席人數計算不得低於每

(r) 維持州公平委員會對財產稅制度的監督，以向
不動產進行公平而統一的評估，並進一步確保州公
平委員會於全州範圍內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支援在
所有58個縣內有效地實行此議案。

區或特許學校從地方學校和社區學院財產稅基金

單位一百美元 ($100)，每年度按地方學校和社區

學院財產稅基金較上一年增長或下降的相同百分

比上下調整，且任何社區學院學區從地方學校和社

第4節。 California州憲法第XVI條增加第8.7節， 區學院財產稅基金中獲得的收益以註冊入學的全
時等效學生計算，不得低於每位一百美元 ($100)，
內容如下：

第 8.7 節。 (a) 地方學校和社區學院財產稅基金

特此由州財政部設立，以信託形式持有，並持續撥

每年度按地方學校和社區學院財產稅基金較上一
年增長或下降的相同百分比上下調整。

款，用於支持 2020 年 1 月 1 日宣讀的《教育法》第

(b) 除本條第8.6節(d)項第(2)款另有規定外，儘管

院學區。存入地方學校和社區學院財產稅基金的款

不得將存入地方學校和社區學院財產稅基金的款

421節中所定義的地方教育機構，並且支持社區學

項，由信託形式為學校管理，並按以下方式分配：

有其他法律規定，立法院、州長、財政局長或主計長
項撥用、改用或轉移於本節明定之外的任何其他目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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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不得將這些收入借貸給普通基金或州的任何

損失是經由財政局長決定，在根據本項第 (1) 款第

的定義，分配給地方教育機構的款項以及從地方學

根據本條第 8 節用於支援學區和社區學院學區之

校和社區學院財產稅基金分配給社區學院學區的

款項，應補充而不是取代其他教育資金。就本條第

8節(b)項第(2)和第(3)款或本條第21節而言，存入

地方學校和社區學院財產稅基金或從地方學校和

社區學院財產稅基金中分配的資金不應成為「從根

(A) 小段進行轉移之前，縣審計員應扣除等同於縣

普通基金稅收收益撥款所增加的份額。縣在額外普
通基金撥款的份額，應由縣審計員在依照本項第

(1)款第(A)小段規定分配之前轉入普通基金。財政

局長根據本小段決定的金額，應於每個財政年度按

第 XIII 條第 3.1 節所規定的豁免所造成的收入損

據第XIII B條之規定撥用的普通基金稅收收益和分

失，依照比例分配給各縣。

分配款」之一部分。除本條第 8.6 節 (c) 項另有規定

法規》第 1 篇第 0.5 部分第 6 章（從第 95 節開始）規

第XIII B條就本條第8節(b)項第(1)款而言可撥用的

(c) 由於扣除因執行第 XIII 條第 3.1 節 (a) 項和第

配的地方稅收收益中給學區和社區學院學區的總

外，第XIII A條第2.5節所產生的收入不得視為根據

普通基金收入，也不得就本條第8節(b)項和(e)項而
言在確定人均普通基金收入時納入考慮。

(d) 除本條第8.6節(c)項另有規定外，第XIII A條第

2.5 節所產生的收入不應視為根據第XIII B 條就本

條第 20 節或第 21 節而言可撥付的普通基金稅收

收入。

第5節。 California州憲法第XVI卷增加第8.6節，
內容如下：

第8.6節。 (a) 立法院應透過法規，根據歷史經驗

而制定方法，以確定各縣於各個財政年度因適用第

XIII A條第1節(a)項明定的稅率和適用第XIII A條第
2.5 節而產生的額外收入。所決定的各縣額外收入

金額應每年傳送給縣審計員，以用於本節所要求的
計算。

(2) 其次，根據2020年1月1日宣讀的《所得與徵稅

定，分配給市、縣和特別行政區。

XIII A條第2.5節而產生的任何財產稅淨增加額，州

稅務局應決定對普通基金和任何其他受影響州基

金的收入削減，這些收入來自於2020年1月1日宣

讀的《個人所得稅法》
〔《所得與徵稅法規》第2篇第

10 部分（從第17001 節開始）〕以及《公司稅務法》

〔《所得與徵稅法規》第2 篇第11 部分（從第23001
節開始）〕所徵收的稅。由州稅務局決定的減稅額應

由縣審計員在根據(b)項明定分配之前轉移至普通

基金和任何其他受影響的州基金。為了達到按本條

第8、20和21節的要求做出決定的目的，根據本項

規定轉移至普通基金的金額應視為根據第XIII B條

規定可撥用的普通基金收入和根據第XIII B條規定

撥付的普通基金稅收收益，並應列入普通基金人均

收入的計算。根據本項規定轉移的金額應在每個財

政年度按各縣對因適用第XIII A條第1節(a)項明定

(b) 在根據(c)、(d)、(e)項和本項第(1)款第(B)小段

的稅率和適用第XIII A 條第2.5 節為各縣決定而產

明定的稅率和適用第XIII A 條第2.5 節而產生的所

分配。

轉移必要的資金後，因適用第 XIII A 條第 1 節 (a) 項
有額外收入，由縣審計員按以下方式分配和轉移：

生的全部額外收入的貢獻比例在各縣之間進行

(d) (1) 各個縣或市和縣應每年度就執行第XIII條

(1) (A) 首先，根據本條第 8.7 節設立的地方學

第3.1節和第XIII A條第2.5節的實際直接行政成本

體根據《所得與徵稅法規》第 1 篇第 0.5 部分第 6 章

據用於確定這些成本的法規進行確定。立法院應透

校和社區學院財產稅基金，其金額等同於學校實

（從第 9 5 節開始）所確定之財產稅份額（此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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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於第XIII條第3.1節規定的豁免造成的收入

其他基金或任何地方政府基金。

(c) 根據2020年1月1日宣讀的《教育法》第421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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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宣讀）
。

擬議法律正文

獲得補償，這些成本由縣或市和縣的督察委員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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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成本。這些成本至少應包括評估、評估上訴、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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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稅收分配和分發以及審計和執行第XIII條第

名州公平委員會成員或指定人員、一名本法案的支

本項旨在向各縣提供充分的資金，以支付與實施此

院成員或指定人員。該特別小組在成立後應立即公

3.1 節和第XIII A條第2.5 節規定所產生的的成本。 持者或指定人員、一名納稅人代表，以及一名立法

法案有關的所有成本。

(2) 立法院應透過法規決定每個縣或市和縣以及

州公平委員會執行該法案所需的初始啟動成本，並

應撥用普通基金的款項來支付此類啟動成本，直到
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執行該法案的所有持續成本
為止，而屆時法規應規定補償普通基金。

(e) 由於根據第 XIII A 條第 2.5 節對估價進行了

更正，每個縣或市和縣應每年補償上一財政年度實

際支付的財產稅退款。由於適用第 XIII A 條第 1 節

(a) 項明定的稅率，每個財政年度根據本項規定補

償的金額應從每個縣對因適用第XIII A 條第2.5 節

所產生的額外收入總額的貢獻中扣除。

(f) 所有自第XIII A條第2.5節產生的收入中獲得資

金的地方教育機構、社區學院、縣、市和縣、市和特
別行政區，應在其年度預算中公開披露每個財政年

度因第XIII A 條第2.5 節而獲得的財產稅收入金額

以及這些收入的使用情況。此類披露之資訊應使公
眾可廣泛獲得，並以易於理解的方式書寫。

第6節。 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A條增加第2.5節，

開召開會議，審查並向立法院建議所有必要的法律

和法規變化，以便公平地執行這項符合其宗旨和意

規規定，按照(a)項第(1)款的要求，分階段對商業和

工業不動產進行重新估價。任何此類分階段實施的

做法都應規定，自2022至2023財政年度的留置日

開始，對每個縣內所有商業和工業不動產進行一定

比例的重新估價，並在此後每個財政年度延長兩個

或兩個以上的留置日，以確保縣評估員工作量合理

並且有充足的作業時間，其中包括準備評估上訴的

過程和時間安排。業主首先應在縣評估員完成重新

估價的財政年度的留置日開始，才有義務根據新的

評估價值納稅。此外，分階段實施也應給物業已經
過重新估價的納稅人一段合理的時限，以支付任何

增加的稅款。在根據本款對商業和工業不動產進行

首次重新估價後，應定期對該商業和工業物業不動
產重新估價，頻率不低於立法院決定的每三年一

次。儘管有現行法規的規定，但立法院應與縣評估
員協商，制定一套因根據本條規定重新評估財產而
提起的上訴之聽證程序，該程序應符合以下規定：

內容如下：

(1) 該程序不得包括在給定的時限內自動接受申

2022 至2023 財政年度的留置日及其後的每一個

(2) 該程序應要求納稅人對該財產未被正確估價

商業和工業不動產的「全額現金價值」為該日由該

(3) 該程序應要求納稅人在向當地評估上訴委員

市場價值，除非立法院根據(b)項之規定另有規定。

(4) 該程序應確保例如評估上訴委員會等地方行

業，無論該物業是由屋主還是租戶佔用。本節所定

僅需針對法律問題重新進行司法審查，而包括估價

第 2.5 節。 (a) (1) 儘管有本卷第 2 節的規定，就
留置日來說，根據憲法規定不能以其他方式豁免的
不動產所在縣的縣評估員所確定該不動產的公平

(2) 本項第 (1) 款不適用於本節所定義的住宅物

義的住宅物業應按本條第2節的要求進行估價。本

請人的價值意見。
承擔舉證責任。

會提出的初次申請中提供任何與上訴有關的證據。
政聽證機構所做出的決定，如需進行司法審查，則
在內的事實問題應根據實質證據標準進行審查。

項第(1)款也不適用於本節所定義的用於商業性農

(c) 就本節而言：

的不動產，應按本條第2節的要求進行估價。

業物業用途的不動產，或未劃分為住宅用地且未用

業生產的不動產。本節所定義用於商業性農業生產

(b) 立法院應在本節頒布後立即成立財產稅管理

特別小組，其中包括一名縣評估員或指定人員、一

15

圖的議案。立法院在與特別小組協商後，應透過法

(1) 「商業及工業不動產」是指任何作為商業或工

於商業性農業生產的閒置土地。就本款而言，閒置
土地不應包括用於或受保護的開放空間、公園或同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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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定用途的土地等不動產，這些土地上基本上沒

據通貨膨脹進行一次調整，調整幅度由州公平委員

並旨在保護風景、文化或歷史價值。

(3) 依照本款對公平市場價值進行的所有決定，均

許作為商業或工業用途的不動產。

定應為最終結果，且僅受針對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司

有建築物，具有自然特性以提供休閒和教育機會， 會確定。

15

(2) 「混合用途不動產」是指既允許作為住宅又允
(3) 「用於商業性農業生產的不動產」是指用於生

應由物業所在縣的縣評估員進行，而縣評估員的決
法審查。

產商業性農業商品的土地。

(4) 為了符合本項第 (1) 款規定排除條款的資格，

不動產，包括單戶及多單元建築物，以及建造或設

在偽證罪的懲罰下，證明已符合本項第 (1) 款和第

(4) (A) 「住宅物業」應包括作為住宅物業用途的

置該等建築物的土地。

(B) 立法院應透過法規規定，任何劃分為商業或

工業物業，但作為長期住宅用途的財產，就(a)項第

不動產業主應每年度向縣評估員提出申請和證明，

(2) 款所要求免於重新估價的條件，並應接受縣或

州對其所提出的證明進行審計。州公平委員會有權
力代表州進行任何審計工作。

(2) 款而言，應歸類為住宅。對於混合用途不動產， (5) 任何依照本項第 (1) 款免於重新估價的不動

立法院應確保只有用於商業和工業目的的該部分

產，應僅在符合本項第(1)款和第(2)款規定的條件

物業才須根據(a) 項第(1) 款的要求進行重新估價。 之下，才可免於重新估價。如果該不動產的直接或
立法院亦應透過法規定義和規定，住宅物業的有限 間接受益所有權發生任何變化，必須向縣評估員提

商業用途，例如家庭辦公室、家庭企業或短期租賃， 出新的申請和證明。
就 (a) 項第 (2) 款而言，應歸類為住宅。立法院可規
(6) 根據本項第(1)款認定為不能免於重新估價之
定，如果按面積或價值計算，百分之75或以上的混
納稅人所提起的任何上訴，應遵守 (b) 項規定的上
合用途物業為住宅，則該物業的商業份額可免於重
訴聽證程序進行審理。
新估價。
(e) (1) 在商業或工業不動產百分之50 或以上的
(d) (1) 在不違反本項第(2)款的前提下，根據(a)和
佔用面積是由本項第(4)款所定義的小型企業佔用
(b) 項之規定進行重新估價時，公平市場價值在三
之前提下，則在2025至2026財政年度的留置日之
百萬美元 ($3,000,000) 或以下的各商業和工業
前，(a)項第(1)款的規定不應生效；然而前提是，如
不動產，不應根據(a) 項第(1) 款之規定進行重新估
果立法院根據(b)項透過法規規定符合本款資格的
價，而應按本條第 2 節的要求進行估價。本款明定
不動產應在2025 至2026 財政年度之後的留置日
的金額應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每兩年根據通貨膨
進行重新估價，則該物業應在隨後的留置日開始進
脹進行一次調整，調整幅度由州公平委員會確定。
行重新估價。
州公平委員會應考慮到各縣商業和工業平均市場
(2) 為了符合本項第 (1) 款規定延期條款的資格，
價值的差異，分別計算各縣的調整額。
(2) 儘管有本項第 (1) 款的規定，但如果該不動產

的任何直接或間接受益業主擁有位於本州的其他

商業或工業不動產的直接或間接受益所有權權益，
而該不動產與包括標的物業在內的公平市場價值

合計超過三百萬美元 ($3,000,000)，則該不動產

物業業主應每年度向縣評估員提出申請和證明，在

偽證罪的懲罰下，證明已符合本項第 (1) 款所要求

延期估價的條件，並應接受縣或州公平委員會對其
所提出的證明進行審計。

(3) 任何根據本項第(1)款規定延期重新估價的不

在其他情況下將符合本項第(1)款規定所述之除外

動產，應僅在符合本項第 (1) 款規定條件時才有資

本款明定的金額應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每兩年根

所有權發生變化，必須向縣評估員提出新的申請和

情形，而應根據(a)項第(1)款之規定進行重新估價。 格延期估價並且如果該不動產的直接或間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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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延期終止後，該物業應受限於(a)項第(1)款之

計金額如不超過五十萬美元 ($500,000) 則可免

(4) 就本項而言，
「小型企業」一詞應僅含括符合下

(2) 飛機及船舶不受限於此項豁免。

規定。

列所有條件的企業：

於徵稅。

(3) 立法院不得降低本項規定的豁免金額，也不得

(A) 該企業每年度的全職等效員工人數不滿50人。 改變其適用範圍，但可根據本條第 2 節列舉的權
(B) 該企業屬獨立擁有和運營，使企業的業主權

益、管理和運營不受外部來源、個人或其他企業的
控制、限制、修改或制約。

限，提高本項第(1)款第 (B)小段明定的豁免金額。

(b) 立法院應透過法規規定所有相關實體（包括但

不限於任何子公司、控股公司或母公司）就本節而

(C) 該企業擁有位於California的不動產。

言均視為一名「納稅人」
。

出時有效法律所規定的方式提出申請縮小或延期

內容如下：

(f) 就本節而言，在任何一年中，如果未按照申請提

估價或重新估價的排除條款或分類，應視為放棄該
年度的排除或分類權利。

(g) 根據第XVI條第8.6節(a)項之規定，採用立法院

規定的方法，根據《所得與徵稅法規》第97.70節計

算實體的車輛牌照費調整金額時，市、縣或市和縣
內的應稅評估總值的百分比變化不應包括因適用
本節而產生的額外評估價值。

第8節。 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 B條增加第16節，

第16 節。 (a) 就本條而言，
「稅收收益」不應包括

第XIII A條第2.5節產生的額外收入。

(b) 就本條而言，受各政府實體限制的撥款不應包

括因執行第XIII A 條第2.5 節而徵收的額外收入之

撥款。

第9節。 生效日期。

(h) 儘管有第 XVI 條第 16 節或任何其他法律的規

本議案應於2022年1月1日開始實施，但第XIII條

任何稅務劃分或計算增長而作為稅收增額處理，也

XVI條第8.6節(d)項和第XIII A條第2.5節(b)項應於

定，但因適用本節而產生的額外評估價值不應計入
不得以任何方式挪用。

15

第3.1節(a)項應於2024年1月1日開始實施，而第
本議案通過後立即實施。

第7節。 California州憲法第XIII條增加第3.1節， 第10節。 可分割性。
內容如下：

本法案的規定可以分割。如果本法案的任何部分、

個人財產（包括商業設備和固定裝置）稅款的每一

原因，被任何具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裁決為無效，

第3.1節。 (a) (1) 對於支付用於商業目的之有形
位納稅人，應適用下列任何一項規定：

(A) (i) 對於屬於第XIII A條第2.5節(e)項第(4)款所

定義的小型企業的納稅人而言，所有作為商業目的
所擁有和使用的有形個人財產均可免於徵稅。

(ii) 納稅人應每年度向縣評估員提出申請，並在偽

證罪的懲罰下，證明已符合本小段所要求的豁免條

件，且該申請應接受縣或州對其所提出之證明進行
審計。

( B ) 除符合本項第 ( 1 ) 款第 ( A ) 小段規定的納稅

人外，每名納稅人的有形個人財產和固定裝置合

章節、段落、條款、句子、短語、詞語或適用，因任何

則該決定不得影響本法案其餘部分的有效
性。California州民眾特此聲明：其將通過本法案及

其中沒有被宣布為無效或違憲的各個部分、章節、
段落、條款、句子、短語、詞語和適用，無論本法案的
任何部分或其適用隨後是否會被宣布為無效。儘管

有上述規定，本法案第7 節不可與本法案第6 節
分割。

第11節。 廣義解釋。

為實現本法案第3節所述的目的，本法案應廣義地
解釋。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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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號提案

第17號提案

眾議院憲法修正案第5號所提出的本修正案通過

眾議院憲法修正案第6號所提出的本修正案通過

訂；因此，擬議刪除的現存規定以加刪除線形式

訂；因此，擬議刪除的現存規定以加刪除線形式印

由2019-2020年例會（2020年法規，決議第23章） 由2019-2020年例會（2020年法規，決議第24章）
廢除其中一節，對California州憲法做出了明確修
印刷。

16

17

新增。

第31節。 (a) 在公共就業、公共教育或公共合同

第一—由此修訂第II條第2節，內容如下：

第I條第31節予以廢除。

對第II條的擬議修正案

的運作中，州不得基於種族、性別、膚色、民族或國

第2節。 (a) 年滿18歲且為本州居民的美國公民

(b) 本節只適用於在本節生效日期之後採取的行
動。

(b) 如第 4 節所述，在州或聯邦的監獄服刑期間

喪失投票資格的選民，在監獄刑滿之後應恢復其投

票權。

性別的真實資格。

第4節。 立法院應禁止影響選舉的不當做法，並應

(d) 本節的任何規定均不得解釋為使在本節生效
之日起生效的任何法院命令或同意令無效。

(e) 本節中的任何規定都不應解釋為禁止為建立
或維持參加任何聯邦計劃的資格而必須採取的行
動，其中不合資格將導致聯邦資金流向州政府。

(f) 就本節而言，
「州」應包括但不一定限於州本身、
任何市、縣、市和縣、公立大學系統（包括California
大學）
、社區學院學區、學區、特別行政區，或州內的
任何其他政治分區或政府機構。

第二—由此修訂第II條第4節，內容如下：

規定精神不健全或因重罪被定罪而遭監禁或處於

假釋狀態正在州或聯邦監獄服刑的選民喪失資格。

第18號提案

由2019-2020年例會（2020年法規，決議第30章）
眾議院憲法修正案第4號所提出的本修正案通過

修訂其中一節，對California州憲法做出了明確修
訂；因 此，擬 議 增 加 的 新 規 定 以 斜體 印 刷，以 示
新增。

(g) 對於違反本節的行為，不論受害方的種族、性

對第II條的擬議修正案

在的California反歧視法律的行為之補救措施相

第2節。 (a) 至少年滿18歲且為本州居民的美國

別、膚色、民族或國籍，其補救措施應與違反當時存
同。

(h) 本節應自動執行。如果發現本節的任何一個或

數個部分與聯邦法律或美國憲法相抵觸，本節應在
聯邦法律和美國憲法允許的最大限度內執行。任何
10

可以投票。

(c) 本節不得解釋為禁止對公共就業、公共教育或
公共合同的正常運作而言具有合理必要性而基於

|

刷，同時擬議增加的新規定以斜體形式印刷，以示

對第I條的擬議修正案

籍而歧視或優待任何個人或群體。

18

修訂其中數節，對California州憲法做出了明確修

被判為無效的規定應與本節的其餘部分分割。
擬議法律正文

由此修訂第II條第2節，內容如下：
公民可以投票。

(b) 年滿17歲、為本州居民且在下屆大選時至少將

年滿 18 歲的美國公民，可在下一次大選前舉行的

任何至少年滿18歲公民即符合投票資格的初選或

特別選舉中投票。

擬議法律正文

第19號提案

由2019-2020年例會（2020年法規，決議第31章）

眾議院憲法修正案第11號所提出的本修正案通過

對其增加數節，對California州憲法做出了明確修
訂；因 此，擬 議 增 加 的 新 規 定 以 斜體 印 刷，以 示
新增。

對第XIII A條的擬議修正案

第一—此議案應稱為，並可援引為《年長者、嚴重殘
障者、家庭以及野火或自然災害受災戶住宅保護

置或價值如何，其在原主要住所出售後兩年內購買

或新建並用作此人的主要住所。
(2) 就本項而言：

(A) 對將應稅價值轉移至價值等於或低於原主要

住所的重置主要住所者，重置主要住所的應稅價值

應視為原主要住所的應稅價值。

(B) 對將應稅價值轉移至價值大於原主要住所的

重置主要住所者，應透過將原主要住所的全部現金

價值與重置主要住所的全部現金價值之間的差額

加至原主要住所的應稅價值，以計算重置主要住所

法案》
。

的應稅價值。

第2.1 節。 (a) 限制年長者、嚴重殘障者、野火和

住所之房主，轉移主要住所應稅價值的次數不許超

第二—由此第XIII A條增加第2.1節，內容如下：

(3) 根據本項之規定，55歲以上或嚴重殘障的主要

自然災害受災戶及家庭的主要住所的財產稅增加。 過三次。

立法院提出且民眾通過本節是旨在達成以下目的： (4) 任何人如欲根據本項之規定轉移其主要住所

(1) 透過取消對嚴重殘障、野火或其他自然災害受

的應稅價值，應向重置主要住所所在縣的評估員提

災戶的房主，或者對需要搬到離家人或醫療機構更

出申請。該申請最少應納入與2020年1月1日宣讀

透過防火和緊急應變的專用資金以重置損壞的住

的資訊可相較的資訊。

近的地方、縮小規模、尋找更適合其需求的住宅或
宅和限制因野火造成的住宅損壞的55歲以上年長

的《所得與徵稅法規》第69.5節(f)項第(1)款所確定

(c) 家庭房屋的財產稅公平性。儘管本憲法或任何

者房主的不公平地點限制，以限制主要住所的財產

其他法律有其他規定，自2021年2月16日起，應適

(2) 透過保護父母和祖父母將家庭房屋傳承給子

(1) 就第 2 節 (a) 項而言，如同立法院所定義，在父

稅增加。

孫繼續作為主要住所的權利，限制作為主要住所的

家庭房屋之財產稅增加，同時消除東岸投資者、名

人、富裕的非California 居民和信託基金繼承人為

逃避繳納其在California 所擁有的度假屋、收入型

用以下規定：

母與其子女之間的轉移的情況下，如該財產繼續作

為受讓人家庭房屋，
「購買」和「所有權的變更」不包

括轉讓人家庭房屋的購買或轉移。本項應同時適用

於自願轉移以及法院命令或司法判令所導致的轉

物業和海濱出租房的財產稅公平份額而利用的不

移。受讓人家庭住宅的新應稅價值為以下兩項之

(b) 年長者、嚴重殘障者以及野火和自然災害受災

(A) 該家庭房屋的應稅價值，可根據第2節(b)項之

公平稅收漏洞。

戶的財產稅公平性。儘管本憲法或任何其他法律有

19

總和：

規定授權進行調整，在緊接受讓人購買或受轉移的

其他規定，自2021年4月1日起，應適用以下規定：

日期之前確定。

55 歲以上、嚴重殘障或野火或自然災害戶的房主

(i) 如果受讓人購買或受轉移該家庭房屋時的評估

(1) 在符合法規規定適用程序和定義的前提下， (B) 以下金額中的適用項：

可將其主要住所的應稅價值轉移到位於本州內任

何地方的重置主要住所，無論該重置主要住所的位

價值低於第(A)小段所述的應稅價值加上一百萬美
元 ($1,000,000)之總和，則為零美元 ($0)。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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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號提案 續

(ii) 如受讓人購買或受轉讓該家庭房屋時的評估

(2) 「家庭農場」是指任何正在耕種或用作牧場或

一百萬美元 ($1,000,000) 之總和，則等於受讓人

產，此術語於2020年1月1日宣讀的《政府法典》第

價值等於或高於第 (A) 小段所述的應稅價值加上

購買或受轉讓該家庭房屋時的評估價值減去第(A)
小段所述的應稅價值與一百萬美元($1,000,000)
之總和。

(2) 第(1)款亦應適用於祖父母及其孫子女之間購

買或轉移家庭房屋的情況，如果這些孫子女（符合
作為為祖父母的子女資格）的所有父母在購買或轉
移之日已經去世。

(3) 第 (1) 及 (2) 款亦適用於家庭農場的購買或轉

移。就本款而言，凡在第(1)或(2)款中提及「家庭房
屋」
，均應視為是指「家庭農場」
。

放牧地的不動產，或用於生產任何農業商品的不動

51201節中所定義。

(3) 「家庭房屋」與第XIII條第3節(k)項中所使用的

「主要住所」含義相同。

(4) 「全部現金價值」與第 2 節 (a) 項中所定義的含

義相同。

(5) 「房主豁免」是指第XIII條第3節(k)項所規定的

豁免。

(6) 「自然災害」是指經州長宣布，因火災、水災、旱

災、暴風雨、泥石流、地震、內亂、外敵入侵或火山爆
發等情況，對受影響區域內的人員或財產安全造成

(4) 自2023年2月16日開始，此後每逢2月16日， 災害或有極度危險的情況出現。

州公平委員會應根據通貨膨脹調整第(1)款所述的

一百萬美元 ($1,000,000) 的金額，以反映聯邦住

房金融局所決定的上一個日曆年度California房價

19

指數的百分比變化。州公平委員會應計算並公佈本
款所要求的調整資訊。

(5) (A) 在符合第(B)小段的前提下，為了獲得根據

本節規定的購買或轉移家庭房屋之財產稅優惠，受
讓人應在購買或轉移家庭房屋時申請房主豁免或
殘障退役軍人豁免。

(B) 受讓人在購買或轉移家庭房屋時如未申請房

主豁免或殘障退役軍人豁免，可在購買或轉移家庭

(7)「主要住所」是指符合下列任一資格的住所：
(A) 房主豁免。

(B) 殘障退役軍人豁免。

(8) (b) 項中使用的「主要住所」之含義與第2 節(a)

項中所使用該詞的含義相同。

(9)「重置主要住所」
與第2節(a)項所定義的「重置房

屋」具有相同的含義。

(10) 「應稅價值」是指依據第2節(a)項之規定決定

的基準年價值加上第2節(b)項授權的任何調整。

(11) 「野火或自然災害受災戶」是指因野火或自然

房屋後一年內申請房主豁免或殘障退役軍人豁免， 災害而遭受重大損失的主要住所房主，且損失總計
即可享受根據本節所規定的財產稅優惠，並且應有 超過該主要住所在野火或自然災害發生前裝修價
權獲得轉移之日起至受讓人申請房主豁免或殘障
退役軍人豁免之日止以前所欠或已繳的退稅。

或自然災害造成出入受限而導致的主要住所價值

之前發生的任何購買或轉移，但不適用於該日期之

(12)「野火」
的含義與2020年1月1日宣讀的
《政府法

(d) 第2 節(h) 項應適用於2021 年2月15 日當日或

後發生的任何購買或轉移。第2節(h)項自2021年2

月16日起失效。

(e) 就本節而言：

(1) 「殘障退役軍人豁免」是指第XIII條第4節(a)項

12

|

「損失」包括由於野火
值的百分之50。就本款而言，

所授權的豁免。
擬議法律正文

減損。

典》第51177節(j)項所定義的含義相同。

第三—由此第XIII A卷增加第2.2節，內容如下：

第2.2節。 (a) 保障消防服務、緊急應變以及縣服

務。立法院提出且民眾通過本節及第2.3節旨在達
成以下目的：

擬議法律正文

第19號提案 續

(1) 將收入專用於消防和緊急應變工作，解決消防

結果為最終結果，不得因後續基礎數據的變化而調

野火襲擊，並保障數百萬 California 民眾的生命

法院和主計長核實計算結果。

行政區資金不足的不均等問題，確保所有社區免遭

安全。

整。財政局長應在每個財政年度的 9 月 1 日前向立

(e) 主計長應在2022年9月15日之前以及此後每

(2) 保障縣收入及其他重要的地方服務。

逢9月15日執行以下工作：

變基金。

此金額相當於財政局長根據(d)項之規定為適用年

(b) (1) 特此在州財政部內設立California 火災應
(2) 特此在州財政部內設立縣收入保障基金。縣收

入保障基金的款項不分財政年度連續撥款，用於補

償產生負收益的合格地方機構，並依據第2.3節規

(1) 自普通基金撥款轉入California火災應變基金，

度計算之金額的百分之75。

(2) 自普通基金撥款轉入縣收入保障基金，此金額

相當於財政局長根據(d)項之規定為適用年度計算
定支付California 稅務與費用管理局的行政成本。 之金額的百分之 15。根據本款之規定轉入縣收入
這些基金中的款項只能按照第2.3節的規定使用。 保障基金的款項，應按第2.3節的規定，用於補償產
(c) 就第XVI條第8節所要求的計算而言，California

火災應變基金和縣收入保障基金中的款項應視為
根據第XIII B條之規定撥用的普通基金收入。

生負收益的合格地方機構。

(f) 立法院應於每個財政年度撥用California 火災

應變基金的款項，專門用於本節的目的，且除非(g)

(d) 財政局長應視情況採取以下措施：

項 另 有 規 定，此 款 項 不 得 撥 作 任 何 其 他 用

9 月1 日當日或之前，一直到2027 年9 月1 日，計算

使用，而不考慮財政年度，並應用於擴增第(1)款至

(1) 在2022年9月1日當日或之前，以及此後每逢

途。California 火災應變基金中的款項可於撥款後

因實施第2.1節而為州帶來的額外收入和儲蓄，此

第 (4) 款所述之規定在內的消防人員配置，而非取

年度內，州所得稅收入的任何增加以及依照第 XVI

(1) California火災應變基金中百分之二十的資金

數額包括但不限於在截至 6 月 30 日的前一個財政

條第 8 節之規定的州資金義務任何減少而為州帶

來的淨儲蓄。在進行本款規定的計算時，財政局長

應使用實際數據，如無實際數據，則應使用現有的

最佳估計值。此計算結果為最終結果，不得因後續
基礎數據的變化而調整。財政局長應在每年9月1日

前向立法院和主計長核實計算結果。

(2) 在2028年9月1日當日或之前，以及此後每逢

9月1日，計算因實施第2.1節而為州帶來的額外收

入和儲蓄，此數額包括但不限於在截至6月30日為
止的前一個財政年度內，州所得稅收入的任何增加

以及依照第XVI條第8節之規定的州資金義務有任

何減少而為州帶來的淨儲蓄，計算方法是將截至

6 月 30 日的前一個財政年度之金額乘以該財政年

度分配給地方機構的財產稅收入的增長率。在進行

本段規定的計算時，財政局長應使用實際數據，如

無實際數據，則應使用現有的最佳估計值。此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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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現有用於這些目的的州或地方資金。

應撥用於林業和消防部，用於資助消防人員配置。

(2) California火災應變基金中百分之八十的資金

應 存 入 特 別 行 政 區 火 災 應 變 基 金，特 此 在

California 火災應變基金中設立一個子帳戶，並依

據以下標準撥用於提供消防服務的特別行政區：

( A ) 本款所述金額的百分之五十應用於資助於
1978 年 7 月 1 日之後成立提供消防服務而資金不

足的特別行政區之消防人員配置，並且僱用可立即

投入工作承擔初始全部警報任務的至少百分之50

的全職或全職等效駐站人員。

(B) 本項所述金額的百分之二十五應用於資助於

1978年7月1日之前成立提供消防服務但由於財產

稅收入所佔比例過低及 1978 年 7 月 1 日以來服務

水準需求提高而導致資金不足的特別行政區之消

防人員配置，並且僱用可立即投入工作承擔初始全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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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警報任務的至少百分之50的全職或全職等效駐

(2) 根據第2.1節(b)項之規定，因將位於其他縣的

(C) 本段所述金額的百分之二十五應用於資助提

要住所以進行入境的跨縣轉移而減少的收入，此數

站人員。

供消防服務而資金不足的特別行政區之消防人員

配置，並且僱用可立即投入工作承擔初始全部警報

任務的至少百分之30，但少於百分之50 的全職或

全職等效駐站人員。

(3) 就第 (2) 款而言，在決定提供消防服務的特別

行政區是否資金不足時，立法院須按優先次序考慮

以下因素：

(A) 根據特別行政區範圍內的人口密度、服務範圍

大小及納稅人數目來衡量特別行政區的財產稅收

入不足以維持充足的消防工作的程度。

(B) 該特別行政區在成立時，是否依據《1979年法

規》第282章之規定獲得了財產稅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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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號提案 續

(C) 地理多樣性。

(4) 根據第 (2) 款之規定符合資格的特別行政區

獲分配的款項，須以補助金的形式提供，而補助金

的年期不得少於 10 年，以確保該特別行政區能以

負責任的方式編制預算，並長期維持充足的消防
服務。

(g) 儘管有(f)項的規定，如果在根據本節自普通基

金向California火災應變基金撥款的第一個財政年

度之後的任何一個財政年度，撥款金額超過上一個

財政年度撥款金額的百分之 10 以上，主計長不得

原主要住所之應稅價值轉移至位於該縣境內的主

值應以負數表示。

(3) 因第2.1節(c)項之規定而增加的收入。

(b) 根據(a) 項之規定確定產生正收益的縣或該縣

的任何地方機構，應不符合自縣收入保障基金中獲

得補償的資格。根據 (a) 項之規定確定產生負收益

的縣或該縣的任何地方機構，應視為合格地方機

構，有權自縣收入保障基金中獲得補償。

(c) California 稅務與費用管理局應每三年核定每

個合格的地方機構之總收益，基於根據 (a) 項之規

定為每一個三年期所確定的金額，並且從縣收入保

障基金向每個合格的地方機構提供與其負收益金

額相等的補償。如果該基金的資金不足以支付依照

本節所規定的補償金總額，California 稅務與費用

管理局應根據合格的地方機構之補償金額相對於

依照本節所規定的補償金總額，按比例份額將基金

中的款項分配給每個合格的地方機構。

( d ) 於 ( c ) 項 所 述 之 每 一 個 三 年 期 結 束 時，在

California稅務與費用管理局向每一個在該三年期

間產生負收益的合格地方機構進行補償之後，主計

長應將縣收入保障基金中的餘額（如果有）轉入普

通基金，以便用於任何用途的撥款。

撥款超過該百分之 10 的金額，而此金額可用於任

(e) California稅務與費用管理局應根據《行政程序

第四 — 由此第XIII A卷增加第2.3節，內容如下:

第 11340 節開始）〕所制定的規定，頒佈實施本節

費用管理局根據本節通過之規定所明定的日期之

規定不時進行修訂。

何目的的普通基金撥款。

第2.3節。 (a) 各縣每年度應在California稅務與

前，透過加入以下金額，以決定因實施第2.1節而為

本縣及本縣各地方機構所帶來的收益：

(1) 根據第2.1節(b)項之規定，因主要住所的出售

法》
〔《政府法典》第2 編第3 篇第1 部分第3.5 章（從
的規定，可透過立法院或針對這些規定的任何後續

(f) 就本節和第2.2節而言，
「合格的地方機構」是指

根據2020年1月8日宣讀的《教育法》第42238.02
節 (o) 項之規定所確定的縣、市、市和縣、特別行政

和重新估價以進行離境的跨縣轉移而增加的收入。 區或學區，且根據本節之規定確定其收益為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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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號提案

本動議案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條第8節規定提
交給民眾。

本動議案修訂了《刑法典》中的數節並增加了數節；
因此，將擬議刪除的現有規定以加刪劃線形式列

印，而擬議加入的新規定以斜體形式列印，以示新

增內容。

所提議的法律
第1節。 標題。

本法案應被稱為，並可引用為《2018年減少犯罪和
維護California安全法案》
。
第2節。 目的。

CONTINUED

(3) 最近對假釋法律的修改使得該法律未能將某

些犯罪定義為「暴力」
，從而使某些危險罪犯可獲得

提前釋放。這些修改使被判犯有兒童性走私、強姦
失去知覺之人、使用致命武器進行重罪攻擊、毆打
警官或消防員以及重罪家庭暴力的人士皆視為「非
暴力罪犯」
。

(4) 結果，這些所謂的「非暴力」罪犯在服完法官命
令的部分刑期後便有資格獲得提前釋放。

(5) 即使當暴力罪犯犯下新罪行並違反了獲釋後

社 區 監 督 條 款，例 如 幫 派 成 員 被 指 控 謀 殺 了

Whittier警官Keith Boyer，仍允許其在我們社區中
自由活動。

(6) California民眾需要更好的保護，以免於此類暴

本議案將修正由最近的法律帶來的三個相關問題， 力罪犯的侵害。
該法律對California民衆及其子女免受暴力罪犯公
共安全的問題造成威脅。本議案將：

(7) California民眾需要更好的保護，以免於屢次違
反獲釋後社區監督條款之重罪犯的侵害。

(a) 改革假釋制度，使暴力重罪犯不得提前釋放， (8) 本議案對該法進行了改革，從而使違反獲釋後
加強對獲釋後社區監督的監管，並加強對違反獲釋
條款的重罪犯重新受到法院審判，並對此類違法行
後社區監督條款的處罰；
為負責。
(b) 改革盜竊法，恢復對連續盜竊和有組織盜竊團
(9) California民眾需要更好的保護，以免於此類暴
夥的追責；以及
力罪犯的侵害。本議案對該法進行了改革，將此類
(c) 擴大對被判犯有毒品、盜竊和家庭暴力相關罪 罪行定義為「暴力重罪」
，使其無法獲得提前釋放。
行的人進行DNA採集，以幫助解決暴力犯罪並免除
無辜者的責任。

第3節。 結論和聲明。

(a) 阻止提前釋放暴力重罪犯。

(1) 保護每位本州居民，包括我們最弱勢的兒童
免受暴力犯罪侵害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謀殺

犯、强姦犯、兒童猥褻犯及其他暴力罪犯不應被提
前釋放。

(2) 自2014年以來，California暴力犯罪增長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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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法案未意圖製造更多「三振出局」犯罪而導
致州監獄人口增長。

(11) 本法案未意圖影響California矯正與康復局
獎勵教育和表現的能力。

(b) 恢復對連續盜竊和有組織盜竊團夥的追責。

(1) 最近對California法律的修改允許盜竊慣犯，無
論其犯罪記錄或盜竊次數，其幾乎不用承擔後果。

(2) 結果，在2014年至2016年期間，California的

度 超 過 了 美 國 其 他 地 區。自 2 0 1 3 年 以 來， 盜竊和財產犯罪增加量位居美國第二，而大多數
Los Angeles的暴力犯罪已增長69.5%。2015年的 州一直在穩定下降。根據California司法部的數
前六個月中，Sacramento的暴力犯罪上升速度比

據，2015年被盜財產價值為$25億，自2014年以

要快。

年度增幅。

任何一個聯邦調查局(FBI)追蹤的美國25大城市還

來增長了百分之13，是至少近10年來最大的單一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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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號提案 續

(3) 通常盜竊慣犯這樣做的原因是支援其吸毒習 「最後合法住所」不得解釋為該囚犯犯下罪行發生
慣。最近對California法律的修改削弱了法官的能力， 的縣或市，或在州監獄或地方監獄設施中關押或在
使其無法命令盜竊罪慣犯接受有效戒毒治療計劃。

州立醫院接受治療的縣或城市。

罪行的人制定更強有力的法律，這將促進那些反覆

益，則可以將囚犯送返至另一縣或市。若經由假釋

(4) California需要為那些反覆被判犯有盜竊相關

偷竊以支援其毒品問題的人接受現行的戒毒治療
計劃。本議案頒佈了此類改革。

(c) 恢復DNA採集以解決暴力犯罪問題。

(1) 採集罪犯的DNA對於解決暴力犯罪問題至關
重要。由於僅從較少的罪犯身採收集了DNA，所以
有450多件包括謀殺、強姦和搶劫在内的暴力犯罪
案件未能破獲。

( 2 ) 2 0 1 5 年從一名兒童猥褻罪犯身上採集的
DNA，幫助破獲了兩例三十年前在Los Angeles縣

發生的六歲男童姦殺案。2016年從駕駛失竊車被
抓獲的人士身上所採集的DNA，幫助破獲了2012
年San Francisco灣區的一名83歲婦女姦殺案。

(3) 最近對California法律的修改無意中取消了盜

竊和毒品犯罪的DNA採集。本議案恢復了對被判犯
有此類罪行之人士的DNA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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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允許採集更多的DNA樣本將有助於識別犯罪
嫌疑人，洗脫無辜者並釋放被錯誤定罪的人。

(5) 若未被指控犯罪、被無罪釋放或被宣告無罪，
則本議案不會影響現行的法律保障，該保障允許刪
除其DNA檔案以保護個人隱私。
第4節。 假釋審議。

第4.1節。 《刑法典》第3003節修訂如下：
3003.

