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州州長 
罷免選舉  
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

在選舉日，投票站開放時間為 
上午7時到晚上8時！

加州安全 
投票
每位加州登記選民
都會收到一張用於
州長罷免選舉的郵寄
選票。請透過信函內
容了解更多資訊。

官方 
選民 
資訊 
指南

準確無誤證明
本人，Shirley N. Weber，
加州州務卿，特此證明此
指南包含的罷免資訊會在
2021年9月14日全州舉行
州長罷免選舉時遞交給加
州選民，並且此指南依據
法律條文進行了正確的
編制。本人於2021年8月
6日在加州沙加緬度親筆簽
名並加蓋加州州徽大印。

★★

Shirley N. Weber, Ph.D. 
州務卿

您可以聯絡郡選務人員或致電 (800) 339-2857，以索取額外的官方選民資訊指南副本。



2

權利
選民

您有以下權利：
 1 如果您是登記的選民，您就有權投票。 

如果您屬於以下情況，您有資格投票：
•	 居住在加州的美國公民
•	 至少年滿18歲
•	 在目前的居住地登記
•	 目前沒有因被定為重罪而在州或聯邦監獄服
刑，以及

•	 目前沒有被法庭認定為精神上無能力投票

 2 即使您的姓名沒有列入選民名冊，只要
您是登記選民，就有權利投票。您將使
用臨時選票投票。如果選舉官員認定您
有資格投票，您的投票將被計入。

 3 如果您在投票站關閉時仍在排隊，您就
有權投票。

 4 有權在沒有人打擾或告訴您如何投票的
情況下，進行秘密投票。

 5 如果您尚未投票，您有權在出錯時獲 
得一張新選票。您可以：

向投票站的選舉官員要求一張新選票，
在選舉辦公室或您的投票站，用您的郵寄投
票選票換取新選票；或是 
使用臨時選票投票。

 6 有權向您選擇的任何人尋求投票的協
助，但是您的雇主或工會代表除外。

 7 有權將您填妥的郵寄投票選票交給加州
的任何投票站。

 8 如果您的投票選區有夠多的人講一種英
語之外的語言，您有權獲得該語言的選
舉資料。

 9 有權向選舉官員詢問選舉程序的問題並
觀察選舉程序。如果您詢問的人無法回
答您的問題，他們必須將您轉給適當的
人員回答問題。如果您擾亂秩序，他們
可以停止回答您的問題。

 10 有權向選舉官員或州務卿辦公室舉報非
法或欺詐的選舉活動。
	網站www.sos.ca.gov
✆	 致電(800) 339-2857
	電子郵件elections@sos.ca.gov

如果您認為其中任何權利遭到拒絕，請致電州務卿保密的免費選民熱線(800) 339-2857。

http://www.sos.ca.gov
mailto:elections@sos.ca.gov


目錄 頁數

 3

罷免資訊 6

提議者對罷免原因的陳述及州長的回覆 7

罷免論據 8

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11

選民資訊
選民權利  2
找到您的投票站或選民中心  3
選舉結果  3
對州內候選人的最高捐贈方和選票議案  3
州務卿寄語  4
郵資預付選票  5
我的選票在哪裡？  5
音頻版和大字版的官方選民資訊指南  5
選舉預估成本  6

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相關資訊  10
選民登記  28
選民登記隱私權資訊  28
在線查看您的選民狀態  28
於提早投票點安全地進行投票  29
為殘障選民提供的協助  29
當日選民登記  29
透過郵寄選票安全地進行投票  30
請記住這些日期  31

找到您的投票站或選民中心
投票站和選民中心是由郡選舉官員建立的。您在選舉日的幾個星期前會受到一封信件，你可以在裡面的郡
官方選民資訊指南中找到您的投票站地址或者是選民中心地址。
您也可以造訪州務卿網站，網址是vote.ca.gov，或者可以撥打免費選民熱線，電話是(800) 339-2857。
您也可以傳送簡訊「Vote」至GOVOTE (468683)，以查找您的投票站的位置。

結果

加州州長
罷免選舉

想要在晚上8時投票站關閉後看到2021年9月14日加州州長罷免選舉的結果嗎？請造訪加州
州務卿選舉結果網站electionresults.sos.ca.gov。
選舉結果網站在選舉之夜持續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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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9月14日起，各郡會點算剩餘的選票，同時選舉結果網站將於當天晚上8時更新結果，之
後會在每天下午5時更新。

官方選舉結果將於2021年10月22日在以下網址公佈：sos.ca.gov/elections。

對州內候選人的最高捐贈方和選票議案
當一個委員會（一個人或是一群人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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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公平從政委員會 (FPPC) 匯報其前10位捐贈方。
如果前10的名單有任何變化，委員會必須對其進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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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需查詢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出資情況，請造訪州務卿網站powersearch.sos.ca.gov。

http://www.fppc.ca.gov/transparency/top-contributors.html
https://www.sos.ca.gov/elections
http://www.vote.ca.gov
http://www.electionresults.sos.ca.gov
http://www.powersearch.so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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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務卿
加州同胞們：

投票對於加州民眾而言至關重要。儘管全球疫情肆虐，但仍有近1780萬加州民
眾在2020年大選中投出寶貴一票，投票率創近70年來新高。我們證明了即使遭
遇艱難險阻，我們大多數人也能進行投票。我們都應該為這種對民主的堅定承
諾感到自豪。 

我作為州務卿的使命，是與全州的選務人員協作，確保所有選舉（包括近期的
加州州長罷免選舉）對每位選民而言具有安全性、公平性及無障礙性。為幫助
您充分了解這場罷免選舉，我們提供了這份官方選民資訊指南，其中包含罷免
資訊、重要截止日期、登記資訊以及您作為加州選民的權利。 

就和去年秋季一樣，在近期的罷免選舉中，所有選民都可選擇郵寄投票。各縣
將在舉行選舉的29天前開始向已登記選民發放郵寄選票。鑒於2020年大選中設
立的大多數衛生限制規定已被撤銷，選民也能更多地使用牢靠的選票投遞箱，
並有更多機會進行傳統的現場投票。如需獲取有關您投票選項的最新資訊，我
強烈建議您查看您當地的選務處網站。 

永不費心猜想您的選票是否被點算。您可以在wheresmyballot.sos.ca.gov進行 
註冊，以簡訊、電子郵件或語音的方式接收選票狀態提示，以此追蹤您的郵寄
選票。 

在每一場選舉中，每一張選票都很重要。但如欲投票，您需要做好規劃。您是
否要將選票裝入所提供的信封寄回，以進行提前投票？您要將選票投遞到投票
中心還是投票箱？或者您是否要到社區投票站進行現場投票？請探究您的選項
並做好規劃。

您可以造訪vote.ca.gov以了解有關這場選舉的更多實用資訊。如果您對選民登記
或投票有任何疑問，您可以撥打免費電話 (800) 339-2857聯絡州務卿辦公室。

https://www.wheresmyballot.sos.ca.gov
https://www.vote.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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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資預付選票
「無需郵票，省錢省心」—加州所有裝入回郵信封的郵寄選票現均已預付郵資，確保所有加州
選民皆可免費且便捷地進行投票。在您填妥郵寄選票後，將其裝入回郵信封、彌封信封、在指
定欄位簽名，然後將其投入郵箱。

加州州務卿為選民提供一種新方式來追蹤並接收有關其郵寄選
票狀態的通知。「我的選票在哪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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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註冊。

如果您已經註冊「我的選票在哪裡？」，您將收到郡選舉辦公室自動
更新的選票資訊，內容涵蓋：

•	 寄送您的選票。
•	 收到您的選票。
•	 點算您的選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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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寄送、收到和點算您的選票時追蹤您的選 
票 — 從未如此簡單。 

WheresMyBallot.so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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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訪vote.ca.gov