(a) 除非本節另有規定，否則根據第2.05

編（從3450節開始）之規定，獲得假釋或獲釋後社
區監督的囚犯應送返至該囚犯入獄前最後合法住

所所在縣。根據第2.05編（從第3450條開始）之規
定獲得假釋或獲釋後社區監督的囚犯，且其因涉及

性犯罪入獄而根據第290節之規定必須登記，應盡
一切合理可能將其送返至入獄前最後合法住所所

在市，或有家庭、社會關係或經濟聯繫並可獲得復
歸服務的較近地點，除非返回該地點會違反任何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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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無論(a)項規定如何，如果符合公眾之最大利

審議小組判定，為根據第1168節(b)項之規定判刑
的囚犯設定假釋條件的假釋聽證委員會，或為根據
第1170節之規定判定囚犯假釋條件的California

矯正與康復局，決定將其送返至另一縣或市，應將
其理由以書面形式記錄在假釋者的永久記錄中，並
根據第3058.6節之規定將理由納入給警長或警察

局長的通知中。在做出其決定時，假釋機構應考慮
以下因素，尤其最大程度地重視受害者保護和社區
安全：

(1) 保護受害者、假釋犯、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的
生命或安全的需要。

(2) 會影響囚犯成功完成假釋的公眾關注問題。

(3) 核實工作機會、教育或職業培訓計劃的存在。

(4) 囚犯與居住在另一縣内的家人保持密切聯繫，
而其家人的支持有益於該囚犯成功完成假釋。

(5) 根據第2960節之規定接受治療的假釋犯缺少
必要的門診治療計劃。

(c) 矯正與康復局在決定一項縣外託付時，應優先
考慮社區以及證人和受害者的安全。

(d) 假釋機構在根據第5章第1.5條（從第2717.1

節開始）對參加合資企業計劃的囚犯做出決定時，
如果雇主聲明打算在該囚犯釋放後僱用該囚犯，假
釋機構應認真考慮將囚犯釋放至合資企業計劃雇
主所在縣。

(e) (1) 以下資訊（如果有）應由矯正與康復局通知
地方執法機構，資訊關於將一名被假釋囚犯或根據

第2.05編（從第3450節開始）安置於獲釋後社區
監督之囚犯釋放至其管轄區：
(A) 姓氏、名字和中間名。
(B) 出生日期。

他法律或對囚犯的受害者構成威脅。就本項而言， (C) 性別、種族、身高、體重以及頭髮和眼睛的顏色。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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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假釋日期或獲釋後社區監督和出獄後的安置

164部分中隱私和安全法規的實施規則。在美國衛

(E) 登記狀態（如果囚犯由於管制藥物、性別或縱

HIPAA優先適用本規定之前，本款無效。

日期。

火罪行必須登記）
。

(F) California罪犯資訊號碼、FBI號碼、社會安全號
碼和駕照號碼。

(G) 犯下罪行的縣。

(H) 囚犯身體疤痕、記號和紋身的描述。

(I) 囚犯被判有罪而在此案中因此獲得假釋或獲釋
後社區監督的一項或多項罪行。
(J) 地址，包括以下所有資訊：

(i) 街道名和門牌號。就本小段而言，不接受郵政信
箱號碼。

(ii) 城市和郵遞區號。

(iii) 根據本小段之規定所提供的地址提議生效的
日期。

(K) 聯絡官和單位，包括以下所有資訊：
(i) 每位聯絡官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ii) 每位聯絡官的聯絡單位類型，例如負責假釋、登
記或縣緩刑的單位。

(L) 照片的數位化圖像和該假釋犯的至少一個手指
指紋。

(M) 與地理資訊系統 (GIS) 或類似電腦程式配合
使用的囚犯住所地理座標。

(N) 任何先前假釋期間的監督記錄副本。

(2) 除非無法獲得該資訊，否則矯正局應以電子方

式將犯人的肺結核狀況、特定醫療、精神健康和門
診需求以及任何醫療或殘障問題發送給根據

第3451節(a)項認定的縣級機構，以便該縣根據第

3450節之規定，在罪犯移交獲釋後社區監督的過
程中，以查明其醫療和精神健康需求。移交給縣級

機構的所有內容均應遵守1996年聯邦《健康保險
轉移與責任法》(HIPAA)（公法104-191）
、聯邦《經

濟與臨床健康之健康資訊科技法案》(HITECH)（公
法111-005）
，以及《聯邦法規》第45編第160和

生 及 公 共 服 務 部 部 長，或 部 長 指 定 人 員，確 定
(3) 除第(2)款所規定之資訊外，本項所規定資訊
應來自全州假釋數據庫。來自各來源的資訊應基於
相同的時間範圍。

(4) 本項所規定的所有資訊均應透過桌上型電腦

系統可用格式，以電腦之間傳輸方式提供。本資訊
傳輸可應地方執法機構要求持續爲其提供。

(5) 未經授權擅自發佈或接收本項所述資訊屬於
違反第11143節的規定。

(f) 儘管有任何其他法律的規定，如果受害人或證
人要求將假釋囚犯安置於更遠的地方，並且若假釋
聽證委員會或矯正與康復局認為有必要保護受害

人或證人的生命、安全或福祉，獲得假釋的囚犯不
得被送返至距離以下任何一種罪行的受害人或證
人實際居住地35英哩以内的地點：

(1) 第667.5節(c)項第(1)至(7)款（含）及第(11)和
(16)款或第3040.1節(a)項所定義之暴力重罪。

(2) 一項被告人對共犯以外的其他人造成重大身

20

體 傷 害 的 重 罪，並 已 被 指 控 並 證 實 其 符 合 第

12022.53節、第12022.7節或第12022.9節之規定。
(3) 違反第261節(a)項第(1)、(3)或(4)款、第286節

(f)、(g)或(i) 項，或第287節(f)、(g)或(i)項，或前第
288a節，或第289節(b)、(d)或(e)項規定之行爲。

(g) 儘管有任何其他法律的規定，違反第288節或
第288.5節且矯正與康復局認為其對公衆構成高

風險的囚犯獲得假釋，在其假釋期間，不得將其安
置於或居住在公立或私立學校（包括任何或所有

幼兒園以及1至12年級）
（含12年級）的半英哩範
圍內。

(h) 如果受害人或證人要求將假釋囚犯或獲釋後社
區監督的囚犯安置於更遠的地方，並且若假釋聽證

委員會或矯正與康復局，或縣監督機構（如適用）認

為有必要保護受害人的生命、安全或福祉，儘管有
任何其他法律的規定，獲得假釋或獲釋後社區監督
的跟蹤騷擾罪囚犯不得送返至距離受害人或證人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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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居住地或工作地點35英哩範圍内的地點。如
果一名獲得假釋或獲釋後社區監督的囚犯不能按

第20號提案 續

法規制定機構權力，就提前釋放或假釋審議而言，

以下內容應定義為「暴力重罪罪行」
：

照本項規定安置於該囚犯最後合法居所的所在縣， (1) 謀殺或故意殺人。
則經接收縣批准，縣監督機關可以將該囚犯轉移至
(2) 傷害。
另一個縣。
(3) 第261節(a)項第(2)或(6)款或第262節(a)項第
(i) 該機構在作出假釋決定時，應考慮假釋犯的合 (1)或(4)款所定義的強姦。
理分配，以及送交某縣縣外假釋與送交該縣的人數
比例。

(j) 一名囚犯可能會根據任何其他法律被假釋到另

一州。根據第2.05編（從第3450節開始）之規定，
矯正與康復局應就州外安置囚犯的獲釋後社區監
督與當地實體進行協調。

(k) (1) 除非第(2)款另有規定，矯正與康復局應是
主要負責並控制計劃、資源，以及依照(e)項實行執

法自動數據系統 (LEADS) 的人員的機構。根據第

2.05編（從第3450節開始）之規定，監督獲釋後社
區監督之獲釋囚犯的縣級機構應提供該局要求的

任何資訊，以確保獲得州監獄釋放囚犯的準確資

訊。此資訊可能包括所有監督記錄、發出逮捕令、撤

銷或終止獲釋後社區監督。於2011年8月1日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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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之前被指定監督獲釋後社區監督囚犯的縣級機
構應通知該局其已被指定為負責提供監督的地方
機構。

(2) 儘管有第(1)款的規定，司法部應是主要負責
適當發佈指紋卡相關之LEADS資訊的機構。

(l) 除依照(k)項規定的要求外，矯正與康復局還應

向司法部提交數據，以納入California執法電信系
統 (CLETS) 的監督釋放文件中，如此執法機構可
透過CLETS知悉接受獲釋後社區監督的所有人員

以及提供監督的指定縣級機構。本項規定之數據應
透過電子傳輸方式提供。

(4) 第286節(c)或(d)項所定義的鷄姦。

(5) 第287節(c)或(d)項所定義的口交。

(6) 第288節(a)或(b)項所定義的猥褻或淫亂行為。
(7) 任何可處死刑或在州監獄終身監禁的重罪。

(8) 1977 年 7 月 1 日當日或之後，在第 12022.7、
12022.8或12022.9節所規定，或1977年7月1日

之前根據第213、264和461節之明定，被控並證實
對共犯以外的任何人造成重大身體傷害的任何重

罪，或根據第 12022.3 節 (a) 項或第 12022.5 或
12022.55節之規定，被控並證實的被告使用槍枝

的任何重罪。

(9) 任何搶劫。

(10) 縱火，違反第451節(a)或(b)項。

(11) 第289節(a)或(j)項所定義的性侵入。
(12) 謀殺未遂。

(13) 違反第18745、18750或18755節的行爲。
(14) 綁架。

(15) 意圖犯下一明確重罪的攻擊，違反第220節。

(16) 兒童持續性虐待，違反第288.5節。
(17) 第215節(a)項所定義的劫車。

(18) 協助強姦、配偶強姦或性侵入，違反第264.1節。
(19) 第 5 1 8 節所定義的勒索，其將構成違反第
186.22節的重罪。

第4.2節。 《刑法典》增加第3040.1節，內容如下： (20) 第136.1節(c)項所定義的對受害人或證人的
3040.1 （a）依照《憲法》第 I 條第 32 節、
《政府法

威脅。

典》第12838.4和12838.5節、
《刑法典》第3000.1、 (21) 第460節(a) 項所定義的任何一級入室盜竊，
3041.5、3041.7、3052、5000、5054、5055、 其中被控並證實在入室盜竊犯罪過程中住所除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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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任何違反第12022.53節的行爲。

(46) 持有、引爆或點燃破壞性裝置，違反第18740

(24) 教唆謀殺。

(47) 兩次或兩次以上違反第451節(c)項的行爲。

(23) 違反第11418節(b)或(c)項的行爲。
(25) 以槍枝進行重罪攻擊，違反第245 節(a) 項和
(b)項的第(2)款。

(26) 以致命武器進行重罪攻擊，違反第245 節(a)

項第(1)款。

(27) 以致命武器對治安官員或消防員進行重罪攻

擊，違反第245節(c)和(d)項。

(28) 以可能導致重大身體傷害的武力進行重罪攻

擊，違反第245節(a)項第(4)款。

(29) 以腐蝕性化學物質進行攻擊，違反第244節。
(30) 非法監禁，違反第210.5節。

(31) 擊發槍枝重罪，違反第246節。

節。

(48) 任何本項所述罪行的企圖犯罪。

(49) 得到承認並證實被告親自使用危險或致命武

器的任何重罪。

(50) 根據第290 至290.009 節（含節）之規定，導

致終身性犯罪者登記的任何罪行。

(51) 任何本節所述罪行的共謀犯罪。

( b ) 本節之規定應適用於本節生效當日或之後

在羈押監獄服刑的任何囚犯（不論其判刑時間為
何時）
。

第4.3節。 《刑法典》增加第3040.2節，內容如下：
3040.2.

(a) 進行非暴力罪犯假釋審議審查後，

假釋聽證委員會聽證官員應考慮關於該囚犯的所

(32) 從機動車輛中擊發槍枝，違反第 2 6 1 0 0 節

有相關可靠的資訊。

(33) 導致外傷的家庭暴力重罪，違反第273.5節。

因重罪行為導致出現受害人的不合理風險。

(c)項。

(34) 對一項犯罪的證人或受害人使用武力或威脅

的重罪，違反第140節規定。

(35) 抵抗治安官員並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的重

(b) 審查標準應為該囚犯若獲監獄釋放是否將構成
(c) 在做出此決定時，該聽證官員應考慮以下因素：
(1) 目前定罪的外在情形。

(2) 該囚犯有可靠記錄在案的犯罪史，包括所參與

罪，違反第148.10節。

的其他犯罪行為（青少年和成人）
。

罪重罪。

行為。

節 (b) 項。

已登記）
，以及檢控機構的任何意見。

(36) 根據第422.7節之規定可予以懲處的仇恨犯
(37) 虐待年長者或受扶養成人的重罪，違反第368
(38) 強姦，違反第261節(a)項第(1)、(3)或(4)款。
(39) 強姦，違反第262節。

(40) 性侵入，違反第289節(b)、(d)、或(e)項。
(41) 雞姦，違反第286節(f)、(g)、或(i)項。
(42) 口交，違反第287節(f)、(g)、或(i)項。

(43) 以賣淫為目的誘拐未成年人，違反第267節。
(44) 人口走私，違反第236.1節(a)、(b)或(c)項。
(45) 虐待兒童，違反第273ab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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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囚犯的獄中表現，包括更生計劃和獄中不當
(4) 來自該囚犯、任何受害人（無論在轉介時是否

(5) 矯正與康復局檔案中所記錄的該囚犯過去和

現在的精神狀況。

(6) 該囚犯過去和現在對犯罪的態度。

(7) 有關該囚犯是否適合釋放的任何其他資訊。

(d) 聽證官員在決定該囚犯是否不適合釋放時應考

慮以下情況：

(1) 目前所犯罪行中涉及多名受害人。

(2) 一名受害人因年齡、身體或精神狀況尤其易受

傷害。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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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囚犯在犯罪過程中利用了他人的信任。

(7) 該囚犯在部分情有可原的情況下參與了犯罪，

他致命武器。

(8) 該囚犯無明顯犯罪傾向，但受其他人引誘參與

(6) 該囚犯犯下與街頭犯罪幫派有關的罪行。

(9) 該囚犯有少量或無犯罪記錄。

領導或支配地位，或者該囚犯引誘他人參與犯罪

要作用。

(4) 該囚犯在犯罪過程中攜帶或使用了槍枝或其
(5) 一名受害人在犯罪過程中遭受重大身體傷害。
( 7 ) 該囚犯於犯罪過程中在其他參與者間處於

但這並不相當於法律辯護。
其過程。

(10) 該囚犯在犯罪過程中是被動參與者，或起次

過程。

(11) 此犯罪行為在不太可能再次發生的異常情況

在嚴重傷害。

期，其應被視為暴力罪犯。

(8) 在犯罪過程中，該囚犯明顯有機會停止犯罪， 下或因此類情況而發生。
但其卻繼續實施犯罪。
第4.4節。 《刑法典》增加第3040.3節，內容如下：
(9) 該囚犯還犯從事其他有可靠記錄在案的犯罪
3040.3. (a) 就《憲法》第I條第32節而言，如囚犯
行為，其為該囚犯目前已入獄罪行的組成部分。
當前犯罪包括第667.5節(c)項或第3040.1節定義
(10) 犯罪方式對犯罪受害人以外的其他人造成潛 為暴力的罪行或指控而判處同時、連續或長期刑
(11) 該囚犯在犯下罪行時，處於緩刑、假釋、獲

釋後社區監督或強制性監督下，或被拘留或曾逃脫

拘留。

(12) 該囚犯在犯下罪行時，處於任何形式的定罪

前或定罪後釋放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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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該囚犯以前的暴力史（無論是青少年還是

成人）
。

(14) 該囚犯在監獄或監牢中曾從事不當行為。

(15) 該囚犯因相同或不同縣或轄區的多個案件而

被監禁。

(e) 聽證官員在決定該囚犯是否適合釋放時應考

慮以下情況：

(1) 該囚犯沒有攻擊他人或犯下對受害人造成潛

在傷害的青少年犯罪記錄。

(2) 該囚犯無任何暴力犯罪史。

(c) 就《憲法》第I 條第32 節而言，如囚犯當前犯罪

根據第667.5 節(c) 項之規定包括任何使潛在犯罪
變成爲暴力犯罪的强化，其應被視爲暴力罪犯。

(d) 就《憲法》第 I 條第 32 節而言，
「主要犯罪」的

「完整刑期」應僅為所犯罪行的實際服刑天數進行
計算。

第4.5節。 《刑法典》增加第3040.4節，內容如下：
3040.4.

根據《憲法》第I條第28節(b)項之規定，

在對囚犯進行提前假釋和釋放的審查之前，該部門

應向犯罪受害人給予合理通知。該部門應給予受害

人就提前假釋審議進行聽證的權利，並有權參與審

查流程。該部門在就提前釋放做出決定時，應考慮
受害人、受害人家庭和普通公眾的安全。

(a) 在進行提前假釋審查前，該部門應向一個或多

(5) 該囚犯如已制定了若獲釋的實際計劃，或已培

找並通知未登記的受害人。

養了在獲釋後可使用的社會生活技能。

(6) 該囚犯的獄中活動顯示出其獲釋後依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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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不確定刑期，其應被視為暴力罪犯。

(3) 該囚犯已表現出悔意。

(4) 該囚犯當前的年齡降低累犯風險。

|

(b) 就《憲法》第I 條第32 節而言，如囚犯當前犯罪

的能力有所增強。
擬議法律正文

個檢控機構和已登記受害人給予通知，並應盡力尋

(b) 檢控機構應有權審查聽證官可得的所有資訊，

包括但不限於該囚犯的中央檔案、記錄在案的成人

和青少年犯罪史、獄中表現、包括更生計劃和獄中

擬議法律正文

第20號提案 續

不當行為、代表該囚犯權益的任何人或組織的任何

後，委員會應投票同意或拒絕假釋，並提出決定聲

(c) 受害人應有權出於提前假釋審議之目的提交

(4) 准予假釋後，應按照所有適用審查期限釋放該

意見，以及公眾提交的任何資訊。
陳述書，包括保密陳述書。

(d) 所有檢控機構、任何相關執法機構以及所有受

害人（無論是否已登記）
，均有權以書面形式對委員

會做出回應。

(e) 檢控機構、執法機構和受害人必須在囚犯提前

假釋資格審查或審議之通知日期起90天內向委員
會做出回應。

( f ) 委員會應在做出非暴力罪犯假釋決定後的
10天內通知檢控機構、執法機構和受害人該決定。

(g) 在收到關於非暴力罪犯假釋審議的最終決定

通知後的 30 天內，囚犯和檢控機構可以要求對該
決定進行審查。

(h) 如果依照《憲法》第I條第32節的非暴力罪犯假

釋規定拒絕提前釋放一名囚犯，則該囚犯在自前次

拒絕的最終決定之日起兩個日曆年內將無資格獲

得非暴力罪犯提前假釋審議。

第4.6節。 《刑法典》第3041節修訂如下：
3041.

(a) (1) 對於根據除第2部分第7編第4.5章

（從第1170節開始）之外的任何法律所判刑的囚
犯，假釋聽證委員會應在該囚犯的最低合格假釋日
期前的第六年内與每個囚犯舉行會面，以審查和記

錄該囚犯的活動以及與假釋資格有關的行為。在會

面期間，委員會應向該囚犯提供假釋聽證程序、他
或她是否適合假釋的相關法律因素資訊、以及對該
囚犯的工作任務、更生計劃和獄中表現的個人化建

議。會面後30天內，委員會應以書面形式向該囚犯
發布正面和負面的結論和建議。

(2) 在囚犯最低合格假釋日期前的一年，由兩名或
更多委員或副委員組成的小組將再次與該囚犯見

面，並應按第3041.5節規定准予假釋。該小組的副
委員不得超過一名。

明。應根據(e)項進行全員審查。

囚犯。然而，除非該囚犯根據其青少年罪犯假釋資
格日期或老年犯假釋合格資格日期有資格提前釋

放，否則他或她在達到根據第3046節規定所述的
最低合格假釋日期之前不得獲釋。

(5) 除非不可行或前次會議是首次會議，否則至少

應有一個小組委員出席前次會議。聽證小組中的任
何人均可以要求由委員會對有關假釋的任何決定

進行全員聽證。如進行審查，參加全員審查的委員
會成員必須以多數票贊成假釋，方能同意任何囚犯
假釋。

(b) (1) 除非該小組或委員會的全體人員決定當前
被定罪之一項或多項罪行的嚴重性，或當前或過去
被定罪之一項或多項罪行的時機和嚴重性影響公

共安全，因而此人需要更長的監禁期， 否則應准予
一名囚犯的假釋。該小組或委員會的全體人員在做

出此決定時，應考慮該囚犯的全部犯罪歷史，包括
目前或過去所有被定罪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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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1年7月30日之後，任何假釋小組判定囚
犯適合假釋的決定應在聽證會日期起的120天內

成為最終決定。在此期間，委員會可以審查該小組
的決定。該小組的決定應根據本項之規定為最終決

定，除非委員會判定該小組犯有法律錯誤，或該小
組的決定基於事實錯誤，或應向委員會提供新資

訊，其中任何一項由委員會做出的更正或審議，很
有可能導致重新聽證後做出完全不同的決定。在做
出此決定時，委員會應諮詢進行假釋審議聽證會的
委員。

(3) 小組決定不得被否決並提請重新聽證，除非在
公開會議後以委員會全員多數票通過。

(c) 出於審查依照先前法律有資格假釋的囚犯適
合於依照第1170.2節規定所計算的日期前假釋之

目的，該委員會應任命至少兩人組成的小組，每年
與每個囚犯舉行會面，直至該囚犯根據訴訟程序獲

(3) 如果票數相等，則應將此事項轉交全體人員， 釋或達到他或她依照第1170.2節規定所計算的刑
對小組得出票數相等的記錄進行審查。經全員審查

期屆滿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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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立法院旨為在沒有囚犯等待假釋聽證會、終身

定適當的康復和治療服務、決定適當的激勵措施，

間，聽證會將由三名或三名以上成員（其中多數應

措施，這些措施可包括但不限於立即、結構化和中

假釋審議聽證會、或終身撤銷聽證會的案件積壓期

爲委員）組成的小組進行。委員會應在第3041.5節
(a)項或第3041.5節(b)項第(2)款所規定的聽證會

日期後的30天內，每月報告囚犯未獲得完整初步
或後續假釋審議聽證會的案件數量，除非該囚犯已

放棄這些時限的權利。就本節而言，該報告應被視
為案件積壓，並應包括消除積壓的進展以及在上述
時限內放棄其權利的囚犯人數資訊。該報告應在委
員會的定期會議上公開，並應向公眾提供書面報
告，且每季度轉呈立法院。

(e) 就本節而言，委員會全員審查指在委員會聽取
該事項之日，由大多數任職委員所進行的審查。應
遵守以下規定進行全員審查：

(1) 進行審查的委員應審議導致票數相等之聽證
會的全部記錄。

(2) 該審查應限於聽證會的記錄。記錄應包括聽證
會的記錄副本或錄音帶，票數相等的小組實際審議
過的書面或電子記錄的聲明，以及任何該小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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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過的其他材料。在全員審查程序中，不應考慮
新的證據或意見。

(3) 委員會應單獨說明其同意或拒絕假釋決定的
理由。

(4) 參與平局表決的委員應在全員審查中迴避對
該事項的審議。

第4.7節。 《刑法典》第3454節修訂如下：
3454.

(a) 縣監督委員會根據第3451節(a)項所

成立的每個縣級監督機構應建立一項審查程序，以
評估和完善某一個人的獲釋後監督計劃。任何額外
的獲釋後監督條件，均應與罪犯在監獄中服刑的基

本罪行，或與罪犯的累犯風險，以及罪犯的犯罪歷
史合理相關，並在其他方面符合法律規定。

(b) 縣監督委員會根據第3451節(a)項所成立負責
獲釋後監督的各縣機構，可在符合公共安全的情況

下，決定第3453節所列的其他適當監督條件（包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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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第1210.7節所定義的持續電子監測）
、命令規
擬議法律正文

並決定和命令對據稱的違法行為採取適當的應對

間的制裁，最多至和包括根據第3015節之規定將
其轉介至重返社會法院 ，或在市或縣監獄進行短
期監禁。 建議將短期監禁作為對罪犯違反獲釋後
監督條件的一種懲罰方法。

(c) 在本標題中，
「短期監禁」是指因罪犯違反獲釋
後監督條件而被拘留於市或縣監獄的時間。拘留期

的長短可從1天到連續10天不等。短期監禁是各縣
機構負責釋放後監督可能使用的一種手段。對於罪

犯違反獲釋後監督條件的行為，應縮短拘留時間，
但必要時需要增加拘留次數，以適當懲罰罪犯，同
時防止通常因長期撤銷而帶來的工作或家庭場所
混亂。

(d) 在決定實行短期監禁後，緩刑部門應將每次實

行短期監禁的情況通知法院、公設辯護人、地區檢

察官和縣警。

第4.8節。 《刑法典》第3455節修訂如下：
3455.

(a) 如果縣級監督機構在應用其評估程序

後，決定第3454節(b)項授權的中間制裁不合適，

或如果被監督者第三次違反了被監督者的釋放條

款，則縣級監督機構應根據第1203.2節之規定向

法院申請撤銷、修改或終止獲釋後社區監督。在此
程序根據本節之規定啟動後的任何時候，一個人可
以書面形式放棄他或她獲得律師的權利、承認他或
她違反了獲釋後社區監督的規定、放棄法院聽證

會，並接受對他或她獲釋後社區監督的擬議修改。
該申請應包括一份書面報告，其中含關於申請的補

充資料，包括獲釋後社區監督的相關條款與條件、
據稱之基本違法行為的情況、違規者的犯罪歷史記
錄和背景以及任何建議。司法委員會應通過法院的
形式和規則，以制定全州統一的程序來執行本項規

定，包括監督機構報告的最低限度內容。一旦判定
一個人違反了獲釋後社區監督的條件，則撤銷聽證
官應有權採取以下各項措施：

(1) 將該人士送返獲釋後的社區監督，並酌情修改
條件，包括在縣監獄監禁一段時間。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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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撤銷和終止獲釋後社區監督，並下令將該人士

(e) 根據本標題的規定，一個人自首次進入獲釋後

(3) 根據第3015節之規定或法院酌情決定其他以

監督或拘留，除非根據第1203.2節或第3456節(b)

監禁於縣監獄。

證 據 為 基 礎 的 計 劃，將 此 人 士 轉 介 至 重 返 社 會
法院。

(b) (1) 在獲釋後社區監督期間，無論何時，如果治
安官員，包括緩刑官員，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受限於

獲釋後社區監督的人士違反了他或她獲釋的任何

條款或條件，或沒有根據第1203.2 節之規定出席

聽證會以撤銷、修改或終止獲釋後社區監督，該官
員可在沒有逮捕令或其他程序的情況下，逮捕該人

士，並將他或她帶到縣監督委員會根據第3451節
(a)項成立的縣監督機構。此外，由縣監督機構僱用
的官員可申請逮捕令，並且法院或其根據《政府法

典》第71622.5節任命的指定聽證官員，應有權簽
發逮捕該人士的逮捕令。

(2) 對於根據本節提出申請中所涉及的人士，如果
該人士沒有出席該申請或出於司法利益之任何理

由的聽證會，法院或其指定聽證官員有權對該人士
簽發逮捕令，或出於司法利益之理由將出席該申請
之聽證會的人士還押拘留。

(3) 除非受限於獲釋後社區監督的人士正在以其

他方式進行短期監禁，任何時候受限於本節之人士
被逮捕時，無論是否有逮捕令或是否提出撤銷申

社區監督之日起達到三年時或之後不得繼續接受
項的規定，對他或她監督的時間已終止。
第5節。 DNA採集。

第5.1節。 《刑法典》第296節修訂如下：
296.

(a) 下下人士應提供口腔內拭抹樣本、右手

拇指印和每隻手的完整掌紋印記，以及本章所規定
的任何血液樣本或其他生物樣本，以便進行執法鑑
定分析：

(1) 被判犯有任何重罪、或對任何重罪罪行認罪或

不抗辯、或對任何重罪罪行因精神錯亂而被判定無

罪的任何人士（包括任何青少年）
，或因犯有任何重

罪罪行而根據《福利和機構法》第602節被裁定的
任何青少年。

(2) 因以下任何重罪罪行而被逮捕或被指控的任
何成年人：

(A) 第290節明定的任何重罪罪行，或企圖犯下第
290條所述的任何重罪罪行，或依照第290節規

定，要求一個人有責任在California登記為性犯罪
者的任何重罪罪行。

(B) 謀殺或故意殺人或任何企圖犯下謀殺或故意
殺人。

(C) 從2009年1月1日頒佈增加本項的法案後第五

請，法院可依照其認為適當的任何條款和條件下令

年的1月1日起，任何因任何重罪罪行而被逮捕或

(c) 撤銷聽證會應在提出撤銷申請後的合理時間內

(3) 因在重罪或輕罪罪行的犯罪過程中或企圖犯

從拘留中釋放受監督者。

舉行。除非(b)項第(3)款另有規定外，基於優勢證據

20

被指控的成年人。

下重罪或輕罪罪行而根據第290節至第290.009節

表明受監督者對公共安全構成了不合理的危險，或 （含）或 第 457.1節 之 規 定 必 須 進 行 登 記 的 人 士

，或因被控犯有任何重罪罪行
該人士從拘留中獲釋後可能不會出庭，或出於司法 （包括任何青少年）
利益的任何理由，縣監督機構應有權在該人士針對

後被法院轉介於精神健康機構或性犯罪者治療計

應繼續拘留該人士，並可在做出這一決定後，下令

少年）
。

申請撤銷獲釋後社區監督的首次出庭前，決定是否
在該人士首次出庭前將其監禁。

(d) 根據(a)項第(1)和第(2)款之規定的監禁，每項
拘留制裁不得超過180天的縣監獄監禁。

劃而安置於該機構或計劃的任何人士（包括任何青
(4) 被判犯有以下罪行，或對以下罪行認罪或不抗

辯的任何人士（不包括青少年）
：
(A) 違反第459.5節的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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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違反第473節(a)項，根據第473節(b)項可按輕

第20號提案 續

(1) 依照《福利和機構法》第6篇第2部分第2章第1

罪論處的行為。

條（從第6300節開始）
，任何被視為精神失常性犯

輕罪論處的行為。

(2) 根據《刑法典》第3部分第1編第7章第4條（從第

(C) 違反第476a節(a)項，根據第476a節(b)款可按
(D) 違反第487節，根據第490.2節可按輕罪論處

的行為。

(E) 違反第496節，可按輕罪論處的行為。

(F) 違反《衛生和安全法規》第11350節(a)項的輕

罪行為。

(G) 違反《衛生和安全法規》第11377節(a)項的輕

罪行為。

(H) 違反第243節(e)項第(1)款的輕罪行為。
(I) 違反第273.5節的輕罪行為。

(J) 違反第368節(b)項第(1)款的輕罪行為。

罪者而被送入州立醫院或其他治療設施的人士。

2960節開始）之規定內所述任何患有嚴重精神障
礙的人士。

(3) 根據《福利和機構法》第6篇第2部分第2章第4

條（從第6600節開始）任何被判定為性暴力侵犯者
的人士。

(d) 無論法院是否告誡一個人（包括任何青少年）
，
他或她必須向資料總庫和數據庫提供標本、樣本和

印模，以作為緩刑、假釋或任何認罪、不抗辯或因精
神錯亂的不認罪答辯或承認(a)向所述任何罪行的
條件，本章的規定為強制執行並可加以應用。

(e) 如果檢察官在法院程序的任何階段判定尚未

從第296節(a)項所定義的任何人士處採集到本章

(K) 任何輕罪違法行為，其中受害者符合《家事法》 所規定的標本、樣本和印模，則檢察官應在記錄上

第6211節所述之定義。

(L) 違反第647節(b)項第(3)款的輕罪行為。

(4) (5) 本項使用的「重罪」一詞包括犯罪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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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本章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禁止採集
和分析標本、樣本或印模，做為對不符合資格之罪
行的認罪條件。

(b) 本章的規定及其關於在行政可行的情況下盡
快提交標本、樣本和印模的要求，應適用於所有符
合資格的人士，不論其所受刑罰，包括任何死刑、終
身監禁不得假釋或任何終身監禁或無期徒刑、或任
何成年人或被視為成年人而受審之青少年的其他

處置，或是否該人士被移交、罰款或轉介評估，以及
不論被判犯有任何重罪罪行或依照《福利和機構
法》第602節裁決的青少年所受的處置或安置。

(c) 本章的規定及其對(a)項所述的符合資格者在

行政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提交標本、樣本和印模的要
求應予適用，不論其是否被安置或關押在任何精神

病院或其他公共或私人治療設施，並且適用對象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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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人士（包括青少年）
：
擬議法律正文

以口頭或書面形式通知法院，並請求法院下令採集

法律規定的標本、樣本和印模。然而，即使檢察官或
任何其他執法機構未能向通知法院，亦不得免除一

個 人 根 據 本 章 之 規 定 提 供 標 本、樣 本 和 印 模 的
義務。

(f) 對案件進行最後處置或宣判之前，法院應詢問
並核實是否已獲得本章所規定的標本、樣本和印

模，並將此事實納入青少年案件的判決摘要或處理

令中。法院發佈的判決摘要應表明，法院已下令命
令該人士遵守本章的要求，並且應將該人士納入本

州的DNA和法醫鑑定數據庫和資料總庫計劃中，以
及應遵守本章的規定。

然而，即使法院未能核實標本、樣本和印模是否完
成採集，或未能將這些事實載入青少年案件的判決

摘要或處置令中，亦不得使逮捕、認罪、定罪或處置
無效，或以其他方式免除本章對該人士的要求。
第6節。 商店盜竊。

第6.1節。 《刑法典》第459.5節修訂如下：
459.5.

(a) 儘管有第459節的規定，商店盜竊的

定義為在商業場所之正常營業時間內，進入該場所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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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犯下盜竊偷取零售財產或商品，所取走或意圖

物、挪 用 公 款 或 身 份 盜 竊、或 根 據《 車 輛 法 》第

何意圖犯下盜竊而進入商業場所之其他行為，為入

第7節。 連續盜竊。

取走之財產價值不超過九百五十美元 ($950)。任
室盜竊。商店盜竊應按輕罪論處，但一個人因第

10851節盜竊或未經授權使用車輛的行為。

667節(e)項第(2)款第(C)小段第(iv)條款所明定之

第7.1節。 《刑法典》增加第490.3節，內容如下：

定必須登記的罪行一次或多次被定罪，則可根據第

(1) 小額盜竊。

(b) 任何根據(a)項所定義之商店盜竊行為，應指控

(3) 重大盜竊。

罪行一次或多次被定罪，或根據第290節(c)項之規
1170節(h)項之規定予以處罰。

為商店盜竊罪。被指控犯下商店盜竊罪的人士，不
得同時因同一財產而被控犯下入室盜竊或盜竊的
罪名。

(c)「零售財產或商品」是指零售商業擬出售之任何

物品、產品、商品、物件或零組件。

(d)「價值」是指受影響的零售場所所宣傳的商品零

售價值，包括任何適用之稅款。

(e) 本節不得適用於盜竊槍枝、偽造、根據第484e

490.3.

(a) 本節適用於以下罪行：

(2) 商店盜竊。
(4) 入室盜竊。
(5) 劫車。
(6) 搶劫。

(7) 第368節(d)或(e)項含義內，針對老年人或受撫

養成年人的犯罪。

(8) 任何違反第496節的行為。

(9) 《車輛法》第10851節含義內，非法取用或駕駛

節非法出售、轉移或轉讓門禁卡、根據第484f節偽

車輛。

368 節 (e) 項偷竊老年人、根據第 530.5 節接收贓

(11) 根據第484e節，非法出售、轉移或轉讓門禁卡。

造門禁卡、根據第484g節非法使用門禁卡、根據第
物、挪 用 公 款 或 身 份 盜 竊、或 根 據《 車 輛 法 》第

10851節盜竊或未經授權使用車輛的行為。
第6.2節。 《刑法典》第490.2節修訂如下：
490.2.

(a) 儘管有第487節或任何其他法律規定

對重大盜竊行為作出定義，透過盜竊獲得任何財產

(10) 偽造。

(12) 根據第484f節，偽造門禁卡。

(13) 根據第484g節，非法使用門禁卡。
(14) 根據第530.5節，身份盜竊。

(15) 根據《車輛法》第10851節，盜竊或未經授權

的行為，其中金錢、勞力、不動產或私人財產的價值

地使用車輛。

應按輕罪論處，但如此人士先前曾因第667節(e)項

(a)項第(2)和(4)款、第667節(c)項第(2)和(4)款的

不超過九百五十美元 ($950)，應視為小額盜竊且

(b) 儘管有第1170節(h)項第(3)款、第1170.12節

第(2)款第(C)小段第(iv)條款所明定之罪行或因根

規定，任何人先前曾被判犯有 (a) 項明定的兩項或

被定罪，則可根據第1170節(h)款予以處罰。

隨後被判犯有小額盜竊或商店盜竊罪，其中金錢、

據第290節(c)項規定必須登記之罪行一次或多次
(b) 本節不得適用於根據任何其他法律規定而可能
被指控為違規行為的任何盜竊行為。

(c) 本節不得適用於盜竊槍枝、偽造、根據第484e

節非法出售、轉移或轉讓門禁卡、根據第484f節偽

造門禁卡、根據第484g節非法使用門禁卡、根據第
368 節 (e) 項偷竊老年人、根據第 530.5 節接收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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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項以上之罪行（而這些罪行是分別犯下的）
，並且

勞力或不動產或私人財產的價值超過兩百五十

美元 ($250)，則該人士應處以不超過一年的縣監

獄監禁，或根據第1170節(h)款之規定處以監禁。

(c) 本節不禁止一人或多人因違反本節的同一犯罪

事務而被指控任何違法行為。

第8節。 有組織的零售盜竊。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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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節。 《刑法典》增加第490.4節，內容如下：

(a) 若本議案和根據憲法第I條第32節處理假釋問

490.4.