撥打州務卿的免費選民熱線 (800) 339-2857

下載MP3格式的音頻版本，網址為voterguide.sos.ca.gov/ch/audio

https://www.wheresmyballot.sos.ca.gov
https://www.wheresmyballot.sos.ca.gov
https://www.wheresmyballot.sos.ca.gov
https://www.vote.ca.gov
https://www.voterguide.sos.ca.gov/ch/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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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長罷免選舉
對於2021年9月14日的加州州長罷免選舉，選票上將列出一個罷免問題： 
「GAVIN NEWSOM是否應被罷免（免除）州長職務？」 

在該罷免問題之後，將列出所有符合條件的州長職位替補候選人。候選人可以列出他們的 
合資格政黨偏好或無合資格政黨偏好，以及描述他們的主要職業、專業和/或工作的選票職 
稱（如果候選人選擇提供該資訊）。州長職位的非正式替補候選人也可以參與加州州長罷免
選舉。 

如果多數選票對罷免問題的回答為「是」，Newsom州長將被免職，並宣布獲得最高票數的
替補候選人在州長的剩餘任期繼任州長。如果有二分之一或以上的票數對罷免問題的回答為
「否」，Newsom州長將繼續任職。
本指南包括罷免提議者提交的「原因陳述」及Newsom州長對陳述的回覆。

有關替補候選人的資訊
政黨無資格為選民提名的公職正式提名候選人。州長公職是由選民提名的公職。競選選民提
名公職的候選人應在選票上列明其合資格政黨偏好或無合資格政黨偏好；但政黨偏好指定完
全由候選人選取，且僅供選民參考。這並不意味著候選人得到指定政黨認可，或者制定政黨
與候選人之間存在從屬關係。在郡官方選民資訊指南中，各政黨可列出已獲得該政黨正式支
持的州長替補候選人。
選民無論其政黨偏好為何或是否無政黨偏好，都可以投票給任何替補候選人。替補候選人指
定的政黨偏好（如有）由該候選人選擇，且該資訊僅供選民參考 。這並不意味著該候選人得
到該政黨的認可或該黨批準該候選人。

舉行加州州長罷免選舉的預估成本
根據選舉法第 11108(d) 節，財政部經徵詢州務卿和縣選舉官員協商，估計舉行罷免州長加
文·紐森選舉的成本為 2.76 億美元。 

有關罷免選舉相關成本的更多資訊，請參閱州務卿網站： 
elections.cdn.sos.ca.gov/recalls/dept-finance-letter.pdf。

https://www.elections.cdn.sos.ca.gov/recalls/dept-finance-lett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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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者對罷免原因的陳述及州長的回覆
罷免請願書分發至全州，其中包含一份罷免原因陳述和州長的回覆，根據選舉法第11325節
的要求， 現將這些材料提供如下。

提議者的原因陳述
尊敬的 Gavin Newsom：根據加州選舉法第 11020 節，做為在此簽名的加州合格註冊選民， 
我們特此通知您，我們支持罷免請願，希望免除您加州州長的職位，並要求選舉繼任者。 

此次罷免請願基於以下理由： Newsom州長執行的法律對本州公民和我們的生活方式造成了 
損害。他所簽署的法律置非法外國移民的利益於本州公民利益之上。本州居民在全國的稅 
賦最高、無家可歸率最高，生活品質最低。他在本州強制實施非法移民庇護政策，未能執 
行移民法。他單方面否決了人們對死刑判決的意願。他試圖執行的以下政策為本州帶來了 
更大的負擔：取消了對 13 號提案的保護；限制我們的用水量；增加了稅賦並限制父母權
利。在沒有其他追索權的情況下，我們只能聯合起來採取號召罷免，糾正這些錯誤的行為，
防止將來繼續出現不公正的情況。

州長對陳述的回覆
警告：這一毫無根據的罷免將浪費加州納稅人 8100 萬美元！它受到支持Trump總統對加利
福尼亞州的可惡攻擊的政治極端分子的推動。 

2018 年，加州選民以歷史性的高票選出了州長 Gavin Newsom。

作為州長，Newsom一直在努力 1) 加大對公共教育的投資， 2) 保護加州人的健康，完善醫
療體系， 3) 改善用水、道路和橋樑狀況， 4) 解決經濟適用房和無家可歸問題， 5) 防範 
山火。 

我們的預算是平衡的。我們的財務儲備狀況空前良好。我們的經濟和就業形勢良好。 

少數支持總統Trump及其分裂美國的危險議程的黨派活動人士正在試圖違背加州選民的最終
意願，通過這次罷免活動將華盛頓的分裂政府帶入加州。 

加州根本不需要另一次純屬浪費的特殊選舉，那樣的選舉是由那些妖魔化加州人民和攻擊加
州價值的人所期待的。 

不要被愚弄 - 加州的警察、消防員、急救員、公立學校老師、醫務人員和商業領導人都強烈
反對這個浪費錢財的罷免活動。 

這項罷免計劃有害無益，不要簽名，不要支持，不要向其提供個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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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者的罷免論據
投票贊成罷免Gavin Newsom！ 

來自各行各業超過200萬的加州人簽署了請願書，要求罷免Gavin Newsom。他們熱愛我們的
州，並希望讓這個州變得更好。這是我們投票支持加州的積極變革並選出新州長的機會。 

投票贊成罷免Gavin Newsom。原因如下： 
自從Gavin Newsom上任以來，加州的問題變得更糟。Gavin Newsom承諾過要解決無家可
歸的問題，但他在無用的計劃上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加州的無家可歸者人數仍然急劇增
加。Newsom承諾過讓加州的生活更容易負擔，但汽油、食物和住房的價格飆升，使許多中
低收入家庭無法負擔這裡的生活。 

Gavin Newsom承諾過讓加州更安全，但自從他下令提前釋放近兩萬名監獄囚犯以來，犯罪
率和無家可歸者人數激增。現在Newsom又向另外七萬六千人提供提早出獄的機會，這讓
情況變得更糟。Gavin Newsom持續誤導大眾。他傲慢地聲稱要加強防火，但無黨派Capitol 
Public Radio的調查卻得出相反的結論。Newsom將加州的消防預算削減了1.5億美元，並在
消防記錄上誤導了公眾。更糟糕的是，加州有一支強大的囚犯消防隊。Newsom提前釋放了
許多囚犯消防員並削減了他們的預算。 

11月，Newsom告訴加州人要待在家裡、戴口罩並且避免與家人和朋友聚會。幾天後，他違
反了自己的命令，在高級的French Laundry餐廳與說客們一起參加了一場豪華晚宴——既沒有
戴口罩，也沒有保持社交距離。Newsom還秘密授權了一份近十億美元的契約，將口罩生產
外包給一家有政治關係的中國公司。那家公司的負責人向Newsom的競選活動捐贈了數萬美
元。該公司在未經立法院批准的情況下收到了五億美元的匯款。州長辦公室拒絕公開發布有
關該事項的資訊。注意： 加州的製造廠商本可以供應相同的訂單。 

Newsom領導的就業發展部向犯罪分子和監獄囚犯支付了超過$300億的欺詐性款項，同時迫
使數十萬苦苦掙扎、失業的加州人等待數月才能拿到錢。Newsom持續誤導我們。加州沒有
「再次繁榮」。相反，加州人現在的生活難以為繼。他的傲慢和假公濟私使我們的問題變得
更糟。犯罪率正在飆升。2020年，兇殺案增加了31%。我們的州現在面臨有史以來最嚴重
的無家可歸者問題和全國最高的汽油價格。生活成本已經迫使許多家庭、企業和公司離開本
州。公立學校在K-12綜合排名第37位，我們的道路也正在崩塌。2008年至2017年間，加州
有4,300次停電。在Newsom任職期間，僅在2019年就有 25,281次停電。我們的水資源必
須配給供應，管理不善的森林正在燃燒。 

我們值得更好的。我們值得一位對我們誠實的州長。這個人選將致力於解決我們州極度現實
的問題：生活成本、無家可歸、犯罪、學校失敗。 

投票以讚成罷免：造訪RecallGavin2020.com了解更多資訊。 

ORRIN HEATLIE

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繫： 
info@recallgavin2020.com 
www.RecallGavin2020.com

mailto:info@recallgavin2020.com
http://www.RecallGavin2020.com
http://www.RecallGavin20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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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罷免論據
罷免是國家共和黨人和Trump支持者為迫使在加州舉行選舉並奪取權力而做出的努力。 

投票反對罷免民主黨州長Gavin Newsom，以阻止共和黨接管我們的州。 

有一批國家共和黨人為推翻總統選舉而鬥爭，並在全國范圍內發起破壞投票權的活動，此次
罷免的主要支持者正是這一批國家共和黨人。 

在加州，他們正在濫用我們的罷免法，以獲取權力並推進他們的黨派議程。 

共和黨罷免的領導人力圖廢除加州的清潔空氣保護措施，撤銷槍支安全法律，並剝奪有需要
的人獲得醫療保健的機會。 

隨著加州在對抗COVID-19方面取得重要進展，將權力移交給共和黨人和Trump總統的支持者
可能會使我們的州在對抗疫情的鬥爭中倒退。 

過去一年半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種挑戰。面對前所未有的全球危機，Newsom州長依循
科學，採取積極行動去挽救生命並幫助受創最嚴重的人。 

在Newsom州長的領導下，我們的州正在令疫情節節敗退。加州人的疫苖接種水平是全國最
高的——比起其他大多數州，我們有更好的保護力來對抗變種病毒。 

現在，Newsom州長專注於我們州的經濟和就業復甦。 

他認為我們必須在這一生一次的時刻團結起來，確保每一位居民——無論其種族或所處地區
為何——都能過更好的生活。 

這就是為什麼他通過了他的$1000億加州重振計劃——這是加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經濟復甦
方案。根據該計劃，三分之二的加州家庭將獲得至少$600的直接救濟，200,000家小企業將
從我們的救濟計劃中受益。 

Newsom州長正在為我們最迫切的挑戰（包括無家可歸、教育、基礎設施和野火）尋求重要
的新興解決方案。 

但是，如果這次共和黨的黨派罷免成功，我們所有居民的 犧牲和我們州的進步都可能面臨 
風險。 

這就是為什麼全州和全國的民主黨人和獨立人士——包括Joe Biden和Kamala Harris——反對
罷免。他們認為應該讓Newsom州長完成這項工作。
投票反對罷免以阻止共和黨奪取權力。
阻止共和黨罷免Newsom州長
stoptherepublicanrecall.com

GAVIN NEWSOM

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繫： 
阻止共和黨罷免Newsom州長 
stoptherepublicanrecall.com

https://www.stoptherepublicanrecall.com
https://www.stoptherepublicanrec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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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 
候選人聲明相關資訊
在本指南中
本選民指南包含罷免選舉候選人的相關資訊，該資訊從本指南第11頁開始。

罷免選舉候選人可以在本選民指南中為其候選人聲明購買空間。然而一些候選人選擇不在本指南中購買聲明空間。

在競選州公職時，對於選擇將競選支出限制在具體美元數額以下的候選人，加州法律中有針對此類候選人的自願支
出限額。候選人可以在本選民指南中為候選人聲明購買空間（最多250字）。

對於在2021年9月14日加州州長罷免選舉中競選州長的候選人來講，其自願支出限額為$9,728,000。

此頁面列舉的候選人名單中，星號（*）表示全州範圍的州長辦公室候選人接受了加州的自願競選支出限額，因此
可以選擇在本選民指南中為候選人聲明書購買空間。（一些具有資格的候選人選擇不在本指南中購買聲明空間。）

如需最終認證的候選人名單，請造訪vote.ca.gov。

州長
罷免選舉 
候選人姓名 政黨
Angelyne* 無黨派偏好
Holly L. Baade* 民主黨人
David Alexander Bramante* 共和黨人
Heather Collins* 綠黨人
John Cox 共和黨人
John R. Drake* 民主黨人
Larry A. Elder* 共和黨人
Kevin L. Faulconer* 共和黨人
Rhonda Furin 共和黨人
Ted Gaines* 共和黨人
Sam L. Gallucci* 共和黨人
James G. Hanink* 
 

無符合資格的 
黨派偏好

Jeff Hewitt* 自由意志主義者
David Hillberg* 共和黨人
Caitlyn Jenner* 共和黨人
Dan Kapelovitz* 綠黨人
Kevin K. Kaul* 無黨派偏好
Kevin Kiley* 共和黨人
Chauncey “Slim” Killens* 共和黨人
Patrick Kilpatrick* 民主黨人
Jenny Rae Le Roux* 共和黨人
Steve Chavez Lodge* 共和黨人
Michael Loebs* 
 

無符合資格的 
黨派偏好

罷免選舉 
候選人姓名 政黨
David Lozano* 共和黨人
Denis Lucey* 無黨派偏好
Jeremiah “Jeremy” 
 Marciniak*

無黨派偏好 

Diego Martinez* 共和黨人
Jacqueline McGowan* 民主黨人
Daniel Mercuri* 共和黨人
David Moore* 
 

無符合資格的 
黨派偏好

Robert C. Newman II* 共和黨人
Doug Ose* 共和黨人
Kevin Paffrath* 民主黨人
Adam Papagan* 無黨派偏好
Armando “Mando”  
 Perez-Serrato*

民主黨人 

Dennis Richter* 無黨派偏好
Brandon M. Ross* 民主黨人
Major Singh* 無黨派偏好
Sarah Stephens* 共和黨人
Denver Stoner* 共和黨人
Joe M. Symmon* 共和黨人
Anthony Trimino* 共和黨人
Joel Ventresca* 民主黨人
Daniel Watts* 民主黨人
Nickolas Wildstar* 共和黨人
Leo S. Zacky* 共和黨人

https://www.vote.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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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州長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	 作為本州首席行政長官，監督本州大部分部門和機構，任命法官。
•	 提議新法律， 批准或否決立法，并向立法院提交年度州預算。
•	 在緊急時期調動與指揮本州資源。

Dennis Richter | 無黨派偏好
在明尼蘇達州農村長大。當選社會主義工人黨領袖。幾十年的工人經驗：鐵路、肉類
包裝、鋼鐵、服裝。目前在Walmart工作。參加工會爭取更高的工資，增強勞工對工
作條件的掌控。捍衛古巴革命，反對華盛頓的經濟禁運。在美國政府關於工人和農民
革命鬥爭的演講中，特赦移民勞工。

2826 S. Vermont, Suite 1, Los Angeles, CA 90007
電話：(323) 643-4968 | 電子郵箱：socialistworkers2021campaign@gmail.com 
theMilitant.com

Brandon M. Ross | 民主黨
加州需要一位有活力且溫和的民主黨人，其知道如何捲土重來，引領潮流。隨著疫情
持續延燒，我們需要了解醫學和法律的人士。我親身經歷過捲土重來。我原本是位成
功人士，卻沉迷於毒品並失去了一切。然後我戰勝了毒癮，從灰燼中重生，在重建一
切的同時，得到了更多。我是土生土長的加州人，在聖地亞哥出生和長大。我就讀於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以最高榮譽畢業，獲得遺傳學學位。隨後進入醫學院成為一名
醫生，同時獲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以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之後，我創立了成功的整
形美容手術中心。我曾擁有一切，包括家庭和三名子女。然後我沉迷於毒品，失去了
一切，這始於因背部受傷服用麻醉劑後的鴉片類成癮。我的事業、婚姻、資產、朋友
以及孩子的監護權都消失了！七年前，我參加了康復計劃，改善了我的生活。我從法
學院畢業，重拾醫療工作，並且比以前做得更好。我重新獲得了孩子們的監護權，擁
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和充實的生活。我經營一家慈善機構，為腦瘤創傷和放射治療後的
孩子們提供免費整形美容手術。安分度日以成為一名出色的州長。撇開其他不談，我
希望至少可以激勵成癮者及其家人，讓他們知道毒癮是可以克服的。 