罪行的另一項議案出現在全州同一範圍的選票上，

(a)「零售財產或商品」是指零售商業擬出

售之任何物品、產品、商品、物件或零組件。

(b)「價值」是指受影響的零售場所所宣傳的商品零

售價值，包括任何適用之稅款）
。

(c) 任何人與一人或多人協助行動，根據第459.5

節或 490.2 節，犯下兩次或兩次以上盜竊，零售財

產 或 商 品 總 價 值 超 過 兩 百 五 十 美元 ($250)，並

在180天內非法取走這些財產，即犯下有組織的零

售盜竊罪。

(d) 儘管有第1170節(h)項第(3)款、第1170.12節
(a)項第(2)和(4)款、第667節(c)項第(2)和(4)款的

規定，有組織的零售盜竊應處以不超過一年的縣監

獄監禁，或根據第1170節(h)項之規定處以監禁。

(e) 就本節而言，在決定盜竊程度考慮所有零售商

品價值的總和價值時，可將協助行動者所偷竊的零

售財產合併為一項罪名或指控。

(f) 依照本節所述的罪行可在任何縣進行起訴，任

何縣都可將潛在盜竊以單獨罪行進行起訴。

20

(g) 本節並不禁止一人或多人因違反本節的同一犯

罪事務而被指控任何違法行為。

第9節。 修正案。

21

第20號提案 續

立法院不得對本法進行修訂，除非透過一項促進本

法宗旨、結論和聲明的法規，並且該法規在參眾兩
院記入議事日誌唱名表決，各院有四分之三的議員
同意通過，或者透過一項只有經選民通過後才生效
的法規。

第10節。 可分割性。

如果出於任何原因使本法案的任何規定，或任何規

題、撤銷假釋和釋放後社區監督、DNA採集或盜竊
則另一項或多項議案的規定應被視為與本議案相

衝突。若本議案獲得的贊成票數高於被視為與本議
案相衝突的其他議案，則本議案的規定應全部適
用，而其他議案應歸於無效。

(b) 若本議案獲選民通過，但被選民在同一選舉中
通過的任何其他相衝突的議案依法取代，而該相衝

突的選票議案後來被認定為無效，則本議案應自動
生效，並具有完整效力。

第21號提案

本動議案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條第8節規定提
交給民眾。

本動議案修訂了《民法典》中的數節；因此，擬議刪
除的現有規定以加刪除線形式列印，而擬議加入的
新規定以斜體形式列印，以示新增內容。

所提議的法律

《可負擔租賃法案》

California州民眾特此通過以下法律：
第1節。 標題。

本法案應被稱為，並可引用為「可負擔租賃法案」
。
第2節。 結論和聲明。

California州民眾特此裁決並聲明以下所有內容：

(a) California租房的民眾（超過1,700萬人）比以往

任何時候都要多。本州的數據顯示，California的房

屋擁有率已降至自194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四
分之一的大齡千禧世代（25至34歲）仍與父母同住

。
定的任何部分，或應用於任何人或情況被認定為無 （美國人口普查局）
效或違憲，則在沒有無效或違憲規定或適用的情況

(b) 近年來租房價格飆升。California的中位數租金

持其完整效力和效用，而為此目的，本法案的規定

的租金漲幅位列第四。

下仍可生效的其餘規定和應用不應受影響，但應保
具有可分割性。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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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節。 衝突動議。
擬議法律正文

高於全國其他任何州，在所有50個州中，California
(c) 由於租房價格上漲，大多數California租房者的
住房成本負擔過重，支付的租金超過其收入的百分

擬議法律正文

第21號提案 續

之30。三分之一的租房家庭將收入的百分之50以

鐘的California民眾數量增加了百分之40；此人數

(d) 根據國家低收入住房聯盟的說法，對於一位領

(l)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穩定租金可以為租房者、

上用於支付房租。

取最低工資標準的California民眾來說，必須每週
工作92小時，才能夠租得起一間普通的一房公寓。

(e) 面臨住房無保障的家庭往往被迫在支付房租和
滿足其他基本需求之間做出選擇，這對其健康狀況
產生了負面影響。遭受住房不穩定和健康狀況惡化

的勞工難以保住工作，從而陷入貧困和無家可歸的
境地。

(f) 工會，例如California教師協會、California護士
協會和服務僱員國際工會

(SEIU)，已將可負擔住

房作為其成員的優先事項。California城市中心的
教師要花費百分之40到百分之70的工資在住房
上，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被迫住在離工作地點路程一
小時或更遠的地方才能負擔得起房子。

(g) 儘管California的人口僅占美國總人口的百分
之12，但本州無家可歸人士的數量卻佔全國的22
百分之。（California住房和社區發展部）

(h) 根據California大學Los Angeles分校 (UCLA)
的Anderson預測中心一項2018年的研究，較高的
中位數租金與流落街頭或住在臨時庇護所的人數

之間存在密切關連。 負擔不起的住房市場與個人
的高風險因素兩者相結合，導致了無家可歸者人數
的增加。

(i) 無家可歸人士對公共衛生構成重大威脅。根據
國家無家可歸者衛生健保委員會的報告，無家可歸
者提早死亡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三到四倍，而且更
容易感染傳染病。

(j) 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警告稱，當弱勢群體的家
庭由於鄰居的中產階級化而流離失所時，他們的預

增加的直接原因是工作地點附近缺乏可負擔住房。
國家經濟、環境及其公共服務帶來廣泛的益處。
第3節。 目的和意圖。

California州民眾特此聲明出於以下目的和意圖頒
佈本法案：

(a) 允許California各市與縣制定並實施租金控管
政策，以確保租房者能夠在其管轄範圍內找到並可
負擔的租賃住房。

(b) 改善數百萬California租房者的生活品質，減少

面臨嚴峻住房挑戰和無家可歸的California民眾
數量。

(c) 遏制租房者屢遭驅逐和流離失所的浪潮，以免
影響整個California社區。

(d) 允許市、縣或市及縣執行任何控管住宅房屋租

賃費率的地方法律，前提是該房屋自獲取佔有證明
以來至少經過15年之久。

(e) 允許地方法律控管房屋空置後的租賃費率，同
時允許房東在隨後三年將空置單位的租賃費率增

加不超過百分之15的幅度，此外還可根據當地法

21

令允許進行任何其他增加。

(f) 持有一到兩個住宅房屋的所有者可不必免於任
何地方租金控管法律的約束。

第4節。 《民法典》第1954.50節修訂如下：
1954.50.

本章應被稱為，並引用為《C o s t a -

Hawkins可負擔租賃住房法案》
。

第5節。 《民法典》第1954.52節修訂如下：
1954.52.

(a) 儘管有任何其他法律的規定，住宅

期壽命會縮短、癌症發病率較高，且先天缺陷增多。 不動產的所有者可以為符合下列任何 任一條件之
(k) 住房費用的增加迫使通勤者居住在遠離工作單

住宅房屋或單元設立初始及後續所有租賃費率：

並破壞環境。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指

發的佔有證明在所有者試圖設立初始或後續租賃

位的地方，增加了其通勤時間，從而加劇交通擁堵
出，2010年至2015年間，單程通勤時間超過90分

(1) 該住宅房屋或單元擁有1995年2月1日以後頒

費率之日起於15年內獲發第一份住宅佔有證明。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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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號提案 續

(2) 根據當地對新建單元的豁免規定，該住宅房屋

本款所述的住宅不動產所有者，只有在租戶根據《

體的住宅租金管制條例：

被驅逐的情況下，才能設立住宅或單元的初始租賃

或單元在1995年2月1日或之前，已豁免於公共實

民事訴訟法》第1161節第(2)款自願搬離、放棄或

(3) (A) 根據《商業和職業法規》第11004.5節第(b)、 費率。

(d)或(f)項的規定，其與任何其他住宅單元的所有

(b) (a)項不適用於所有者另外與公共實體達成協

且所有者為擁有不超過兩套住宅房屋或住房單元

65915節開始）規定的直接財政補助或任何其他

權可以分割，或者僅具有某一區塊的細分權益，並

的自然人。

(B) 本款不適用於以下任何一種情況：

(i) 前一租約已由所有者根據第1946.1節通知終
止的住宅或單元，或前一租約因根據第827節通知
的租賃條款變更而終止的住宅或單元。

(ii) 未經細分商單獨出售給真正購買者以獲得價值

的公寓住宅或單元。就本章而言，該單元的初始租

金數額為2001年5月7日有效的合法租金，除非租

金金額受本章其他規定之約束。然而，如果公寓住
宅或單元符合(a)項第(2)或第(1)款的標準，或如果

所有住宅或單元都已被細分商單獨出售給真正購

買者以獲得價值，只留下一處未出售，且細分商在
公寓住宅或單元細分之後將剩餘未出售的公寓住

形式的援助的情況。

(c) 本節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影響其他可能存
在的、用以規範或監督驅逐租戶之依據的公共實體
的權力。

(d) 本節不適用於任何嚴重違反衛生、安全、防火或
建築規範的住宅或單元，而由適當的政府機構簽發

了傳票，且空置前至少六個月內情況沒有改善的災
害造成的違規不在此限。

(e) 根據California法律，房東獲得公平回報率的權

利不得受到市、縣或市及縣頒佈的任何地方章程規

定、條例或規定的刪減。

第6節。 《民法典》第1954.53節修訂如下：

(a) 儘管有任何其他法律的規定，並且

宅或單元作為其主要住所至少一年，則第(3)款(A)

1954.53.

(C) 如果某住宅或單元的初始或後續租賃費率受

住宅不動產的初始和後續所有租賃費率。住宅不動

小段適用於該未出售的公寓住宅或單元。

21

議、以獲得《政府法典》第7編第1篇第4.3章（由第

除非第1954.52節和本節(b)項另有規定外，市、縣
或市及縣仍可通過地方章程規定、條例或規定控管

1995年1月1日生效的條例或章程規定控制，則適

產的所有者可設立住宅或單位的初始租賃費率，除

(i) 如果在1999年1月1日或之後生效的租約是在

(1) 前一租約已由所有者根據第1946.1節通知終

用下列規定：

以下情況之外：

1996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期間產生的， 止，或因根據第827節通知的租賃條款變更而終
則本款所述的不動產所有者可以設立1999年1月 止，但法律允許的租金或費用變更除外。就本款而

1日或之後生效的所有現有和新立租約的初始和

言，所有者終止或不續簽合同或與政府機構簽訂

(ii) 從1999年1月1日開始，如果前一租約於1995

視為根據第827節變更租賃條款。

所有後續租賃費率。

年12月31日生效，則本款所述的不動產所有者可

的、規定對合格租戶提供租金限制的記錄協議，應

(A) 在通過條例或章程規定控制住宅或單元的租
以設立所有新立租約的初始和所有後續租賃費率。 賃費率的司法管轄區內，終止或未能續簽合同或與
(iii) 本款所述的住宅或單元的初始租賃費率，如果

政府機構簽訂的、規定對合格租戶提供租金限制的

在1999年1月1日之前不得超過根據第1954.53

日後三年內不得確定初始租金。對於在這三年期限

受1995年1月1日生效的條例或章程規定控制，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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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協議的所有者，在合同或協議終止或不續約之

節(c)項計算得出的金額。在1999年1月1日之前， 內訂立的任何新租約，就該空置住宅或單元訂立的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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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租約的租賃費率應與終止或未續約合同或與政

第21號提案 續

根據本項之規定允許並設立之初始租賃費率的任

府機構簽訂的、規定對合格租戶提供租金限制的記

何增長可加上任何不可替代或取代根據地方法律

取消後授權的任何漲租。

(d) (1) 本節或任何其他法律規定的任何內容均不

錄協議中的費率相同，加上合同或記錄協議終止或
(B) 除非住宅或單元的先前空置是根據第(A)小段

所述的未續約或取消的合同或與政府機構簽訂的、
規定對合格租戶提供租金限制的記錄協議，否則第

(A)小段不適用於2000年1月1日之後、根據所有者
的合同或與政府機構簽訂的、規定對合格租戶提供

租金限制的記錄協議而簽訂的任何租期為12個月
或以上的新租約。

(2) 所有者另外與公共實體達成協議，以獲得《政

另行批准的租賃費率增長。

得解釋為妨礙在租賃協議中明確規定在租賃單元

轉租的情況下適用的租賃費率。本節中的任何內容
均不得解釋為損害1996年1月1日之前簽訂的合
同義務。

(2) 如果根據與所有者達成的租賃協議佔有住宅
或單元的原始住戶不再永久居住在那裡，則所有者

可 以 提 高 租 金 至 本 節 允 許 的 任 何 數 額，租 給 在
1996年1月1日之前未居住在該住宅或單元的合
法轉租戶或受讓人。

府法典》第7編第1篇第4.3章（由第65915節開始） (3) 如果根據與上述所有者達成的協議，住宅或單
規定的直接財政補助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援助的情 元的一名或多名住戶仍然合法佔有該住宅或單元，
況。

或者在1996年1月1日之前居住在住宅或單元的

月1日生效的條例或章程規定控制，則在1999年1

於該等住宅或單元的佔用情況的部分變動，本項規

(3) 住宅或單元的初始租賃費率，如果受1995年1
月1日之前不得超過根據(c)項計算得出的金額。

(b) (a)項適用於並包括：同一承租人、租戶、經授權
之分租承租人或經授權之分租租戶以初始出租時
設立的租賃費率承租他或她整個居住期間的續約
初始出租。
(c) 該

(b) 在任何通過章程規定、條例或規定控管住宅或

單元初始租金的管轄區內，其初始租金由1995年

1月1日生效的法令或章程規定控管，則在1999年

合法轉租戶或受讓人仍然佔有該住宅或單元，則對
定不適用。本節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擴大或
縮小所有者拒絕同意轉租或轉讓的權利。

(4) 除非所有者收到作為協議一方的租戶的書面
通知、然後接受租金，否則所有者接受租金並非表
示其棄權，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強制執行禁止轉租或
轉讓的契約，或放棄所有者設立初始租賃費率的

21

權利。

(e) (c) 本節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被解釋為影響任何

可能存在用以管理或監督驅逐理由的公共實體
權力。

1月1日之前，其初始租賃費率應按本項加以設立。 (f) 本節(d) (b)項不適用於符合下列各項條件之任
在 若 先前的租戶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161節第

何住宅或單元：

位的所有者應獲准擁有住宅不動產，並可（不超過

17920.3節之規定所定義，在檢查報告中引證任何

率，前提是根據本項設立之初始租賃費率，連同隨

規範，不包括災害造成的違規。

(2)款自願搬離、放棄或被驅逐的情況下，住宅或單
兩次）為空置或廢棄的住宅或單元設立初始租賃費

後三年內增長的租賃費率，不得超過前一租約有效

租賃費率的百分之15或可比單位現行市場租賃費
率的百分之70，以金額較高者為準。

( 1 ) 相 關 政 府 機 構 根 據《 健 康 與 安 全 法 規 》第

住宅或單元存在嚴重違反衛生、安全、防火或建築
(2) 此告票是在空置之前至少60天內簽發。

(3) 在前一租戶搬離後政府機構所引證的違規情

形沒有改善，且在其後60天或更長天數內依然沒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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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善。然而，簽發告票的相關政府機構可以延長
此規定的60天期限。
第7節。 廣義解釋。

為實現其目的，本法案應作廣義解釋。

結論和聲明California州民眾特此裁決並

聲明以下所有內容：

配送平台載運乘客和配送食品、雜貨和其他貨物，

為獨立承包商工作，並使用應用程式型乘車共享或

以此作為賺取收入的方法，同時保有決定工時、地

的議員同意通過，並由州長簽署的法規，以促進其

點和工作方式的彈性。

消本法案所交還市、縣、或市和縣用以設立住宅租

了希望在孩子上學期間彈性安排工作時間的父母；

賃費率之權利的法規均為無效。
第9節。 可分割性。

(b) 這些應用程式型乘車共享和配送的司機包括

希望在課餘時間掙錢的學生；每週乘車共享或配送

幾個小時以補充固定收入和進行社交互動的退休

如果本法案的任何規定或其對任何人或情況的應

人 員；經 常 搬 遷 的 軍 人 配 偶 和 伴 侶；以 及 在

效的其他規定或應用不應受此無效性影響；為此目

的家庭。

用被認定為無效，則在沒有無效規定或應用仍可生
的，本法案的規定具有分割性。
第10節。 衝突議案。

若本法案和任何其他涉及地方政府機構設立住宅
租賃費率之權限的議案出現在全州的同一張選票

上，則該等其他議案之規定應被視為與本法案相衝
突。若本法案得到的贊成票數高於被視為與本法案
相衝突的另一項議案，則本法案的規定應全部生
效，其他議案應歸於無效。

第22號提案

本動議案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條第8節規定提
交給民眾。

本動議案在《商業和職業法規》中增加了數節，並修

訂了《所得和徵稅法規》其中一節；因此，擬議加入
的新規定以斜體形式列印，以示新增內容。

所提議的法律

第1節。 《商業和職業法規》第3篇增加第10.5章

（從第7448節開始）
，内容如下：

第10.5章。 應用程式型司機和服務

30

7449.

程式型司機和服務法案》
。

步實現本法案的目的，立法院可以修訂本法案，透
宗旨。除非多數選民投票通過，否則任何限制或取

|

標題。本章應被稱為，並引用為《保護應用

(a) 數十萬的California 民眾選擇在現代經濟中做

過參眾兩院記入議事日誌進行唱名表決，三分之二

22

7448.

第8節。 修訂和廢除。

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條第10節(c)項，為進一

21

第21號提案 續

第1條。 標題、結論和聲明以及目的聲明

擬議法律正文

California高生活成本下掙扎且需要賺取額外收入
(c) 數百萬的California消費者和企業，以及我們州

的整體經濟，亦受惠於做為獨立承包商工作的人士

使用應用程式型乘車共享和送貨平台所提供的服

務。應用程式型乘車共享和配送的司機正為公眾提

供方便及可負擔的交通、減少危險和酒醉駕駛、提

升老年人和殘障人士的流動性、為無法購馬汽車的

家庭提供新的交通選擇，並為雜貨店、餐館、零售商

和其他地方企業及其顧客提供經濟實惠、方便的新

穎配送方式。

(d) 然而，最近的立法有可能剝奪數十萬California

民眾參與彈性工作的機會，並有可能迫使其上固定

的班次和受制於強制工時，剝奪其對自身從事的工

作和工時作出決定的能力。

(e) 保護做為獨立承包商工作的California 民眾在

全州範圍內使用應用程式型乘車共享和配送平台

的能力是必要的，如此人們便可以繼續選擇其所從

事的工作，根據自身的意願頻繁或少量地工作並與

多個平台或公司合作，同時能保留惠及消費者、小

型企業和California經濟的應用程式型乘車共享和
配送服務。

擬議法律正文

(f) 應用程式型乘車共享和配送的司機理應獲得經

濟保障。有必要透過本章來保護他們獨立工作的自

由，同時亦為這些工作人員提供在現行法律下所沒

有的新福利和保護。這些福利和保護包括了符合在

《平價醫療法案》(ACA) 下所規定的平均繳費的衛
生健保補貼；保證新的最低收入等於最低工資的

百分之120，沒有上限；車輛費用津貼；承保工作傷
害的職業意外事故保險；以及防止歧視和性騷擾的

保護。

(g) California 法律和乘車共享和配送的網絡公司

應保護司機和消費者雙方的安全，同時不影響應用

程式型乘車共享和配送的司機做為獨立承包商工

作的權利。此類保護措施至少應包括司機的犯罪背

景調查；對與毒品和酒精有關的犯罪行為的零容忍

政策；以及司機安全培訓。

7450. 目的聲明。本章的目的如下：

(a) 保護California 民眾選擇做為乘車共享和配送

的網絡公司之獨立承包商在全州內工作的基本法

律權利。

(b) 保護所有應用程式型乘車共享和配送司機的個

人權利，使其得以彈性地設定自身的工作時間、地

點和方式。

(c) 要求乘車共享和配送的網絡公司向應用程式型

乘車共享和配送的司機提供新的保護和福利，包括

最低報酬標準、承保工作傷害的保險、汽車意外事

故保險、為符合資格的司機提供衛生健保補貼、保

護其免於騷擾和歧視，以及提供強制性合同權利和

上訴程序。

(d) 透過要求犯罪背景調查、司機安全培訓和其他

安全規定來改善公共安全，以確保提供應用程式型

乘車共享和配送的司機不會對客戶或公眾構成

威脅。

7451.

第2章。 應用程式型司機的獨立性

保護其獨立性。儘管有任何其他法律的規

定，包括但不限於《勞工法》
、
《失業保險法》
，以及工

業關係部的任何命令、規定或意見或工業關係部內

第22號提案 續

在應用程式型司機與網絡公司的關係上，應用程式

型司機應屬獨立承包商，而非網絡公司之僱員或代

理人：

(a) 網絡公司不得單方面規定應用程式型司機必須

登錄網路公司的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的具體日期、

時間或最低時數。

(b) 網絡公司不得要求應用程式型司機接受任何特

定的乘車共享或配送服務請求，以作為其可持續使

用網絡公司手機應用程式或平台的條件。

(c) 除工作時間外，網絡公司不得限制應用程式型

司機透過其他網絡公司提供乘車共享或配送服務。
(d) 網絡公司不得限制應用程式型司機從事其他合

法職業或業務。

7452.

合約和終止規定。(a) 在應用程式型司機

獲得網絡公司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的使用之前，網

絡公司應與應用程式型司機簽訂書面協議。

(b) 除非根據合約中明定之理由，網絡公司不得終

止與應用程式型司機的合約。

(c) 網絡公司應向合約被網絡公司終止的應用程式

型司機提供上訴程序。

7452.5. 獨立性不受影響。本章第3條（自第7453

節起）至第11條（自第7467節起）
（含第11條）的任

何 內 容，均 不 得 解 讀 為 以 任 何 方 式 改 變 符 合 第

7451節所述條件之應用程式型司機與網絡公司之

間的關係。
7453.

第3條。 報酬。

22

收入保證。 (a) 網絡公司應確保在每個收

入期間，應用程式型司機的報酬不會低於本節所述

之淨收入下限。 淨收入下限為應用程式型司機設

立了一個不得被調降的最低報酬標準。淨收入下限

不得限制應用程式型司機賺取更高標準的報酬。

(b) 對於各個收入期間，網絡公司應針對每位應用

程式型司機的淨收入與該名司機在此收入期間的

淨收益下限進行比較。若該應用程式型司機在收入

期間的淨收入低於該收入期間的淨收入下限，網絡

公司應於下一個收入期間之前追加一筆額外的款

的任何董事會、部門或委員會，如果符合以下條件， 項以彌補該名應用程式型司機的收入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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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網絡公司或代理人不得收取、接受或保留由客

所公佈的所有城市消費者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部分款項，或從應用程式型司機的收入中扣除任何

小段所規定的金額調整資訊。

戶支付、給予或留給應用程式型司機的任何小費或

因與乘車或與配送而支付的乘車或配送小費的費

用。允許客戶使用信用卡支付小費的網絡公司，應

向手機應用程式型司機支付客戶在信用卡收據上

指明的小費全額，不得扣除任何信用卡支付手續費

(CPI-U) 計算而得。財務長辦公室應計算並公佈本
(e) 本節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讀為要求網絡公司為

任何特定的乘車共享或配送要求向應用程式型司

機提供特定金額的報酬，只要應用程式型司機在各

個收入期間的淨收入等於或超過(b)項規定所述之

或信用卡公司可能向網絡公司收取的費用。

應用程式型司機在該收入期間的淨收入下限。為清

(1) 「適用最低工資」指本州規定的所有行業最低

均值計算。

(d) 就本章而言，以下定義適用：

工資，或者，如果接載的乘客或物品來自具有較高

楚起見，本節的淨收入下限可依各個收入期間的平

最低工資的地方政府範圍內，且該最低工資通常適

第4條。 福利

7454. 衛生健保補助。(a) 符合在《平價醫療法案》
用於所有行業，則為該地方政府的當地最低工資。 (ACA)規定下的平均補助，網絡公司應依本節所述
適用的最低工資應由接載乘客或提取物品的地點 為合格的應用程式型司機提供季度衛生健保補貼。

而定，並應適用於完成該趟乘車共享或配送要求全

程所花費的工作時間。

(2)「收入期間」是指由網絡公司規定，不超過連續
14個日曆日的工資結算期間。

應用程式型司機於網絡公司的平台上，在一個日曆

季度期間每週平均工作時間達以下者，應自網絡公
司獲得以下補助：

(1) 於日曆季度中，每週平均工作時間 25 小時以

(3) 「淨收入」是指應用程式型司機在一個收入期

上，則 款 項 為 大 於 或 等 於 該 季 度 每 個 月 適 用

兩項標準：

百分之100。

他代客戶支付的費用。

但少於 25 小時，則款項為大於或等於該季度每個

間內所獲得的所有收入，前提是金額必須符合以下
(A) 該金額不含小費、通行費、清潔費、機場費或其
(B) 該金額可包括獎勵或其他獎金。

Covered California平均月保費之平均 ACA補助的
(2) 於日曆季度中，每週平均工作時間至少15小時

月適用 Covered California平均月保費之平均 ACA

(4) 「淨收入下限」是指在任何收入期間的總金額， 補助的百分之50。
(b) 在各個收入期間結束時，網絡公司應向各個應
包括以下：

22

(A) 對於所有工作的時間，該工作時間所適用最低

用程式型司機提供以下資訊：

工資之百分之120的總和。

(1) 應用程式型司機在網絡公司的線上應用程式

總工作哩程數。

(2) 應用程式型司機在網絡公司的線上應用程式

(B) (i) 本小段所述之車輛費用的每英哩津貼乘以
(ii) 在本章生效日期之後以及2021日曆年，車輛費

或平台上在該收入期間內所累積的工作時數。

或平台上在目前日曆季度截至該時間之內已累積

用的每英哩津貼應為每工作英哩三十美分($0.30)。 的工作時數。

2021年之後的日曆年，則應根據第(iii)條款調整每

工作英哩的金額。

法規，以允許根據本節之規定獲得補助的應用程式

輛費用的每英哩津貼應每年進行調整，以反映任何

(d) (1) 作為提供(a)項所述的衛生健保補貼條件，

(iii) 對於2021年之後的日曆年，第(ii)條款所述車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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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vered California可通過或修改其認為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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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健保計劃的證明。目前入保的證明可包括但不限

百分之66，每週最低和最高付款費率將依據《勞工

明 和 披 露 表，或 索 賠 表 與 提 交 索 賠 所 需 的 其 他

104週。

(2) 應用程式型司機應在自日曆季度結束起不少

的 28 天內，應用程式型司機在所有網路公司賺取

(3) 網絡公司應於日曆季度結束的15天內，或應用

(b) 為了應用程式型司機的配偶、子女或其他受撫

於健保會員身份或身份證、健保計劃的承保範圍證
文件。

於15個日曆日以提供第(1)款所述的入保證明。

程式型司機提出根據第(1)款所述之入保證明後的

15天內，以日期較晚者為準，提供依照(a)項所述之

該日曆季度的衛生健保補助。

法 》第 4453 節 ( a ) 項 決 定，最 多 至 受 傷 後 的 前

(B) 「平均每週收入」是指在承保意外事故發生前

的總收入除以四。

養家屬的利益，意外死亡保險承保應用程式型司機

在網絡公司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的上線期間所遭

受導致死亡的傷害。就本項而言，應依據《勞工法》

(e) 就本節而言，日曆季度指以下四個時期：

第4701節和第4702節決定喪葬費用和死亡理賠。

(2) 4月1日至6月30日。

絡公司的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並從網絡公司接收

(1) 1月1日至3月31日。

(c) 就本節而言，
「上線」是指應用程式司機使用網

(3) 7月1日至9月30日。

乘車共享服務或配送服務要求的時間，或在工作

(f) 本節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讀為防止應用程式

(d) 當事故發生在上線期間但在工作時間以外時，

(4) 10月1日至12月31日。

型司機在同一日曆季度中，獲得多於一家網絡公司
的衛生健保補助。

期間。

其中受傷的應用程式型司機處於為一家或多家其

他網絡公司平台的工作時間，或其中該應用程式司

(g) 在2020年12月31日當日或之前，以及之後的

機從事個人活動時，依照(a) 項或(b) 項規定的職業

佈下一個日曆年 Covered California銅級健保計劃

故由多於一家的網絡公司提供的職業意外事故保

每個 9月1日當日或之前，Covered California應公
的全州平均個人月保費。

(h) 若美國或California實施了全民衛生健保系統

意外事故保險或意外死亡保險不必予以理賠。若事

險或意外死亡保險承保，則被提出索賠的網絡公司

的承保人有權按比例將保險分攤給一家或多家其

或本質類似的系統，將保險範圍擴大到在本節規定

他網絡公司，最高至 (a) 項或 (b) 項的承保範圍和

損 失 和 責 任 保 護。任 何 網 絡 公 司 在

(e) 依照本節(a)項或(b)項所提供給應用程式型司

下的受補助者，則本節應為無效。

7455.

California的經營時間不得超過90天，除非網絡公司

限額。

機的任何福利，應被視為根據工傷賠償法或傷殘理

具備、提供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以下保險承保範圍：

賠應支付的金額，以此確定根據《保險法規》第2篇

險以承保應用程式型司機在網絡公司線上應用程

任何保險應支付的金額。

用和收入損失。保險應至少提供以下內容：

網絡公司( DNC )應保持每次事故至少一百萬美元

(a) 為了應用程式型司機的利益，職業意外事故保

式或平台的上線期間遭受傷害時所導致的醫療費

(1) 承保所產生的醫療費用，最多至少一百萬美元
($1,000,000)。

(2) (A) 傷殘補助金，金額等同於自受傷日期起應

用程式型司機在所有網絡公司的平均每週收入之

22

第3 部分第1 章第2 條（自第11580 節開始）提供的

(f) (1) 為了公眾的利益，第7463節所定義的配送
($1,000,000) 的汽車責任保險，在汽車不受遵守

《保險法規》第 11580.1 節 (b) 項的保險承保的情
況下，針對由應用程式型司機在工作期間駕駛汽車

直接造成的傷害或損失，對第三方進行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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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了公眾的利益，第7463 節所定義的運輸網

(4) 為應用程式型司機和利用乘車共享服務或配

第7條（自第5430節開始）的規定保持責任險。

便投訴得以快速解決。

絡公司(TNC )應依照《公共事業法規》第2 編第8 章

送服務的客戶提供以電子方式提出投訴的機會，以

(3) 為了公眾的利益，第7463 節中定義的特許車

(5) 表明當網絡公司收到不當行為指控時，其將根

章第4條（自第5391節開始）的規定保持責任險。

以得出合理的結論。

客運業者( TCP )應依照《公共事業法規》第 2 編第 8
第5條。 反歧視與公共安全

7456. 反歧視。 (a) 除非基於合法職業資格或公共

安全或應用程式型司機的安全需要，否則網絡公司

不得基於種族、膚色、血統、原國籍、宗教、信仰、年

齡、生理或精神殘障、性、性別、性取向、性別認同或

據所收集到的資訊進行公正、及時和徹底的調查，

(6) 明確表明應用程式型司機或利用乘車共享服

務或配送服務的客戶，均不會因對其他應用程式型

司機、客戶或乘車共享乘客提出真實投訴或參與相
關調查而遭到報復。

(b) 透過網絡公司的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提供乘車

性別表達、醫療狀況、遺傳資訊、婚姻狀況或從軍或

共享服務或配送服務前，應用程式型司機應做到以

式型預備司機簽約、終止雙方合約或禁止其使用網

(1) 查閱網路公司的性騷擾政策。

退伍軍人身分，而拒絕與應用程式型司機或應用程

絡公司的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如有違反，依法

下兩點：

(2) 向網絡公司確認（以電子方式確認即可）應用

處理。

程式型司機已查閱了網絡公司的性騷擾政策。

案》
（《民法典》第51節）規定的程序提出，並受其要

案》
（《民法典》第51節）規定的程序提出，並受其要

(b) 根據本節提出的索賠應僅根據《Unruh民權法

(c) 根據本節提出的索賠應僅根據《Unruh 民權法

求和糾正措施約束。

求和糾正措施約束。

性騷擾的政策，以保護應用程式型司機和使用乘車

用網絡公司的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提供乘車共享

7457.

防止性騷擾。 (a) 網絡公司應制定防止

共享服務或配送服務的公眾成員。該政策應於網絡

公司的網路網站上公佈。該政策至少應執行以下所

有事項：

7458. 犯罪背景調查。 (a) 網絡公司應對所有使

服務或配送服務的應用程式型司機進行（或由第三

方進行）初步的地方和全國犯罪背景調查。背景調
查的標準應符合《公共事業法規》第5445.2節(a)項

(1) 識別可能構成性騷擾的行為，包括以下行為： 中之標準。儘管有任何其他法律的規定，在網絡公
非情願的性挑逗；拋媚眼、手勢或展示帶有性暗示 司在取得應用程式型司機的同意進行初步背景調

22

的物品、圖片、卡通或海報；貶損的評論、綽號、詆毀

查之後，如果網絡公司選擇對應用程式型司機的犯

的訊息或邀請；身體觸摸或攻擊，以及妨礙或阻止

(b) 在允許應用程式型司機利用網絡公司的線上

(2) 表明網絡公司（以及法律在許多情況下）禁止

定完成初步犯罪背景調查。網絡公司應向應用程式

或玩笑；圖案評論、貶低性別的文字、暗示性或淫穢

性的動作。

應用程式型司機和客戶利用乘車共享服務或配送

服務進行禁止的騷擾行為。

|

罪歷史進行持續監控，則無需再取得其他同意。

應用程式或平台之前，網絡公司應依照 (a) 項的規
型司機提供初步犯罪背景調查的紙本或電子副本
或摘要。

(3) 為應用程式司機、客戶和乘車共享乘客建立一

(c) 若適用以下任一項，則應用程式型司機不得獲

正、及時的調查；並根據調查過程中所收集到的資

(1) 司機曾被判犯有《公共事業法規》第5445.2節

個程序以提交投訴且盡可能確保保密性；進行公

34

第22號提案 續

訊採取糾正措施和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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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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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7 節 (c) 項所定義的任何嚴重重罪，或《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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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網絡公司可自行酌情決定透過網路、影片或現

典》第422.55節所定義的任何仇恨犯罪。

場培訓來提供訓練。

第5445.2節(a)項第(3)款中所列的任何罪行。

前與網絡公司簽訂合約以提供乘車共享服務或配

所列的罪行被逮捕，則網路公司可暫停讓應用程式

前完成本節所規定的安全培訓，並且直至該日之前

(2) 司機在過去七年內被判犯有《公共事業法規》 (d) 儘管有(a)項的規定，任何在2021年1月1日之
(d) (1) 若網絡公司得知司機曾因以下任何一項中

型司機利用網絡公司的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

(A) 《公共事業法規》第5445.2節(a)項第(2)款(B)

小段或第(3)款。
(B) 本節(c)項。

(2) 在因《公共事業法規》第5445.2 節(a) 項第(2)

款 (B) 小段或第 (3) 款中所列的罪行被逮捕但未被

定罪的處置結果時，第(1)款所述的暫停可被撤銷。

此類處置結果包括在任何相關指控中裁定實際無

罪、在庭審中被宣告無罪、宣誓書表明具管轄權的
檢察官對據稱罪行已拒絕提起刑事訴訟，或宣誓書

表明《刑法典》第2部分第3編（自第799節開始）第

2章中所述的所有相關時效期已過。

(e) 本節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讀為阻止網絡公

司施行其他有關犯罪歷史的標準。

(f) 儘管有《民法典》第1786.12節的規定，消費者

調查報告機構可向網絡公司提供有關嘗試成為應

用程式型司機之人士的消費者調查報告，無論應用
程式型司機是網絡公司的僱員或是獨立承包商。

7459. 安全培訓。 (a) 網絡公司在允許應用程式

型司機利用網絡公司的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前，應
要求應用程式型司機完成本節所述之培訓。

(b) 網絡公司應向每位應用程式型司機提供安全

培訓。本節所規定的安全培訓應包括以下主題：

送服務的應用程式型司機，應在2021年7月1日之
可繼續透過網絡公司的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提供

乘車共享服務或配送服務。2021年7月1日當日或

之後，本項所述的應用程式型司機必須完成本節所
規定的培訓，方能繼續提供乘車共享服務和配送

服務。

(e) 網絡公司為進一步提高公共安全性而採取的

任何安全產品、功能，流程、政策、標準或所做的其
他努力，或網絡公司所提供的設備，都不代表其與
應用程式型司機的僱用或代理關係。

7460. 零容忍政策。 (a) 網絡公司應制定「零容忍

政策」
，以規定網絡公司透過其線上應用程式或平
台或透過任何其他公司核准的方法，收到任何人合
理懷疑應用程式型司機在提供乘車共享服務或配

送服務時受到藥物或酒精的影響時，及時暫停應用

程式型司機使用網絡公司的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

(b) 在網絡公司收到(a)項所述的舉報後，應及時暫

停應用程式型司機使用該公司的線上應用程式或
平台，以進行進一步調查。

(c) 網絡公司可針對認定為舉報據稱違反(a) 項所

述之零容忍政策的任何應用程式型司機或客戶暫

22

停使用網絡公司的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其中該司

機或客戶明白該舉報無事實基礎，或該舉報是基於
意圖不當阻止司機使用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

網絡公司應持續並專門向執法機構提

(1) 避免碰撞與防禦性駕駛技術。

7460.5.

(4) 對於配送已調理食品或雜貨的應用程式型司

式或平台上登入超過總累計 12 小時，除非該司機

度控制。

24 小時內已登入超過總累計12 小時，且沒有連續

供一種提交資訊要求的機制，以協助進行有關緊急

(2) 識別會導致碰撞的原因，例如超速、酒駕(DUI)、 情形、迫切情況和重大事件的調查。
分心駕駛。
7461. 應用程式型司機的休息。 在任何24小時
(3) 認識並舉報性侵犯和不當行為。
內，應用程式型司機不得在網絡公司的線上應用程

機而言，與配送食物相關的食品安全資訊，包括溫

已經登出連續6小時。如果應用程式型司機在任何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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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出6小時，則應禁止該司機重新登入網絡公司的
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至少連續6小時的時間。

7462.

冒充應用程式型司機。 (a) 任何人在提

供或試圖提供乘車共享或配送服務時欺詐地冒充

應用程式型司機，應為犯有輕罪，並可處以最多六

(f) 「配送網絡公司」(Delivery network company,

DNC) 是指一個企業實體，其營運線上應用程式或

平台，用於促進California 州境內按需求提供的配
送服務，並維護DNC送遞人員所累積的工作時間和

工作哩程數量記錄。若DNC送遞人員得以選擇接受

個月的縣監獄監禁，或最多一萬美元($10,000)的

或拒絕每個配送要求，且DNC不要求DNC送遞人員

照任何其他法律的檢控。

上應用程序或平台的條件，則可按需求提供以促進

或試圖提供乘車共享或配送貨服務時欺詐地冒充

(g)「配送網絡公司送遞人員」(Delivery network

罰款，或兩者併罰。本項中的任何內容均不排除依

(b) 除法律規定的任何其他處罰外，任何人在提供

接受任何特定的配送要求以作為維持使用DNC 線

配送。

應用程式型司機，犯下或試圖犯下《刑法典》第207、 company courier, DNC courier)是指透過DNC線上
209、220、261、264.1、286、287、288 或289 節

應用程式或平台提供配送服務的人士。

(c) 除法律規定的任何其他處罰外，任何人在提供

地點提取任何物品或多件物品，並使用客用車輛、

應用程式型司機，犯下重罪或重罪未遂並對共犯以

運輸方式，將物品配送至客戶所選擇距離提取地點

所述之罪行，應加判五年的額外刑期。

或試圖提供乘車共享或配送服務時欺詐地冒充某

外的另一人造成重大身體傷害，應被加判五年的額
或試圖提供乘車共享或配送服務時欺詐地冒充應

品，前提是執行這些任務與DNC送遞人員同意配送

送服務可包括由DNC送遞人員選擇、提取或購買物

用程式型司機，犯下重罪或重罪未遂並導致共犯以

的配送工作有關。配送服務不包括受限於2019 年

第6條。 定義

(i) 「工作哩程」是指經由非網絡公司所擁有、租賃

7463. 就本章而言，以下定義應適用：

(a) 「應用程式型司機」是指DNC送遞人員、TNC司

10月29日宣讀的第26090節之配送。

或租用的客用車輛在工作時間內行駛的所有哩程。

(j) (1) 「工作時間」是指在符合第(2)款所述的條件

機或TCP駕駛或許可證持有者之人士；以及符合第

下，由網絡公司的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所記錄從應

(b)「平均ACA補助」是指Covered California平均月

用程式型司機完成該項乘車共享或配送要求的

7451節(a)至(d)項（含）中所述之條件。

用程式型司機接受一項乘車共享或配送要求到應

保費美元金額的百分之82。

時間。

7454節(g)項之規定所公佈的美元金額。

(i) 客戶取消要求後，執行乘車共享服務或配送服

(c) 「Covered California平均月保費」等於根據第

(2) (A) 工作時間不應包括以下內容：

(d)「Covered California」是指 California衛生福利

務所花費的任何時間。

100500節起）
。

其中應用程式司機在完成服務之前放棄執行該

交 易 市 場，已 編 入《 政 府 法 典 》第 2 2 條（ 從 第

36

50 英哩以內的地點。一個配送要求可包括一個以

上但不超過 12 個由不同客戶所下的不同訂單。配

外的另一人死亡，應被加判10年的額外刑期。

|

自行車、摩托車、步行、公共交通工具或其他類似的

外刑期。

(d) 除法律規定的任何其他處罰外，任何人在提供

22

(h) 「配送服務」是指完成配送的要求，意即從任何

(e) 「客戶」是指一個或多個自然人或企業實體。
擬議法律正文

(ii) 乘車共享服務或配送服務所花費的任何時間，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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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網絡公司終止應用程式型司機合約的應

應 用 程 式 或 平 台 之 合 理 必 要，網 絡 公 司 可 排 除

用程式型司機權利。

(k) 「地方政府」是指市、縣、市和縣、特許城市或特

制地方政府通過必要地方條例的能力，以懲罰犯下

時間。

許縣。

(c) 儘管有(b)項的規定，本節中任何內容均不應限

輕罪和重罪的罪行或執行2019 年10 月29 日之前

(l)「網絡公司」是指作為DNC或TNC的企業實體。

所頒佈的地方條例和規定。

的客用車輛。

7464.5

人的健康保險計劃，該計劃不是由雇主支付，也不

收款人為具有California 地址的應用程式型司機，

(m) 「客用車輛」是指《車輛法規》第465 節所定義
(n)「合格健康計劃」是指應用程式型司機作為投保

屬於Medicare或Medicaid的計劃。

(o)「乘車共享服務」是指運送一人或多人。

(p)「運 輸 網 絡 公 司 」(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y, TNC)具有與《公共事業法規》第5431節
(c)項中所定義的相同含義。

(q)「運輸網絡公司司機」(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y drive, TNC driver）具有與《公共事業法

規》第5431節(a)項中所定義之司機的相同含義。

(r)「特許車客運業者」(Charter-party carrier of

passengers, TCP)應具有與《公共事業法規》
第5360

第8條。 收入呈報

(a) 作爲第三方結算機構行事的網絡公

司應為每位參與收款人準備一份資訊申報表，這些

其在一個日曆年內的可呈報支付交易總額等於或

超過六百美元（$600）
，不考慮第三方結算機構與

該收款人之間進行的交易數量如何。第三方結算機

構，即便無聯邦呈報義務，必須向州稅務局呈報此

金額，並向收款人提供一份副本。資訊申報表應識
別以下內容：

(1) 參與收款人的姓名、地址和稅務識別編號。
(2) 關於收款人的可呈報支付交易總額。

(b) 在向國稅局提交該資訊申報表到期日後的30

日內，網絡公司應向州稅務局提交任何 (a) 項所規

節中所定義的相同含義，前提是司機是透過網絡公

定的資訊申報表副本，並向參與收款人提供一份

共享服務。

(c) 網絡公司可透過提交一份國稅局1099-K表格

司的線上應用程式或平台使用客用車輛提供乘車

7464.