5565 Grossmont Center Dr., Bldg 3, Suite 461, La Mesa, CA 91942
電話：(619) 883-3599 | 電子郵箱：Ross4gov@gmail.com | ross4gov.com 
Facebook:	profile.php?id=100070604324742 | Twitter:	BrandonRossCalifornia 
Instagram:	brandonrosscalifornia

mailto:socialistworkers2021campaign@gmail.com
mailto:Ross4gov@gmail.com
https://www.theMilitant.com
https://www.ross4gov.com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70604324742
http://www.twitter.com/@BrandonRossCalifornia
http://www.instagram.com/brandonross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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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續續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 

Doug Ose  共和黨人

住在加州真令人感到沮喪。我們的領導人與日常生活脫節。他們似乎不在乎結果。公
共教育讓我們的孩子感到失望。公共安全受到威脅。犯罪率正在飆升，而停止資助警
隊則是行不通。第5號議會法案 (AB 5) 扼殺了獨立合約人員的機會。不合理的
COVID-19限制規定扼殺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商業。僵化的政策破壞了學生每年的學
業晉升。無家可歸的情況已經失去控制。住房和食物過於昂貴。州瓦斯稅過高。電費
正在上漲。用水仍然短缺。高速鐵路是災難性無價值的瑣事。政府妄想說其已降低火
災風險，而加州每年火災不止。據就業發展部 (Employment Development 
Department) 統計，有數以百萬計的加州民眾受到相關災難的影響，而目前尚未採取
任何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這些創傷都是自己造成的。但其實不必如此。我們可以重
建加州夢。這可以從公立K–12學校（幼兒園至高中畢業）的選擇開始。取消公立特
許學校招生的上限 — 資金必須提供給兒童。資助執法工作。追究犯罪分子的責任。
為流浪街頭的吸毒者和精神病患者提供強制性治療和諮詢資源。建造我們負擔得起的
住房。降低瓦斯稅。修建蓄水庫。減少森林中的火災燃料。整頓就業發展部並為符合
資格的人們提供查證。我所珍惜的一切都在加州，我正在為之努力奮鬥。領導力和經
驗很重要。是時候來一場變革了。我懇請各位給我投票。

4013 Park Drive, Sacramento, CA 95841
電話：(916) 806-3110 電子郵箱：dougose@hotmail.com oseforcalifornia.com 
Facebook: DougOseCalifornia Twitter:	@DougOse Instagram:	dougose 
其他：TikTok: @dougose

Caitlyn Jenner 共和黨人

近50年來，加州一直是我的家。我來到這裡是因為我知道任何人，無論背景或生活地
位如何，都可以將夢想變成現實。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看到加州的曙光因遭到一黨
制統治而減弱，這種統治方法將政治置於進步之上，將特殊利益置於人民之上。	沙加
緬度需要一位有清晰願景的誠實領袖。從代表美國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贏得金牌到協
助推進平等運動，我一生都是一個富有同情心和深思熟慮的顛覆者。作為州長，我將
為千家萬戶而奮戰，保護本州兒童，並確保商業能夠再次蓬勃發展。我們已經看到生
活成本飆升，導致民眾無家可歸，瓦斯價格猛漲。這不是我們所了解的加州。我們可
以做得更好，而我是唯一一位能夠接受這些挑戰的候選人。我將否決任何新的增稅措
施、任何停止資助警隊的計劃，我還將否決剝奪本州退伍軍人和現場應急人員所爭取
的福利或尊嚴的任何計劃。

caitlynjenner.com

 |

 |  | 
 |  | 

mailto:dougose@hotmail.com
http://www.facebook.com/DougOseCalifornia
https://www.oseforcalifornia.com
http://www.twitter.com/@DougOse
http://www.instagram.com/dougose
http://www.tiktok.com/dougose
http://www.caitlynjenn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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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續續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

Kevin L. Faulconer 共和黨人
我認為加州是世界上最聰明、最具創造性、最勤奮的人民的家園。不幸的是，我們的
州政府辜負了我們。年復一年，沙加緬度的從政者使加州民眾的生活變得更加昂貴和
不安全。他們讓人們更難過上好日子、買房、創業和退休。我們需要新的想法。真正
的解決方案。值得信賴的經驗。作為聖地亞哥市長，我對政府進行了改革，並從基礎
抓起：成功減少無家可歸者、平衡預算、增加治安資金、修繕街道，而沒有增加稅
收。作為州長，我將：以在聖地亞哥行之有效的富有同情心而堅定的方法清理不安全
的無家可歸者帳篷營地。從加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中產階級減稅開始，使民眾更能負
擔得起在加州的生活。透過阻止提前釋放暴力罪犯並執行法律來確保加州民眾的安
全。優先預防野火、解決電網故障、擴大蓄水，以確保社區安全、通電和用水不斷。
全面重新開放學校並改革教育，以學生為中心並對家長負責。協助賦予父母為孩子選
擇最好學校的權力。改革機動車輛管理局 (DMV) 和支離破碎的失業辦公室，使其以民
眾為中心且便民。停止浪費資源的「無處可去的子彈頭列車」，而是改善道路和高速
公路。承擔貪贓舞弊政府的特殊利益。您應該在一個安全、乾淨且負擔得起生活的州
內有尊嚴地居住、工作和退休。有了新的想法和經驗豐富的新領袖，我們就能解決加
州的問題。www.KevinFaulconer.com

P.O. Box 6871, San Diego, CA 92166-6871
電話：(619) 354-8230  電子郵箱：info@kevinfaulconer.com  kevinfaulconer.com 
Facebook: kevinfaulconer Twitter: kevin_faulconer Instagram: kevinfaulconer

Holly L. Baade  民主黨

擁有領導能力才能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10C School Street, Fairfax, CA 94930
電話：(415) 488-6218 | 電子郵箱：elect@holly2021.com | holly2021.com 
Facebook:	holly.baade | Twitter:	hollybaade | Instagram:	holly.baade 
其他：mettacine.org

| 

| |
 |  | 

http://www.KevinFaulconer.com
mailto:info@kevinfaulconer.com
mailto:elect@holly2021.com
http://www.kevinfaulconer.com
http://www.twitter.com/@kevin_faulconer
http://www.instagram.com/kevinfaulconer
http://www.holly2021.com
http://www.facebook.com/holly.baade
http://www.twitter.com/@hollybaade
http://www.instagram.com/holly.baade
http://www.mettacine.org
http://www.facebook.com/kevinfaulc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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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續續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 

David Alexander Bramante 共和黨人
加州同胞們，我可能和您或您認識的人一樣。我一生都住在洛杉磯或洛杉磯附近。我
是由單親媽媽撫養長大，她在就讀西南大學法學院期間靠食品券撫養我和我的兄弟
Miles。我從小就明白努力工作的意義，為了我的子孫後代，我想改變我的處境。我就
讀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之後從事房地產投資，後來成為Marcus & Millichap和
Douglas Elliman等公司的頂級經紀人。我是一家房產代銷公司My Home Agent和房地
產團隊The Bramante Group的小企業主。我現在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他們在猶太人和
基督教價值觀的熏陶下長大。我想成為加州州長，因為我認為加州民眾值得擁有最好
的。加州擁有九個國家公園、矽谷、好萊塢、太平洋最長的一段等等。作為州長，我
將把自由作為我政策的基石，並在需要時徵求專家的意見。這代表可以自由地選擇成
為自由派或保守派、自由地成為LGBTQI、自由地選擇接種疫苗與否、自由地選擇戴
口罩與否。我將整頓加州。我希望我的政策能讓加州現在變得更好，為子孫後代造
福。我不會獨自管理加州，我會和你們所有人一起管理加州。

26565 W Agoura Road, Suite 200, Calabasas, CA 91302
電話：(323) 484-4695 電子郵箱：politics@davidbramante.com  davidbramante.com 
Facebook:	davidbramanteforgovernor Twitter: davidbramante 
Instagram:	davidbramante