第7條。 統一工作標準

(a) 應用程式型司機在履行單一乘車共享

服務或配送服務時，經常需要跨越多個地方政府的

管轄範圍。California有500多個市和縣，這可能會

導致跨轄區的地方規定重疊、不一致與矛盾。

(b) 有鑑於乘車共享服務和配送服務的跨轄區性

副本。

的副本，或透過提交一份州稅務局所提供包含與
Cal-1099-K相同資訊的表格，以達成此要求。
(d) 就本節而言：

(1) 「參與收款人」具有與《美國法典》第 26 編第
6050W(d)(1)(A)(ii)節中所規定的相同含義。

(2) 「可呈報支付交易」具有與《美國法典》第26編

質，且除本章所規定的其他規定和標準外，本州特

第6050W(c)(1)節中所規定的相同含義。

(1) 除非第7453節另有規定，應用程式型司機報酬

第6050W(b)(3)節中所規定的相同含義。

(2) 應用程式型司機日程安排、休假、衛生健保補

日曆年内的可呈報支付交易總額少於六百美元

此在以下方面進行規範：
和小費。

貼以及任何其他與工作相關的津貼、補貼或福利。
(3) 應用程式型司機許可和保險要求。

22

(3) 「第三方結算機構」具有與《美國法典》第26編
( e ) 本節內容不應適用於在參與收款人在一個
($600) 或該參與收款人不是應用程式型司機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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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本節應適用於2021年1月1日當日或之後發生

的可呈報支付交易。
7465.

第9條。 修正案

第10條。 規定

7466. (a) Covered California可通過緊急規定，

以實施和管理第7454節(c)和(g)項。

(a) 本章生效之日後，立法院可修訂本章， (b) 任何根據本節之規定所通過的緊急規定，應依

透過立法院的參眾兩院記入議事日誌進行唱名表

決，八分之七的議員同意通過的法規，前提是該法

據《政府法典》第2 編第3 篇第1 部分第3.5 章（從第

11340節開始）之規定通過，且，就為該章而言（包

規符合並進一步實現本章的目的。任何在本章生效

，通過規定是緊急情
括《政府法典》第11349.6節）

為法規，除非該法案已印刷、分發給議員，並在立法

平、健康與安全和一般福利視為有所必要。儘管有

之日後旨在修改本章的法案，均不得通過或最終成

況，並且應經由行政法律辦公室為立即維護公共和

院任何一個議院通過之前在網際網路上以最終形

其他法律的規定，Covered California所通過的緊急

(b) 2019 年 10 月 29 日之後但在本章生效日期之

第11條。 可分割性

式公佈至少12個工作日。

前所頒佈的任何將構成本章修正案的法規，均不得

在本章生效日期之後有效，除非該法規曾根據 (a)
項之規定通過。

(c) (1) 本章之目的於第1條（從第7448節開始）中

規定可自通過日期起持續生效兩年。

7467.

(a) 受制於(b)項，本章之規定具有可分割

性。如果本章的任何部分、章節、段落、條款、句子、

短語、詞語或適用，因任何原因，被任何具有司法管

轄權的法院裁決為無效，則該決定不得影響本章其

闡述。

餘部分的有效性。California州民眾特此聲明：其將

章之目的。

部分、章節、段落、條款、句子、短語、詞語和適用，無

(2) 任何對第7451節進行修改的法規不得超越本
(3) 任何禁止應用程式型司機從事特定乘車共享

通過本章及其中沒有被宣布為無效或違憲的各個

論本章的任何其他部分或其適用隨後是否會被宣

服務或配送服務，而允許其他人士或實體從事相同

布為無效。

用程式型司機的分類狀況對其施加不平等監管負

7451節第2條（從第7451節開始）的任何部分、章

的乘車共享服務或配送服務，或以其他方式根據應
擔的法規，均構成本章的修正案，並且必須頒佈以
遵守與(a)和(b)項所述之本章目的一致的修正案管
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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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儘管有 (a) 項的規定，如果經由選民加入至第

節、款、段落、條款、句子、詞語、單字或適用，因任何

原因，被任何具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裁決為無效，

則該決定應適用於本章全部剩餘規定，且本章任何

(4) 任何授權任何實體或組織代表應用程式型司

規定均不視爲有效或具有法律效力。

程式型司機或人士提供更多保護，防止犯罪活動。

(c) 關於《財產稅援助和延期法》的第10.5部分（從

機在其與網絡公司的合約關係、或司機報酬、福利、 第2節。 《所得和徵稅法規》第17037節修訂如下：
或工作條件等利益的法規，均構成本章的修正案，
17037. 其他法典或一般法律法規中與本部分有
並且必須頒佈以遵守與(a)和(b)項所述之本章目的
關的規定，包括以下所有內容：
一致的修正案管理程序。
(a) 關於報稅員的《商業和職業法規》第3篇第20.6
(d) 立法院可在不遵守 (a) 和 (b) 項規定的情況下，
章（從第9891節開始）
。
透過記入議事日誌進行唱名表決方式，參眾兩院多
(b) 關於特許經營和所得稅法律管理的第10.2部分
數成員同意，頒佈任何施加輕罪或重罪額外處罰的
。
法規，以便為使用乘車共享服務或配送服務的應用 （從第18401節開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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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501節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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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關於《納稅人權利法案》的第10.7部分（從第

(c) 在州長和總檢察長不顧選民意願未能捍衛本法

(e) 關於《企業稅法》的第11部分（從第23001節開

持續撥款給主計長（不考慮財政年度）
，以支付聘請

21001節開始）
。
始）
。

(f) 關 於 州 稅 務 局 的《 政 府 法 典 》第 1 5 7 0 0 至
15702.1節（含）
。

(g)《商業和職業法規》第3篇第10.5章第8條（從第

7464.5節開始）
。

第3節。 衝突議案。

(a) 如果本動議案與其他選票議案或議案直接或

間接涉及應用程式型司機的員工分類、報酬、或福
利，則應出現在全州選舉的同一選票上，而其他選
票議案或議案應視爲與此議案相衝突。如果本動議
案獲得更高的贊成票數，則本議案的規定應全部生
效，而其他選票議案或議案的規定應歸於無效。

(b) 如果本動議案得到選民投票通過，但其全部或

部分規定被選民在同一選舉中通過的任何其他相

衝突的選票議案所取代，且該衝突議案後來被認定
為無效，則本議案自動生效且並具有完整效力和
效用。

第4節。 法律辯護。

本節之目的在確保民眾寶貴的動議權不被拒絕捍

衛選民意志的州政客不當取消。因此，如果本法案
在得到California州選民通過後，受到法律質疑，其
試圖以任何方式限制本法案之範圍或適用性，或者
指控本法案違反全部或部分的地方、州或聯邦法

律，而州長和總檢察長均拒絕為本法案辯護，則應
採取以下行動：

(a) 儘管《政府法典》第2編第3篇第2部分第6章（從

第12500節開始）或任何其他法律有任何相反規
定，總檢察長應任命獨立辯護律師，代表California
州忠實、有力地為本法案辯護。

(b) 在任命或爾後替換獨立辯護律師之前，總檢察

案的情況下，為支持捍衛本法案，普通基金特此將
獨立辯護律師代表California州，忠實、有力地為本
法案辯護的必要費用。
第5節。 廣義解釋。

為實現其目的，本法案應作廣義解釋。

第23號提案

本動議案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條第8節規定提
交給民眾。

本動議案在《健康與安全法規》中增加數節；因此，
擬議新增的規定以斜體形式列印，以示新增內容。

所提議的法律
第1節。 名稱。

本法案應稱爲《透析患者生命保護法案》
。
第2節。 結論和目的。

本法案經California州民眾批准生效，作出以下結
論並具以下目的：

(a) 民眾作出以下結論：

(1) 腎透析是一個挽救生命的過程，在此過程中，
從患者體内抽出血液，清除其中毒素，然後送回患
者體內。此過程每週至少要進行三次，每次持續數

小時，並且患者必須在餘生持續進行治療，或直至
其獲得腎臟移植爲止。

22

(2) 在California，至少有70,000人接受透析治療。
( 3 ) 只有兩家跨國盈利性企業運營或管理近

23

四分之三的California透析診所，並為本州超過百
分之75的透析患者提供治療。這兩家跨國企業每

年 從 透 析 運 營 中 賺 取 了 幾 十 億 美 元，其 中 單 在
California一年就可以賺取超過$3.5億 。

長應在確定獨立法律顧問的資格時進行盡職調查， (4) 透析過程和治療副作用會對患者造成一些危
並獲得獨立辯護律師的書面確認，保證其將忠實、 險，California的許多透析診所曾被指爲未維持適
有力地為本法案辯護。書面確認應根據要求公之
於眾。

當護理標準。未維持適當標準會導致患者受傷、住
院甚至死亡。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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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透析診所目前不需要醫生在場以監督質量、確

容如下：

(6) 透析治療涉及直接進入血液，這增加了患者面

每個慢性透析診所必須保證至少有一名持照醫生

臨危險性感染的風險。適當的感染率報告和透明度
可促進診所提高質量，並幫助患者做出最有益於自

(a) 透析患者在中心內接受治療期間，

在場，且費用由慢性透析診所承擔。該醫生應全權

對 患 者 的 安 全 負 責，並 指 導 醫 療 護 理 的 規 程 和

質量。

監管機構有能力採取措施保護患者免受傷害。同

無法滿足 (a) 項之要求爲理由，向部門申請例外處

(1) 慢性透析診所可基於合格醫生的真正短缺而

樣，當透析診所關閉時，應向弱勢患者提供強有力

理。在此類情況下，該部門可以批准一項例外，允許

(8) 透析企業曾透過遊說反對California頒佈保護

治療的全程中至少有以下人員之一在場：如持照醫

$1億來影響California選民和立法院。

(2) 該部門根據第(1)款批准的例外情況的有效期

的保護。

腎透析患者的舉措，在2018年和2019年花費超過
(b) 目的：

(1) 本法案的目的是確保門診腎透析診所向末期
腎臟病患者提供高質量和價格合理的護理服務。

(2) 本法案希望實現預算中性，以期在本州實施和
執行。

第3節。 《健康與安全法規》增加第1226.7節，內

容如下：

1226.7. (a) 慢性透析診所應向其病人提供同等

質量的護理，不得基於何人負責支付患者治療費用

而歧視患者。此外，慢性透析診所不得基於何人負

責支付患者治療費用而拒絕為其提供護理。此類被

禁止的歧視包括但不限於，基於付款人是患者個

人、私人實體、保險公司、Medi-Cal、Medicaid 或

Medicare的歧視。本節也適用於慢性透析診所的管

理單位，其應確保管理單位所擁有或運營的診所內

或診所之間不存在本節禁止的歧視。
(b) 定義：

該診所滿足 (a) 款要求，即透析患者在中心內接受
生、護理執業師或醫生助理。

應爲診所獲得部門決定通知之日起一個日曆年的
時間。

(b) 對每個慢性透析診所而言，該診所或其管理單

位應以該部門規定的形式和進度按季度向該部門

報告，透析診所衛生健保相關的感染（透析診所

HAI）數據，包括California各慢性透析診所的透析

診所HAI的發病率和類型以及其他資訊，因爲該部

應視適當情況提高透析診所HAI收費的透明度，並

促進病人安全。該診所或管理單位的首席執行官或

其他主要官員應在偽證罪的懲罰下，保證該官員經

審核後確信向本部提交的透析診所 HAI 報告內容
準確且完整。該部門應在其網際網路的網站上公佈
此報告中透析診所的HAI資料，其詳細程度應與報

告中的資料相同。公佈的資訊應包括確認每個慢性
透析診所管理實體的資訊。

(1) 除根據本款的要求向部門報告外，慢性透析診

所還應根據國家醫療保健安全網的要求和程序向
國家醫療保健安全網報告透析診所的HAI資料。

(1) 「慢性透析診所」具有與第1204節中所述的相

(2) 如果該部門裁定慢性透析診所或管理實體未

(2) 「管理單位」是指擁有或運營一個已獲得執照

提交的報告不準確或不完整，則該部門將對慢性

同含義。

能保存資訊或未能及時提交本款規定的報告，或者

的慢性透析診所的個人、公司、協會、合夥人、企業

透析診所或管理實體處以不超過十萬美元

持有。

行為的嚴重性、不準確或遺漏資訊的重要性及解釋

或其它實體，無論該執照是否由此人或實體直接
40

1226.8.

身護理的選擇。

(7) 當醫院和養老院等醫療機構關閉時，California

|

第4節。 《健康與安全法規》增加第1226.8節，內

保患者護理計劃的恰當執行、並監督安全規程。患
者每次接受透析治療時，都應可以聯絡在場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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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的罰款。如出現違規，本部將根據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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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如有）來裁定罰款的金額。依據此項徵收

及任何其他相關利益方所提交的資訊，且應考慮該

的法律。

各項：

(1) 「慢性透析診所」具有與第1204節中所述的相

響，包括但不限於診所為確保患者不受干擾地獲得

的罰款應由本部用於貫徹落實管理慢性透析診所
(c) 定義。就本節而言：

同含義。

(2)「透析診所HAI」是指與透析項目相關的血流感

染、局部進入部位感染或血管進入感染，由聯邦的

部 門 認 為 相 關 的 任 何 因 素，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以 下

(1) 對受影響社區提供和獲得衛生健保服務的影

護理而制定的詳細計劃。

(2) 有顯示診所或管理實體曾有誠意地出售、租賃

或以其他方式將診所的所有權或運營轉移給另一

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國家醫療保健安全網定義， 個可提供慢性透析護理的實體之證據。

或該部門透過法規定義的任何適當的附加或替代

定義。

(3) 「管理實體」具有與第1226.7節中所述的相同

含義。

(4) 「持照醫生」是指根據《商業及職業法規》第2篇

第 5 章（由第 2000 節開始）規定，獲州政府核發執

照的腎臟科醫生或其他醫生。

(5) 「國家醫療保健安全網」是指由聯邦的疾病管

制與預防中心開發和管理的安全、以網際網路為基

礎的系統；該系統收集、分析和報告與 HAI 發病率
有關的風險調整透析診所之HAI資料，以及為預防
這些感染而實施的流程措施，或任何具有基本相同

目的的後續資料收集系統。

(6) 「護理執業師」是指根據《商業及職業法規》第2

篇第 6 章（由第 2700 節開始）持有執照，並經註冊

護士委員會認證為護理執業師的註冊護士。

(7) 「醫生助理」指根據《商業及職業法規》第2篇第

(3) 診所及其管理實體的財務資源。
(c) 定義：

(1) 「慢性透析診所」具有與第1204節中所述的相

同含義。

(2) 「管理實體」具有與第1226.7節中所述的相同

含義。

第6節。 《健康與安全法規》增加第1226.10節，

內容如下：
1226.10.

本部根據第1226.8 節或第1226.9 節之規定所作

出的決定有異議，可以在 1 0 個工作日內根據第

131071節之規定要求舉行聽證會。當所有上訴權

利都已用盡，若本部仍維持原立場，則該慢性透析
診所或管理實體應支付所有行政罰款。
(b) 定義：

(1) 「慢性透析診所」具有與第1204節中所述的相

7.7章（由第3500節開始）規定，經核發執照的醫生

同含義。

第5節。 《健康與安全法規》增加第1226.9節，內

含義。

助理。

容如下：

1226.9.

(a) 在關閉慢性透析診所，或者大幅減

少或取消慢性透析診所提供的服務範圍之前，該診

所或其管理實體必須向該部門提供書面通知，並取

得該部門的書面同意。

(a) 如果慢性透析診所或管理單位對

(2) 「管理實體」具有與第1226.7節中所述的相同

23

第7節。 《健康與安全法規》增加第1266.3節，內

容如下：
1266.3.

根據民眾的意願，California的納稅人無

需為《透析患者生命保護法案》的實施和執行承擔
經濟責任。為了實現此意願，在根據第 1266 節計

(b) 對於任何停止或大幅減少或取消服務的提議， 算、評估和向慢性透析診所收取費用時，本部應考

該部門應可酌情同意、有條件地同意或不同意。在

作出決定時，該部門可考慮由該診所、其管理實體

慮實施和執行包括第1226.7節至第1226.10節規

定時所產生的所有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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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節。 本法案沒有試圖影響依據《健康與安全

詞語和適用，無論本法案的任何部分或其適用隨後

生設施。

第24號提案

法規》第1250節(a)、(b)或(f)項規定獲得許可的衛

第9節。 (a) 州公共衛生局有權並應在本法案生

效 日 期 後 一 年 內，通 過 實 施《健 康 與 安 全 法 規》
第1226.8節和第1226.9節的規定，以促進本法的
宗旨。

(b) 如果該部門無法在法案生效日期後一年內通
過所需的最終規定，則應將通過緊急實施規定視為

緊急情況，並視為立即維護公共和平、健康、安全或

一般福利所必需；在此情況下，該部門應在本法案
生效日期後一年內通過初步的緊急實施規定，或此

後儘快可實行時通過。如果該緊急規定獲得通過，

本動議案修訂了《民法典》中的數節並增加了數節；
因此，將擬議刪除的現有規定以加刪劃線形式列

印，而擬議加入的新規定以斜體形式列印，以示新

增內容。

所提議的法律

《2020年California隱私權法案》

第2節： 結論和聲明

票通過，或透過立法院有效通過且州長簽署的一項
法規來修訂本法案。
第11節.

(a) 如果本動議案和任何其他有關透析（

包括但不限於對慢性透析診所的規定或透析患者

的治療和護理）的動議案出現在全州的同一選票議
案中，則其他動議案或議案應視為與本議案相衝

突。如果本動議案獲得最高的贊成票數，則本議案
的規定應全部生效，而其他動議案或議案的規定應
歸於無效。

(b) 如果本動議得到選民通過，但其全部或部分規

定被選民在同一選舉中通過的任何其他相衝突選

票議案所取代，且該相衝突議案後來被認定為無
效，則本議案應自動生效並具有完整效力和效用。

第12節。 本法案的規定具有分割性。如果本法案

中任何規定或其應用被認定為無效，則本法案的其
餘部分或在沒有無效規定或應用仍可以生效的任

何應用不應受此無效性影響。California州民眾特
此聲明：其將通過本法案及其中沒有被宣布為無效
42

提交給民眾。

第10節。 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條第10節(c)
可透過在之後提交一個議案供民眾在州選舉中投

|

本動議案依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I條第8節之規定

第0.5節： 目錄

項規定，僅出於進一步促進本法案之目的的實現，

24

是否會被宣布為無效。

則該部門應在緊急規定到期前通過所需的最終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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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節： 標題：《2020年California隱私權法案》
第3節： 目的和意圖
A.
B.
C.

消費者權益
企業責任

法律執行

第4節： 收集個人資訊的企業的一般職責
第5節： 消費者刪除個人資訊的權利

第6節： 消費者更正錯誤個人資訊的權利

第7節： 消費者知道收集哪些個人資訊的權利。
獲取個人資訊的權利

第8節： 消費者知道向何人出售或分享哪些個人
資訊的權利

第9節： 消費者選擇不出售或分享其個人資訊的
權利

第10節： 消費者限制使用和披露敏感個人資訊
的權利

第11節： 消費者選擇退出或行使其他權利後不
進行報復的權利

或違憲的各個部分、章節、段落、條款、句子、短語、 第12節： 通知、披露、更正和刪除之要求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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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節： 限制出售、分享和使用個人資訊以及使

B . 自C a l i f o r n i a 選 民 通 過 憲 法 隱 私 權 以 來，

第14節： 定義

California民眾的隱私，其中包括《線上隱私保護法

用敏感個人資訊的方法
第15節： 豁免

第16節： 個人資訊安全漏洞
第17節： 行政執法

第18節： 消費者隱私基金
第19節： 衝突規定
第20節： 優先權
第21節： 規定

第22節： 反避稅
第23節： 放棄

第24節： California Privacy Protection Agency的

成立

第25節： 修正案

第26節： 可分割性
第27節： 衝突動議
第28節： 級別
第29節： 解釋

第30節： 保留條款

第31節： 生效和實施日期
第1節。 標題。

本議案應稱為，並可引用為《2020年California隱

私權法案》
。

第2節。 結論和聲明。

California州居民特此裁決並聲明以下所有內容：

A. 1972年，California選民對California州憲法進

行了修改，將隱私權列入所有人「不可剝奪」的權利

中。選民採取行動，是為了應對當代社會日益增加
的資料收集和使用所造成對個人自由和安全的加

速侵犯。此修正案為每位California民眾建立了合
法、可執行的憲法隱私權。此隱私權的根本在於個
人能夠控制其個人資訊的使用（包括出售）
。

California立法院通過了具體的機制來保障
案》
、
《數位世界California未成年人隱私權法案》和

《反客戶資訊披露法》
；但消費者無權得知企業收
集了他們的哪些個人資訊，以及企業如何使用這些

資 訊，也 無 權 指 示 企 業 不 得 出 售 消 費 者 的 個 人
資訊。

C. 這種情況在2018年發生了變化，超過629,000

名 California選 民 簽 署 了 請 願 書，讓《2018年
California隱私權法案》有資格列入選票。作為對該

議案資格的回應，立法院將《2018年California隱

私權法案》 (CCPA) 頒佈為法律。CCPA讓California
消費者有權得知企業收集了他們的哪些資訊、有權

刪除他們的個人資訊、有權阻止企業出售他們的個
人資訊（包括在他們從一個網站到另一個網站瀏覽

網際網路時，利用這些資訊向他們發佈廣告）
，如果
企業沒有採取合理的措施保護他們的個人資訊，他
們有權要求企業承擔責任。

D. 然而在CCPA生效之前，立法院在2019年就審
議了許多修改法律的法案，其中一些將大幅削弱該

法案。除非California選民採取行動，否則消費者千
辛萬苦贏得的權利可能會遭到未來立法的破壞。

E. California應逐漸加強對隱私權的保護，而非削

弱隱私權。許多企業收集並使用消費者的個人資

訊，有時甚至在消費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其資訊用

作商業使用和保留其個人資訊。在實踐中，消費者
通常會簽訂某一形式的合約安排，其中他們無需為
商品或服務付款，但以獲得其關注或獲得其個人資

訊為交換，以獲得該商品或服務。由於其用於交換
商品或服務的個人資訊的價值通常不透明，而這取

決於企業的慣例做法，因此消費者通常不具備良好

的方法來評估該交易。此外，合約中列出的協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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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條款通常複雜不清，因此大多數消費者未能有
時間充分閱讀或理解。

F. 資訊的不對稱使消費者難以了解其正在交換的
內容，因此難以與企業進行有效談判。不像其他經
濟領域，消費者可比較商店或可看明商品或服務價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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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否昂貴或可負擔，而由於各個企業之間的數據

J. 從隱私權談判的角度來看，兒童處於尤爲弱勢的

企業來說有多大價值。

被收集、出售或分享，並應有權要求企業刪除所收

使用慣例差異很大，消費者很難知道其資訊對於某
G. 因此州政府有義務制定法律，使消費者能夠更

全面地瞭解其資訊的使用方式以及目的。如同食品
成分標籤可以幫助消費者更有效地購物一樣，數據
管理慣例的披露將有助於消費者在數據經濟中成

為更知情的一方並促進競爭。此外，如果消費者可
以告訴企業不要出售其數據，那麼該消費者將不需
搜索隱私政策以查看該企業是否確實在出售該數
據，由此節省的時間總的來說價值巨大。

H. 為保護自身權利，消費者在與企業進行談判時
需要更強有力的法律保障，以使其處於更加平等的
位置。消費者應有權獲得關於其個人資訊使用的清

楚解釋，包括如何將其用於廣告，以及對其進行控
制、更正或刪除，包括透過允許消費者限制企業使
用其敏感個人資訊以協助防止身份盜竊，選擇不出
售和分享其個人資訊，並有權要求企業更正關於他
們的錯誤資訊。

I. California是世界上許多新興技術的領先者，這
些技術已經重塑了我們的社會。如果沒有網際網

路，這一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發明之一，我們就無
法想像今天世界的模樣，而建立在網際網路上的新

興服務和新興企業，其中有許多是在California發
明的。網際網路上最成功的商業模式之一是依靠廣
告賺錢而不是向消費者收費的服務。廣告支持的服
務已經存在了數個世代，並可為消費者和類似企業

的樹立典範。但是，當今一些廣告企業使用對消費
者而言不透明的的技術和工具，以收集和交易大量

的個人資訊，透過網際網路跟蹤消費者，並創建關
於其個人興趣的詳細檔案。一些公司不向消費者收

費，轉而透過將消費者個人資訊貨幣化而獲利。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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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應具備必要的資訊和工具，可以自行選擇將其
資訊的使用限制在非侵入性的私密廣告中，這樣其
個人資訊不會被出售或分享給其從未聼聞過的各

個企業。如果沒有這些工具，消費者幾乎不可能完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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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瞭解他們與各種企業交互時所簽訂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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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父母應能夠控制其年幼子女的哪些資訊可以
集的有關其子女的資訊。

K. 企業亦應就數據安全漏洞直接對消費者負責，
並在消費者最敏感資訊被盜用時通知消費者。

L . 一個旨在保護消費者隱私的獨立監督機構，
應確保企業和消費者充分瞭解其權利和義務，並應
加大執行力度，打擊侵犯消費者隱私權的企業。
第3節。 目的和意圖。

在頒佈本法案時，California民眾的目的和意圖是
進一步保護消費者的權益，包括憲法規定的隱私
權。本法案的實行應遵循以下原則：
A. 消費者權益

1. 消費者應知道何人在收集其個人及其子女的個
人資訊，這些資訊如何被使用以及向誰披露，以便
其掌握必要資訊，以有效控制企業對其個人及其子
女的資訊的使用。

2. 消費者應能夠控制其個人資訊的使用，包括限
制敏感個人資訊的使用，未經授權使用或披露此類
個人資訊會給消費者帶來更大的傷害風險，並且他

們應具備掌握其個人資訊的收集、使用和披露的重
要選擇權。

3 . 消費者應可獲取其個人資訊，並且應能夠對
其進行更正、刪除以及將其從一家企業帶至另一家
企業。

4. 消費者或其授權代理商應能夠透過易於使用的
自助服務工具來行使此類選擇權。

5. 消費者應能夠行使這些權利而不會因此受到
懲罰。

6. 對未能採取合理預防措施保護消費者最敏感個
人資訊免遭駭客和安全漏洞危害的企業，消費者應
能夠追究其責任。

7. 消費者應從企業對其個人資訊的使用中獲益。

8. 考慮到僱員或獨立承包商與企業之間關係和消
費者與企業之間關係的差異，亦應保護員工和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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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的隱私利益。此外，本法律無意干預在《國家

4. 該法律應隨技術變化而進行調整，以幫助消費

該法案的目的和意圖是將本標題中針對僱員和企

保護的持續目標。

B. 企業責任

並促進企業的實施效率，前提是該修正案不會損害

勞工關係法》規定下的組織權利和集體談判權利。 者行使其權利，並協助企業達成加強消費者隱私權
業對企業的溝通豁免期延長至2023年1月1日。

1. 企業應明確地告知消費者他們將如何收集和使
用 個 人 資 訊，以 及 消 費 者 如 何 行 使 其 權 利 和 選
擇權。

2. 企業僅應出於特定、明確和合法披露之目的收
集消費者個人資訊，而不得出於與該目的不符的原
因進一步收集、使用或披露消費者的個人資訊。

3. 企業應僅在相關範圍内收集消費者的個人資

訊，且僅限於收集、使用和分享目的所必需的範圍。
4. 企業應向消費者或其授權代理商提供易於使用

的方式，以允許消費者及其子女獲取其個人資訊，

進行刪除或更正，選擇退出其出售和跨商業平台、
服務、企業和設備的分享，並限制其敏感個人資訊
的使用。

5. 企業不應因消費者行使這些權利而對其進行
懲罰。

6. 企業應採取合理預防措施來保護消費者的個人

5. 該法律應許可有利於消費者的新產品和服務，
或削弱消費者的隱私。

6. 如有必要，應修改該法律以改善其實施，前提是
修正案不得損害或削弱消費者的隱私，同時應注意
到對企業和創新所帶來的影響。

7. 應透過嚴格的行政和民事執法來追究企業的違
法責任。

8. 在促進消費者隱私和企業合規的範圍內，該法
律應與其他司法管轄權的隱私法相一致。

第4節。 《民法典》第1798.100節修訂如下：

1798.100. 收集個人資訊的企業的一般職責

1798.100.（a）消費者有權要求收集消費者個人資
訊的企業向其披露該企業所收集的個人資訊的類
別和具體内容。
(b)

(a)

控制所收集的收集個人資訊之企業應在

收集時或之前告知消費者關於以下情況：

(1) 所收集個人資訊的類別以及 收集或使用 應使
用該個人資訊類別之目的，以及該資訊是否已出售

資訊免於安全漏洞的侵害。

或分享。若未向消費者提供符合本節規定的通知，

違法行為影響兒童時，應加重處罰。

個人資訊用於與收集個人資訊的披露目的不相符

7. 當企業違反消費者隱私權時，應追究其責任；當
C. 法律執行

1. 消費者權益和企業責任的實行應以增強對消費
者隱私權的保護，同時重視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為目

標。消費者的隱私權與受益的新產品和服務的開發

並非不可兼有。加強對消費者隱私權的保護促使了
保護隱私的新產品的創新和開發。

企業不得收集其他類別的個人資訊或將所收集的

的其他目的。

(2) 所收集的敏感個人資訊類別以及收集或使用

敏感個人資訊類別之目的，以及該資訊是否已出售

或分享。
（如果該企業收集敏感個人資訊）若未向消

費者提供符合本節規定的通知，企業不得收集其他

類別的敏感個人資訊或將所收集的敏感個人資訊

2. 企業和消費者應獲得關於其責任和權益的明確

他目的。

3. 該法律應將消費者置於一個可與企業針對該消

個人資訊）的時間，或若無法獲知，則用於確定該期

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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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與收集敏感個人資訊的披露目的不相符的其

(3) 企業試圖保留每種類別的個人資訊（包括敏感

費者個人資訊的商業使用進行知情並自由的協商。 限的標準，前提是企業保留消費者的個人資訊或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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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個人資訊用於收集個人資訊的披露目的之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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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根據第1798.185節(a)項第(3)款通過之規定中

時間不應長於該披露目的合理所需時間。

所明定，本節的任何規定均不得要求企業披露商業

以履行其(a)項規定之義務。此外，如果作爲第三方

消費者提供(a)項中指明的資訊。

費者相關個人資訊的收集，則該企業應在收集時或

資訊的企業，應及時採取措施向消費者免費披露和

(b) 作為第三方控制消費者個人資訊收集的企業， 秘密。
可透過在其網站首頁的顯著位置上顯示所需資訊， (c) 僅在收到可驗證的消費者請求後，企業才應向

行事的企業在其場所中（包括在車輛內）控制著消
之前告知所收集消費者個人資訊的類別，以及該個

人資訊類別的使用目的，以及該個人資訊是否以一
種明確顯著的方式在該地點出售。

(c) 為實現收集或處理個人資訊之目的，或出於其

他符合所收集個人資訊背景內容的披露目的，企業

對消費者個人資訊的收集、使用、保留和分享應爲
合理必要且恰當的，並且不得以與此類目的不符的
方式進一步處理。

(d) 收集消費者個人資訊並將其出售給第三方或與

第三方分享的企業，或出於商業目的向服務提供商

或承包商披露該個人資訊的企業，應與第三方、服
務提供商或承包商訂立協議：

(1) 指明企業出售或披露個人資訊僅用於有限和

便攜式，並在技術可行範圍內易於使用的方式，以
便消費者無障礙地將資訊傳輸至另一實體。企業可

以隨時向消費者提供個人資訊，但在12個月內不
得要求企業向消費者提供兩次以上的個人資訊。

(e) 如果企業未出售或保留個人資訊，或重新識別
或連結其他未以視為個人資訊方式維護的資訊，則
本節不得要求其保留單次、一次性交易所收集的任
何此類資訊。

第5節。 《民法典》第1798.105節修訂如下：
1798.105. 消費者刪除個人資訊的權利

1798.105. (a) 消費者應有權要求企業刪除該企

下的適用義務，並强制其提供與本標題所規定相同

1798.130節的規定，披露消費者要求刪除其個人

(3) 同意該企業採取合理和適當步驟的權利，以幫

助確保第三方、服務提供商或承包商以符合本標題
下的企業義務的方式使用所傳輸的個人資訊。

(b) 收 集 消 費 者 個 人 資 訊 的 企 業 應 根 據 第
資訊的權利。

(c) (1) 根據本節(a)項的規定，收到可驗證的消費
者要求刪除其個人資訊之請求的企業，應從其記錄

中刪除該消費者的個人資訊，並直接通知任何服務
提供商或承包商從其記錄中刪除該消費者的個人

(4) 若第三方、服務提供商或承包商確定無法再履

資訊，以及通知企業出售或分享該個人資訊的所有

(5) 同意企業在收到通知後，包括根據第(4)款，採

可能或得不償失的行爲。

使用個人資訊的行為。

目的，為防止已提交刪除請求的消費者個人資訊被

行此標題下的義務，應通知企業。

取合理和適當步驟的權利，以制止和補救未經授權

(e) 收集消費者個人資訊的企業應實行符合個人資

第三方刪除該消費者的個人資訊，除非證明這是不

(2) 對於僅在本標題允許範圍內，出於依法或其他

出售，企業可以保留刪除請求的保密記錄。

訊 性 質 的 合 理 安 全 程 序 和 慣 例，以 依 據 第

(3) 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應與企業合作以因應可

或非法的獲取、破壞、使用、修改或披露。

企業刪除，和應通知其任何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刪

1798.81.5 節之規定保護個人資訊免於未經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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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方式交付，若以電子方式提供，則該資訊應採用

業從消費者處收集的任何相關個人資訊。

等級的隱私保護。

|

提供本節要求的個人資訊。該資訊可透過郵件或電

特定目的。

(2) 强制第三方、服務提供商或承包商遵守本標題

24

(d) 從消費者處收到可驗證的消費者請求訪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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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的消費者請求，並應在企業指導下刪除或允許

擬議法律正文

第24號提案 續

除服務提供商或承包商已收集、使用、處理或保留

(7) 僅允許内部使用，此類内部使用應基於消費者

能已從服務提供商或承包商處或透過其訪問了個

符合消費者所提供資訊的背景內容。

是企業指導下訪問該資訊）
，刪除該消費者個人資

(9) 否則，應符合消費者個人資訊的背景内容以合

的消費者個人資訊。服務提供商或承包商應通知可

人資訊的任何服務提供商、承包商或第三方（除非

訊，除非證明這是不可行或得不償失的行為。服務
提供者或承包商無須遵守消費者直接向服務提供

者或承包商提交的刪除請求，如果其作為該企業的

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在收集、使用、處理或保留消
費者個人資訊。

(d) 根據與該企業、另一家服務提供商或另一家承

包商的合約行事的一家企業、或服務提供者或承包

商，無需遵守刪除消費者個人資訊的消費者請求，
如果保留消費者個人資訊對於該企業、或服務提供

商或承包商來説是合理必要的，以便：

與企業的關係，合理地與消費者預期保持一致，並
(8) 遵守法律義務。

法方式內部使用該消費者個人資訊。

第6節。 《民法典》增加第1798.106節，內容如下：
1798.106. 消費者更正錯誤個人資訊的權利

(a) 考慮到消費者個人資訊的性質和處理個人資訊

之目的，消費者有權要求保留消費者錯誤個人資訊
的企業更正該錯誤個人資訊。

(b) 收 集 消 費 者 個 人 資 訊 的 企 業 應 根 據 第
1798.130節的規定，披露消費者要求更正錯誤個

人資訊的權利。

(c) 收到可驗證的消費者請求更正錯誤個人資訊的

(1) 完成所收集個人資訊的交易，依據聯邦法律履

企業，應根據第1798.130節和第1798.185節(a)項

商品或服務，或根據企業與消費者之間持續商業關

費者指出的錯誤個人資訊。

行書面保證或產品召回條款，提供消費者所請求的

係的合理消費者預期，或以其他方式在企業與消費
者之間訂立合約。

(2) 偵測安全事件，防止惡意、欺騙、欺詐或非法活

動，或起訴那些應對該活動負責的人士。在使用消

費者個人資訊是合理必要且適當的程度下，協助確
保其安全性和完整性。

( 3 ) 除錯以識別和修復會損害現有預期功能的
錯誤。

(4) 行使言論自由，確保另一位消費者行使該消費
者的言論自由權，或行使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

(5) 遵守《刑法典》第2部分第12編第3.6章（從第

1546節開始）中的《California電子通訊隱私法案》
。
(6) 在符合公眾利益下從事公共或經同儕審查的

科學、歷史或統計研究，其符合或遵守所有其他適

用道德和隱私法，當該企業刪除信息後有可能導致

無法或嚴重損害其實現其能力以完成此類研究，如
果消費者提供了知情同意。

第 (8) 款之規定，採取商業上合理的措施更正該消
第7節。 《民法典》第1798.110節修訂如下：
1798.110.

消費者知道收集哪些個人資訊的權

利。獲取個人資訊的權利

1798.110. (a) 消費者應有權要求收集其個人資

訊的企業向消費者披露以下資訊：

(1) 該企業收集的有關該消費者的個人資訊類別。
(2) 個人資訊收集來源的類別。

(3) 收集、或出售、或分享 消費者個人資訊的企業
或商業目的。

(4) 與該企業分享披露其個人資訊的第三方類別。
(5) 所收集的有關該消費者個人資訊的具體内容。

(b) 收 集 消 費 者 個 人 資 訊 的 企 業 應 根 據 第

24

1798.130節第(a)項第(3)款第(B)小段之規定，在

收到可驗證的消費者請求後，向該消費者披露(a)
項中指明的資訊，前提是企業應視爲遵守 (a) 項第

(1)至(4)款（含）
，在資訊類別和收集、出售、或分享

個人資訊的企業或商業目的，將會被要求根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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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1)至(4)款（含）向消費者披露的範圍內，與根

節(a)項第(4)款之規定，在收到可驗證的消費者請

(c) 收 集 消 費 者 個 人 資 訊 的 企 業，應 根 據 第

(c) 出售或分享消費者個人資訊的企業，或出於商

據(c)項第(1)至(4)款（含）所披露的資訊相同。

1798.130節(a)項第(5)款第(B)小段之規定披露以
下內容:

(1) 該企業收集的有關消費者個人資訊的類別。
(2) 個人資訊收集來源的類別。

(3) 收集、或出售、或分享 消費者個人資訊的企業

或商業目的。

( 4 ) 與 該 企業分享 或披露其個人資訊的第三方
類別。

(5) 消費者有權要求該企業所收集的有關該消費
者的個人資訊的具體内容。

(d) 本節並不要求任何企業進行以下操作：

(1) 保留任何爲單次一次性交易而收集的消費者

個人資訊，但在正常業務過程中，該類消費者資訊
未被保留。

(2) 重新識別或在正常業務過程中，以其他方式連

1798.130節(a)項第(5)款第(c)小段之規定披露：

(1) 已出售或分享的消費者個人資訊的類別，或若

企業未曾出售或未曾分享的消費者個人資訊的類
別，則應披露該事實。

(2) 出於商業目的已披露的消費者個人資訊的類

別，或若企業出於商業目的未曾披露該消費者個人

資訊，則應披露該事實。

(d) 除非消費者已收到明確通知並獲得機會行使
第1798.120節規定的選擇退出權，否則第三方不

得出售或分享那些企業已出售或分享給第三方的
消費者個人資訊。

第9節。 《民法典》第1798.120節修訂如下：

1798.120. 消費者選擇不出售或分享其個人資訊

的權利

1798.115. 消費者知道向何人出售或分享哪些個

分享的權利。

(a) 消費者應有權在任何時候指示

向第三方出售或分享其個人資訊的企業不得出售

第8節。 《民法典》第1798.115節修訂如下：

或分享其個人資訊。該權利可稱作選擇退出出售或

人資訊的權利

(b) 向第三方出售 或分享 消費者個人資訊的企業

(a) 消費者應有權要求出售或分享

業，向該消費者披露：

(1) 該企業收集的有關該消費者個人資訊的類別。

(2) 企業出售 或分享 的消費者個人資訊類別和其

個人資訊被出售或分享的第三方類別，按照向每個
第三方類別出售或分享個人資訊的個人資訊類別
分類。

(3) 企業出於商業目的所披露的消費者個人資訊

類別，以及出於商業目的向何人披露該資訊的人士

應根據第1798.135節(a)項之規定，通知消費者這

些資訊可能被出售或分享，以及消費者有「選擇退
出權」
，不出售或不分享其個人資訊。

(c) 儘管有(a)項的規定，企業不得出售或分享消費

者的個人資訊，如果企業實際瞭解該消費者未滿

16歲，除非該消費者（若該消費者年滿至少13歲而
未滿16歲）
，或該消費者的家長或監護人（若消費

者未滿13歲）已確定授權出售 或分享 消費者的個
人資訊。故意無視消費者年齡的企業應視爲已實際

瞭解該消費者的年齡。此權利可稱作
「自願加入權」
。
(d) 企業已收到消費者不出售 或不分享 消費者個

類別。

人資訊的指示，或在未成年消費者個人資訊未曾得

披露消費者個人資訊的企業，應根據第1798.130

節(a)(c)項第(4)款，禁止在收到該消費者指示後出

(b) 出售或分享消費者個人資訊，或出於商業目的

48

業 目 的 披 露 消 費 者 個 人 信 息 的 企 業，應 根 據 第

1798.120.

其個人資訊或爲商業目的而披露其個人資訊的企

|

求後向該消費者披露(a)項中指明的資訊。

結任何未被視為個人資訊而保留的資料。

179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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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同意書出售或分享其個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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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125.

消費者選擇退出或行使其他權利後

不進行報復的權利

第10節。 《民法典》
增加第1798.121節，內容如下： 1798.125. (a) (1) 企業不得因消費者行使其在
1798.121.

消費者限制使用和披露敏感個人資訊

1798.121.

(a) 消費者應有權在任何時候，指示

的權利

收集消費者敏感個人資訊的企業限制其使用敏感

個人資訊在用於必要履行一般消費者合理期望服

務或提供其合理期望的商品（該消費者要求該商品

或服務）
，以履行第 1798.140節(e)項第 (2)、(4)、
(5) 和 (8) 款所述的服務和第 1798.185 節 (a) 項第
(19) 款第 (C) 小段所通過之規定授權的服務。出於

本項所明定目的之外，使用或披露消費者敏感個人

資訊的企業，應根據第1798.135節(a)項向消費者
提供通知，此資訊爲了其他特定目的可能被使用或

披露給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並且消費者有權限制

對其敏感個人資訊的使用或披露。

(b) 根據第1798.135節第 (c) 分部第 (4) 款的規

定，從消費者處收到指示不得使用或披露其敏感個

人資訊的企業，除非得到第 (a) 分部授權，否則不

本 標 題 下 的 任 何 權 利 而 歧 視 消 費 者，包 括 但 不
限於：

(A) 拒絕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服務。

(B) 對商品或服務收取不同的價格或費率，包括使
用折扣或其他福利抑或處以罰款。

(C) 向消費者提供不同層級或品質的商品或服務。

(D) 暗示消費者將收到不同價格或費率的商品或
服務，或不同層級或品質的商品或服務。

(E) 如第1798.145節第 (m) 分部第 (2) 款第 (A)

項所定義，因雇員、求職者或獨立承包商行使本標

題規定的權利而對其進行報復。

(2) 根據第 (b) 分部，本分部之任何規定均不禁止
企業向消費者收取不同的價格或費率，或向消費者
提供不同層級或品質的商品或服務，若該差異與消
費者數據提供給企業的價值合理相關。

(3) 此分部不禁止企業提供與本標題一致的忠誠

得使用或在收到消費者指示後出於任何其他目的

度、獎勵、高級功能、折扣或俱樂部會員卡計劃。

將其敏感個人資訊用於其他目的。

作為補償，用於收集個人資訊、出售或分享個人資

者或承包商，在收到企業指示後，且在實際了解個

者數據提供給企業的價值直接合理相關，企業也可

披露消費者的敏感個人資訊，除非消費者隨後同意
(c) 協助企業執行第 (a) 分部授權目的之服務提供

人資訊为敏感個人資訊的範圍內，不得將敏感個人

資訊用於任何其他目的。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只需

限制使用與企業簽訂的書面合約收到的敏感個人

(b) (1) 企業可提供財務激勵，包括向消費者付款

訊，或刪除保留個人資訊。若該價格或差異與消費
向消費者提供不同的價格、費率、層級或品質的商
品或服務。

(2) 根據本分部提供任何財務激勵的企業，應根據

資訊，使用過程中僅就其與該企業的關係而言遵循

第1798.130節通知消費者所提供的財務激勵。

(d) 根據第1798.185節第 (a) 分部第 (19) 款第

重要條款且消費者可隨時撤銷該重要條款。僅當消

企業的指示。

(C) 項通過的規定中進一步的定義，不旨在推斷消

費者的特徵的情況下收集或處理的敏感個人資訊

不受本節的約束，並且在本法案所有其他部分（包

括第1798.100節）應被視作個人資訊。

第11節。 《民法典》第1798.125節修改為：

(3) 第1798.130節清楚地描述了財務激勵計劃的

24

費者根據第1798.130節的規定事先給予企業選
擇加入的同意，企業方可讓消費者加入財務激勵計

劃。如果消費者拒絕提供選擇加入的同意，則企業

應等待至少 12 個月，方可要求消費者提供選擇加
入的同意，或根據第1798.185節法規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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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業不得使用不公正、不合理、強迫性或高利

於使用的格式，允許消費者無障礙地將此資訊從一

第12節。 《民法典》第1798.130節修改為：

人資訊的性質對消費者提出合理的認證要求，但不

貸性質的財務激勵措施。

1798.130. 通知、披露、更正和刪除之要求

1798.130 (a) 為了遵守第1798.100、1798.105、

個機構傳輸到另一個機構。企業可根據所請求的個
得以提出可核實的消費者請求為目的，要求消費者

在企業中開設帳戶，前提是如果如果消費者在企業

1798.106、1798.110、1798.115以及1798.125

中開設擁有帳戶，則企業可要求消費者透過該帳戶

形式：

(B) 所需資訊的披露應涵蓋企業收到可核實之消

節 的 規 定，企 業 應 以 一 種 消 費 者 可 合 理 獲 得 的
(1) (A) 向消費者提供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指定方

法，以提交根據第1798.110節和第1798.115節

提交請求。使用該帳戶提交可核實的消費者請求。

費者請求前的 1 2 個月，前提是消費者在通過第

1798.185節第 (a) 分部第 (9) 款的規定時，可要

規定披露的資訊請求，或根據第1798.105節和第

求企業披露在 12 個月期限後的所需資訊，並且該

包括免費電話號碼資訊。專門線上經營並與其收集

的 或 證 實 將 付 出 不 成 比 例 的 努 力。消 費 者 請 求

1798.106節規定刪除或更正的請求，其中至少應
個人資訊的消費者有直接關係的企業，只需提供

電子郵寄地址，以提交根據第1798.110節和第
1798.115節規定披露的資訊請求，抑或提交根據

第1798.105節和第1798.106節規定刪除或更正
的請求。

(B) 若企業擁有並維護一個網站，則應向消費者

企業必須提供該資訊，除非此舉證實是不可能完成

12 個月期限後所需資訊的權利，以及企業提供該

資訊的義務僅適用於 2022 年 1 月 1 日當天或之後
收集的個人資訊。本項之任何規定均不對企業保存
個人資訊的時間長短作要求。

(3) (A) 根據第1798.110節或第1798.115節規定

提 供 該 網 站，以 提 交 根 據 第 1798.110節 和 第

收到可核實消費者請求的企業，應直接或間接向消

1798.105節和第1798.106節規定刪除或更正的

括透過抑或由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揭露的資訊。根

1 7 9 8 . 1 1 5 節 規 定 披 露 的 資 訊 請 求，或 根 據 第

請求。

費者披露其收集的有關消費者的任何個人資訊，包

據第1798.110 節或第1798.115 節的規定，在服

(2) (A) 于收到消費者提出的可核實的消費者請求

務提供者或承包商以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的身份

和傳遞所需資訊、更正不準確的個人資訊，或者刪

商無需遵守直接從消費者或消費者授權代理人處

的45天內，根據消費者的請求，免費向消費者披露

除消費者的個人資訊。企業應立即採取行動確定該
請求是否為可核實的消費者請求，但不應延長企業

在以下方面的責任：于收到消費者請求後的45天
內披露和傳遞資訊、更正不準確的個人資訊，或者

收集消費者個人資訊的範圍內，服務提供者或承包
收到的可核實消費者之請求。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
應在企業回應可核實請求方面向與之有合約關係

的企業提供協助，協助方式包括但不限於：向企業

提供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擁有的消費者個人資訊
刪除個人資訊。提供所需資訊、更正不準確的個人 （此類資訊的獲得來自於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向
資訊，或者刪除個人資訊的期限可在合理必要時延
企業提供服務）
，以及更正不準確的資訊，或使企業
長45天，前提是在第一個45天期限內向消費者發
能夠更正不準確的資訊。根據與企業簽訂之書面合
出延期通知。所需資訊的披露應涵蓋企業收到可核
約所收集個人資訊的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應考慮
實之消費者請求前的12個月，如果消費者在企業
處理流程的性質，透過適當的科技和組織措施協助
中開設帳戶，則應以書面形式進行揭露，並透過消
費者在企業的帳戶傳遞資訊；如果消費者未在企業 企業遵守第1798.100節第 (d) 至 (f) 分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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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出於第1798.110節第 (b) 分部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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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為識別消費者，將消費者在可核實消費者請

(5) 如果企業擁有一或多個線上隱私權政策，並且

任何個人資訊聯繫起來。

描述中包含隱私權政策，或者如果企業不維護這些

求中提供的資訊與企業之前收集的有關消費者的

(B) (ii) 透過參考第 (c) 分部詳細描述所收集之個

在特定於California的對消費者隱私權的任何特定

政策，則在其網際網路網站的在線隱私權政策中披

人資訊所列舉的一個或多個類別，按其一個或多個

露以下資訊，並至少每12個月更新一次該資訊：

消費者的個人資訊；消費者個人資訊收集的來源類

1798.110、1798.115 和1798.125節對消費者權

類別識別在適用期間內的12個月前所收集的有關

別；出於收集、出售或分享消費者個人資訊的企業

(A) 根據第1798.100、1798.105、1798.106、
利的描述，以及兩種或兩種以上提交請求的指定方

或商業目的；以及企業向其披露消費者個人資訊的

法，但第 (a) 分部第 (1) 項第 (A) 款所規定的除外。

(iii) 以易於一般消費者理解的格式，在技術上可行

(i) a 在過去12個月內，透過參考第 (c) 分部詳細描

第三方類別。

的範圍內，以結構化、常用的、機器可讀的格式，提
供從消費者處獲得的特定個人資訊，該格式也可以

在消費者的要求下無障礙地傳輸給另一個機構。

「特定資訊」不包括為確保安全性與完整性或者按
法規規定而產生的資料。當消費者指示企業將消費

者的個人資訊從一個企業轉移至另一個企業時，該
情況不被認爲是個人資訊遭企業披露。

(4) 出於第1798.115節第 (b) 分部之目的：

(A) 識別消費者，並將消費者在可核實消費者請求
中提供的資訊與企業之前收集的有關消費者的任
何個人資訊聯繫起來。

(B) 透過參考第 (c) 分部詳細描述之個人資訊所列
舉的類別，按其一個或多個類別識別在適用期間內

的12個月前企業所出售或分享的有關消費者的個
人資訊，並透過參考第 (c) 分部詳細描述所出售或

分享之個人資訊列舉的一個或多個類別，提供在適

用期間內的12個月前收到所出售或分享的消費者
個人資訊的第三方類別。企業應在獨立於為第 (C)
項生成的清單中披露此資訊。

(C) 透過參考第 (c) 分部詳細描述之個人資訊所列

舉的一個或多個類別，按其一個或多個類別識別在

適用期間內的12個月前企業出於商業目的所披露

的消費者個人資訊，並透過參考第 (c) 分部詳細描
述所披露之個人資訊列舉的一個或多個類別，提供

在適用期間內的12個月前出於商業目的而披露消

費者個人資訊的第三方人員類別。企業應在獨立於
為第 (B) 項生成的清單中披露此資訊。

(B) 就第1798.110節第(c)分部而言：

述已收集之個人資訊所列舉的一或多個類別，收集
關於消費者資訊類別清單。

(ii) 消費者個人資訊的來源類別。

(iii) 收集、出售或分享消費者個人資訊的企業或商

業目的。

(iv) 企業向第三方披露消費者個人資訊的類別。

(C) 對於第1798.115節第 (c) 分部第 (1) 和第 (2)
項，有兩個單獨的清單：

(i) 參考第 (c) 分部中所列舉的一或多個類別，列出

過去12個月內出售或分享的關於消費者的個人資

訊類別，其中詳細描述已出售或分享的個人資訊，
或者如果企業在過去12個月內沒有出售或分享消
費者的個人資訊，企業應在其隱私權政策中明顯地

披露這一事實。

(ii) 參考第 (c) 分部中所列舉的類別，列出過去12
個月內，出於企業目的而披露的有關消費者個人資

訊類別的清單，其中詳細描述描述已披露的個人資

訊，或者如果企業在過去的12個月內未出於企業目
的披露消費者的個人資訊，該企業應披露該事實。

(6) 確保所有負責處理有關企業隱私權實踐或企
業遵守此章節之消費者查詢的所有個人都瞭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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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100、1798.105、1798.106、1798.110、
1798.115、1798.125以及本節中的所有要求，以
及如何指導消費者根據這些部分行使其權利。

(7) 僅出於驗證之目的使用從消費者處收集的與
企業核實消費者請求有關的任何個人資訊，不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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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披露個人資訊、保留超過驗證所需的時間或將

部為保留、使用、出售或分享的消費者個人資訊提

者提供第1798.110節和第1798.115節要求的

(b) (1) 如果企業允許消費者選擇退出出售或分享

其個人資訊，並且根據第1798.185節第 (a) 分部

要求披露的個人資訊類別應遵循第1798.140節

消費者同意的情況下，透過平台、技術或機制發送

中個人資訊 和敏感個人資訊 的定義定義，使用第

(A) 至第 (K) 款所述的特定術語描述個人資訊類

別，包括第1798.140節第 (v) 分部第 (1) 項，以及

包括第1798.140節第 (ae) 分部第 (1) 至 (9) 項中
規定之特定術語描述敏感個人資訊的類別。

第13節。 《民法典》第1798.135節修改為：
1798.135.

限制出售、分享和使用個人資訊以及

1798.135

(a) 必須遵守第1798.120節的企業

使用敏感個人資訊的方法

如出於第1798.121節第 (a) 分部授權以外的目的

出售或分享消費者的個人資訊或使用或披露消費

者的敏感個人資訊，應以消費者可合理存取的形式

進行：

(1) 在企業網際網路首頁 網際網路首頁 上提供清

晰且醒目的連結，其標題為「請勿出售或分享我的
個人資訊」
，連結至網際網路網頁網際網路網頁，使

消費者或消費者授權的個人可以選擇不出售 或分

第 (20) 項通過的法規中提出的技術規範，在經過

的選擇退出偏好之信號限制使用其敏感個人資訊，
則不得要求企業遵守 (a) 分部，並在向企業表明消

費者有意退出企業出售或分享消費者個人資訊，
或限制使用或披露消費者敏感個人資訊，或兩者
兼有。

(2) 允許消費者選擇不出售或分享其個人資訊並

根據第 (1) 條限制使用其敏感個人資訊的企業，可
以提供導向網頁的連結，使消費者能夠同意該企業
而忽略針對該企業出售或分享消費者的個人資訊

或將消費者的敏感個人資訊用於其他目的之選擇
退出偏好信號，前提是：

(A) 該同意網頁還允許消費者或消費者授權的個

人像同意提供資訊那樣輕鬆地撤銷同意。

(B) 導向網頁的連結不會貶損消費者在有意造訪

的網頁上的消費者體驗，並且與同一網頁上的其他
連結相比具有相似的外觀、感覺和大小。

(C) 同意網頁符合根據第1798.185節第 (a) 分部

享消費者的個人資訊。

第 (20) 項通過的法規中規定的技術規範。

連結，其標題為「限制使用我的敏感個人資訊」
，使

部。為明確起見，企業可以選擇遵守第 (a) 分部或

人資訊的使用或披露目的限制為第 1798.121 節

(c) 受本節約束的企業應：

(2) 在企業網際網路的首頁上提供清晰且醒目的

消費者或消費者授權的個人能夠將消費者敏感個

第 (a) 分部授權的用途。

(3) 符合第 (a) 分部的企業不需要遵守第 (b) 分

第 (b) 分部其中的一項。

(1) 不得 不得要求 消費者建立帳號 或提供超出必

(3) 如果連結可以很容易讓消費者選擇不出售或

要範圍的其他資訊，以便指示企業不要出售或分享

的敏感個人資訊，則由企業自行决定，在企業的網

感個人資訊。

守第 (1) 和 (2) 項的規定。

對消費者權利的描述，以及「請勿出售或分享我的

分享消費者的個人資訊和限制使用或披露消費者

際網路首頁上使用單一標記清晰的連結，而不是遵

(4) 如果企業回應根據第 (1)、(2) 或 (3) 項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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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財務激勵條款。

資訊。

(c) 根據第1798.100、1798.110和1798.115節

|

服務的費用，須列出根據第1798.125節第 (b) 分

其用於不相關的目的。

(b) 企業沒有義務在12個月內兩次向同一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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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退出請求，並透過告知消費者使用任何產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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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的個人資訊，或限制使用或披露消費者的敏

(2) 包括根據第第1798.120節和第1798.121節
個人資訊」網際網路網頁網際網路網頁的單獨連結

和「限制使用我的敏感個人資訊」網際網路網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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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連結（如適用）
，或者連結到這兩種選擇的單個

連結，或企業根據第 (b) 分部做出回應並遵循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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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消費者可以僅授權他人選擇不出售或分享
消費者的個人資訊，並代表消費者限制使用消費者

台、科技或機制發送的選擇退出偏好信號的聲明， 的敏感個人資訊，包括透過第 (b) 分部第 (1) 條所
將這些資訊包括在：

定義的選擇退出偏好信號，其表明消費者選擇退出

私權政策）
。

消費者授權的個人提出的代表消費者行事的選擇

(A) 企業的線上隱私權政策中（如果企業有線上隱
(B) 任何特定於California的對消費者隱私權的具

體描述中。

(3) 確保所有負責處理有關企業隱私權實踐或企
業遵守此標題之消費者查詢的所有個人都瞭解第

第1798.120、1798.121節節以及本節中的所有要

求，以及如何指導消費者根據這些部分行使其權利。
(4) 對於行使其權利選擇不出售或分享 其個人資

訊或限制其敏感個人資訊的使用或披露的消費者，
避免出售或分享消費者的個人資訊，或使用或披露

的意圖，而根據總檢察長通過的規定，企業應遵守
退出請求，無論企業選擇遵守第 (a) 還是 (b) 分

部。為明確起見，選擇遵守第 (a) 分部的企業可以
根據第 1798.125 節的規定對消費者的退出做出
回應。

(f) 如果企業將消費者的選擇退出請求傳達給企業

授權收集個人資訊的任何人，則該人此後僅能將該
消費者的個人資訊用於企業指定的企業目的或本
標題允許的其他用途，並且禁止：

(1) 出售或分享個人資訊。

由企業收集的有關消費者的消費者敏感個人資訊， (2) 保留、使用或披露消費者的個人資訊。

並至少等待12個月後，才得以再次要求消費者授
權出售或分享消費者的個人資訊，以及出於其他目
的或根據法規授權使用與披露消費者的敏感個人
資訊。

(5) 對於選擇不出售其個人資訊的消費者，在要求
消費者授權出售其個人資訊之前，尊重消費者選擇

退出至少12個月的决定不同意出售或分享其個人

資訊的16歲以下的消費者，請禁止出售或分享16
歲以下消費者的個人資訊，並至少等待 12 個月後

再請求消費者給予同意，或按照法規授權，或直到
消費者年滿16歲為止。

(6) 僅出於遵守選擇退出請求之目的，使用從消費
者處收集到的與消費者選擇退出請求相關的任何
個人資訊。

(b) (d) 本標題中的任何內容不得解釋為要求企業

透過在其向公眾提供的首頁上包含所需的連結和

文 字 而 遵 守 本 標 題 的 規 定，如 果 企 業 專 為

(A) 實現除履行向企業提供之服務的特定目的以

外的任何目的。

(B) 超出個人和企業之間的直接企業關係。

(C) 實現商業目的，而不是向企業提供服務。

(g) 根據第 (f) 分部將消費者的選擇退出請求傳達

給某人的企業，如果接收選擇退出請求的個人違反

本章節中規定的限制，則該企業不承擔本章節下的

責任，前提是，在傳達選擇退出請求時，該企業沒有
實際認可或理由相信此人有意實施此類違規的行

為。任何類型的合約或協議中的任何條款如聲稱以
任何方式放棄或限制本分部，則均應無效且不可

執行。

第14節。 《民法典》第1798.140節修改為：
1798.140. 定義

1798.140. 就本章節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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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廣告和行銷」意指代表企業行事的企業或個

California消費者提供單獨和額外的首頁，並包含

人以任何媒介進行通訊，以誘使消費者獲得商品、

California消費者直接造訪California消費者的首

(a) (b) 「匯總消費者資訊」意指與某一團體或類別

所需的連結和文字，企業則須採取合理措施確保
頁，而不是向公眾提供的首頁。

服務或就業。

消費者相關的資訊，其中已移除個別消費者身份，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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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與任何消費者或家庭（包括透過裝置）連結或

(3) 由企業組成的合資企業或合夥企業，每個企業

已消除身份識別的個別消費者記錄。

業或合夥企業以及構成合資企業或合夥企業的每

合理連結。
「匯總消費者資訊」並不代表一個或多個

(b) (c) 「生物辨識技術資訊」意指個人的生理、生

物或行為特徵，包括 與個人脫氧核糖核酸 (DNA)

揭露給合資企業或合夥企業的個人資訊不得與其

確定個人身份。生物辨識技術資訊包括但不限於虹

自願向California Privacy Protection Agency證明

記錄的圖像，從中可以提取識別之範本，如臉部辨

(4) 第 (1)、(2) 或 (3) 項未涵蓋在California經商並

其遵守本章節並同意受本章節約束的人員。

(d) (e)「企業目的」意指根據第1798.185節第 (a)

識、特徵範例或聲紋，以及包含識別資訊的按鍵模

分部第 (11) 項通過的法規，將個人資訊用於企業

資料。

務提供者或承包商的營運目的，前提是，為達到收

(1) 為了利益相關者或其他所有者的盈利或財務

訊背景相容的其他操作目的，使用該個人資訊具有

式或節奏、步態模式或節奏和睡眠、健康或訓練
(c) (d)「企業」意指：

或服務提供者的營運目的或其他通知的目的，或服

集或處理個人資訊的營運目的，或為與收集個人資

效益而組織或經營的獨資企業、合夥企業、有限責

合理必要性和相稱性。企業目的為：

個人資訊或代表其收集此類資訊，或與其他機構共

的包括但不限於統計唯一造訪者的廣告印象、驗證

任公司、公司、協會或其他法人機構，收集消費者的

同確定在California州發展企業並滿足以下一個或
多個閾值的消費者個人資訊處理的目的和方法：

(A) 根據第1798.185節第 (a) 分部第 (5) 項進行

(1) 與目前與消費者互動和同時發生之交易相關
廣告印象的定位和品質相關的稽核，以及審核是否
符合本規範和其他標準。

(2) 偵測安全性事件，防止惡意、欺騙、欺詐或非法

的調整，截止該日曆年1月1日，上一日曆年的年度總

活動，並起訴應對這些活動負責的人。在使用消費

(B) 每年為企業的商業目的單獨或組合的購買、接

安全性和完整性。

多的消費者或家庭或裝置的個人資訊。

錯誤。

收入已已超過兩千五百萬美元（$25,000,000）
。

收、為商業目的出售或分享50,000、100,000或更

(C) 從出售 或分享 消費者的個人資訊中獲得百分

者個人資訊是合理必要且相稱的程度下，協助確保

( 3 ) 除錯以識別和修復會損害現有預期功能的
(4) 短期、短暫的使用，包括但不限於為消費者目

之50或更多年收入。

前與企業互動的一部分展示的非個人化廣告，前提

機構，與企業分享共同品牌並與企業分享消費者的

於建立關於一位消費者的個人資料，或以其他方式

(2) 如第 (1) 項所定義的控制或受企業控制的任何

是消費者的個人資訊不向其他第三方揭露，也不用

個人資訊。
「控制」或「受到控制」意指擁有企業任何

改變個人消費者目前與企業互動之外的體驗。包括

權或投票權；以任何方式控制大多數董事或行使類

自訂。

類別投票權證券百分之50以上已發行股份的所有
似職責的個人的選舉；或對公司管理層行使控制權

的權力。
「共同品牌」意指普通消費者理解為兩個或
54

個企業應分別視為單一企業，除了每個企業擁有並

他企業共用。

膜、視網膜、指紋、臉部、手、手掌、靜脈圖案和語音

|

至少擁有百分之40的股權。就本章節而言，合資企

有關的資訊，這些資訊可以使用或計劃使用、單獨
或與其他資訊結合或與其他識別資料一起使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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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機構共同擁有的共享名稱、服務商標或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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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限於作為相同互動的一部分顯示廣告的背景

(5) 代表企業或服務提供者包括維護或服務帳號、
提供客戶服務、處理或履行訂單和交易、驗證客戶

資訊、處理付款、提供融資、提供廣告或行銷服務、

擬議法律正文

提供分析服務、提供儲存，或代表企業或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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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1) 「承包商」意指根據與企業簽訂的書面合

者提供類似的服務。

約，企業出於商業目的向其提供消費者個人資訊的

告除外）
，前提是，為了廣告和行銷目的，服務提供

(A) 禁止承包商：

(6) 向消費者提供廣告與行銷服務（跨背景行為廣

者或承包商不得將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收到的或

其代表企業收到的選擇退出消費者的個人資訊，與
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從或代表另一人或多人收到

或從自身與消費者互動中收集的個人資訊結合在
一起。

人，前提是該合約：

(i) 出售或分享個人資訊。

(ii) 出於合約規定的商業目的以外的任何目的保

留、使用或披露個人資訊，包括出於合約規定的商
業目的以外的商業目的或本章節允許的其他目的
保留、使用或披露個人資訊。

(6) (7) 著手進行內部技術開發和示範研究。

(iii) 在承包商與企業之間的直接企業關係之外保

造、使用或控制的服務或裝置的品質或安全，以及

(iv) 將承包商根據與企業的書面合約收到的個人

(7) (8) 著手進行活動以驗證或維護企業擁有、製
改善、升級或增強企業擁有、製造、使用或控制的服
務或裝置。

(e) (f) 「收集」
、
「已收集」或「收集行為」意指以任

何方式購買、出租、收集、獲取、接收或存取與消費

留、使用或披露資訊。

資訊與從他人或代表他人接收的個人資訊合併，或

與從自身與消費者互動中所收集的資訊合併，前提

是承包商可以合併個人資訊，以執行第1798.185

節第 (a) 分部第 (10) 項所通過的規定中定義的任

者有關的任何個人資訊。這包括主動或被動地或透

何商業目的，但第 (e) 分部第 (6) 項以及California

(f) (g) 「商業目的」意指促進個人的商業或經濟利

(B) 包括承包商提供的證明，表明承包商理解第

閱、提供或交換產品、商品、財產、資訊或服務，或直

(C) 在與承包商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允許企業通過

過觀察消費者的行為從消費者處接收資訊。

益，例如，透過誘使他人購買、出租、租賃、加入、訂
接或間接促成或實現商業交易。「商業目的」不包

Privacy Protection Agency通過的法規規定除外。

(A) 款中的限制，並將遵守這些限制。

包括但不限於至少每12個月進行一次的人工審查

括參與州或聯邦法院認定為非商業性言論的演講， 和自動掃描和定期評估、稽核或其他技術和操作測
包括政治演說和新聞工作。

試等措施，來監控承包商遵守合約的狀況。

(h) 「同意」意指消費者或消費者的法定監護人、擁

(2) 如果承包商僱用任何其他人協助其為商業目

具體、知情和明確地表明消費者的意願，包括透過

為該商業目的僱用其他人協助處理個人資訊，則承

定目的處理與消費者相關的個人資訊。接受包含個

束另一人遵守第 (1) 項中規定的所有要求。

有授權書的人或作為消費者保護人的人，其自由、 的處理個人資訊，或如果承包商僱用的任何其他人
聲明或明確的肯定性行動，即表示同意為狹義的特

包商應通知該企業，並且該約定應根據書面合約約

人資訊處理說明以及其他無關資訊的一般或廣義

(k) 「跨背景 行為廣告」意指基於從消費者在跨企

透過使用黑暗模式獲得的同意並不構成同意。

品牌鮮明的網站、應用程式或服務的互動，以針對

使用條款或類似文件並不構成同意。將滑鼠停留、 業、品牌鮮明的網站、應用程式或服務的活動中獲
靜音、暫停或關閉特定內容並不構成同意。同樣地， 得的個人資訊，而不是基於消費者有意地與企業、

(g) (i)「消費者」意指為California居民的自然人，如

《California法規》第18章第17014節所定義，該部
分於2017年9月1日宣讀，無論如何識別，包括任
何唯一識別碼。

24

消費者進行廣告宣傳

(l) 「黑暗模式」意指設計或操作的使用者介面，具

有顛覆或損害使用者的自主權、決策權或選擇權的
實質性效果，如法規進一步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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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 「消除身份識別」意指不能合理地用於推

程式設定、
「關於」
、
「資訊」或設定頁面，以及允許消

費者的資訊，前提是擁有該資訊的企業：

節第 (a) 分節所要求通知通知的任何其他位置，包

斷關於消費者的資訊或以其他方式連結到特定消

(1) 採取合理措施確保資訊不會與消費者或家庭

相關聯。

(2) 公開承諾以非消除身份識別的形式維護和使

(q)「家庭」意指在同一居住地址同居及共同分享使

用設備或服務的消費者團體，無論識別方式如何。

嘗試重新識別資訊。

(s)「有意地互動」意指消費者計劃透過一種或多種

所有規定。識別、關聯、描述、能夠直接或間接與特

定消費者相關聯或連結，前提是使用消除身份識別
資訊的企業：

(1) 已經實作科技保障措施，禁止重新識別與消費
者有關的資訊。

他資訊或資料來源得出的資訊、資料、假設或結論。

有意互動與他人互動或向他人披露個人資料，包括

造訪該人的網站或從此人處購買商品或服務。將滑

鼠停留、靜音、暫停或關閉給定內容並不構成消費

者與他人互動的意圖。

(t)「非個人化廣告」意指僅基於從消費者目前與企

業互動中所獲得的消費者個人資料而進行的廣告

(2) 已經實作明確禁止重新識別資訊的企業程序。

和行銷，但消費者的精確地理位置除外。

的資訊。

業、合資企業、財團、商業信託、公司、股份公司、有

(3)

已經實作企業程序以防止無意發佈重新識別

(4) 不得嘗試重新識別資訊。

(i) (n) 「提交請求的指定方法」意指郵寄地址、電
子郵件地址、網際網路網頁、網際網路網頁入口網
站、免費電話號碼或其他適用的聯絡資訊，消費者
可以根據本章提交請求或指示，以及由總檢察長根

據第1798.185節批准的任何新的、有利於消費者

與企業聯絡的方法。

(j) (o) 「設備」意指能夠直接或間接連接到網際網

路或其他設備的任何實體物品。

(k) 「健康保險資訊」意指消費者的保險單號或投
保者識別號碼、健康保險公司用於識別消費者的任
何唯一識別碼，或消費者申請和索賠歷史記錄中的

任何資訊，包括任何上訴記錄（如果該資訊與消費

者或家庭相關聯或合理連結，包括透過設備、企業
或服務提供者相關聯或連結）
。

(l) (p) 「首頁」意指網際網路網站的介紹頁面以及

收集個人資料的任何網際網路網頁。對於線上服務

（如行動應用程式）
，首頁意指應用程式的平台頁
56

括但不限於下載應用程式之前。

(m) (r)「推斷」或「推論」意指根據事實、證據，或其

(3) 合約規定任何資訊接收者必須遵守本分節的

|

費者在下載應用程式之前審查 本章 第1798.135

用資訊，且不嘗試重新識別相關資訊，除非企業僅

為了確定其識別過程是否滿足本分部的要求，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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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或下載頁面、應用程式內的連結，例如來自應用
擬議法律正文

(n) (u) 「個體」意指個人、獨資企業、商號、合夥企

限責任公司、協會、委員會以及任何其他一致行動
的組織或團體。

(o) (v) (1) 「個人資訊」意指識別、關聯、描述，能
夠合理地與特定消費者或家庭直接或間接地相關

聯，或可以合理地與之連結的資訊。個人資訊包括

但不限於以下內容，前提是其識別、關聯、描述，能
夠合理地與特定消費者或家庭直接或間接地相關
聯，或可以合理地與之連結：

(A) 識別碼，如真實姓名、化名、郵政地址、唯一個

人識別碼、線上識別碼、網際網路協議地址、電子郵

件地址、帳號名稱、社會安全號碼、駕照號碼、護照
號碼或其他類似識別碼。

(B) 第1798.80節第 (e) 分節中所描述的任何類別

之個人資訊。

(C) 受California或聯邦法律保護的類別的特徵。

(D) 商業資訊，包括個人財產，購買、獲得或考慮的

產品或服務的記錄，或其他購買或消費歷史或趨勢
的記錄。

(E) 生物特徵辨識資訊。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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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網路活動資訊，包括但不

(z)「分析」意指根據第1798.185節第 (a) 分節第

網路網站應用程式或廣告互動的資訊。

理，以評估與自然人相關的某些個人層面，尤其是

限於瀏覽記錄、搜尋記錄，以及有關消費者與網際
(G) 地理位置資料。

(H) 聽覺、電子、視覺、熱量、嗅覺或其他類似資訊。
(I) 職業或就業相關資訊。

(16) 項的規定，對個人資訊進行任何形式的自動處

分析或預測該自然人在工作中的表現、經濟情況、
健康狀況、個人偏好、興趣、可靠性、行為、地點或

行動。

(r) (aa) 「擬匿名化」或「假名化」意指在不使用附

(J) 教育資訊，定義為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權法案

加資訊的情况下，使個人資訊不再歸屬於特定消費

國法典(U.S.C.) 第20條 第1232g節；34 美國聯邦法

存，並且受技術與組織措施的約束，確保個人資料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美
規(C.F.R.) 第99部分）未公開提供的個人識別資訊。

(K) 從本分節識別的任何資訊中得出的推論，以建
立關於消費者的個人資料，反映消費者的偏好、特

者的管道處理個人資訊，前提是附加資訊需分開保
不會歸屬於已識別或可識別的消費者。

(s) (ab) 「研究」意指科學分析、系統研究和觀察，
包括旨在發展或有助於公共利益的公共或科學知

徵、心理趨勢、傾向、行為、態度、智力、能力和才能。 識的基礎研究或應用研究，並遵守或以其他方式遵
從所有其他適用的行爲準則和隱私權法律，或包括
(L) 敏感個人資訊。
但不限於為公共衛生領域的公共利益進行的研究。
(2) 「個人資訊」不包括公開可取得的資訊，或合法
在消費者為其他目的與企業的服務或設備互動過
「公開取
取得公眾關注的真實資訊。就本項而言，
程中收集到的個人資訊的研究應該：
得」意指：從聯邦、州或地方政府記錄中合法取得的
(1) 符合收集個人資訊的商業目的。
資訊，或企業有合理根據相信消費者或廣泛分發的
媒體或由消費者合法地向公眾提供的資訊；或由消 (2) 隨後進行匿名化和去識別化，或去識別化再進
行匯總，使該資訊無法由企業合理地識別、關聯、描
費者向其披露資訊的人提供的資訊，前提是消費者
述、直接或間接地與特定消費者相關聯或連結。
「公開取得」並
未將資訊限制提供給特定的接收者。
不代表企業在消費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所收集的有 (3) 在科技保障措施的限制下，除非支援研究需
關消費者的生物特徵辨識資訊。

(3) 「個人資訊」並不包括去識別化的消費者資訊
或匯總的消費者資訊。

(w) 「精確地理位置」意指從設備中獲得的、用於或

打算用於在等於或小於半徑為 1,850 英尺的圓圈

面積地理區域內定位消費者的任何資料，除非法規

另有規定。

(p) (x) 「概率識別碼」意指根據個人資訊定義中列

舉的類別中包含或類似於個人資訊的任何類別，在

要，否則禁止重新識別與消費者有關的資訊。

(4) 除支援研究需要外，仍需遵守專門禁止重新識

別資訊的企業程序。

(5) 在企業程序的限制下防止無意發佈重新識別
的資訊。

(6) 防範任何嘗試重新識別的行為。

(7) 僅用於與收集個人資訊的背景相容的研究
目的。

(8) 不得用於任何商業目的。

24

一定程度上識別消費者或消費者的設備。

(9) 進行研究的企業必須受其他安全控制措施的

資料資訊執行的任何操作或一組操作，無論是否以

人進行必要的研究目的。

(q) (y) 「處理」意指就個人資料資訊或就一組個人

自動化方法進行。

約束，將研究資料的存取限制為僅限於企業中的個

(ac)「安全性和完整性」意指以下能力：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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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路或資訊系統偵測危及儲存或傳輸的個人

用和分享與本章第1798.110節和第1798.115節

事件。

的方式進行重大變更，與收集時所做的承諾明顯不

資訊的可用性、真實性、完整性和機密性的安全

(2) 企業偵測安全事件、抵制惡意、欺騙、詐欺或非

法行為，並幫助起訴應對這些行為負責的人。

(3) 企業確保自然人的人身安全。

(t) (ad) (1)「出售」
、
「出售中」
、
「銷售」或「已售」意

指透過出售、出租、發佈、揭露、宣傳、提供、轉讓，或
以口頭、書面、電子或其他方式進行交流，將消費者

的個人資訊由企業提供給另一個企業或第三方，以

獲取金錢或其他有價值的報酬。

(2) 就本章而言，企業在以下情況不得出售個人
資訊：

(A) 消費者有意利用或指示企業：
(i) 披露個人資訊。

(ii) 藉由企業故意與一個或多個第三方進行互動。前

提是第三方亦不會出售個人資訊，除非相關披露與
本章的規定一致。當消費者打算透過一或多個有意

互動與第三方進行互動時，即會發生有意的互動。
將滑鼠停留、靜音、暫停或關閉給定內容並不構成
消費者與第三方進行互動的意圖。

(B) 企業使用或共享一個識別碼，表示該消費者已
選擇退出出售消費者的個人資訊，或限制使用消費

者的敏感個人資 訊，以提醒第三方 人員 消費者已選

擇退出出售消費者的個人資訊，或限制對消費者敏

知應充分突顯且有力，以確保現有的消費者能輕鬆

地行使與本章第1798.120節一致的選擇。本款不

授權企業以違反《不公平和欺騙性實踐法案》
（《企
業和專業守則》第7卷第2部分第5章（從17200節

開始））的方式對隱私權政策進行重大、可追溯性的
變更或對其他隱私權進行變更。
(ae)「敏感個人資訊」意指：

(1) 披露以下內容的個人資訊：

(A) 消費者的社會安全、駕駛執照、州身份證或護

照號碼。

(B) 消費者的帳號登入、金融帳號、簽帳金融卡或

信用卡號碼，以及允許存取帳號的任何必要的安全
性或存取代碼、密碼或憑證。

(C) 消費者的精確地理位置。

(D) 消費者的種族或民族血統、宗教或哲學信仰或

工會會員身份。

(E) 消費者的郵件、電子郵件和簡訊的內容，除非

企業是該通訊的預定接收者。
(F) 消費者的基因資料。

(2) (A) 出於專門識別消費者的目的而進行的生物

特徵識別資訊處理。

或與服務提供者分享執行商業目的所需的消費者

人資訊。

(C) 收集和分析有關消費者性生活或性取向的個

個人資訊：

(3) 根據第 (v) 分節第 (2) 款「公開可用」的敏感個

使用或分享該資訊的通知。

(u) (af) 「服務」或「多項服務」意指工作、勞動和服

者的個人資訊，除非為執行商業目的之必要。

(v) (ag) (1) 「服務提供者」意指為股東或其他所

(ii) 服務提供者不會進一步收集、出售或使用消費

人資訊，不應該被視為敏感個人資訊或個人資訊。

務，包括與銷售或修理商品有關的服務。

(D) (C) 企業將消費者的個人資訊作為資產轉讓給

有者的利益或財務利益而組織或營運的獨資企業、

部分企業的其他交易的一部分，前提是該資訊的使

人機構，代表企業處理個人資訊的人員，以及根據

第三方，作為合併、收購、破產或第三方控制全部或
58

符，應事先將新的或變更的做法通知消費者。該通

(B) 收集和分析有關消費者健康狀況的個人資訊。

(i) 企業已根據第1798.135節的條款和條件提供

|

一致。如果第三方對其使用或分享消費者個人資訊

感個人資訊的使用。

(C) 如果同時符合以下兩個條件，則企業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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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公司、協會或其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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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合約從企業處或代表企業向其披露消費者個