Heather Collins 綠黨

綠黨。移民小企業主

| 

 |  |
| 	

mailto:politics@davidbramante.com
http://www.davidbramante.com
http://www.facebook.com/davidbramanteforgovernor
http://www.twitter.com/@davidbramante
http://www.instagram.com/davidbram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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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續續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 

James G. Hanink  無符合資格的黨派偏好

在加州生活了43年，我對本州非常了解。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倡導團結、共同利
益和宗教自由。我將為住房、學校和工作場所的公平而努力。我會在房屋所有權、基
本生活工資以及經濟實惠的托兒服務方面提供支援。我們必須負責任地管理我們的自
然資源。我的首要任務是尊重從受孕到自然死亡的生命的尊嚴。造訪我們的網站
solidarity-party.org。

443 W. Hillsdale St., Inglewood, CA 90302
電話：(310) 671-4412 電子郵箱：jhanink70@gmail.com CA.solidarity-party.org 
Facebook:	Dr.JamesG.HaninkforGovernorofCalifornia

Jeff Hewitt 自由意志主義者
我愛這個州，作為第三代土生土長的加州人，我在加州養家糊口並經營商業。我感到
慚愧的是，本州已經腐壞得如此之厲害，以至於我的孫子們可能無法像我一樣在這裡
建立自己的生活。不斷上漲的房價、缺乏基礎設施和破碎的教育體系只是本州日益惡
化問題的開始。當我在2018年當選為郡委時，我想盡最大努力發展當地經濟，並重
建搖搖欲墜的基礎設施。我無法想像有什麼挑戰在等待著我。我並未整修道路，而是
與州政府抗爭，以公平地向我們郡分發疫苗。我並未建造房屋，而是帶頭進行調研以
協助確保社區安全。我並未解決無家可歸的危機，而是向失業家庭分發食物。我為我
和我的同事們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儘管州長頒佈了可怕且武斷的法令。我同時擁有
獨有的當選經驗、經營小商業的精明以及罕見政治家骨氣。作為你們的下一任州長，
我將首先解決用水危機，為輸水和擴建大壩留出資金。本州的住房短缺、教育和迫在
眉睫的養老金債務問題也都在我的任務之中。作為一名自豪的自由意志主義者，我可
以在對立黨派之間完成任務。www.hewitt4ca.com

電話：(951) 588-5585 | 電子郵箱：info@hewitt4ca.com | hewitt4ca.com 
Facebook:	@hewitt4ca | Twitter:	@hewitt4ca | Instagram:	hewittforca

 |

| | 

未提交照片

mailto:jhanink70@gmail.com
http://www.hewitt4ca.com
mailto:info@hewitt4ca.com
http://www.solidarity-party.org
http://www.CA.solidarity-party.org
http://www.facebook.com/Dr.JamesG.HaninkforGovernorofCalifornia
http://www.hewitt4ca.com
http://www.facebook.com/@hewitt4ca
http://www.twitter.com/@hewitt4ca
http://www.instagram.com/hewittfo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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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續續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

David Hillberg  共和黨人

我將執行法律，並維護和支援加州和美利堅合眾國的憲法。我將要求當選公職人員也
這樣做，違反法律的避難所及開放邊境政策，或過去違反憲法的其他項目，必須進行
糾正。那些走在權力殿堂裡的人，早就需要解決這些問題了。他們在很久以前就已越
軌逾矩。而我們長久以來為此付出太多。我們都受夠了。

P.O. Box 9977, Fountain Valley, CA 92728
電話：(714) 580-7486 電子郵箱：davidhillberg@yahoo.com

Angelyne  無黨派偏好

Angelyne廣告牌女王。偶像。經驗豐富的政治家。

P.O. Box 3864, Beverly Hills, CA 90212
電話：(323) 461-2148 | 電子郵箱：angelyneforgovernor@gmail.com 
angelyneforgovernor.com | Facebook: officialangelyne | Twitter:	Angelyne2222 
Instagram:	officialangelyne

 |

| 

mailto:davidhillberg@yahoo.com
mailto:angelyneforgovernor@gmail.com
http://www.angelyneforgovernor.com
http://www.facebook.com/officialangelyne
http://www.twitter.com/Angelyne2222
http://www.instagram.com/officialangel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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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續續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 

Larry A. Elder 共和黨人
我們的加州怎麼了？對於我8年級輟學的二戰海軍父親來說，加州曾是真正的金州。
他在戰後來到這裡，並從事兩份全職清潔工作。加州當時健康的經濟狀況讓他得以	
買房，並與我的全職母親一起撫養了三個男孩。那間房子現在價值$600,000，對於
在今天的生活成本中掙扎並努力追隨我父親的發展軌跡的任何年輕家庭來說，都是一
場噩夢。停止加州對中產階級的戰爭，需要減少推高住房成本以及將工作崗位轉移到
其他州的法規。洛杉磯公立學校助我進入常春藤聯盟大學，然後進入法學院。如今，
在我以前就讀的市中心高中的學生中，很少有人精通數學。作為州長，我將擴展特許
學校和學校選擇改革運動，激起競爭以提供卓越的K–12教育。這是可以做到的！加
州有創紀錄的預算並增加賦稅 . . . 而無家可歸現象怎麼會無處不在？我承諾會徹底
改革本州的預算程序，廢除最新的瓦斯稅上調，並與信仰和非營利組織合作，以協助
我們無家可歸的兄弟姐妹。我還將支援真正的刑事司法改革，同時反對累犯不保釋，
並全心全意支援警察和檢察官結束與加州犯罪浪潮的鬥爭。我不是一個渴望權力的精
英政治家。我懇請各位給我投票。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讓我們再次讓加州成為金色
之州！

ElectElder.com

Joel Ventresca 民主黨
清廉-獨立-Berniecrat（伯尼克拉底人）-民主黨人。全新變革型領導與根本性變革即
將到來。作為三藩市和平勇士擁護者，我無所畏懼地與加州和美國最腐敗的機構鬥爭
了25年，這些機構積聚了前所未有的權力和財富，操縱著經濟和政治體系，讓超級富
翁變得更加富有，並引發了不斷擴大的刑事訴訟。34年屢獲殊榮的出色公共服務經
驗：管理者、分析師和安全風險專家，將行業領先的三藩市市郡國際機場建設成為經
濟重地，每年（1987–2018年）創造300,000個就業機會和$625億的營業總額；三
藩市市郡老齡化委員會部門主管助理和老齡化專家（1981–1984年）。曾擔任過有
影響力的領導職位：2019年三藩市市長民主黨競選者第二名；三藩市市郡環境專
員；三藩市社區聯盟主席；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 (SEIU) 執行委員會成員；全國知名
的成功社區組織者。教育：受過耶穌會教育；三藩市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媒體描述：
「英雄」；「勇敢」；「堅強」；「有原則」；「誠實」；「廉潔」；「開明」；「
上進」；「左派」；「善解人意」；「知識淵博」。家庭：義大利裔美國科學教師兼
家庭主婦之子；迎娶亞裔美國移民；與《獨立宣言》和憲法的簽署者相關。平台：實
行全民高品質醫療照護和教育；提高最低工資；扭轉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終結無
家可歸和貧困；向零碳排放過渡；振興包容性參與式民主；剝奪前1%經濟精英的權
力；賦予非暴力群眾運動權力；為所有人打造公正、宜居和繁榮的加州。作為在三藩
市選舉中獲得111,000張選票的99%公共利益遊戲規則改變者的傑出民主黨人，我將
作為美國最有效率的奮力上進的州長執政。

3934 Ortega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22-3944
電話：(415) 941-7945 | 電子郵箱：joelventresca@gmail.com | joelventresca.com

| 

mailto:joelventresca@gmail.com
http://www.ElectElder.com
http://www.joelventres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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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續續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Jeremiah “Jeremy” Marciniak  無黨派偏好

搜尋YouTube

Facebook:	people/Jeremiah-Marciniak/100070443693256

Jacqueline McGowan | 民主黨
作為加州本地人以及擁有7年大麻顧問經驗的18年華爾街老手，我非常熟悉政治是如
何像往常一樣將受監管大麻市場的推出搞砸。小企業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和稅收正在悄
然流逝，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我們可以而且我將促進公平的大麻市場，為所有
加州民眾帶來淨經濟利益，恢復我們作為未來全球產業中心的適當角色。當
Sacramento終於在2014年開始監管大麻時，我開始透過領導線上政策論壇來追蹤政
策並在482個市和58個郡建立關係。我了解我們地方政府面臨的許多挑戰，並在州議
會大廈實現了變革，儘管機會渺茫。與此同時，過度監管和過度徵稅導致敵對的商業
環境，造成市場由少數贏家主導，而這些贏家通常為外國公司所有。我無法袖手旁
觀，因為我的同事（和您的鄰居）是小企業主，他們備受煎熬並導致自殺，而承諾沒
有兌現，非法市場蓬勃發展。在許多方面，加州可以做得更好，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是
換新領導的時候了。我們理應擁有強大、繁榮以及監管良好的大麻產業，自豪地站在
舉世矚目的創新者和企業家旁邊。我們可以讓加州重回正軌。請投Jacqueline 
McGowan一票，並造訪Jackie4Gov.org。

952 School St., Suite 364, Napa, CA 94559
電話：(925) 758-3335 | 電子郵箱：vote@Jackie4Gov.org | Jackie4Gov.org

未提交照片

mailto:vote@Jackie4Gov.org
http://www.facebook.com/people/Jeremiah-Marciniak/100070443693256
http://www.Jackie4Gov.org
http://www.Jackie4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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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續續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 

Daniel Mercuri 共和黨人

作為父親，耶穌是我的根基。作為退伍軍人，我仍然信守我的誓言。作為企業主，我
認為我們是為了社區，而不是追求利潤率。作為愛國者，我將會為餓死政府養活人民
而戰。

4335 Van Nuys Blvd., #340, Sherman Oaks, CA 91403
電話：(805) 428-5315 電子郵箱：danielmercuri@danielforcalgovernor.com 
Danielforcalgovernor.com Facebook: DanielMercuriforCAGov 
Twitter:	Dan_Mercuri  Instagram: danielmercuriforcagovernor 
其他：youtube.com/channel/UCy-bRErDbiJtjVEtk8VdKLg （州長競選人	
Daniel Mercuri）

Dan Kapelovitz 綠黨

您搞明白了嗎？

7119 W. Sunset Blvd., #999, West Hollywood, CA 90046
電話：(323) 839-6227 | 電子郵箱：Dan@radicallawcenter.com | Kapelovitz.com 
Facebook:	kapelovitz

 | 

 | 
| 	

 |  

mailto:danielmercuri@danielforcalgovernor.com
mailto:Dan@radicallawcenter.com
http://www.Danielforcalgovernor.com
http://www.facebook.com/DanielMercuriforCAGov
http://www.twitter.com/@Dan_Mercuri
http://www.instagram.com/danielmercuriforcagovernor
http://www.youtube.com/channel/UCy-bRErDbiJtjVEtk8VdKLg
http://www.Kapelovitz.com
http://www.facebook.com/kapelov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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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續續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 Kevin Kiley 共和黨人
加州曾經是任何人都可以獲得成功的州。而現在是許多人迫不及待想離開的州。為了
我們熱愛的州，我懇請選民們抓住機會改變現狀。五年前，我以局外人的身份競選立
法院公職。我曾在洛杉磯市中心高中任教，起訴暴力罪犯，並在法庭上捍衛憲法。自
上任以來，我一直在努力剷除州議會大廈的腐敗現象。我是唯一一位拒絕所有特殊利
益基金的立法者。我拒絕了每年$40,000的津貼並拒絕加薪。我已經採取行動來停止
向立法者發放像獨立DMV辦公室一樣的補貼。我已經撰寫有關言論自由、公共安全、
學校選擇、刑事司法改革以及人工智慧的開創性立法。但我也看到我們的州政府已經
從根本上崩潰了。我們的州議會大廈充斥著腐敗。我們的政治領導人服務於特殊利
益，而不是公共利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最深的坑洞上開車，而要付最高的瓦斯
稅。這就是為什麼隨著問題的惡化，我們在無家可歸問題上又花費了數十億美元。	
在加州，我們犧牲最多，得到的回報卻最少。加州人民值得更好。如果有幸當選，	
我將立即召開立法院特別會議，以解決我們失敗的學校、不斷飆漲的生活成本、不斷
上升的犯罪率和令人震驚的無家可歸問題。現在是回歸基本面，恢復州政府誠信的時
候了。

KileyForCalifornia.com | Facebook:	KevinKileyCA | Twitter:	KevinKileyCA 
Instagram:	kevinpkiley

Chauncey “Slim” Killens | 共和黨人
請投我人民州長一票

電話：(916) 562-2744 | 電子郵箱：chaunceyslimkillensforgovernor@gmail.com 
witnessinthepublicsquare.com

mailto:chaunceyslimkillensforgovernor@gmail.com
http://www.KileyForCalifornia.com
http://www.facebook.com/KevinKileyCA
http://www.twitter.com/KevinKileyCA
http://www.instagram.com/kevinpkiley
http://www.witnessinthepublicsqu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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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續續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 

Patrick Kilpatrick  民主黨人

200部電影/熱門電視節目的主演、編劇、電影製片人、全球電影金融專家。從好萊塢
回到加州。透過更大的獎勵措施，讓電影/電視製作、生態敏感產業——所有這些工作
機會回歸。透過確保資金送達兒童計劃和教師手中，以提升我們學校的品質。我們的
學前班到社區大學應該是全國品質最高的。降低稅收。透過進階的警察培訓和改革，
實現對犯罪零容忍。透過提供必要的服務和就業機會，消除無家可歸現象。安全的邊
界，人人平等的正義——對非法入境者進行罰款的公民之路。治愈加州！團結加
州——我們是一體的！立即對經過審查的電影/電視媒體、電子遊戲和攝影計劃的州內
開支實行25%的現金回扣。在擁堵的交通要道上擴建高速公路。聯邦/州對生態太陽
能和風力發電改造的補貼，其中包括為房東提供的安裝補貼。為防火森林維護、回收
計劃、海灘清理/海洋保護、學校、開放空間和公路美化創造大規模的勞動力。使得一
次性使用可生物分解的餐具/包裝的規定在全州範圍內得到遵守。對製造工業污染者
處以重罰。耐旱植物授權。

電子郵箱：kilpatrick203@gmail.com patrickkilpatrick.com kilpatrickforgovernor.com 
udfilms.com Facebook: ImPatKilpatrick Instagram: patrickkilpatrick 

Denver Stoner 共和黨人

如今的政府官員嚴重缺乏道德品質和僕人式領導力，這導致社會和財政責任的履行方
式出現衰敗，使我們州的人民被剝奪了憲法和上帝賦予的權利和自由。現在是時候讓
上帝回到我們的治理過程中，以恢復加州的輝煌。我一生致力於服務，並在我的社區
中廣受尊敬，我曾經在社區中擔任第一反應者，即擔任副治安官和消防員超過19年。
作為一名終身的加州公民，我渴望我們的子孫後代擁有更美好、更光明的未來。作為
一名支持上帝、反對墮胎、支持家庭、支持槍支、支持自由和支持法律強制執行的保
守派基督徒，我相信我能夠履行上帝賦予加州州長的職責，推動健康的變革並恢復我
們州的輝煌。StonerForGovernor@GMail.com

3015 E. Highway 4, Murphys, CA 95247
電子郵箱：stonerforgovernor@gmail.com

|

 | | 
 |   |  

未提交照片

mailto:kilpatrick203@gmail.com
mailto:StonerForGovernor@GMail.com
mailto:stonerforgovernor@gmail.com
http://www.patrickkilpatrick.com
http://www.kilpatrickforgovern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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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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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 Jenny Rae Le Roux 共和黨人