(2) 就本章而言，企業在以下情況不得分享個人

機構人員：

(A) 消費者利用或指示企業有意披露個人資訊或

人資訊的商業目的，前提是合約禁止接收資訊的
(A) 出售或分享個人資訊。

(B) 保留、使用或披露個人資訊的目的為包括履行

資訊：

有意地與一個或多個第三方互動。

(B) 企業使用或共享一個識別碼，表示該消費者已

合約中規定的服務商業目的，或本章允許的目的， 選擇退出分享消費者的個人資訊，或限制使用消費
包括保留、使用，或出於商業目的而披露個人資訊， 者的敏感個人資訊，以提醒第三方人員消費者已選
而非提供與企業簽訂的合約中規定的商業目的或

本章允許的其他目的。

(C) 在服務提供者與企業之間的直接企業關係之

外保留、使用或披露資訊。

(D) 將服務提供者從企業接收或代表企業收到的

個人資訊與從他人或代表他人處接收的個人資訊

合併，或從自身與消費者互動中所收集的資訊，前

提 是 服 務 提 供 者 可 以 合 併 個 人 資 訊，以 執 行 第
1798.185節第 (a) 分節第 (10) 款所通過的規定

中定義的任何商業目的，但本節第 (e) 分節第 (6)

款以及California Privacy Protection Agency通過

擇退出分享消費者的個人資訊，或限制對消費者敏
感個人資訊的使用。

(C) 企業將消費者的個人資訊作為資產轉讓給第

三方，作為合併、收購、破產或第三方控制全部或部
分企業的其他交易的一部分，前提是該資訊的使用

和分享與本章一致。如果第三方對其使用或分享消

費者個人資訊的方式進行重大變更，與收集時所做

的承諾明顯不符，應事先將新的或變更的做法通知

消費者。該通知應充分突顯且有力，以確保現有的
消費者能輕鬆地行使與本章一致的選擇。本款不授

權企業以違反《不公平和欺騙性實踐法案》
（《企業
和專業守則》第7 卷第2 部分第5 章（從17200 節開

的法規規定除外。根據與服務提供者達成協議的情

始））的方式對隱私權政策進行重大、可追溯性的變

12個月進行一次的人工審查和自動掃描和定期評

(w) (ai)「第三方」意指不屬於以下任何一方的人：

況下，本合約允許企業通過包括但不限於至少每

估、稽核或其他技術和操作測試等措施，來監控服

務提供者遵守合約的狀況。

(2) 如果服務提供者僱用任何其他人協助其為商

業目的處理個人資訊，或如果服務提供者僱用的任

何其他人為該商業目的僱用其他人協助處理個人

資訊，則承包商應通知該企業，並且該約定應根據

書面合約約束另一人遵守第 (1) 款中規定的所有
要求。

(ah) (1)「分享」
、
「已分享」或「分享中」意指企業透

過口頭、書面或電子，或其他方式向第三方分享、出

租、發佈、揭露、傳播、提供、轉讓等方式傳達消費者

的個人資訊，以進行跨背景行為廣告，無論是否為

金錢或其他有價值的對價，包括企業與第三方之間

為不交換金錢的企業利益而進行跨背景行為廣告

的交易。

更或對其他隱私權進行變更。

(1) 消費者有意與之互動的企業，並從消費者處收

集個人資訊，作為消費者目前與本章下的企業消費
者互動的一部分。

(2) 企業的服務提供者。
(3) 承包商。

(A) 根據書面合約，企業出於商業目的向其披露消
費者個人資訊的人，前提是該合約：

(i) 禁止該個人用以下方法接收個人資訊：
(I) 出售個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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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為履行本合約規定服務以外的任何目的保留、
使用或披露個人資訊，包括為提供合約規定服務以
外的商業目的保留、使用或披露個人資訊。

(III) 在個人與企業之間的直接業務關係之外保留、
使用或披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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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包括接收個人資訊者所作證明，即該人理解第

第24號提案 續

(1) 遵守聯邦、州或地方法律，或遵守法院命令或

(A) 項中的限制，並將遵守相關限制。

傳票以提供資訊。

應為違法行為負責。如果接受個人資訊者違反本標

查詢、調查、傳票或傳訊。執法機構，包括警察局或

(B) 本款所涵蓋違反本標題規定任何限制的人士， (2) 遵守聯邦、州或地方當局的民事、刑事或監管
題中規定的限制使用個人資訊，則根據本項所涵蓋

治安署，可以根據執法機構批准的調查，以有效的

的披露個人資訊的企業則不承擔本項以下的責任， 個案號碼指示企業不得刪除消費者的個人資訊，並
前提是在披露個人資訊時，企業實際並不知道，或
沒有理由相信該人打算實施這種違反行為。

資訊，以讓執法機構可以取得法院發出的傳票、命

一種持久識別碼，可用於識別消費者、家庭或與消

理由且僅在調查目的所需的範圍內，執法機構可指

(x) (aj) 「唯一識別碼」或「唯一個人識別碼」意指

費者或家庭相關聯的設備，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跨不

或類似科技；客戶號碼、唯一假名或使用者別名；電

任何目的（除回應法院發出的傳票、命令或令狀，而

用於識別與消費者或家庭相關聯的 特定消費者或

業接收執法機構的指示後，不得將其個人資訊用於

保留資訊以向執法機關出示外）
，除非消費者的刪
除請求受本標題下刪除豁免的約束。

設備。就本分部而言，
「家庭」意指監護父母或監護

(3) 就企業、服務提供者或第三方合理且真誠地認

年子女。

法機構合作。

人，以及受父母或監護人監護的18 歲以下 的未成

(y) (ak) 「可驗證的消費者請求」意指消費者、由消
費者代表其未成年子女或經消費者授權代表消費

者行事的自然人或州務卿登記的人提出的請求，或

由擁有授權書或作為消費者保管人的人士，根據由

總檢察長依照第1798.185節第 (a) 分部第 (7) 款

採用的規定，企業可以使用在商業上合理的方法，
合理地驗證該消費者是企業收集個人資訊的消

為可能違反聯邦、州或當地法律的行為或活動與執

(4) 如果自然人面臨死亡或嚴重人身傷害的風險

或危險，應配合政府機構的緊急存取消費者個人資
訊的請求，前提是：

(A) 該請求已經由高級機構官員所批准，以便緊急

存取消費者的個人資訊。

(B) 該請求基於機構的誠信判斷，即請求具有合法

費 者。企 業 沒 有 義 務 根 據 第 1 7 9 8 . 1 1 0 節 和 第

依據，可以在非緊急情況下存取資訊。

1798.105 節刪除個人資訊，或根據第1798.106

且在未批准該命令的情況下銷毀該資訊。

1 7 9 8 . 1 1 5 節 向 消 費 者 提 供 資 訊、根 據 第

節更正不準確的個人資訊，如果企業無法核實，根

據本分部和總檢察長根據第1798.185節第 (a) 分
部第 (7) 款通過的法規，提出請求的消費者是該企
業已收集資訊的消費者，或是消費者授權代表該消
費者行事之人。

第15節。 《民法典》第1798.145節修改為：
1798.145.

豁免

1798.145. (a) 此標題對企業施加的義務不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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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企業在額外的90天內不得刪除消費者的個人資

訊。對於要求刪除消費者個人資訊的消費者，在企

話號碼或其他形式的永久性或概率性識別碼，其可

|

令或令狀，進而獲取消費者的個人資訊。出於正當

同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設備識別碼；網際網路協
議地址；Cookie、信標、像素標籤、行動廣告識別碼

24

且在接收該指示後，企業不得在 90 天內刪除個人

制企業的以下能力：
擬議法律正文

(C) 該機構同意在三天內向法院申請適當命令，並
(4) (5) 行使或捍衛法律索賠。

(5) (6) 收集、使用、保留、出售、分享或披露消費者

的去識別化或匯總消費者資訊中的個人資訊。

(6) (7) 收集、出售或分享消費者的個人資訊，前提

是該商業行為的所有方面都發生在California境
外。就 本 標 題 而 言，如 果 企 業 在 消 費 者 不 在

California時收集了該資訊，且消費者個人資訊的
出售的任何環節未在California發生，以及消費者

在California時被收集的個人資訊未被出售，則此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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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行為完全在California境外發生。本款不允許

(d) (1) 本標題不適用於涉及收集、維護、披露、銷

人資訊（包括在設備上）
，然後當消費者和儲存的個

能力、個性、一般聲譽、個人特徵或消費者報告機構

禁止企業當消費者在California時儲存消費者的個

人資訊在California境外時收集該個人資訊。

售、通訊或使用與消費者信用價值、信用等級、信用
中生活方式有關的任何個人資訊的活動，如《美國

( b ) 第1 7 9 8 . 1 1 0、1 7 9 8 . 1 1 5、1 7 9 8 . 1 2 0、 法典》第15編第1681a節第 (f) 分部中的定義，由
1798.121、1798.130以及1798.135節對企業施 《美國法典》第15編第1681s-2節的資訊供給者所
加的義務不適用於如果企業遵守所有權會違反

述消費者報告中使用的資訊，如《美國法典》第15編

企業將消費者的個人資訊作為特權通訊的一部分

第15編第1681b節所述的消費者報告的使用者。

California法律規定的證據特權，並且不應該防止
提供給California法律規定的享有證據特權者。
(c) (1) 本標題不適用於以下任何一項：

(A) 受《醫療資訊保密法》
（第1卷第2.6部分（從第

第1681a節（d）分部中的定義，以及由《美國法典》
(2) 第 (1) 款僅適用於涉及該機構、供給者或使用

者收集、維護、披露、銷售、溝通或使用此類資訊的
活動受《公平信用報告法》第1681節及其內容，以及

56節開始））管理的醫療資訊，或受被涵蓋機構或 《美國法典》第15編的約束，除非《公平信用報告
受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發佈的隱私、安全和違反 法》授權，否則不得收集、維護、使用、傳播、披露或
通知規則約束的企業夥伴收集的受保護健康資訊， 出售該資訊。
根據1996年《健康保險可攜性及責任法案》
（公法

104-191）和《經濟與臨床健康資訊科技法》
（公法
111-5）制定的《聯邦法規彙編》第45編第160和
164部分。

(B) 受《醫療資訊保密法》
（第1卷第2.6部分（從第
56節開始））管理的醫療保健提供者，或受美國衛

生及公共服務部發佈的隱私、安全和違反通知規則

管束的相關機構，根據1996年《健康保險可攜性及

責任法案》
（公法104-191）制定的《聯邦法規彙編》
第45編第160和164部分，在某種程度上，提供者

或相關機構以與本節第 (A) 項所述的醫療資訊或
受保護健康資訊相同的管道保留患者資訊。

(C) 作為 臨床試驗 或 其他生物醫學 研究的一部分
而 收集的個人資訊，受聯邦人類受試者保護政策

（也稱之為通用規則）的約束，根據國際醫藥法規
協和會發佈的良好臨床實踐指南或美國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的人體受試者保護之要求，前提是不得

以本款不允許的方式出售或分享資訊，並且如果不
一致，則應通知參與者該用途並提供同意。

(2) 就本分部而言，應適用第56.05節中「醫療資

訊」和「醫療保健提供者」的定義，並應適用《聯邦法

規彙編》第45編第160.103節中「商業夥伴」
、
「涉
及的機構」和「受保護健康資訊」的定義。

(3) 本分部不適用於第1798.150節。

(e) 本標題不適用於根據聯邦《金融服務法現代化

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公法106-102）

收集、處理、出售或披露的個人資訊，以及實作規
定，或《California金融資訊隱私法》
（《金融法》第

，或1971年聯邦《農場
1.4卷（從第4050節開始））

信貸法》(Farm Credit Act)（如12 U.S.C. 2001-

。本分
2279cc修訂和實作法規12 C.F.R. 600等）
部不適用於第1798.150節。

(f) 本標題不適用於根據1994年《駕駛員隱私保護

法》
（18 U.S.C. Sec. 2721及後續部分）而收集、處
理、出售或披露的個人資訊。本分部不適用於第
1798.150節。

(g) (1) 第1798.120節不適用於車輛法規第426
節中定義的新機動車經銷商，以及車輛法規第672

節中定義的車輛製造商之間保留或分享的車輛資

訊或所有權資訊，如果車輛或所有權資訊是為了實

行目的而分享，或根據《美國法典》49編第30118

24

節至第30120節進行的車輛保修或召回所涵蓋的
車輛維修，前提是與之分享車輛資訊或所有權資訊
的新機動車經銷商或車輛製造商不出售、分享或將
該資訊用於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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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本分部而言：

(ii) 以類似方法行使多數董事或行使類似職能的個

份和行駛里程數。

(iii) 有權對公司的管理層行使控制權。

(A) 「車輛資訊」意指車輛資訊編號、品牌、型號、年
(B) 「所有權資訊」意指已登記的擁有者的姓名，以
及擁有者的聯絡資訊。

(h) 本標題不適用於以下任何一項：

人具有類似控制權。

(3) 本分部不適用於第1798.100或1798.150節
第 (b) 分部。

(4) 本分部自2021年1月1日起失效。

(A) 企業在自然人向其雇員、所有者、董事、官員、 (i) (h) 儘管企業有義務根據本標題回應和履行有
醫務人員或承包商申請工作的過程中收集的有關 關消費者權力的請求：
自然人的個人資訊，或該企業僅根據自然人作為求
職者的角色或以前作為求職者的角色收集和使用

該企業的雇員、所有者、董事、官員、醫務人員或該
企業的承包商。

(B) 由企業收集的個人資訊，即作為求職者的自然

人向其雇員、所有者、董事、官員、醫務人員或承包
商提供的緊急聯絡資訊，或該企業的承包商，僅在

有緊急聯絡人存檔的情況下收集和使用個人資訊。
(C) 企業為管理另一自然人的福利而保留的個人
資訊，該自然人是該企業的雇員、所有者、董事、官
員、醫務人員或承包商的工作人員，其個人資訊僅
在管理這些福利的範圍內收集和使用。
(2) 就本分部而言：

要時最多再延長90天。該企業應在收到請求之日
起45天內通知消費者，並說明延遲的原因。

(2) 如果企業未根據消費者的請求採取行動，則企
業應最遲在本節允許的回應期限內（不得推遲）
，將
不採取行動的理由，以及消費者可能擁有的針對該
決定向企業上訴的任何權利通知消費者。

(3) 如果消費者的請求明顯無根據或過分，特別是

由於其重複性，企業可以收取合理的費用，同時考
慮到提供資訊或通訊或採取其請求行動的行政成

本，也可以拒絕採取行動並通知消費者拒絕請求的

原因。企業應承擔證明任何經核實可驗證的消費者

之請求明顯沒有根據或過分的責任。

(B) 「董事」意指公司章程中指定的自然人或由公

商違反本標題中規定的限制使用個人資訊，則根據

司創辦人推選產生的自然人，以及以任何其他名義

(j) (i) (1) 如果接受個人資訊的服務提供者或承包
本標題向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披露個人資訊的企

或頭銜指定、推選或任命擔任董事的自然人及其繼

業則不承擔本標題下的責任，前提是在披露個人資

(C) 「醫務人員」意指根據《商業與職業守則》第2級

提供者或承包商計劃實施此類違規行為。同樣，服

承人。

別（從第500節開始）獲得執照的執業醫師和外科
醫生、牙醫或足病醫師，以及《健康與安全法》第
1316.5節中定義的臨床心理學家。

(D) 「官員」意指由董事會推選或任命管理公司日

訊時，企業實際並不知道，或沒有理由相信，該服務
務提供者或承包商對此標題中規定為其提供服務

的企業義務不承擔責任，前提是服務提供者或承包

商應對其違反本標題規定的行為負責。

(2) 披露消費者個人資訊的企業，但已行使選擇退

常營運的自然人，如執行長、總裁、秘書或財務主管。 出出售或分享其個人資訊之權利的消費者，限制使
用或披露其敏感個人資訊的消費者除外，以及未選
(E)「所有者」意指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的自然人：
(i) 擁有企業任何類別投票權證券的百分之50以上
已發行股份的所有權或投票權。

62

證的可驗證消費者之請求做出回應的期限，可在必

(A) 「承包商」意指根據書面合約向企業提供任何
服務的自然人。

24

(1) 考慮到請求的複雜性和數量，企業對任何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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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收集或出售個人資訊的未成年人，如果收到個人
資訊的第三方違反本標題規定的限制使用個人資

訊，則根據書面合約要求第三方提供與企業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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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權利同等程度的保護的第三方不承擔本標

使用該企業的雇員、所有者、董事、官員、醫務人員

並不知道，或沒有理由相信第三方有意實施此類違

(B) 由企業收集的個人資訊，即作為求職者的自然

題下的責任，前提是在披露個人資訊時，企業實際

或該企業的獨立承包商。

規行為。

人向其雇員、所有者、董事、官員、醫務人員或獨立

業務過程中無法收集的個人資訊，將個人資訊保留

僅在有緊急聯絡人存檔的情況下收集和使用個人

(k) (j) 本標題不應解釋為要求企業收集其在正常
的時間超過其在正常業務過程中保留此類資訊的

承包商提供的緊急聯系資訊，或該企業的承包商，
資訊。

時間，或要求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

(C) 企業為管理另一自然人的福利而保留的個人

中以未被視為個人資訊之方式保留的資訊。

員、醫務人員或獨立承包商的工作人員，其個人資

(1) 重新識別或以 其他方式連結 在正常業務過程
(2) 保留任何有關消費者的個人資訊（如果在正常

資訊，該自然人是該企業的雇員、所有者、董事、官
訊僅在管理這些福利的範圍內收集和使用。

業務過程中不會保留有關消費者的個人資訊）
。

(2) 就本分部而言：

收集、獲取、保留或存取任何資料或技術方法，以便

任何服務的自然人。

聯在一起。

創辦人推選產生的自然人，以及以任何其他名義或

(3) 以可識別、可連結或相關聯形式維護資訊，或

能夠將可驗證的消費者請求與個人資訊連結或關

(l) (k) 本標題給予消費者的權利和對企業施加的

義務，不應對其他自然人消費者的權利和自由產生
不利影響。根據1798.110節要求提供具體個人資

(A) 「獨立承包商」意指根據書面合約向企業提供
(B) 「董事」意指公司章程中指定為董事或由公司

頭銜指定、推選或任命擔任董事的自然人及其繼

承人。

(C) 「醫務人員」意指根據《商業與職業守則》第2卷

訊，根據第 1798.105 節刪除消費者的個人資訊， （從第500 節開始）獲得執照的執業醫師和外科醫

或根據第 1798.106 節更正不準確的個人資訊的

生、牙 醫 或 足 病 醫 師，以 及《 健 康 與 安 全 法 》第

可驗證消費者之請求，不應擴及屬於另一自然人的

1316.5節中定義的臨床心理學家。

費者個人資訊。企業可以依賴可驗證消費者的請求

常營運的自然人，包括執行長、總裁、秘書或財務

消費者個人資訊，或企業代表另一自然人維護的消

中有關個人資訊權利的陳述，以及沒有法律要求尋

找可能擁有或聲稱擁有個人資訊權利的其他人，以

及根據本標題或任何其他法律條款，企業沒有法律

義務在企業之間或聲稱擁有個人資訊權利的人之

間發生爭議時根據該標題採取任何行動。

(m) (l) 受本標題給予消費者的權利和對任何企業

施加的義務不適用於侵犯《California憲法》第I條第

2節第 (b) 分部所述的個人或實體的非商業活動。
(m) (1) 本標題不適用於以下任何一項：

(A) 企業在自然人向其雇員、所有者、董事、官員、

(D) 「官員」意指由董事會推選或任命管理公司日

主管。

(E)「所有者」意指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的自然人：

(i) 擁有企業任何類別投票權證券的百分之50以上

已發行股份的所有權或投票權。

(ii) 以任何方式對多數董事或行使類似職能的個人

的推選具有控制權。

(iii) 有權對公司的管理層行使控制權。

(3) 本分部不適用於第1798.100或1798.150節

第 (a) 分部。

醫務人員或獨立承包商申請工作的過程中收集的

(4) 本分部自2023年1月1日起失效。

為求職者的角色或以前作為求職者的角色收集和

1798.110、1798.115、1798.121、1798.130以

有關自然人的個人資訊，或該企業僅根據自然人作

24

(n) (1) 第1798.100、1798.105、179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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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798.135節中對企業施加的義務不適用於反

(B)「商業信用報告機構」如第1785.42節第 (b) 款

個人資訊，如果消費者是曾經或正在擔任公司、合

(C)「所有者」意指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的自然人：

映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書面或口頭溝通或交易的

中所述。

夥企業、獨資企業、非營利組織或政府機構的雇員、 (i) 擁有企業任何類別投票權證券的百分之50以上
所有者、董事、官員或獨立承包商的自然人，且其與 已發行股份的所有權或投票權。
企業的溝通或交易僅發生在對該公司、合夥企業、
獨資企業、非營利或政府機構進行盡職調查或向其
提供或接收產品或服務的範圍內。
(2) 就本分部而言：

、
「獨立承包商」意指根據書面合約向
(A) 「承包商」
企業提供任何服務的自然人。

(ii) 以任何方式對多數董事或行使類似職能的個人

的推選具有控制權。

(iii) 有權對公司的管理層行使控制權。

(D) 「董事」意指公司章程中指定為董事或由公司

創辦人推選產生的自然人，以及以任何其他名義或

頭銜指定、推選或任命擔任董事的自然人及其繼

(B) 「董事」意指公司章程中指定的自然人或由公

承人。

或頭銜指定、推選或任命擔任董事的自然人及其繼

司日常營運的自然人，包括執行長、總裁、秘書或財

司創辦人推選產生的自然人，以及以任何其他名義
承人。

(C) 「官員」意指由董事會推選或任命管理公司日

(E) 「官員」意指由企業董事會推選或任命管理公

務主管。

(F) 「管理層員工」意指作為企業的主要管理者向

常營運的自然人，如執行長、總裁、秘書或財務主管。 商業信用報告機構報告或收集其姓名和聯繫資訊
的自然人，並且僅在該自然人作為企業主要管理者
(D)「所有者」意指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的自然人：
的範圍內使用。
(i) 擁有企業任何類別投票權證券的百分之50以上
(p) 第 1798.105、1798.106、1798.110 以及
已發行股份的所有權或投票權。
1798.115節對企業施加的義務不適用於家庭資料。
(ii) 以任何方式對多數董事或行使類似職能的個人
(q) (1) 根據第1798.105節的規定，如果消費者的
的推選具有控制權。
可驗證請求適用於企業代表當地教育機構（如《教
(iii) 有權對公司的管理層行使控制權。
育法》第49073.1節第 (d) 款所述）持有的學生成
(3) 本款自20212023年1月1日起失效。

(o) (1) 第1798.105和1798.120節不適用於商業

信用報告機構收集、處理、銷售或披露企業控制者

資訊的行為，僅在商業信用報告機構僅使用企業控

制者資訊來識別消費者與消費者擁有的企業的關

係，或僅在消費者作為所有者、董事、官員，或者企

業管理層員工的身份與消費者聯繫的情況下才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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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本款而言：

(A) 「企業控制者資訊」意指企業所有者、董事、官

員或管理層員工的姓名，以及所有者、董事、官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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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員工的聯繫資訊，包括企業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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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教育分數或教育測試結果，而該學生目前在該

教育機構就讀，則本標題不要求企業遵守可驗證的

消費者請求，從而删除消費者的個人資訊。如果企

業不遵守本節提出的要求，則應該通知消費者其會

根據這一例外行事。

(2) 根據第1798.110節的規定，如果消費者獲取、

擁有或控制教育標準化評估或教育評估會危害其

有效性和可靠性，則本標題不要求企業披露關於教

育標準化評估或教育評估的資訊，或消費者對教育

標準化評估或教育評估的具體回應。如果企業不遵

守本節提出的要求，則應該通知消費者其會根據這

一例外行事。

(3) 就本款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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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教育標準化評估或教育評估」意指用於評估

(2) 在評估法定賠償金額時，法院應該考慮該案件

構和職業課程和研究生課程）的學生的標準化或非

不限於不當行為的性質和嚴重性、違規次數、不當

幼稚園以及1 至12 年級（包括學校、中學後教育機
標準化測驗、測試或其他評估，以及由California或
美國教育部認可的認證機構或組織認證的研究生課

程，以及證書和執照考試，用以確定是否有能力和資

格從政府機構或政府認證機構獲得證書或執照。

(B) 「危害教育標準化評估或教育評估的有效性和

可靠性」意指向已提交可驗證消費者請求的消費者

或其他自然人發佈有利於其福利的資訊。

(r) 如果消費者同意企業使用、披露或銷售該資訊

以生產實體項目，包括含有消費者照片的學校年

鑒，則第1798.105和1798.120節不適用於企業使
用、披露或銷售消費者個人資訊的特定部分，如果：
(1) 企業因依賴消費者的同意而支出了大量費用。

(2) 遵守消費者的請求而選擇不出售消費者的個

人資訊或刪除消費者的個人資訊，這一點在商業上

是不合理的。

(3) 只要這一做法在商業上已合理，企業會盡快遵

守消費者的請求。

第16節 《民法典》第1798.150節修改為：
1798.150. 個人資訊安全漏洞

1798.150. (a) (1) 任何未經加密或未經刪減的
個人資訊（如第1798.81.5節第 (d) 款第 (1) 項第

(A)

款所定義）
，或其電子郵件地址與允取進入帳

戶的密碼或安全問題的答案，由於企業違反了實施

和維護與資訊性質相適應的合理安全程序和慣例

以保護個人資訊的義務，而受到未經授權的訪問、
洩漏、盜竊或披露，則可針對以下任何一種情況採
取民事訴訟：

(A) 要求賠償每位消費者每次事故或實際損失的
金額不低於一百美元 ($100) 且不超過七百五十
美元 ($750)，以金額較高者為準。
(B) 強制性或宣告行救濟。

(C) 法院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救濟。

任何一方提出的任何一種或多種相關情況，包括但

行為的持續性，不當行為發生的時間長短、被告行
為的故意性以及被告的資產、負債和淨值。

(b) 消費者就個人或等級範圍內對企業提起任何法

定損害賠償訴訟之前，可以根據本節提出訴訟，即

消費者提供企業30天的書面通知以確定消費者所
聲稱或正在違反這一標題的明確規定。在有解決方

法的情況下，如果企業在30天實際解決所注意到
的違規行為，並向消費者提供了明確的書面聲明以
說明該違規行為已得到解決，並且不再發生其他違

規行為，則不會對企業提起個人法定損害賠償或等

級範圍內的法定損害賠償訴訟。在違反行為發生

後，根據第1798.81.5節的規定實施和維護合理安
全性程序和慣例並不構成對該違反行為的解決方

案。在個人消費者僅因涉嫌違反本標題規定而遭受

實際經濟損失而提起訴訟之前，無需另行通知。如
果企業繼續違反本節的規定，違反根據本節向消費
者提供的陳述書面聲明，則消費者可以針對企業提
起訴訟以強制執行該書面聲明，並可就每次違反陳
述書面聲明的行為追究法定賠償金，以及任何其他
在書面聲明後違反本標題的行為。

(c) 本節確立的訴訟理由僅適用於第 (a) 款中定義
的違反行為，並且不得基於違反本標題的任何其他

節的行為。根據任何其他法律，本標題中的任何規
定均不得解釋為作為私人訴訟權的基礎。這不應該
解釋為免除任何一方根據其他法律或美國或
California憲法所規定的任何責任或義務。

第17節。 《民法典》第1798.155節修改為：
1798.155. 行政執法

1798.155.

(a) 任何企業或第三方可以尋求總

檢察長的意見，以指導如何遵守本標題的規定。

24

(b) 如果企業在收到涉嫌不符合規定通知後的
30天內未能解決任何涉嫌違規的行為，則該企業

違反本標題。任何違反此標題的企業、服務提供者、

承包商或其他人員應受到禁令的約束，對於每項違

規行為應處以不超過兩千五百美元 ($2,500) 或
擬議法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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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故意違規行為應處以七千五百美元 ($7,500)
的行政罰款，或涉及企業、服務提供者、承包商或其

級。其本金不得轉移或挪作他用，前提是任何利息

及收入每年應撥入一般基金，由立法院撥作一般基

他未滿16歲的實際知情人的消費者之個人資訊的

金之用途。

起的行政執法訴訟第1798.185節第 (a) 款第 (5)

Agency 出於在California 提供贈款之用途，其中百

違規行為，根據California Privacy Protection Agency

項調整。每項違規行為的民事罰款不得超過兩千五
百美元

($2,500)，而每項故意違規行為的民事罰

款不超過七千五百美元

($7,500)，由總檢察長以

(B) 百分之9應提供給California Privacy Protection

分之3分配給下列各贈款接受方：

(i) 促進和保護消費者隱私權的非營利組織。

California民眾的名義提起民事訴訟並予以追繳。 (ii) 在線上隱私領域教育孩子的非營利組織和公共
本 節 所 規 定 民 事 罰 款 應 完 全 由 總 檢 察 長 以 機構，其中包括學區。
California民眾的名義提起民事訴訟進行評估並予

(iii) 與國際執法組織一同資助合作計劃的州和地

(c) (b) 因違反本標題而遭到評定的任何民事罰款

的欺詐活動。

的和解收益，應存入消費者隱私權基金，該基金是

立法院出於任何其他目的挪作他用或轉移。，除非

以追繳。

行政罰金，以及根據第 (b) (a) 款提起的任何訴訟

方執法機構，目的在於打擊與消費者數據洩露有關

(c) 這些基金 消費者隱私權基金中的基金 不得由

根據第1798.160節第 (a) 款在普通基金內設立， 財政總監確定基金超過了能完全抵銷州法院和總
以旨在完全抵消由州法院、總檢察長和California

檢察長與本標題相關費用的所需資金，立法院尚可

第18節。 《民法典》第1798.160節修改為：

第19節。 《民法典》第1798.175節修改為：

Privacy Protection Agency所產生的任何費用。
1798.160.

消費者隱私權基金

1798.160. (a) 特此在國庫一般基金內設立一項

稱為「消費者隱私基金」的特別基金，經立法院撥款
後，首先可用於抵銷州法院因執行本標題而產生的

將多餘資金用於其他目的。
1798.175. 衝突規定
1798.175.

本標題旨在促進隱私權這一憲法權

利的保護，並補充與消費者個人資訊相關的現行法

律，包括但不限於《商業和職業法規》第8篇第22章

任何費用，以及由總檢察長在履行總檢察長在本標 （ 從 第 2 2 5 7 5 節 開 始 ）和 第 1 . 8 1 標 題（ 從 第
題下的職責，接著為了在國庫設立投資基金，將基 1798.80節開始）
。本標題的規定不限於以電子方

金的任何收入或利息存入普通基金，並撥款促進和

式或透過網際網路收集的資訊，但適用於企業從消

童，並資助國際執法組織的合作計劃，打擊與消費

者個人資訊有關的法律應盡可能解釋為與本標題

保護消費者隱私權，然後在線上隱私權領域教育兒

者数据洩露有關的欺詐活動。

(b) 轉入消費者隱私權基金的基金應專用於 以下

規定：

(1) 為了 抵銷州法院和總檢察長與此標題相關的
任何費用。

24

(2) 在履行第 (1) 款規定的義務後，應按以下方式

費者處採集的所有個人資訊的收集和銷售。與消費
之規定一致，但如果其他法律與本標題的規定發生
衝突，則應以為消費者隱私權提供最大保護的法律
規定為準。

第20節。 《民法典》第1798.180節修改為：
1798.180.

1798.180.

優先權

本標題是全州關注的事項，取代並優

在各財政年度分配剩餘資金：

先於市、縣、市和縣、自治市或地方機構通過的有關

目標是使長期收益最大化，以符合謹慎的風險層

定、法規、法令和其他法律。

(A) 財務長應將百分之91的基金投資於金融資產， 企業收集和銷售消費者個人資訊的所有規則、規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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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節。 《民法典》第1798.185節修改為：
1798.185. 規定

1798.185. (a) 在2020年7月1日當天或之前，總
檢察長應呼籲公眾廣泛參與，並通過法規以進一步
實現本標題之目的，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領域：

(1) 在第1798.130節第 (c) 分部和第1798.140節
第 (o) (v) 分部中列舉的個人資訊類別中根據需要

更新或新增類別，以及更新或新增第1798.140節
第 (ae) 分部列舉的敏感個人資訊類別，以應對科

技、數據收集實踐、實施障礙和隱私權問題的變化。

「唯
(2) 根據需要更新「去識別化」和「唯一識別符」

一識別符」的定義定義，以應對科技、數據收集、實
施障礙和隱私問題的變化，並根據第1798.130節

額外地新增、修改，或刪除提交請求的指定方法定

第24號提案 續

(C) 所有企業能夠開發和使用可識別且統一的選
擇退出的徽標或按鈕，幫助消費者意識到自身是有
機會選擇退出銷售個人資訊的。

(5) 在以下法律中於每個奇數年的1月調整貨幣閾

值 閾值，以反映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增長情況：第
1798.140節第 (c) (d) 分部第 (1) 款第 (A) 項；第

1798.150節第 (a) 分部第 (1) 款第 (A) 項；第
1798.155節第 (a) 分部；第1798.199.25節；以及

第1798.199.90節第 (a) 分部在每個奇數年的1
月，以反映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增長情況。

(6) 制定規則、程序和任何必要的例外情況，確保

企業根據本標題透過下面的方式提供所需通知和

資訊：普通消費者易於理解、殘障消費者能夠存取，
且採取主要用於與消費者互動的語言。制定的內容
包括在本標題通過後一年內以及根據之後需要的

義中的類別以促進消費者從企業獲取資訊的能力。 有關財務激勵激勵措施的規則和準則。
更新「去識別化」定義的權力不適用於《聯邦規則彙
(7) 在本標題通過後一年內以及之後必要時，制定
編》第 45 標題第 164.514 節中規定的去識別化標
規 則 和 程 序 以 促 進 第 1798.105、1798.106、
準，此類資訊之前在《聯邦規則彙編》第 45 標題第
1798.110 和1798.115節之目的，並促進消費者
160.103節中被定義為「受保護的健康資訊」
。
或 消 費 者 授 權 代 理 人 刪 除 個 人 資 訊、根 據 第
(3) 在本標題通過後的一年內以及之後必要的情 1798.106 節更正不準確的個人資訊，或 根據第
況下，確立遵守州或聯邦法律所需的任何例外情

1798.130節獲取資訊的能力，也為了盡可能地減

例外情況，此舉旨在不為響應可核實的消費者請求

性問題和企業的負擔，以管理企業對於從消費者處

況，包括但不限於與商業秘密和智慧財產權有關的

而揭露商業秘密。

(4) 以下為確立規則和程序的目的：

(A) 根據第1798.120節的規定，促進和管理消費
者提交選擇退出銷售或分享個人資訊的請求，並根

據第1798.121節的規定，限制對消費者敏感個人
資訊的使用，以確保消費者有能力在沒有過度負擔

的情況下行使其選擇權，並防止企業涉及欺騙或騷
擾之行為，包括對消費者行使權利的行為進行報

復，同時允許企業告知消費者其決定選擇退出銷售

或分享其個人資訊的後果，或限制使用消費者敏感
個人資訊的後果。

(B) 對於消費者提出的選擇退出的請求，管理企業
的遵守情況。

少消費者的行政負擔，需考慮到可用的科技、安全
接收的資訊請求是可核實的消費者請求這一測定，
其中包括將透過消費者在企業中擁有的受密碼保

護的帳戶提交之請求視為可驗證的消費者請求，以
及為沒有在企業開設帳戶的消費者提供企業對消
費者身份的認證這一機制。

(8) 根據第1798.106節的規定，確定消費者可以

要 求 更 正 的 頻 率 和 情 況，包 括 制 約 以 下 內 容 的

標準：

(A) 企業如何回應更正請求，包括不可能回應或涉

24

及不成比例之努力的請求的例外情況，以及更正準
確資訊的請求。

(B) 如何解決有關資訊準確性的問題。
(C) 企業為防止欺詐可能採取的措施。

擬議法律正文

|

67

擬議法律正文

第24號提案 續

(D) 如果企業拒絕更正其收集和分析的有關消費

(15) 公佈規定，要求因處理消費者個人資訊而給

其認為不完整或不正確的任何此類個人資訊的任

(A) 每年執行一次網路安全稽核，包括定義稽核範

者健康的個人資訊的請求，消費者的以下權利：就
何項目或聲明向企業提供書面附錄。每項指控的不

完整或不正確項目之附錄應限制在250字以內，並

應以書面形式明確表明消費者要求將附錄作為消
費者記錄的一部分。

(9) 根據第1798.130節第 (a) 分部第 (2) 款第 (B)

項的規定，確立標準，管理企業的認定，即在 12 個

月期限之外提供資訊以回應可核實的消費者請求

為 不 可 能 實 現 之 請 求，或 將 涉 及 到 不 成 比 例 的

努力。

(10) 除第1798.140節第 (e) 分部第 (6) 款規定的

之外，公佈進一步定義和新增商業目的之規定，包

括其他通知目的，企業、服務提供者和承包商使用

消費者隱私或安全帶來重大風險的企業必須：

圍，並制定流程，確保稽核的徹底性和獨立性。在決

定何時處理可能對個人資訊安全造成重大風險時，
應考慮的因素包括企業的規模和複雜性，以及處理
活動的性質和範圍。

(B) 定期向California Privacy Protection Agency提

交有關其個人資訊處理的風險評估，包括該處理是

否涉及敏感的個人資訊，以及識別和權衡該處理對

企業、消費者、其他利益相關者和公眾帶來的效益，
以抵制與處理相關的消費者權利的潛在風險，而如

果消費者的隱私權風險大於為消費者、企業、其他
利益相關者和公眾所帶來的效益，則以限制或禁止

處理為目標。本節的任何規定不得要求企業洩漏商
符合消費者期望的消費者個人資訊，即屬該目的， 業秘密。
並進一步定義商業目的，服務提供者和承包商結合
(16) 發佈關於企業使用自動決策科技的存取和選
從不同來源獲得的消費者個人資訊，即為達到這一
擇退出權利的規定，包括分析和要求企業對存取請
目的。
求之回應其中包含有關決策過程中涉及的邏輯之
(11) 在考慮服務提供者或承包商自身商業目的的
有意義的資訊，以及與消費者相關過程的可能結果
情況下，公佈識別商業目的之規定，以盡可能地保
的描述。
護消費者隱私權。包括其他通知目的，服務提供者
和承包商根據與企業簽訂的書面合約使用接收到 (17) 為第1798.145節 (a) 款第 (2) 項的例外情況
的消費者個人咨詢，即屬該目的。

之目的，發佈規定以進一步定義「執法機構批准的

可能地保護消費者隱私權。

(18) 發佈規定以定義該機構行使稽核權力的範圍

(12) 公佈進一步定義「有意地互動」之規定，以盡
(13) 公佈進一步定義「精確的地理位置」之規定，

包括定義範圍的大小是否不足以涵蓋人口稀少地

區的消費者隱私權，或者個人資訊用於正常操作目
的（包括開帳單）的情況。

(14) 公佈定義「從消費者處獲得的特定資訊」之規

定，以最大化消費者獲取相關個人資訊的權利，同

時盡可能減少向消費者提供對其沒有用處的資訊，

24

包括系統日誌資訊和其他科技數據。對於提供最敏

調查」
。

和程序，制定甄選稽核人員的標準，並在沒有法院
命令、授權書或傳票的情況下保護消費者的個人資
訊不會揭露給審計員。

(19) (A) 發佈規定以定義平台、科技或機制所發送

的選擇退出偏好訊號的要求和技術規範，以表明消

費者選擇退出銷售或分享消費者個人資訊的意圖，
並限制使用或揭露消費者的敏感個人資訊。選擇退

出偏好訊號的要求和技術規範應即時更新，以反映

感的個人資訊，此類規定可提出更高的認證標準， 消費者與企業互動的方式，並應：
前提是該機構應檢測較高標準對消費者獲取個人 (i) 確保發送選擇退出偏好訊號的平台、瀏覽器或
資訊權利之影響，以確保驗證之要求不會導致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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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用於規避消費者根據第 1798.121 節限制其

楚、易於普通消費者使用，且不要求消費者提供除

敏感個人資訊的使用和揭露的權利。

(iii) 清楚地表達消費者的意圖，並且沒有約束或預

款的企業如何回應選擇退出偏好訊號，並為消費者

必要資訊之外的其他資訊。

先假定該意圖的預設。

(20) 發佈規定以治理選擇遵守1798.135節第 (b)

提供隨後同意銷售或分享其個人資訊或使用和揭

(iv) 確保選擇退出偏好訊號不會與消費者可能使

露其敏感個人資訊的機會，除第1798.121節第 (a)

(v) 提供可以讓消費者有選擇地同意企業銷售消費

(A) 努力促進競爭和消費者選擇，保持技術中立。

用的其他常用隱私設定或工具衝突。

者個人資訊的機制，或使用或揭露消費者的敏感個

人資訊，不會影響消費者對其他企業的偏好，或在
全球範圍內禁用選擇退出偏好的訊號。

(vi) 聲明消費者存取頁面或設定檢視以設定選擇

退出偏好訊號的情況下，消費者應該看到最多三個
選項，包括：

(I) 全球選擇退出銷售和分享個人資訊，包括限制

使用敏感個人資訊的指示。

(II) 選擇「限制使用我的敏感個人資訊」
。

(III) 選擇「不出售/不分享我的個人資訊以進行跨

背景行為廣告」的標題。

(B) 發佈規定以制定選擇退出偏好訊號的技術規

範，允許消費者或消費者的家長或監護人明確指出
該消費者小於13歲或至少13歲但小於16歲。

(C) 發佈規定以增強消費者的隱私權爲目的，同時

考慮企業的合法經營利益，對消費者的敏感個人資

訊的使用或披露進行管理，儘管消費者指示限制使

款授權的目的外。其規定應：

(B) 確保企業不會透過以下方式回應選擇退出偏

好訊號：

(i) 故意降低消費者體驗的功能。

(ii) 根據消費者的選擇退出偏好向消費者收取

費用。

(iii) 與不使用選擇退出偏好訊號的消費者相比，使

任何產品或服務不能正常或完全為消費者服務。

(iv) 試圖強迫消費者選擇銷售或分享其個人資訊，

或使用或揭露消費者的敏感個人資訊，透過聲明或

暗示與不使用選擇退出偏好訊號的消費者相比，使

用選擇退出偏好訊號將對消費者產生不利地影響，

包括聲明或暗示消費者將無法使用企業的產品或

服務，或這些產品或服務可能無法正常或完全發揮

作用。

(v) 顯示任何通知或彈出視窗以回應消費者的選擇

退出偏好訊號。

用或披露消費者的敏感個人資訊，包括：

(C) 確保允許消費者同意選擇加入的網頁或其支

的任何其他目的。

(i) 不是彈出視窗、通知、橫幅或其他打擾性設計的

(i) 確定企業可能使用或披露消費者敏感個人資訊
(ii) 根據第1798.121節第 (a) 款的授權，以確定第

1798.140節第 (e) 款第 (8) 項允許的活動範圍，

以確保這些活動不會涉及與健康相關的研究。

(iii) 確保企業營運的功能。

(iv) 確保第1798.121節第 (d) 款中對敏感個人資

訊的豁免適用於不經意地收集或處理的資訊，或未

推斷有關消費者特徵的資訊，同時確保企業不會將

援內容的任何連結：

一部分，其隱藏了消費者打算從全視圖造訪網頁的

任何部分，或以任何方式干擾或妨礙消費者造訪或

瀏覽消費者要造訪的網頁或網站的體驗。

24

(ii) 不要求或暗示消費者必須按一下該連結才能接

收任何產品或服務的全部功能，包括網站。

(iii) 不使用任何黑暗模式。

(iv) 僅適用於消費者打算與之互動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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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努力遏止針對選擇退出偏好訊號的脅迫或欺

(a) 如果一系列步驟或交易為單一交易的組成部

企業。

是為了避免本標題的實現，包括企業向第三方披露

騙行為，但不應過度限制善意遵守1798.135節的

分，且從一開始就打算採取這些步驟或交易之目的

(21) 審查與消費者隱私權相關的現行《保險法》 資訊，以避免出售或分享之定義。

條款和規定，但與保險費率或定價相關的規定除

(b) 如果採取步驟或交易的目的是為透過消除任何

外，以確定《保險法》的任何規定是否比本標題的規

貨幣或其他有價對價，包括訂立不包括貨幣或其他

機構應通過僅將本標題中更具保護性的規定適用

義，但如果其他方正在獲得有價值的東西或使用某

定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大的保護。在結束審查後，該
於保險公司的法規。為清楚起見，保險專員對保險

有價對價交換的合約以故意避免出售或分享的定

種物品，法院應無視為實現本標題之目的而採取的

費率和價格具有管轄權。

中間步驟或交易。

知和其他操作機制的法規，以促進本標題對消費者

1798.192. 放棄

(22) 協調本標題中有關選擇退出機制、消費者通

的明確性和功能性。

(b) 總檢察長可以通過以下補充法規：

第23節。 《民法典》第1798.192節修改為：
1798.192.

任何類型的合約或協議的任何條款，

包括代表訴訟棄權 書，旨在以任何方式放棄或限制

(1) 制定有關如何處理和遵守可核實的消費者對

消費者在本標題下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獲得補救

以解決實作的障礙和隱私權問題。

策，並且無效及不可執行。本標題不得阻止消費者

與家庭有關的特定個人資訊之要求的規則和程序， 或強制執行手段的任何權利，應被視為違反公共政
(2) 為進一步促進本標題的目的。

(c) 總檢察長在根據本節發佈的最終法規公佈後6

個月之內或2020年7月1日之前（以較早者為準）
，

不得根據本標題提起強制執行訴訟。

(d) 儘管有第 (a) 款的規定，但新增該款要求的最

終法規的通過時間應為 2022 年 7 月 1 日。從 2021

年 7 月 1 日下半年開始，或在機構向總檢察長發出

通知，表示準備根據本標題開始制定規則後的六個

月內，其分配給總檢察長通過本節規定的權力應由

拒絕向企業申請資訊、拒絕選擇退出企業銷售其個

人資訊，或在之前選擇退出後授權企業出售或分享
消費者的個人資訊。

第24節。 California Privacy Protection Agency。

第24.1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10節，
內容如下：

1798.199.10.

(a) 特此在州政府中設立了

California Privacy Protection Agency，該機構擁有

實作和執行 2018 年《California消費者隱私權法》

California Privacy Protection Agency行使。儘管有

的充分行政權力、權限和管轄權。該機構應由包括

事和行政執行應要到2023年7月1日才能開始，且

員由州長任命。總檢察長、參議院規則委員會和眾

任何其他法律，本法案新增或修訂的法律規定的民

僅適用於該日期當日或之後發生的違法行為。經本

主席在內的五人委員會治理。委員會主席及一名成

議院發言人均應任命一名成員。這些任命應該由在

法案修訂的2018 年《California 消費者隱私權法》 隱 私、科 技 和 消 費 者 權 利 方 面 擁 有 專 業 知 識 的

中所含法律條款的執行應繼續有效，並應可強制執

California民眾來指派。

第22節。 《民法典》第1798.190節修改為：

日起90日內作出。

行，直到本法案的相同條款變得可執行為止。

24

1798.190. 反避稅
179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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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機構的初步任命應在增加本節的法案生效之
第24.2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15節，
內容如下：

1798.199.15. 機構委員會成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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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具備履行機構職責和行使其權力所需的資格、 1798.199.35.

機構委員會可授權主席或執行長

經驗和技能，特別是在隱私權和技術領域。

在機構會議之間以機構之名義行事，但解決執行行

資訊保密，但《公共檔案法》要求揭露的情況除外。

第24.7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40節，

他人的指示。

1798.199.40. 該機構應履行以下職責：

(b) 對其在執行工作或行使權力過程中所瞭解到的
(c) 不受直接或間接的外部影響，不得尋求或接受
(d) 避免在任職期間採取與其職責不符的行動，不

得從事與職務不符的職業，無論是否有報酬。
(e) 有權利存取機構向主席提供的所有資訊。

(f) 在離職後的一年內，不得接受在成員任期或在

其任命前五年內，根據本標題遭到提起強制執行訴
訟或民事訴訟的企業工作。

(g) 如果該行為的目的是影響該機構的行動，則在

離職後兩年內不得作為代理或律師，或代表任何其
他人處理待處理的事項，以獲取補償。

第24.3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20節，
內容如下：

1798.199.20.

機構委員會成員，包括主席，應根

據其任命機關的意願任職，但任期不得超過連續

八年。

動和制定規則的權力除外。

內容如下：

(a) 透過行政行動管理、實作和執行該標題。

(b) 在2021 年7 月1 日當天或更早之前，或在機構

向總檢察長發出其準備承擔本標題下的規則制定

責任的通知後的六個月內，通過、修改，並根據第

1798.185節廢除法規，以執行2018年《California

消費者隱私法案》的目的和規定，包括具體說明企
業記錄保存所需的規定，以確保遵守本標題。

(c) 透過實作此標題，保護自然人在使用其個人資

訊方面的基本隱私權。

(d) 提高公眾對收集、使用、銷售和揭露個人資訊的

風險、規則、責任、保障措施和權利的認識與理解，
包括未成年人對其自身資訊的權利，並提供一份公

開報告以概述根據第1798.185節 (a) 款 (15) 項

向該機構提交的風險評估，同時確保資料安全不受
損害。

第24.4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25節， (e) 為消費者提供有關其在本標題下其權利的
內容如下：

1798.199.25.

機構委員會成員在執行公務的每

指導。

(f) 根據第1798.185節第 (a) 款第 (18) 項通過的

一天，應按一百美元 ($100) 的費率給予補償，每

法規，向企業提供有關其在本標題下的職責和責任

其執行公務所產生的費用。

核，以確保遵守本標題。

兩年調整一次，以反映生活費用的變化，並應償還

的指導，並任命一名隱私權審計員對企業進行稽

第24.5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30節， (g) 應要求，向立法院提供相關隱私立法的技術援
內容如下：

助和諮詢意見。

機構委員會應任命一名執行長， (h) 偵測與保護個人資訊有關的發展，特別是資訊
按照機構政策和規定以及適用法律行事。該機構應 和通訊技術以及商業實踐之發展。

1798.199.30.

根據適用的公務員法任命和解雇官員、律師和員

(i) 與 其 他 對 隱 私 法 擁 有 管 轄 權 的 機 構，以 及

以簽訂其員工無法提供的服務合約。

作，以確保一致地應用隱私權保護。

工，並確定其員工的報酬和規定其職責。該機構可

24

California、其他州、地區和國家的資料處理機構合

第24.6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35節， (j) 建立一項機制，並根據該機制，在California經營
內容如下：

不符合第1798.140節第 (d) 款第 (1)、(2) 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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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述企業定義之人員可以自願證明其符合第

1798.140節第 (d) 款第 (4) 項所述的本標題，以

及列出這些機構的清單供公眾使用。

訟，除非被指控的違法者向機構提交書面請求，要

求公開訴訟。

第24.10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55節，

(k) 根據第1798.160節第 (b) 款第 (2) 項的規定， 內容如下：

在可獲得資金的範圍內請求、審查和批准該贈款之

1798.199.55. (a) 當機構確定有可能的理由相信

(l) 在行使其權力、權限和管轄權時，採取所有其他

定是否有違反行為或已發生的違反行為。應根據

的目標，同時注意對企業的影響。

分，第 3 級別，標題 2《政府法典》）發出通知並舉行

申請。

此標題已遭到侵犯時，該機構應舉行聽證會，以確

（第5 章（從第11500 節開始）第1 部
必要或適當的行為，並在尋求平衡加強消費者隱私 《行政程序法》

第24.8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45節， 聽證會。該機構應擁有本章授予的所有權力。如果
該機構根據本發佈所舉行的聽證會確定發生了一
內容如下：
1798.199.45. (a) 在任何人宣誓投訴或主動投訴

後，該機構可調查與任何企業、服務提供者、承包商

(1) 停止並中止違反此標題。

決所指控的違規行為。在決定不進行調查或提供更

以最高兩千五百美元 ($2,500) 的行政罰款，或每

多解決時間時，該機構可考慮以下事項：

(1) 無意違反此標題。

(2) 在接到機構投訴通知之前，企業、服務提供者、

承包商或人員為解決指控的違規行為而開展的自
願努力。

(b) 該機構應以書面形式通知提出投訴的人（如果

有的話）
，該機構已經採取或計劃受理投訴，以及說
明採取行動或不採取行動的原因。

第24.9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50節，
內容如下：

1798.199.50.

除非在該機構考慮被指控之違規

行為前至少30天，企業、服務提供者、承包商，或遭

到指控違反本標題規定的人，被告知違反本標規定

的行為，其通知方式為傳票送達或掛號信方式寄出

以提供證據摘要，並告知他們有權親自出席並由律
師代表出席機構為考慮是否有可能有理由相信該

人違反了本標而進行的任何訴訟。通知被指控的違

72

(2) 根據第1798.155節的規定，每項違規行為處

項有意違規之行為和每項涉及未成年消費者個人

資訊的違規行處以最高七千五百美元 ($7,500) ，
其均屬於國家普通基金內的消費者隱私基金。當機

構確定沒有發生任何違規行為時，應發佈聲明。

(b) 如果兩人或兩人以上需對違規行為負責時，應

當承擔連帶責任。

第24.11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60節，
內容如下：

1798.199.60.

每當該機構駁回行政法官根據《

政府守則》第11517節作出決定時，該機關應以書
面形式說明駁回該決策的理由。

第24.12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65節，
內容如下：

1798.199.65.

該機構可以傳喚證人、強迫其出

席和作證、主持宣誓和陳述事實、取證，並透過傳喚

要求出示任何書籍、紙本、記錄或其他對機構履行

職責或行使其權力的其他材料，包括但不限於其稽

規者的傳票應視為在送達之日，已簽署的掛號信回

核企業遵守此標題的法規遵循性。

日。為考慮可能的原因而進行的訴訟應為私人訴

內容如下：

條，或掛號信回條未簽署之日，視為在郵局退回之

|

行以下所有或任何一項：

或個人相關的可能違反本標題之行為。該機構可以

決定不調查投訴，或決定為企業提供一段時間來解

24

項或多項違規行為，則應發佈命令，要求違規者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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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13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7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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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號提案 續

根據本標題提出的指控違反本標

題任何規定的行政訴訟，不得在違規行為發生之日
起五年以上開始。

(a) 根據第1798.199.50節的要求，向被指控違反

本標題的人其部門可能舉行聽證會的原因，應構成
行政訴訟的開端。

(b) 如果被指控違反本標題規定的人，以詐欺性隱

瞞該人的行為或身份，應當按照五年的隱瞞期限計

算。就本款而言，
「欺詐性隱瞞」是指該人知道與該
人根據本標題所承擔的職責有關的重大事實，並故

意隱瞞其履行或忽略履行這些職責，以欺騙公眾根
據本標題有權獲得的資訊。

(c) 如果在上級法院命令下以該標題在任何行政訴

訟中出示傳票所要求的任何文件時，被指控違反本
標題定的人命令遵守命令的日期之前出示對該命

令的回應文件，則從以下提出強制執行動議日期起
的五年期間應處以罰款，直至提交檔案之日為止。

第24.14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75節，
內容如下：

1798.199.75.

(a) 除任何其他可用的補救措施

外，該機構可提起民事訴訟，並在上級法院作出判

決，以便在對該機構之行為進行司法審查後，收取
根據本標題規定徵收的任何未支付行政罰款。取決

於管轄權的數量，該訴訟可以是小額訴訟、有限民
事訴訟或無限民事訴訟。訴訟地點應在該機構處以
行政罰款的縣。為了在根據本節的訴訟中取得判

第24.15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80節，
內容如下：

1798.199.80. (a) 如果對機構的最終命令或決定

進行司法審查的時間已經過了，或者對命令或決定

進行司法審查的所有手段已用盡，則該機關可以向

法院書記員申請判決，以收取該命令或決策所施加
的行政罰款，或依司法審查決定變更之命令。

(b) 申請書應包括命令或決策的已核證副本，或根

據司法審查決定決策修改的命令，以及命令或決策

的服務證明，其構成足以證明發佈判決書以收取行
政罰款。法院書記員應當根據申請立即作出判決。

(c) 應根據本節向該機構處以行政罰款的縣高級法

院的書記員提出申請。

(d) 根據本節作出的判決，具有與民事訴訟中之判

決相同的效力和影響力，並受與該判決有關的所有

法律條文的約束，而且可以與作出該判決的法院的
任何其它判決相同的方式來執行。

(e) 該機構只有在用盡對命令或決策的所有司法審

查手段之日起四年內，根據本節提出申請。

(f) 本節規定的補救措施是對任何其他法律規定之

補救措施的方法。

第24.16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85節，
內容如下：

1798.199.85.

任何決定，應在申訴或行政罰款的利害關係方提起
的訴訟中接受司法審查，並須遵守濫用裁量權之

決，該機構應按照普通民事訴訟中適用的證據程序

標準。

(1) 按照該標題中規定的程序和實作規定來處以

內容如下：

和規則，以證明下列所有事項：

行政罰款。

(2) 訴訟中的一名或多名被告已收到實際或推定

通知，告知其處以行政罰款。

( 3 ) 該機構已提出付款要求，但尚未收到全額

付款。

(b) 根據第 (a) 款提起的民事訴訟，應在處以行政

罰款之日起四年內開始。

該機構就申訴或行政罰款作出的

第24.17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90節，
1798.199.90.

(a) 違反此標題的任何企業、服務

提供者、承包商或其他人員應受到禁令的約束，對
於每項違規行為應處以不超過兩千五百美元

24

($2,500) 或每次故意違規行為應處以七千五百美

元 ($7,500) 的民事懲罰，以及每項涉及未成年消
費者之個人資訊的違規行為，根據第1798.185節

第 (a) 分節第 (5) 款調整，且由總檢察長以

California 民眾的名義提出民事訴訟並予以追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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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在定決民事懲罰的金額時，可以考慮企業、服
務提供者、承包商或其他人的誠信。

第24號提案 續

(c) 總檢察長應向機構提供人員支援，直到該機構

僱用自己的工作人員為止。該機構應向總檢察長補

(b) 總檢察長因違反本標題規定而提出的訴訟所獲

償相關服務費用。

得，均應存入消費者隱私基金。

節，內容如下：

得的任何民事罰金，以及任何上述訴訟的和解所

(c) 該機構應總檢察長的請求，根據此標題繼續採

取行政訴訟或調查，以允許總檢察長進行調查或民

事訴訟，並且不得進行行政訴訟或調查，除非總檢
察長隨後決定不進行調查或民事訴訟。該機構不得
限制總檢察長執行本標題的權力。

(d) 在該機構根據第 1798.199.85 節 或 根 據 第

1798.199.55節針對同一違規行為對個人發出裁

定或命令後，總檢察長不得根據本節對任何違反本
標題規定之行為提起民事訴訟。

(e) 本節不得影響第 1798.150 節規定的私人訴

訟權。

第24.19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100
1798.199.100. 機構和任何法院（如適用）
，在決

定違反此標題的任何行政罰款或民事懲罰之金額

時，應考慮企業、服務提供者、承包商或其他人士的

誠信。機構、法院或其他部門不得要求企業就同一

違規行為繳納行政罰款和民事罰款。
第25節。 修正案。

(a) 該法案的規定經選民批准後，可由立法院每一
下議院多數議員表決通過並經州長簽署的法規予

以修正，但前提是，這些修正案與第3節規定的本
法 案 之 宗 旨 和 意 圖 為 一 致，包 括 修 正 案 第
1798.145節中的豁免，如果豁免所依據的法律已

第24.18節。 《民法典》中增加第1798.199.95節， 進行修訂，以增強隱私且需進一步符合本法案的目
內容如下：

的和意圖，以及處理州或聯邦法院裁定該法案的某

( $ 5 , 0 0 0 , 0 0 0 ) ，以 及 撥 款 一 千 萬 美 元

分節約束。

生活費用的變化進行調整，用於支援該機構根據本

確定有必要履行該機構的職能，可通過立法機構每

(a) 在2020-2021財政年度期間， 一條款違反憲法或被聯邦法律優先執行的修正案，
特此從州普通基金中向該機構撥款五百萬美元 但涉及法院裁定的立法的任何進一步修訂，均受本
1798.199.95.

($10,000,000)，並在此後的每個財政年度內根據

標題運作的支出。該項經費的支出，應當與州其他
撥款一樣接受正常行政覆議。立法院應該將必要的

額外款項撥款給委員會和其他機構，以執行本標題
的規定。

(b) 財政部在準備提交給立法院的州預算和《預算

法》時，應包括支援本標題之項目，以表明以下所有
內容：

補償。

(c) 本節適用於作為本法案一部分修訂或重新制定

的所有法規，以及這些法規的所有條款，無論本法
案是否對其進行了任何實質性變更。

(2) 根據本節的規定，立法院為實現本標題的目的

在選民通過該法案時，無論其出現在哪些法規中，

(3) 括弧內為參考之用，每個財政年度的持續撥款

為一千萬美元 ($10,000,000)，並根據本節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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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為California消費者隱私機構的成員進行額外

(1) 撥款給其他機構以履行其在本標題下的職責

而需要撥給機構的額外金額。

|

一下議院多數議員投票通過並由州長簽署法規，授

(d) 2020年1月1日以後制定的任何與本法案相互

的金額，該金額應作為這些機構支援項目的補充。

24

(b) 儘管有第1798.199.25節的規定，如果立法院

生活費用變動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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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觸的法律應以本法案的規定為準。對本法案的任

何修改或與本法案任何規定相互抵觸的任何法例，
均屬無效。就本分節而言，應將立法視為「衝突」
，除

非該立法與第3節所述的本法案之意圖和進一步
促進之目的一致。

第26節。 可分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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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號提案 續

如果出於任何原因使本議案、或部分議案規定，或

下兒童的規定，僅在與聯邦《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

無效，則其餘規定或規定的應用不應受影響，但應

第31節。 生效和實施日期。

應用於任何人或情況的任何規定或部分被認定為

保持其完整效力和效用，而為此本議案的規定具有

可分割性。如果法院做出一項最終、不可複審的判
決裁定，其中將一個或多個實體或活動排除在該法

案適用範圍之外，而致使該法案違憲，則應將那些
例外情況予以分割，並且應使該法案適用於之前本

法案豁免的實體或活動。選民們的意圖是，無論是
否曾包括任何無效規定或曾提出任何無效申請，均
會頒佈本法案。

第27節。 利益衝突動議。

(a) 如果該議案和另一項涉及消費者隱私權的議案
應在同一州選票上出現，則另一個或多個議案中的
規定應視為與本動議相衝突。若本議案獲得的贊成

票數多於被認為與本議案相衝突的其他議案，則本
議案的規定應全部適用，而其他議案應歸於無效。

(b) 若本議案已獲選民批准，但被選民在同一選舉

中批准的任何其他相互衝突的議案依法取代，而該
發生衝突的選票議案後來被認定為無效，則本議案
應自動生效，並具有完整效力。
第28節。 效力。

儘管有任何其他法律規定，然而如果州或其任何官

不衝突的情況下適用。

(a) 本法案應按照《California憲法》第II條第10節第

(a) 分節之規定生效。除第 (b) 分節規定外，本法案

應於2023年1月1日生效，除存取權外，僅適用於
企業在2022年1月1日或之後收集的個人資訊。
(b) 第1798.145節第

(m)

和

(n)

分節、第

1798.160節、第1798.185節、第1798.199.10節

至第1798.199.40節（含第1798.199.40節）以及
第1798.199.95節應在法案生效之日起生效。

(c) 經本法案修訂的2018年《California消費者隱
私法》的規定應保持完整效力，並應可強制執行，直
至本法案的相同條款生效和可執行為止。

第25號提案

由2017-2018年參議院定期會議的第10號法案

（2018年法令，第244章）擬議的法律條文已經依
據《California憲法》第II條第9節的規定作為複決遞
呈給民眾。

此擬議法律修訂了《政府法典》的其中一節，並在

《刑法典》中增加了數節；因此，擬議刪除的現行條

款以刪除線印刷，待新增的擬議法規以斜體印刷，
員未能在選民通過本法案後捍衛本法案的合憲性， 以示為新增的法規。
則對任何質疑本法案合憲性的法院訴訟，無論該訴
訟 是 在 州 或 聯 邦 初 審 法 院、上 訴 法 院，或 是 由

擬議法律

的複審，任何其他本州的政府機構應有權干預，以

透過符合美國最高法院解釋《美國憲法》的規定後

California最高法院或美國最高法院進行自由裁定
捍衛本法案的合憲性。訴訟辯護的合理費用和成本
應由司法部撥付的資金及時支付。
第29節。 解釋。

為實現其目的，本法案應作廣義解釋。
第30節。 保留條款。

第1節。 立法院頒布此議案的目的，是確立只有
所 認 可 的 方 式，並 在 C a l i f o r n i a 複 審 法 院 對

《California州憲法》進行解釋所允許的範圍內，才
能對審前被告施行預防性拘留。

第2節。 修訂《政府法典》第27771節，內容如下：
27771.

(a) 首席緩刑官應履行法律或上級法院

在允許的情況下，本法案旨在對聯邦和州法律進行

命令所規定的職責和義務，包括以下內容：

搶占或與之衝突，則不適用。該法案中有關16歲以

節，對管轄權屬於少年法院的罪犯進行社區監督。

補充，但如果該申請被聯邦法律或California憲法

24

25

(1) 根據《福利與機構法規》第602節或第1766
擬議法律正文

|

75

擬議法律正文

第25號提案 續

(2) 根據《福利與機構法規》第852節運營青少年

(b) 「高度風險」是指被逮捕者經審前評估部門的

(3) 運營根據《福利與機構法規》第880節設立的

程度後，經歸類風險程度相當高，即如果就當前的

管教所。

青少年營地和牧場。

(4) 根據《刑法典》第1203節規定的條件，對須接
受緩刑的個人進行社區監督。

(5) 根據《刑法典》第1170節第 (h) 分節第 (5) 款
(B) 項對受強制監督的個人進行社區監督。

(6) 根據《刑法典》第3451節，對須接受釋放後社
區監督的個人進行社區監督。

(7) 管理以社區為基礎的矯正計劃，包括但不限於

《刑法典》第2部分第8篇第3章（從第1228節開
始）授權的計劃。

(8) 根據《刑法典》第1230節，擔任社區矯正夥伴
關係的主席。

調查（包括使用有效的風險評估工具）確定其風險

刑事罪行獲得釋放，可能無法按要求出庭，或將因

為犯下新的刑事罪行而危及公共安全。

(c) 「低度風險」是指被逮捕者經審前評估部門的

調查（包括使用有效的風險評估工具）確定其風險

程度後，經歸類風險程度相當低，即如果就當前的

刑事罪行獲得釋放，無法按要求出庭，或將因為犯

下新的刑事罪行而危及公共安全的風險相當低。

(d) 「中度風險」是指被逮捕者經審前評估部門的

調查（包括使用有效的風險評估工具）確定其風險

程度後，經歸類風險程度中等，即如果就當前的刑

事罪行獲得釋放，無法按要求出庭，或將因為犯下

新的刑事罪行而危及公共安全的風險中等。

(e) 「自行擔保釋放」是指以書面形式承諾按規定
(9) 向法院提出建議，包括但不限於根據《刑法典》 出庭的被逮捕者在沒有受監督的情況下獲得審訊
第1203.7節和第1203.10節提出的審判前審判前 前釋放。

調查報告，或根據《刑法典》第1320.15節編寫的報

告。

(b) 首席緩刑官可履行符合第 (a) 分節所列舉的其
他職責，並可接受州和社區矯正委員會的任命，領取

《刑法典》第6025.1節規定的每日津貼。

第3節。 《刑法典》新增第1320.6節，內容如下：

1320.6. 本章僅在2019年10月1日之前有效，並

自該日期起廢止。

第4節。 在《刑法典》第2部分第10篇中加入第1.5
章（從第1320.7節開始）
，內容如下：

第1.5章。 審前羈押狀態
第1條。 定義

1320.7. 下面的術語用在本章中時含義如下：

(a) 依照《California州憲法》第VI條第22節的授權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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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審前風險評估」是指審前評估部門利用有效的

風險評估工具進行的評估，目的是提供有關某人未

能按要求出庭的風險資訊，或者如果此人在其當前

的刑事罪行判決前獲得釋放，其因犯新的刑事罪行

而對公共安全所造成的風險。

(g) 「審前評估部門」是指根據第 1320.26 節經指

定負責評估遭控犯罪者的風險程度，向法院報告確

定的風險結果，並就刑事案件判決前的個人釋放條

件提出建議，然後根據法規或法院規則的指示，實

施基於風險的釋放和拘留決定的實體、部門或計

劃。該實體、部門或計劃可由特定的高等法院選擇，

可 以 是 法 院 的 雇 員，或 與 法 院 簽 約 以 提 供 第

1320.26節規定的服務的公共實體之雇員，並可以

包括來自鄰縣的實體、部門或計劃，或以區域聯盟

成員身份提供服務的實體、部門或計劃。在任何情

《California州法院規則》第10.703號細則的規定， 況下，代表實體、部門或計劃行事者都應該是法院
「審前評估服務」不包括對根據本章釋放者的
若經由特定的上級法院授權，本章所使用的「法院」 官員。

|

包括「下級司法官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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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風險」是指一個人不按規定出庭的可能性，或

關 於 每 個 被 拘 留 者 的 下 列 所 有 資 訊（ 根 據 第

犯新罪的可能性。

(1) 使用有效的風險評估工具進行風險評估的結

一個人在其當前的刑事犯罪判決前獲得釋放後會

(i)「風險分數」是指在使用有效的風險評估工具進

1320.8節被記錄在案並釋放者除外）
：

果，包括風險分數或風險等級。

行評估後，對一個人未按規定出庭的風險，或在其

(2) 該人員被捕時的刑事指控和該人員的犯罪記

罪行而對公共安全所構成的風險作出的描述性評

記錄。

現行刑事罪行經判決前獲得釋放時，因犯新的刑事

估，而其中可能包括一個數值或「高度」
、
「中度」或

「低度」風險等術語。

(j)「受監督的自行擔保釋放」是指被逮捕人以書面

承諾按照規定出庭，但沒有繳納款項或保釋金，而

法院或審前評估部門對其依照指定的釋放條件之

規定予以審判前釋放。

(k) 「有效的風險評估工具」是指由法院與審前評

估部門或另一個提供審前風險評估的實體協商，從

司法委員會保存的核准審前風險評估工具清單中

選出並核准的風險評估工具。評估工具應當經科學

研究證明，在評估當事人未按規定出庭的風險，或

者當事人在現行刑事犯罪判決前經釋放的情況下，

因犯新的刑事犯罪而對公共安全造成的風險方面

結果準確可靠，並盡量減少偏見。

(l) 「證人」是指已經作證或預期作證的任何人，或

由於掌握有關資訊而在當前罪行的訴訟或程序中

經傳喚或可能經傳喚為證人的任何人，無論任何訴

訟或程序是否已經開始，也不論此人是否為辯方或

檢方的證人。

第2條。 記錄在案並釋放

1320.8. 因輕罪（第1320.10節第 (e) 分節所列

的輕罪除外）而被逮捕或拘留者，可在不被拘留的

情況下經記錄在案並釋放；如果被拘留，則應在記

錄在案後12小時內不經審前評估部門的風險評估
而被釋放。本節適用於任何因輕罪而被逮捕者（第

1320.10節第 (e) 分節所列罪行或因素除外）
，不

論是否有逮捕令。

錄，包 括 該 人 員 在 過 去 三 年 中 未 能 出 庭 的 歷 史

(3) 任何合理可用的補充資訊，直接涉及被逮捕者

對公共安全的風險或未應要求出庭的風險。

(b) 地方檢察官應盡合理的努力嘗試聯絡被害人，

向其就此人的羈押狀況徵求意見。

(c) 在根據第1320.10節第 (a) 分節或第 (b) 分節

或第1320.13節進行提審前審查之前，或是在提審

之前，審前評估部門應編寫一份報告，其中載有根

據第 (a) 分節和第 (b) 分節獲得的資訊，以及關於

此人釋放條件的任何建議。釋放條件的選擇權應由

司法委員會確定，並在California法院規則中規定。
此報告的副本應送達法院和律師。

(d) 第 (c) 分節所述的報告，包括使用有效的風險

評估工具進行風險評估的結果，不得用於本章規定
以外的任何目的。

第4條。 由審前評估部門釋放

1320.10.

(a)

審前評估服務應對被捕者的拘留

狀況的相關事實和情況進行傳訊前的調查，並應針

對執法機構、被捕者、任何受害者以及起訴或辯護
方提供的任何相關與可用資訊進行評估。

(b) 審前評估服務使用根據本節和第1320.9節取

得的資訊，並已評估某人的公共安全風險低且未出

庭的風險低，則應在傳訊前，在該人的自簽擔保下
釋放低風險人員而無需由法院審查，並應以限制性

最低的非貨幣性條件或各種條件的組合，以合理確

保公共安全和該人員再次出庭。本分節不適用於根

據第1320.8節預定和釋放的人，或根據第(e)款規

定在傳訊前考慮釋放的人。

第3條。 審前評估部門調查

(c) 審前評估服務部門應根據第 1320.11 節授權

的人員進行提審前審查之前，審前評估部門應獲得

中度危險的人。根據地方法院規定得以於提審前釋

1320.9.

(a) 在提審之前，或在對符合審查資格

25

地方法院規定的審查和釋放標準，下令釋放或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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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人，應在傳訊前，以該人員的自簽擔保或該人

(7) 在過去12個月具有三個或以上未到庭審前通

查，並應以限制性最低的非貨幣性條件或各種條件

(8) 在被捕時正因輕罪或重罪等待審判或即將被

員受監督的自簽擔保釋放被捕者，而無須由法院審

緝令的人。

的組合，以合理確保公共安全和該人員重新出庭。 判刑的人。
本分節不適用於根據第1320.8節記錄在案和釋放
(9) 被捕時，正在接受除了正式緩刑或法院監督之
的人，或根據本節第 (e) 款規定在傳訊前考慮釋放
外任何形式的定罪後監督的人。
的人。根據第1320.13節的規定，法院得以進行預
審審查並作出釋放決定，並得以授權下級司法人員 (10) 曾對本次犯罪的證人或被害人進行恐嚇、勸
進行本章授權的預審審查並作出釋放的判決。

(d) 不得要求任何人為根據本節規定的任何非貨

(11) 在過去五年中違反了審前釋放條件的人。

(e) 儘管有第 (a) 和 (b) 款的規定，審前評估服務不

款所定義的嚴重重罪或第667.5 節第(c) 分節所定

幣性條件或各種條件的組合支付費用。
得釋放：

(1) 在目前的案件中，審前評估服務已根據1320.9

節的規定使用合格的風險評估工具對個人進行評
估，而其評估結果為高風險的人。

(2) 因第290節(d)款第(2)或第(3)項所列罪行而被

捕的人。

(3) 因以下任何輕罪被捕的人：
(A) 違反第273.5節的罪行。

(B) 違反第243節(e)款第(1)項的罪行。

(C) 如果被拘留者據稱威脅要殺害或傷害被保護

(13) 根據第 1192.7 節第 (c) 款的嚴重重罪，或第

667.5節第(c)款的「暴力重罪」
（不論有無逮捕令）

被逮捕的人。

(f) 根據(b) 或(c) 款對該人員的拘留狀態進行審查

與釋放不得有不必要延遲，且不得晚於該人員記錄

在案的24 小時。可基於必要原因延長24 小時的期

間，但不得延長超出12小時。

(g) 根據(b)或(c)款以他或她的自簽擔保釋放的人

員應簽署釋放協議後方能釋放，該協議至少應包括
該人員提供的以下所有資訊：

(D) 違反第646.9節的罪行。

(2) 承諾未經法院許可不會離開本州。

包括對一個人施以身體暴力、威脅要施以這種暴力

以外的地方被捕，則同意放棄引渡。

或可能造成嚴重的人身傷害，或據稱該人在實施犯

罪時曾親自攜帶或親自使用致命武器或槍枝犯罪，
或在犯罪時據稱已造成嚴重人身傷害。

(5) 在過去10年內第三次因在酒精或毒品或任何

組合的影響下駕駛導致犯罪被逮捕的人，或因在酒

78

義的暴力重罪的人。

(1) 承諾會根據法院的命令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

(4) 因重罪而被捕的人，導致其被逮捕的犯罪要素

點出庭。

(3) 如果該人員未能應要求出庭並在California州
(4) 確認他或她已被告知有關違反這些釋放條件

的後果和處罰。

(5) 同意遵守法院的所有法律和法令。

(h) 除非法院根據第1320.13節提供了預審審查，

精或毒品的影響下駕駛導致他人受傷或因在駕駛

否則未根據本節釋放的人員應被拘留至傳訊為止。

(6) 在過去五年中因違反任何形式的限制令而被

1320.11. (a) 上級法院在與審前評估服務和其他

時血液酒精濃度高於0.20導致犯罪的人。

|

(12) 在過去五年內被判定犯有第1192.7節第(c)

方、對被保護方施加暴力，或曾前往被保護方的住
所或工作場所，則違反第273.6節。

25

阻或威脅報復的人。

逮捕的人。
擬議法律正文

第5條。 審前評估服務機構或法院的預審審查

相關利益人協商後，應採用與司法委員會通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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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法院規則相符的地方法院規則，如第

第25號提案 續

(d) 在作出審前釋放或拘留決定之前，法院應考慮

1320.25 節第 (a) 款所述，其中為審前評估服務規

由執法部門、被捕者、任何受害者以及起訴或辯護

簽擔保或受監督的個人自簽擔保在傳訊前被釋放

(e) (1) 如果法院認為該人員適合於提審前釋放，

定了適用於被評估為中等風險並有資格憑個人自

的人員的審查和釋放標準。法院的地方規定應具有

釋放或拘留中度風險被告人的規定，為有效且高效

率的審前釋放或拘留提供支援，以確保公共安全並

尊重被告的正當程序權利。地方法規應賦予審前評

方等所提供的任何相關和可用資訊。

應以該人員的自簽擔保或該人員受監督的自簽擔

保釋放被捕者，並應以限制性最低的非貨幣性條件

或各種條件的組合，以合理確保公共安全和被捕者
按要求出庭。

估服務權力，在本人自簽擔保或受監督自簽擔保

(2) 不得要求任何人為根據本款規定的任何非貨

以拘留或釋放。地方法規可能會進一步擴展列明導

(f) 以他或她的自簽擔保釋放的人員應簽署釋放協

下，根據法規中的規定對被判定為中度風險的人予

幣性條件或各種條件的組合支付費用。

致不得將被評估為中等風險的人於傳訊前釋放的

議，該協議至少應包括該人員的以下所有事項：

風險被告人予以釋放。法院地方規定的裁決權限應

點出庭。

罪項和因素，但不得排除審前評估服務對所有中等

(1) 承諾會根據法院的命令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

限定於第1320.10 節第 (c) 款的範圍。上級法院每

(2) 承諾未經法院許可不會離開本州。

序權利以及該法令在前一年的執行情況。

以外的地方被捕，則同意放棄引渡。

規定，法院應以司法委員會授權的格式向司法委員

的後果和處罰。

年應考量該法令對公共安全的影響、被告的正當程

(b) 根據California法院規則第10.613條第(d)款的

會提供該法令和根據本節通過的修正案的電子
副本。

1320.13.

(a) 法院得以進行預審審查並作出釋

放決定，並得以根據California法院規則第10.703
條所定義，授權下級司法人員進行本章授權的預審
審查並作出釋放的判決。

(3) 如果該人員未能應要求出庭並在California州
(4) 確認他或她已被告知有關違反這些釋放條件
(5) 同意遵守法院的所有法律和法令。

(g) 釋放條件的選擇權應由司法委員會決定，並在
California法院規則中加以規定。

(h) 如果審前監督的任何條件或條件的組合存在

很大可能性無法合理保證公共安全或確保該人員

按 要 求 出 庭，則 法 院 可 以 拒 絕 在 提 審 前 釋 放 該

(b) 本節授予的法院預審審查權和釋放權不適用

人員。

(1) 被評估為具有高度危險的人。

的任何條件或條件組合均不能合理地保證任何其

於以下人員：

(2) 被判犯有1192.7節第(c)款定義的嚴重重罪或

第667.5節第(c)款定義的暴力重罪的人。

(3) 被捕時因重罪而待審或等待量刑的人。

(i) 如果有以下任何情況適用，則應假定審前監督

他人員和社區在提審前的安全：

(1) 被逮捕者所犯的罪行是對某人實施暴力、暴力

威脅或可能造成嚴重的人身傷害，或者是該犯罪人
員在實施犯罪時親自攜帶或親自使用了致命武器

(c) 在進行傳訊前釋放或拘留決定及釋放條件時， 或槍支犯罪，或在實施犯罪時造成了嚴重的人身

應考慮審判前根據1320.9 節取得的資訊，以及有

傷害。

前評估服務的建議和評估。

緩刑之外的任何形式的定罪後監督。

關釋放條件的任何建議和選擇，並應特別重視審判

25

(2) 被捕時，該人員正在接受除法院監督或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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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7.

(4) 該人員目前正處於審前釋放，並且違反了釋放

並以限制性最低的非貨幣性條件或各種條件的組

條件。

1320.14. 出於正當理由，法院可以隨時透過自己

的動議或在被捕者、檢方或審前評估處單方面提出

申請的情況下，在24小時內修改釋放條件，除非有

時間和情況不允許在24小時內通知。

第6條。 在傳訊中裁定釋放或拘留

1320.15.