Jenny Rae Le Roux正在為解放加州而奔走，以便加州人能夠重新生活、工作和呼吸。
職業政客讓我們失望了。過去人們夢想到加州來追求自由和繁榮。現在，加州人正在
逃離噩夢：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更高的稅收，而犯罪率和失業率卻在飆升。我們的學校
管理不善，課程設置過度。火災肆虐、水資源匱乏；我們甚至無法保持電力供應。我
們的領導人效率低下、脫離現實、不需承擔後果——卻樂於花您的錢，然後告訴您如
何生活。Jenny Rae則不同。她承擔責任並取得成果。她是塑造文化的領導者。她是
一名經營組織的女實業家，而在組織中，結果很重要。她透過縮減成本和推動變革，
讓剛起步的小企業發展成為全球企業。並且她是在養家糊口的同時做到了這一切。對
Jenny Rae來說，公共服務就是放下為自己利益服務的權利，以便她能為每一位加州
人民服務。作為州政府的行政官員，她會做她一直在做的事情：根據數據找到常識性
的解決方案。身為一名局外人，她只對加州人民負責。作為一名在加州工作的人，她
不會要求您做任何她不願意做的事情。作為一名母親，她相信加州的孩子們值得更好
的生活：他們應該在加州擁有一個自由和繁榮的未來。她會讓政客們負起責任，成為
無聲者的代言人，為重新生活、工作和呼吸的自由而戰。

1095 Hilltop Drive, Suite 277, Redding, CA 96003
電話：(530) 691-0434 | 電子郵箱：hello@jennyraeca.com | jennyraeca.com 
Facebook:	jennyraeca | Twitter:	jennyraeca | Instagram:	jennyraeca 
其他：youtube.com/c/jennyraelerouxca

Michael Loebs | 無符合資格的黨派偏好
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在辜負加州，他們代表的是他們的政黨或事業，而不是我們的
利益。作為一名在加州出生的政治學講師和加州國民黨的主席，我將把加州政治交還
給選民。

1017 L St., #294, Sacramento, CA 95814
電子郵箱：michael.loebs@californianational.party | LoebsForCA.com 
Facebook:	VoteCNP | Twitter:	vote_cnp | Instagram: vote_cnp

mailto:hello@jennyraeca.com
mailto:michael.loebs@californianational.party
http://www.jennyraeca.com
http://www.facebook.com/jennyraeca
http://www.twitter.com/jennyraeca
http://www.instagram.com/jennyraeca
http://www.youtube.com/c/jennyraelerouxca
http://www.LoebsForCA.com
http://www.facebook.com/VoteCNP
http://www.twitter.com/@vote_cnp
http://www.instagram.com/vote_c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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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續續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

David Lozano  共和黨人

David Lozano是唯一能真正解決無家可歸問題的候選人。請前往網
站：Lozanoforcalifornia.com，閱讀他對加州問題的解決方案，例如警察改革、可負
擔住房、減稅等。David是土生土長的加州人，是一名擁有超過28年經驗的律師，曾
擔任洛杉郡保安官，並曾在埃及、土耳其、澳大利亞、墨西哥、馬爾地夫和希臘等全
世界10多個國家工作。David擁有政治學學位和法學博士學位。David目前是執行官和
首席談判代表。為結束無家可歸的狀況 ，請投票支持David Lozano擔任州長，讓您的
選票發揮作用。

P.O. Box 1090, San Gabriel, CA 91778-1090
電話：(626) 521-5660  電子郵箱：davidlozanolaw@gmail.com  
lozanoforcalifornia.com

Denis Lucey  無黨派偏好

身為一名教師，我宣誓維護美國憲法。一名心情煩躁的幼兒園小朋友哭著對我說：	
「我愛我的媽媽，我愛我的爸爸，為什麼我不能愛他們ㄧ樣多，與他們各花一半的時
間在一起呢？」我那眼淚汪汪的學生想要《第14號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中規定的
50 50兒童監護權安排，而我尊重加州的學生。

其他：linkedin.com/in/denis-lucey-88554991

|

|

未提交照片

mailto:davidlozanolaw@gmail.com
http://www.Lozanoforcalifornia.com
http://www.linkedin.com/in/denis-lucey-88554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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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續續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Adam Papagan  無黨派偏好

愛您

6727 ¹⁄8 Hollywood Blvd., Los Angeles, CA 90028 
電話：(310) 614-4163 | 電子郵箱：ADAMPAPAGAN@gmail.com | adamforgov.com 
Facebook:	ADAMPAPAGAN | Twitter:	ADAMPAPAGAN | Instagram:	ADAMPAPAGAN 
其他：TikTok@ADAMFORGOV | youtube.com/c/deltalkshow

Robert C. Newman II | 共和黨人
不是政客，而是具有AA、BA（動物學/化學）、MA（理論/研究）、Ph.D.（臨床研究
心理學、科學出版物）學位的公務員。結婚60年，育有2名子女和2名孫子女。我們
從密歇根州搬到聖地亞哥（1944年），因為我父親在這裡的海軍服役。支持上帝、
反對墮胎、傳統婚姻、《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權利、合法移民、農業、小企
業、貨車司機；學校的選擇。一名尊敬退伍軍人的愛國者。加州的貧困率、失業率、
暴力犯罪率和稅收都很高，但學校的情況卻是最糟糕。殘缺的監管環境正在扼殺企
業。有限政府強調個人責任。我們的國父透過對上帝的信仰創造出了宏偉的《獨立宣
言》和《美國憲法》。保護州的主權、Open California、增加實得工資、節省養老
金、將學校歸還地方管制、分配更多的水資源給農民、減稅、減少監管、恢復憲法的
權利——包括持有槍支權利，並縮減政府規模。務實的無家可歸者解決方案。

P.O. Box 7074, Redlands, CA 92375
電話：(909) 801-4630 | 電子郵箱：Newman4governor@gmail.com 
Newman4governor.com 

mailto:ADAMPAPAGAN@gmail.com
mailto:Newman4governor@gmail.com
http://www.adamforgov.com
http://www.facebook.com/ADAMPAPAGAN
http://www.twitter.com/@ADAMPAPAGAN
http://www.instagram.com/ADAMPAPAGAN
http://www.TikTok.com/TikTok@ADAMFORGOV
http://www.youtube.com/c/deltalkshow
http://www.Newman4govern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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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

John R. Drake 民主黨人

John是一名剛畢業的社區大學學生，擁有政治學學位。他的繼續教育重點是政府和政
策制定。

8338 Lakewood Circle, Ventura, CA 93004
電話：(805) 794-7950 電子郵箱：johnrobertdanieldrake@gmail.com   
johnrdrake.com Facebook:	JohnDrakeforGovernorofCalifornia  
Twitter:	johnrobertdrake Instagram:	johnrobertdrake  
其他： instagram.com/john.r.drake

Ted Gaines  共和黨人

我的家人於1853年來到加州，經過混戰激烈的淘金熱經濟過上了興旺的生活。我永
遠感謝加州，我致力於建設一個和我們的過去一樣光明的未來。但我們與1849年吸
引夢想家的自由環境相距甚遠。加州如今根本不可能存在淘金熱。政府會立即扼殺
它，對其進行監管並對其徵稅，直至其不復存在。作為州長，我將恢復自由和承諾，
使加州成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建築商和創造者首選的目的地，我還將推動價格可負擔
性，使中產階級家庭不會被擠出我們的州。我是Howard Jarvis Taxpayers Association
評定為全A級的立法者，將全力捍衛《第13號提議》，粉碎增稅的意圖。我將削減那
些導致年輕家庭無法承擔房價的規定和費用上限。我將廢除汽油稅，並利用州內過剩
的一般基金來重建我們曾經偉大的道路系統，而不需要為每加侖汽油支付$5。罪犯將
被追究責任，我不會從守法公民手中奪走槍支，卻同時讓70,000名重罪犯重返街頭。
我將爭取新的儲水設施（例如Sites水庫），如此一來家庭就不再靠配給取水，而農民
可以得到他們需要的每一滴水。我將支持可靠、可負擔且充足的能源，如此一來我們
就不會遭逢停電和造成能源貧困。反對墮胎、支持家庭。「沒有遠見的地方，人民就
會滅亡。」《箴言29:18》。TedGaines.com