在傳訊被告人時或在傳訊前，如果被

告人未根據第1320.8 節被釋放，則審前評估服務

機構應提交以下所有資料供法院審議：

(a) 使用經驗證的風險評估工具獲得的風險評估

結果，包括風險評分或風險等級，或兩者兼有。

(b) 該人員被捕時的刑事指控和該人員的犯罪記

錄，包 括 該 人 員 在 過 去 三 年 中 未 能 出 庭 的 歷 史

記錄。

(c) 任何合理可用的補充信息，直接涉及被告人對

公共安全的風險或未應要求出庭的風險。

(d) 向法院建議對獲釋的被告人施加的釋放條件。

釋 放 條 件 的 選 擇 權 應 由 司 法 委 員 會 決 定，並 在
California法院規則中加以規定。
1320.16.

(a) 提審的通知應由檢方通知被告因

犯罪被逮捕的受害者，如有要求，還應告知其有關
被告人羈押狀況的任何其他聽證會的通知。如果被

害人提出要求，應給予被害人合理的機會就被告的
羈押狀況問題進行聽證。

(b) 檢方應盡合理的努力嘗試聯絡被害人，向其就

被告的羈押狀況徵求意見。

(c) 如果被害人無法或不願出庭傳訊，則檢方應將

被害人對被告羈押狀況的意見以書面形式提交給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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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自簽擔保或其受監督的自簽擔保為釋放條件，

合，以合理確保公共安全和被告返回法院，除非檢

方根據第1320.18節提出預防性動議而進行拘留。

1320.18.

(a) 在被告傳訊時或在刑事訴訟期間

的任何其他時候，檢方可根據下列任何情況提出請

求，要求在提審前對被告實施拘留：

(1) 被逮捕者所犯的罪行是對某人實施暴力、暴力

威脅或可能造成嚴重的人身傷害，或者是該犯罪人

員在實施犯罪時親自攜帶或親自使用了致命武器

或槍支犯罪，或在犯罪時他或她親自造成了嚴重的

人身傷害。

(2) 被捕時，被告正在接受除非正式緩刑或法院監

督之外的任何形式的定罪後監督。

(3) 被捕時，被告因重罪而面臨審判或監禁。

(4) 被告曾對本次犯罪的證人、被害人進行恐嚇或

威脅報復。

(5) 現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任何非貨幣性條件或審

前監督條件的組合不能合理地確保對公眾或被害

人的保護，或者被告會按要求出庭。

(b) 法院應根據第 1320.19 節所述舉行預防性拘

留聽證會。

(c) 在提出預防性拘留的提議後，法院應就在預防

性拘留聽證會之前對是否釋放或拘留被告而作出

決定。在進行預防性拘留聽證會之前確定釋放或拘

留的決定及釋放的命令條件時，法院應考慮審判前

評估服務提供的資訊，包括有關釋放條件的建議，

並應重視審判前評估服務的建議和評估。

(d) 如果法院確定非貨幣性條件或審前監督條件

的組合存在很大可能無法合理保證被告在預防性

拘留聽證會出庭，或合理保證在預防性拘留聽證會

前的公共安全，則法院可以在等待預防性拘留聽證

(d) 被害人出庭或不出庭以及被害人提出的意見

會時拘留被告，並應當在記錄中說明拘留原因。

(e) 如果任何一方提出要求，則法院可以在提訊時

防性拘留聽證會時拘留被告，則應以他或她本人的

應列入案卷紀錄中。

|

在傳訊時，法院應命令被告人以他或

(3) 被捕者曾對本次犯罪的證人或被害人進行恐

嚇、勸阻或威脅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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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號提案 續

審查並修改被告獲釋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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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 如果經法院裁定沒有足夠的理由在等待預

自簽擔保或其受監督的自簽擔保釋放被告，並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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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最低的非貨幣性條件或各種條件的組合，以

(g) 被害人出庭或不出庭以及被害人提出的意見

(2) 不得要求任何人為根據本款規定的任何非貨

1320.20.

合理確保公共安全和被告按要求出庭。

幣性條件或各種條件的組合支付費用。
1320.19.

第7條。 預防性拘留聽證會

(a) 如果被告被拘留，則預防性拘留

聽證會應不遲於提出預防拘留申請之日起的三日

內舉行。如果未將被告拘留，則應根據(c)款發出的

拘捕令，在被告拘留後的三個法庭日之內舉行預防

性拘留聽證會。如果在請求進行預防性拘留聽證會

時被告沒有被拘留，並且法院沒有就請求進行聽證

應列入案卷紀錄中。

(a) 如果法院發現有可能的理由相信

以下任何一種情況，則應作出可推翻的推定，即審
前監督的任何條件或條件的組合均不能合理地確
保公共安全：

(1) 目前的罪行是第667.5節第 (c) 分節所定義的

暴力重罪，或對人實施暴力、以暴力相威脅或有可
能造成嚴重身體傷害的重罪，或被告在犯罪時親自

攜帶或親自使用致命武器或槍支犯罪，或在犯罪時
他或她親自造成了嚴重的人身傷害 ；又或

會的情況下發出拘捕令，則預防性拘留聽證會應在

(2) 被告經評估對公眾或被害人的安全具有「高度

規定並在法院同意下，預防性拘留聽證會可以與傳

(A) 被告在過去5 年內被判定犯有第1192.7 節第

(b) 出於正當理由，被告或檢方可以尋求繼續舉行

節所定義的暴力重罪。

求，則除非雙方另有規定，否則此聽證會不得超過

被判刑期間犯了當前的罪行。

(c) 除非被告放棄他或她的持續預防性拘留聽證

勸阻、威脅報復。

召開預防性拘留聽證會時，被告已經脫離羈押，則

監督之外，任何形式的定罪後監督。

請求進行拘留的五個法庭日之內舉行。根據律師的

訊同時舉行，或在傳訊後三日內舉行。

預防性拘留聽證會。如果准予繼續舉行聽證會的請

三個法庭日。

會的權利，否則聽證會應一次性完成。如果在要求

法院在提出預防性拘留動議的同時附帶提出申請

逮捕令後，可發出逮捕令，要求在預防性拘留聽證

會結束前對被告進行羈押。

(d) 被告人有權由律師代表出席聽證會。如果被告

人由於經濟因素無法獲得代表，有權要求指定律

師。被告有權在預防性拘留聽證會中發表意見。

危險性」
，並有下列任何一種情況：

(c) 分節所定義的嚴重重罪或第667.5節第 (c) 分

(B) 被告人在因第 (a) 分節第 (1) 段所述的罪行而
(C) 被告曾對本次犯罪的證人、被害人進行恐嚇、
(D) 被告被捕時，還在接受除非正式的緩刑或法院
(b) 在未起訴的情況下，或在初步聽證會或放棄初

步聽證會後被告未被扣留答辯，而被告對顯示其犯

下被控罪行的證據充分性提出質疑時，檢方應在預
防性拘留聽證會上確定有可能的理由相信被告犯
下被控罪行。

(c) 法院應根據被告的陳述（如有）
、律師提出的證

(e) 應犯罪被害人的請求，檢察機關應通知被害人

據和論據、被害人的意見（如有）
，以及在聽證會上

給予被害人合理的機會就被告的羈押狀態問題進

定是否有可能的理由相信被告犯了經指控的罪

參加預防性拘留聽證會。如果被害人提出要求，應

行聽證。

(f) 檢察機關應盡合理的努力，聯絡被害人，就被告

提出的任何證據，就預防性拘留作出決定，包括確

行。法院在根據本節作出任何決定時，可考慮可靠
的傳聞證據。被告有權在聽證會上作證。

的羈押狀態提出意見。如果被害人不能或不願出席

( d ) ( 1 ) 在 拘 留 聽 證 會 中，只 有 在 美 國 憲 法 及

押狀態的意見（如有）以書面形式提交給法院和

人信服的證據，決定任何非金錢條件或審前監督的

預防性拘留聽證會，檢察機關應將被害人對被告羈
律師。

California 州憲法容許拘留，而法院又以明確而令

條件組合，均不能合理地保證公眾安全或要求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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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規定出庭的情況下，法院才可下令對被告進行預

(g) 如果被告在預防性拘留聽證會後被釋放，法院

案卷中說明下令預防性拘留的理由。

的情況：

防性羈留，以待審訊或召開其他聽證會。法院應在

(2) 在任何一方提出要求後，須在其後兩個法庭日

內提供聽證會的案卷抄本。

(3) 如任何一方當事人對該決定提出令狀，上訴法

院應迅速審議該令狀。

(e) (1) 如果經法院裁定沒有足夠的理由拘留被

告，法院應按被告自簽擔保或其受監督的自簽擔保

釋放被告，並實施限制最小的非金錢條件或審前釋

放的條件組合，以合理地確保公共安全及被告按要

求出庭。

足夠明確和具體，以作為被告的行為準則。

(2) 違反釋放條件的懲罰及其他後果，其中可能包

括立即逮捕或發出逮捕令逮捕被告。

1320.21.

(a) 控方或辯方如有新發現的證據、事

實或情況有重大變化，可在審判前任何時候提出動
議，要求重開預防性拘留聽證會或重新召開聽證

會。法院可根據新發現的證據、事實或審前評估服
務機構提請法院注意的重大情況變化，主動重開預
防性拘留聽證會。

(f) 僅僅為了確認是否應拘留此人或確定應實施的

或情況，亦或情況有重大變化，需要重新召開或重

《California 州法院規則》中規定的任何相關資訊
納入考量，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所有內容：
(1) 被控犯罪的性質和情節。

(2) 對被告不利的證據比重，但法院可考慮尋求排

除任何證據的請求是否可以接納。

(3) 被告以往的行為、家庭及社區關係、犯罪紀錄

動議，應說明在預防性拘留聽證會時所不知的證據

新進行預防性拘留聽證會，此類說明包括是否有合
理保證公共安全和被告按規定返回法院的釋放

條件。

(c) 應犯罪被害人的請求，檢察機關應通知受害者

參加重新召開的預防性拘留聽證會。如果被害人提

出要求，應給予被害人合理的機會就被告的羈押狀
態問題進行聽證。

(d) 如有充分理由，法院可批准重新召開預防性拘

及出庭紀錄。

留聽證會或重新進行聽證的動議。

本州或其他州的法律規定的罪行而遭處以緩刑、假

定作出。

(4) 於本次犯罪或被捕時，被告是否因聯邦法律或

釋，或正處於其他形式的監督釋放中，等待審判、判

(e) 法院對被告羈押狀態的決定，應根據本章的規
1320.22. 如經單方申請，顯示被告違反法院所實

刑、上訴或刑滿。

施的釋放條件，法院可發出逮捕令，逮捕被告。被告

險的性質和嚴重性（如有適用）
。

1320.23.

(5) 釋放被告對任何其他人或社會安全所構成危
(6) 使用有效的風險評估工具獲得的審前評估部

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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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釋放所需滿足的所有條件（如果有）
，其方式要

(b) 在初次預防性拘留聽證會後提出的任何聽證

限 制 最 小 之 非 金 錢 審 前 釋 放 條 件，法 院 可 將

(7) 拘留對被告的家庭責任和社區關係、就業和參

與教育的影響。
|

應在授權釋放被告的文件中通知被告以下兩方面

(2) 不得要求任何人為根據本項規定的任何非貨

幣條件或各種條件的組合支付費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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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任何擬議的監督計劃。
擬議法律正文

被捕後，其羈押狀態應按照本章規定進行審查。

(a) 如果法院以被告未按要求出庭為

由，或基於被告違反審前或定罪後監督條件的指控

而發出逮捕令或法院逮捕令，法院可在逮捕令上表

明，在根據逮捕令逮捕被告時，被告是否應予以記

錄在案並釋放、是否應拘留以進行初步審訊、是否
應拘留以待提審，或是否應拘留以待有關違反監督
的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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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檢控、執法或監督機構要求發出對被告實

行非記錄在案後即釋放的羈押狀態之逮捕令，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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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司法委員會須確定及界定每個法院最低限度

須報告的資料。法院每年應向司法委員會提交兩次

構應向法院提出具理由以支持對被告實行程度更

資料。資料將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個人發生的事件

(c) 法院在逮捕令上的釋放或拘留指示對逮捕和

(1) 使用有效的風險評估工具進行評估，並評估這

高的監督或拘留。

數量：

書記機構以及羈押設施具有約束力，但對法院或審

些人的風險等級。

而，此指示是審前評估部門或法院在隨後的訴訟中

以獲得釋放：

前評估部門隨後作出的任何決定沒有約束力。然
確定此人的羈押狀態時可考慮的一項因素。

(d) 如果此人是以輕罪逮捕令遭逮捕，則應根據第

1320.8 節規定的程序確認此人的羈押狀態。如果

此人是以重罪逮捕令遭逮捕，則應根據第1320.9

節規定的程序開始確認此人的羈押狀態。

第8條。 司法委員會的行政責任

1320.24.

(a) 司法委員會按規定需採納

《California 州法院規則》及表單，以執行下列各項
工作：

(1) 依規定法院在作出審前釋放和拘留決定時，應

適當使用審前風險評估資訊，並考慮到公眾和被害

人的安全、被告的正當程序權利、被告的具體特徵
或需求，以及當地是否有資源對個人進行有效監
督，並同時盡可能提高效率。

(2) 說明「證實」的要素，討論對當地人口進行風險

(2) 根據以下規定，自行擔保或在監督下自行擔保
(A) 第1320.10節第 (b) 分節。

(B) 第1320.10節第 (c) 分節。

(C) 第1320.12節，按風險等級分類。

(D) 第1320.13節，按風險等級分類。
(3) 於以下情況下進行拘留：
(A) 提審，按風險等級分類。

(B) 審前拘留聽證會，按風險等級分類。

(4) 審前自行擔保或受監督自行保釋的人：
(A) 未按規定出庭。

(B) 被控訴犯有新罪行。

(5) 在預防性拘留聽證會上經考慮釋放或拘留。

(c) 根據第1320.26節第 (a) 分節之下的規定，法

院可要求提供審前評估部門就實情的審酌向司法

評估工具實證的必要性和頻率，並討論如何識別和

委員會報告本節的資料。

(3) 規定審前評估服務和法院審查、釋放和拘留的

(1) 法院是否根據第1320.13節進行提審前審查。

減少評估工具中的任何隱性偏見。

標準，即如果沒有任何非金錢條件或審前監督條件
基本上很有可能合理地確保公共安全或此人按要

求出庭的情況下，則應包括一項標準的授權提審前
拘留。

(4) 規定第1320.11 節授權的當地法院規則的決

定因素，同時考慮到公眾和被害人的安全、被告的

正當程序權利，以及當地的可用資源，以有效監督
個人，同時盡可能提高效率。

(5) 規定審前釋放條件的實施，其中包括指定風險

等級或類別。

(d) 各法院應每年度向司法委員會提供以下資料：

(2) 在提審和預防性拘留聽證會上作出釋放和拘

留決定估計所需的時間。

(3) 審前評估部門使用的有效風險評估工具。
(e) 司法委員會應做好以下各項工作：

(1) 彙編並保存一份經過驗證的審前風險評估工

具目錄，其中包含適合評估家庭暴力、性犯罪和其

他暴力犯罪的工具。司法委員會在編制評估工具目

錄時，應與審前評估部門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協商。
(2) 按第 (b) 分節規定收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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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法官進行培訓，使其了解在作出審前釋放和

(d) 為了提供審前評估服務，法院不得與主要負責

拘留決定時如何使用審前風險評估資訊，以及如何

在管轄權範圍內進行逮捕和拘留，且具備資格的地

(4) 與California首席緩刑官協商，協助法院與當地

(e) 審前評估部門應由公職人員執掌。

(5) 在2021年1月1日或於此之前，以及此後每隔

需與Santa Clara縣審前服務辦事處簽署合約，於

實施審前釋放條件。

公共實體就提供審前評估服務訂立合約。

一年，向州長和立法機構提交一份報告，記錄計劃

實施活動，並提供計劃產出和結果的資料。初步報

方公共機構簽訂合約。

(f) 雖有 (h) 款之規定，Santa Clara縣高等法院仍
Santa Clara縣提供審前評估服務，該辦事處有資格

根據第1320.27節及1320.28節的(c)款獲得資金

告應側重計劃的實施情況，後續報告應包含第 (b)

分配。

府法典》的第9795節的規定提交。

院審判長以及首席緩刑官，或Santa Clara縣審前服

分節所述的資料。根據本款提交的報告應按照《政

(g) 於2019 年2 月1 日當日或之前，各縣之高等法

(6) 與上級法院合作，制定提審時做出釋放或拘留

務辦事處主任，應向司法委員會提交確認函，以確

所需的時間。

意向。

決定所需時間的估計，以及預防性拘留聽證會估計

(7) 召集專題專家和司法官員組成的小組，履行第
1320.25節第 (a) 分節所述的職責，並向法院提供

資訊。

1320.25.

(a) 第1320.24節第 (e) 分節第 (7) 段

規定的專家小組和司法官員應根據審前評估部門

依照第1320.9節履行職責所使用的工具提供的分

數或等級，指「低」
定
、
「中」和「高」風險等級。

(b) 首席法官應指定四名在審前風險評估工具評

分方面具有特定主題專門知識的人士和三名具有

刑事法律專門知識的司法官員擔任該小組成員，其

中一名應擔任主席。除了為風險評估評分外，至少
有一名專家必須具備風險評估工具中偏差的潛在
影響方面的專業知識。

1320.26.

(a) 法院應設立審前評估部門。此部門

可由法院雇員執掌，或由法院與具有相關經驗具備
資格的當地公共機構簽訂合約。

(b) 在法院決定不與具備資格的地方公共機構簽

訂合約之前，法院應查明該機構不同意以現有資源
履行該職能，或沒有能力履行該職能。

認其根據本節之規定簽訂審前評估服務合約之

(h) 就本節而言：

(1) 「審前評估服務」不包括監督依此章規定釋放

之人。

(2)「符合條件的地方政府機構」須具備以下經驗：
(A) 具備風險決策之相關專業知識。

(B) 根據第1203節向法院提出建議。
(C) 監督社區中之犯罪者。
(D) 雇用執法官員。
1320.27.

(a) 於每年1月10日當日或之前，財政

部應與司法委員會及California 首席緩刑官協商，

以估算為充分支援根據本章規定所提供的審前評

估服務之所需基金。估算應以財政部與California

司法委員會協商制定的方法為基礎，其中將包括被

控犯有刑事罪的被告接受風險評估之估計人數、與

執行風險評估有關的直接與間接成本，以及與法院
和審前服務機構做出釋放和羈押決定有關的所有

成本。此估算亦應反映履行這一職能所須之職員的

直接和間接成本。根據California 州憲法第 IV 條第

(c) 如果沒有合格的地方機構同意為上級法院履

12節，該部門應在提交州長預算時公佈其估算，並

則法院可以與新成立專門履行此職能的地方審前

(b) 經立法院撥款，司法委員會應分配基金予地方

行此審前評估職能，而法院又選擇不履行此職能， 將其轉交至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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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服務機構簽訂合約。
擬議法律正文

法院進行審前評估服務。基金須與主要利益相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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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法院執行官，職員代表以及 California 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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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本節規定得到撥款分配的地方公共實體，

緩刑官）協商後方得分配。司法委員會作出其分配

應就該資金設獨立帳戶，並每年證明該資金之花費

基於適當標準提供之額外資金。司法委員會在做出

(e) 地方公共實體須與法院簽署合約以提供審前

決定，應包括支援全州審前評估服務之基本金額和

分配決定時應該考量成本、工資和其他因素之區域

差異。全州年度審前服務基金的分配，將由司法委
員會舉行公開會議通過並予以公佈。

(c) 審前評估服務的全部資金應用於專門與提供這

些服務有關的直接和間接費用。根據第1320.26節

簽署審前評估服務合約的地方法院，應將獲得分配
之全部基金提供予簽訂合約之公共實體。

(d) 根據本節規定得到撥款分配的地方公共實體，

應就該資金設獨立帳戶，並每年證明該資金之花費
符合州法（包括本節規定）
。

(e) 根據本節所分配的資金，應補充但不取代地方

現有支援審前評估服務之基金。

1320.28.

(a) 於每年的1月10日前，財政部應與

司法委員會及California 首席緩刑官協商，以評估

為充分提供根據本章規定所提供的審前監督服務

之所需資源。此評估應反映受監督人之人數及所需

之監督等級。此評估亦應反映提供這些服務所必須

之人員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根據California 州

憲法第 IV 條第 12 節，該部門應在提交州長預算時
公佈其評估，並將其轉交至立法院。

(b) 經立法院撥款，財政部應分配資金予提供審前

監督服務之地方監督部門。基於此規定，S a n t a

Clara縣審前服務辦事處為該縣接受基金之合資格

對象。在做出分配決定時，該部門應考量成本、工資
和其他因素之區域差異。撥款分配應保留基本金額

以提供全州審前監督服務，另依據縣18 至50 歲之

符合州法（包括本節規定）
。

評估服務，方為接受基金之合資格對象。

(f) 根據本節所分配的資金，應補充但不取代地方

現有支援審前評估服務之基金。

1320.29.

於每年1月10日前，財政部應與司法委

員會協商，以估算為充分支援司法機構根據本章所
承擔的工作量之所需資源。此估算應反映法院在提

審時做出羈押決定的案件數量、預防性羈押聽證會

的數量、做出決定和舉行聽證會所需之平均時間、
與審前評估服務合同有關的行政費用，以及與司法

機構根據本法承擔的工作量有關的其他因素。此估
算亦應反映初審法院訴訟程序每分鐘的平均直接

和間接成本。根據California州憲法第IV條第12節，

該部門應在提交州長預算時公佈其估算，並將其轉
交至立法院。

1320.30.

(a) 經立法院撥款，委員會與社區矯正

機構應與學術機構、公共政策中心或其他研究機構

簽署合約，以進行本法案本節之獨立評估，特別當
法案涉及種族、族裔、性別和收入層面時。該評估應
於 2024 年 1 月 1 日前提交參議院州務卿以及國務

院辦公室主任。

(b) 至2019-20財政年度開始之時，州基金應作為

補充而非替代地方審前監督、評估、服務或其他與
審前活動相關之基金（不包括羈押）
。
1320.31.

(a) 立法院的意旨為，在切實可行的範

圍內，監獄應優先考慮容納定罪後的人士。

成人比例，以及地方犯罪率決定額外部分之撥款。 (b) 立法院認定並宣布，實施本章將要求必要的基
財 政 部 在 採 用 年 度 分 配 方 法 時，應 與 司 法 委 員 金支持審前風險評估服務、審前監督、增加初審法
會、California首席緩刑官和主要利益相關者（包括

院的工作量及必要之全州性活動，藉以支持有效實

(c) 審前監督服務的全部資金應用於專門與提供這

並將由年度預算法案進行撥款。

職員代表）協商。

些服務有關的直接和間接費用。用於支援審前服務
的全部基金，應分配於地方實體以支援審前監督。

施。這些基金反映於最新的長期州預算支出計劃，

1320.32.

25

從2019年10月1日起，本法中對「保

釋」之所有引用均應參考本章指定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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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被告於2019年10月1日之前被保

1320.33.

釋者，應根據其據以釋放之條款繼續保釋。

(b) 2019年10月1日在押之被告應根據第1320.8

條之規定考量釋放之可能，如未被釋放，則應接受

風險評估，並根據本章之規定考量被釋放或羈押。

本章規定自2019年10月1日起實施。

1320.34.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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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

司法委員會應於可行範圍內與California

首席緩刑官進行合作，以提供訓練活動、進行聯合
訓練，或者以其他必要之協力方式推展該法案。

第6節。 如州授權委員會確定該法案包含州規定的

費用，則應根據《政府法典》第2編第4部第7部分（
自第17500條起）向當地機構和學區補償該費用。

根據法律要求，第14號提案為一項債券議
案，其正文已包含在本《官方選民資訊指
南》中，該指南亦已寄送至各選民的住處。
第14號提案的正文也可以在以下網址查
閲：voterguide.sos.ca.gov。

於提早投票點安全地進行投票

自2020年11月3日大選之前的星期六開始，許多郡將開放一個或數個提早投票點，為期至少四天。
投票點將提供選民登記、更換選票、無障礙投票機及語言協助服務。
您可以透過以下三種方式，為選民和選務工作人員維護投票點的安全：

1

請避免排隊。

您可以將填妥的選票以郵寄的方式交回，無需貼上郵票，也可以前往安全的選票投遞箱或
投票點交回選票。投票點將安排單獨的路線，供選民投遞填妥的選票。

請於 CAEarlyVoting.sos.ca.gov 網站上查找附近設有投遞箱的投票點

2

請儘早投票。

3

請遵循安全程序。

如果您要親自前往投票點投票，請於選舉日之前前往，以協助保持人際距離。許多
郡的一個或數個投票點將從選舉日前的週日開始開放，為期至少四天。
請採取以下預防措施，以保護您和其他選民及選務工作人員在投票點的健康：

投票點安全檢查表

在投票點時，請佩戴面罩。

與他人保持2支手臂長的距離。
進入投票點前後都要洗手。

觸摸門或投票設備後，請使用搓手液。

攜帶原子筆，以避免觸碰經常接觸的表面。

欲了解關於如何在投票時保持安全的更多資訊？

請查閱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發佈的指引，網址：
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election-polling-locations.html

選民以郵寄的方式投票，將有助於確保民眾在投票點保持安全的人際距離。郡選舉辦公室將從
2020年10月5日開始，向California選民寄送郵寄選票。透過郵件交回的選票必須在2020年11月3日
前蓋上郵戳；透過安全選票投遞箱交回的選票必須於2020年11月3日晚上8:00前投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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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郵寄選票安全地進行投票

California全體選民將收到郵寄選票，用於2020年11月3日的選舉。您當地的郡選舉辦公室將從
2020年10月5日開始郵寄類似下圖的選票。

Franklin County
Elections Department
4321 Franklin Avenue
Franklin, HN 99999-1234

RETURN SERVICE REQUESTED

Vote-by-mail
Official ballot
官方郵寄選票
OFFICIAL VOTE-BY-MAIL BALLOT MATERIAL

Va l e n tin a Q . Vo t e r
5 678 S e v e n t h A v e , A p t 9 8 6 3
Fr a n k lin, H N 9 9 9 9 9 –1278

將其彌封。

郵寄投票安全又簡單。
您在選票上標記您的選擇後，只需：

將您的選票彌封於郡選舉辦公室提供的信封內。

簽署姓名。

請確保您於選票信封上的簽名與您的CA駕駛執照/州身分證明文件上的簽名，或您在登記
時提供的簽名一致。您當地的郡選舉辦公室會將其進行比對，以便為您的投票提供保障。

交回選票。

郵寄—請確保您的選票在
2020年11月3日之前蓋上
郵戳。無需郵票！

追蹤選票。

或

現場—在2020年11月3日晚上8:00之
前，將您的選票投遞到安全的投遞箱、
投票站、選民中心或郡選舉辦公室。

您可以於 wheresmyballot.sos.ca.gov 進行註冊，以文字（簡訊服務 [SMS]）
、電子郵件或
語音電話的方式接收有關郵寄選票狀態的提示。
選民以郵寄的方式投票，將有助於確保民眾在投票點保持安全的人際距離。各郡的投票點將於選舉日之
前開放。投票點將提供選民登記、更換選票、無障礙投票機及語言協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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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 的 選 票
在 哪 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我的選票在哪裡？
California州務卿現在為選民提供一套新方式以追蹤並接收其以郵寄投票的選票狀態
通知。
「我的選票在哪裡？」工具使選民能得知他們的選票目前在哪裡，以及其狀態和
每一個步驟的操作方式。請於WheresMyBallot.sos.ca.gov註冊。
如果您已經註冊「我的選票在哪裡？」
，您將收到縣選舉辦公室自動更新的選票資訊，
內容涵蓋：
•
•
•
•

寄送您的選票、
收到您的選票、

計算您的選票，或

您的選票是否有任何問題。

於WheresMyBallot.sos.ca.gov註冊的選民可以選擇透過以下方式接收自動更新的選
票訊息：
•
•
•

電子郵件

簡訊 (SMS)
語音電話

追蹤您的選票
—在寄送、收到，以及計票時—
從未如此簡單。

WheresMyBallot.so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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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選舉

獲得最多選票的兩位候選人公開初選法案規定，競選選民提名公職的所有候選人
均需列在同一份選票上。選民提名公職曾被稱為黨內公職，其中包括州立法公職、
美國國會公職和依據州憲法而設立的公職。
在公開初選和大選中，無論您在選民登記表上標明哪個政黨歸屬，您都可以為
任何候選人投票。在初選中，獲得最多投票數的兩位候選人 - 不論其政黨歸屬 都進入大選。如果某一候選人獲得多數投票（至少百分之50+1）
，仍然必須進行
大選。

California的公開初選制度不適用於競選美國總統、郡中央委員會或地方公職的
候選人。
選民提名公職的自填候選人仍然可以參加初選。然而，自填候選人必須是在初
選中獲得最多投票的兩位候選人之一，才能進入大選。此外，大選沒有獨立提名
程序。
California法律要求在本指南中說明以下資訊。

政黨提名/黨內公職

政黨可能正式提名在初選中競選政黨提名/黨內公職的候選人。經提名的候選人
將作為該政黨在大選中的正式候選人，代表該政黨參加特定公職的競選，而選票
上會顯示正式職稱。初選中各政黨獲得最多投票者進入大選。各政黨亦會在初選
中選出郡中央委員會官員。
選民只能在其登記投票時公開表示歸屬的政黨之初選中投票。然而，政黨可以允
許拒絕透露政黨歸屬的人士在該政黨的初選中進行投票。

重

要

通知
90

您可以透過造訪voterguide.sos.ca.gov查找美
國總統候選人的聲明。

CALIFORNIA選舉

選民提名公職

續

政黨無資格正式提名在初選中競選選民提名公職的候選人。獲提名參加選民提名
公職初選的候選人，是由民眾所提名者，而非任何政黨在大選中的正式被提名者。
獲提名參加選民提名公職的候選人，應在選票上列明其合資格政黨歸屬或無合資
格政黨歸屬；但政黨歸屬指定完全由候選人選取，且僅供選民參考。這並不代表候
選人得到所指政黨的提名或支持，或政黨與該候選人之間有隸屬關係，且由選民
提名的候選人均不得被視為任何政黨的正式提名候選人。在郡官方選民資訊指南
中，各政黨可列出已接受該政黨正式支持的選民提名公職候選人。
任何選民如果符合對該公職進行投票所需的其他資格條件，則其可為選民提名公
職的任何候選人投票。在初選中兩名獲得最多選票者將進入大選，競選選民提名
公職，即使這兩名候選人均明確指定了相同的政黨歸屬。對於將某個政黨列為其
政黨歸屬選擇的候選人，任何政黨均無資格讓該位候選人在大選中參選，除非該
位候選人是在初選中獲得最多選票的兩位候選人之一。

無黨派公職

政黨無資格提名參加無黨派公職初選的候選人，而且初選候選人並非在大選中競
選特定公職的任何政黨之正式被提名者。接受無黨派公職提名的候選人不得在選
票中指明其政黨歸屬或無政黨歸屬。初選中兩名獲選票最高者將進入大選，競選
無黨派公職。

對州內候選人的最高捐贈方和選票議案

當一個委員會（一個人或是一群人通過收錢或花錢的方式來達到影響選民支持或反對候選人或選票議
案的目的）支持或反對一項選票議案或候選人並且籌措了至少$100萬，那麼這個委員會
必須向California州公平從政委員會 (FPPC) 匯報它的前10個最高的捐贈方。如果前10的
名單有任何變化，委員會必須更新它的前十名單 。
這些名單可以在FPPC網站上獲得，網址是
http://www.fppc.ca.gov/transparency/top-contributo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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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登記

若您已完成選民登記作業，則不需再次辦理登記，除非您更改過姓名、住家地址、郵寄地址，或者您想要
變更或選擇一個政黨。
您可利用以下網站在線上辦理選民登記：registertovote.ca.gov，或撥打州務卿的免費選民熱線：
(800) 339-2857，索取登記表並郵寄給您。

選民登記表可在大多數的郵局、圖書館、市及郡政府辦公處、郡選舉辦公室以及California州務卿辦公處
索取。
條件性選民登記

在選舉日前14日以及選舉日當日這段期間內，您可以前往您的郡選務官員辦公室、選民中心或投票站進
行條件性選民登記和投票。若需了解更多可訪問sos.ca.gov/elections/voter-registration/same-day-reg/。

選民登記隱私權資訊

居家安全保密性選民登記計劃：部分選民可能面臨危及生命的處境（例如家庭暴力、跟蹤騷擾、性侵犯
和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和倖存者或受虐待的老年人/受撫養成人），如果他們屬於居家安全計劃 的現有成
員，則其可能符合保密性選民身份的資格。若需詳細資訊，請致電州務卿的居家安全計劃之免費電話
(877) 322-5227或瀏覽網站sos.ca.gov/registries/safe-home/。

選民資訊隱私權：選務人員將使用您在選民登記宣誓書上提供的資訊向您寄送關於投票流程的官方資料，
例如您的投票站地點以及將出現在選票上的議題及候選人等。法律嚴禁將選民登記資訊用於商業目的，
而且此類行為構成罪行。選民資訊可經州務卿酌情決定後提供給以下人員或機構：競選某一公職的候選
人、選票議案委員會，或因選舉、學術、新聞、政治或政府事務之目的而需要此類資訊的其他人員。不得因
上述目的而透露駕駛執照及社會安全號碼或者您在選民登記卡上的簽名。如果您對選民資訊之使用有任何
疑問，或者希望舉報任何對此類資訊之可疑的濫用行為，請致電州務卿的免費選民熱線電話，電話號碼是
(800) 339-2857。

在十六歲時進行預先登記。在十八歲時進行投票。

符合資格的16歲和17歲青少年現在可在線上辦理預先登記：registertovote.ca.gov，或透過填寫書面選民登
記表辦理。辦理了預先登記投票的California青少年將會在年滿18歲時獲得有效的登記狀態。

預先登記只需簡單4步：

1. 訪問registertovote.ca.gov。
2. 點擊「Pre-register to Vote」
（預先登記投票）按鈕。
3. 選民登記將會在您18歲生日時自動進行。
4. 在選舉日投出您的選票！

預先登記是什麼？

若您的年齡為16歲或17歲並符合所有其他選民資格要求，則您可以在registertovote.ca.gov上進行預先登記
投票。
只需簡單地在線上完成預先登記申請，登記投票將在您18歲生日時自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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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郵寄投票

什麼人可以透過郵寄投票？

每位登記選民將收到郵寄選票，用於2020年11月3日的大選選舉。郡選舉辦公室將在2020年10月5日
之前開始向選民郵寄選票。如果您沒有收到郵寄選票或需要申請更換您的選票，請聯絡您所在郡的選舉
辦公室。您可造訪 sos.ca.gov/elections/voting-resources/county-elections-offices查閱郡選舉辦公室的
聯絡方式。

如何發送您的郵寄選票

在您的郵寄選票上圈選好之後，將其放入於您所在郡的選舉辦公室為您提供的官方信封，並將其密封。
請在信封指定位置處簽名。您有多種方式發送您的選票。
為了確保您的選票在截止日期之前發送，您有以下方式可供選擇：

郵寄投票—必須在11月3日當日或之前蓋上郵戳，以及必須在11月20日之前確保您所在郡的選
舉辦公室接收到您的選票。無需郵費！

現場投票—在投票站於11月3日晚上8時關閉之前，將您的選票信封投擲於您所在郡的選舉辦公
室或任何選民中心 、投票站或California的選票投遞位置。

根據州法律的規定，選民有自由指定任何其選擇的人士發送他們的郵寄選票。但是，我們建議您僅將您
已填妥且簽名的選票移交至您所信任的人士。如果您尚未密封您所在郡的選舉辦公室提供的返回信封
並在其背面簽名，切勿移交您的郵寄選票。

即使您已收到您的郵寄選票和信封，您仍然可以在選舉日當日前往您的投票站處現場投票。攜帶您的
郵寄選票前往投票站，並將其交給投票站工作人員以換取投票站的選票。如果您沒有郵寄選票和信封，
您可能需要使用臨時選票來投票。這可以確保您仍然尚未投票。
所有郡均提供遠端郵寄投票 (RAVBM) 選項。RAVBM允許殘障選民可以在家中接收選票並在將選票寄
回選務官員前能獨立且私密地圈選他們的選票。請聯絡您所在郡的選務官員以獲取更多資訊。

大選 結 果

想要在投票站晚上8時關閉後看到2020年11月3日的大選結果嗎？
請造訪California州務卿選舉結果網站electionresults.sos.ca.gov。

選舉結果網站在選舉夜每隔五分鐘更新一次，在此期間各郡會向州
務卿報告選舉結果。郡選務人員在投票站於晚上8時關閉後將半正
式選舉結果發送給州務卿，並繼續至少每隔兩小時發送一次更新情況，直至計入所有選舉日選票。
2020年11月5日至12月3日期間，各郡會計算剩餘的選票，同時選舉結果網站將於每天下午5時更新。
選舉官方結果將於2020年12月11日在下列網址公佈：sos.ca.gov/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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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殘障選民所提供之協助

California致力於確保每位選民可以私密且獨立地進行投票。

如需獲取有關您所在郡為殘障選民提供協助的更多詳細資訊，請查看您所在郡的官
方選民資訊指南或聯絡您所在郡的工作人員。您可造訪 sos.ca.gov/elections/votingresources/county-elections-offices查閱您所在郡的聯絡方式。

在投票站或選民中心投票

若您在圈選您的選票時需要協助，您最多可選擇兩名人士來提供協助。提供協助者
不得為：
• 您的雇主或您雇主的任何雇員
• 您的工會主席或您所屬公會的任何雇員

路邊投票讓您可以盡可能停車在靠近投票區的地方。不論您是在路邊或在車內，
選務官均會提供選民名單供您簽名，並為您提供選票及其他您可能需要的投票
資料。請與您所在郡的選務人員聯絡，查看您的投票站是否提供路邊投票服務。

所有投票站和選民中心都必須方便殘障選民通行，並且需要提供無障礙投票機。

在家投票

遠端郵寄投票 (RAVBM) 為殘障選民提供了無障礙選項，允許他們在家中接收選票
並在將選票寄回選務官員前能獨立且私密地圈選他們的選票。請聯絡您所在郡的選
務官員以獲取更多資訊。

音頻版和大字版的官方選民資訊指南

提供此指南的音頻版和大字版。同時可免費獲取本指南的英文、中文、印地文、日文、
高棉文、韓文、西班牙文、菲律賓文、泰文和越南文版本。
如需預定：

請撥打州務卿的免費選民熱線(800) 339-2857
請造訪voterguide.sos.ca.gov

可下載MP3格式的音頻版本，網址為voterguide.sos.ca.gov/audio/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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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這些日期！
請記得投票！

在選舉日，投票站開放時間為上午7時到晚上8時！

10月

2020年10月5日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各縣將開始寄送以郵寄投票的
選票。

2020年10月19日

登記投票的截止日期。您可以在
15天的選民登記截止日期之後在
您的縣選舉辦公室或投票點「有
條件地進行」登記和投票。

11月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

2

3

4

5

6

7

2020年11月3日
選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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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投 票
All California voters will receive a vote-by-mail ballot for the
November 3, 2020, election. Learn more inside.
English: (800) 345-VOTE (8683)
TTY/TDD: (800) 833-8683
Todos los votantes de California recibirán una boleta electoral
de voto por correo para la elección del 3 de noviembre de
2020. Para preguntas o asistencia al votante, llame al número
a continuación.
Español /Spanish: (800) 232-VOTA (8682)

California
3
2020

/Khmer:(888)
(888)345-4917
345-4917
/Khmer:

ꑝ麕b
선거를 낹뼑b
위한
모든 롍ꍡ붡鱽껹b
캘리포니아 냕靁녅鱉
유권자는 2020년 11월 3일 阥ꌱb
끥뵭b
우편 믡븑덵b
투표지 ꗐ陁b鷞
받게 됩 鱽鲙b
니다. ꓭ넍
문의 ꩡ뼢b
사항 鿅鱉b
또는 냕靁녅b
유권자 덵낅냹b
지원을
원하시면, 아 래 전화번호로 연락해주십시오.

/Korean: (866) 575-1558

所有加州選民將收到用於 2020 年 11 月 3 日選舉的郵
寄投票選票。如有疑問或需要提供選民協助，請致電
下列號碼。
中文/Chinese: (800) 339-2857

Tatanggap ang lahat ng botante ng California ng balota para
sa pagboto sa pamamagitan ng koreo para sa halalan sa
Nobyembre 3, 2020. Para sa mga katanungan o tulong sa
botante, mangyaring tawagan ang numero sa ibaba.
Tagalog: (800) 339-2957

3

/Hindi: (888) 345-2692

2020

/Thai: (855) 345-3933

すべてのカリフォルニア州有権者には 2020 年 11 月 3 日選挙の
郵便投票用紙が送られます。お問 い合わせまたは有権者の支
援に関しては、以下 の番号までお電話ください。

/Japanese: (800) 339-2865

CHINESE

/Vietnamese: (800) 339-8163
OSP 20 150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