5170 Golden Foothill Parkway, El Dorado Hills, CA 95762
電話：(916) 773-8000 | 電子郵箱：Ted@TedGaines.com | TedGaines.com 
Facebook:	TedGaines | Twitter:	TedGaines

 | 

 | 
 | 

| 

mailto:johnrobertdanieldrake@gmail.com
mailto:Ted@TedGaines.com
http://www.johnrdrake.com
http://www.facebook.com/JohnDrakeforGovernorofCalifornia
http://www.twitter.com/@johnrobertdrake
http://www.instagram.com/johnrobertdrake
http://www.instagram.com/john.r.drake
http://www.TedGaines.com
http://www.TedGaines.com
http://www.facebook.com/TedGaines
http://www.twitter.com/@TedGaines


26 | 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罷免選舉候選人聲明 續續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 Sam L. Gallucci 共和黨人
我之所以競選州長，是因為我們熟悉的加州已經被奪走。它不再是金州了。許多加州
人覺得我們不再有發言權。我們不相信自己的投票很重要，也認為我們正在失去自己
在加州的價值。我們必須把加州還給它的人民。我們必須提供道德領導、真相和透明
度。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小企業、我們的工作，並且我們
必須解決無家可歸的危機。作為一名企業高階主管，我擁有創造就業機會的實際經
驗；作為一名牧師，在解決我所在郡的無家可歸危機方面我擁有超過14年的經驗，足
以證明我的同情心。我擁有一套全面的計劃來解決這一人道主義危機。今天，富人、
窮人、無家可歸者和移民都稱我為他們的牧師。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的加州人，而不是
另一個職業政客。作為你們的州長，我將每天致力於還政於民。我懇請你們的投票來
恢復加州夢！請瀏覽網站：SamGallucci.com。

P.O. Box 1032, Oxnard, CA 93032 
電話：(949) 445-0154 | 電子郵箱：gallucciforgovernor@gmail.com | samgallucci.com 
Facebook:	SamGallucciForGovernor | Twitter:	@Gallucci4C 
Instagram:	gallucci4california

Anthony Trimino | 共和黨人
Anthony Trimino是美國發展最快的私營公司之一的執行長。他也是一名移民的孫子，
這名移民逃離了共產主義的古巴來追求美國夢。他認為這個夢想正在加州慢慢消
亡。Anthony將為我們的孩子、為我們的家庭和為我們的未來恢復承諾，實現自由。
選舉Anthony將確保我們擁有家庭第一的政策，該政策建立在他堅定的信仰基礎之
上。他將保護我們的孩子、保護我們的企業、保護我們的信仰權利，並將努力讓加州
從一個過度擴張的政府手中徹底解放出來。

874 Spectrum Center Dr., Irvine, CA 92618 
電話：(562) 271-3878 | 電子郵箱：ATrimino@AnthonyTrimino.com | 
AnthonyTrimino.com | Twitter:	ATrimino | Instagram: @atrimino

mailto:gallucciforgovernor@gmail.com
mailto:ATrimino@AnthonyTrimino.com
http://www.SamGalluc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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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Watts  民主黨人

想像一個擁有尊重言論自由的免費公立大學的加州。保護憲法的權利和高等教育。懇請
賜票 WattsforGovernor.com.

407 Alvarado Terrace, Vista, CA 92084
電話：(619) 663-5833 電子郵箱：governorwatts@gmail.com  wattsforgovernor.com 
Facebook:	governorwatts Twitter:	governorwatts Instagram:	governorwatts 
其他：youtube.com/governorwatts

Nickolas Wildstar | 共和黨人
我是唯一一位能夠恢復加州問責制、責任感和合憲性的州長候選人。我們的國家建立
在自由的基礎之上，但現在這被認為是一個瘋狂的想法。這就是為什麼我要你們去瘋
狂，現在就選舉Wildstar擔任州長！

P.O. Box 13033, Fresno, CA 93794
電話：(818) 538-4878 | 電子郵箱：wildstar@governorwildstar.com  
Wildstar2022.com | Facebook:	wildstar2022 | Twitter: therealqball  
Instagram:	governorwildstar | 其他：youtube.com/governorwildstar

|

 |  |
 |  | 

聲明的順序是由隨機抽籤決定的。本頁的聲明由罷免選舉候選人提供，其準確性尚未經任何官方機構核查。每份聲明均由罷免選舉候選人
自願提供並付款。未提交聲明的罷免選舉候選人亦有資格出現在選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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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witter.com/@governorwatts
http://www.instagram.com/governorwatts
http://www.youtube.com/governorwatts
http://www.Wildstar2022.com
http://www.facebook.com/wildstar2022
http://www.twitter.com/@therealqball
http://www.instagram.com/governorwildstar
http://www.youtube.com/governorwild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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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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選舉辦公室以及加州州務卿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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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家庭暴力、跟蹤騷擾、性侵
犯、人口販賣、年長者/受撫養成人虐待的受害者和倖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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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線查看您的選民狀態
我的選民狀態

訪問州務卿的我的選民狀態頁面，網址為
voterstatus.sos.ca.gov，您可以在該頁面查看您的選民狀態，	
找到您的投票站或選民中心等等。

可使用我的選民狀態頁面進行以下操作：
•	 查看您是否已經登記投票，如果是的話，是在哪個郡
•	 查看您的政黨偏好
•	 查找您的投票站
•	 查找選民中心
•	 查詢您所在地區即將舉行的選舉
•	 在各次州內選舉之前通過電子郵件接收您的州官方選民資訊指南 (VIG)
•	 查詢您的郡立選舉辦公室的聯絡信息
•	 查看您以郵寄投票的選票或臨時選票的狀態

造訪voterstatus.sos.ca.gov來開始使用。

http://www.registertovote.ca.gov
http://www.sos.ca.gov/elections/voter-registration/same-day-reg/
http://www.sos.ca.gov/registries/safe-home/
http://www.voterstatus.sos.ca.gov
http://www.voterstatus.so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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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提早投票點安全地進行投票
在舉行2021年9月14日選舉之前，許多郡將開始開放一個或數個提早投票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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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透過以下兩種方式，為選民和選務工作人員維護投票點的安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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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查找附近的投票箱或提早投票點，請造訪caearlyvoting.sos.ca.gov或
vote.ca.gov。

2 提早投票。
如果您要親自前往投票點投票，請於選舉日之前前往。許多郡內的一個或數個
投票點將在選舉日前開放。

選舉辦公室將從最遲2021年8月16日開始向加州選民寄送郵寄選票。透過郵件交回的選票必須在
2021年9月14日前蓋上郵戳；透過安全選票投遞箱交回的選票必須於2021年9月14日晚上8:00前 
投遞。 

為殘障選民提供的協助
加州政府致力於確保每位選民可以私密且獨立地進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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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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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聯絡資訊可於
sos.ca.gov/elections/voting-resources/county-elections-offices 獲取。 

當日選民登記
您忘了登記或更新選民登記資料？沒關係！您可以在選舉日當天晚上8點前，到您所在郡的選舉辦公
室或任何選民中心或投票站進行登記投票。此過程稱為「條件性選民登記」，通常稱為「當日選民登
記」。以下為如何進行該流程：

1. 前往您所在郡的選舉辦公室、選民中心或投票站，具體地點可在郡《官方選民資訊指南》 
或vote.ca.gov中找到。

2. 填寫選民登記卡或線上申請表。
3. 在您所在郡的選舉辦公室、投票中心或投票站投票。
4. 如果郡選舉官員受理您的登記並確定您符合資格，您將被登記為選民，您的投票會被計入有

效票。

如需詳細了解條件性選民登記，請造訪vote.ca.gov。

http://www.caearlyvoting.sos.ca.gov
http://www.vote.ca.gov
http://www.sos.ca.gov/elections/voting-resources/county-elections-offices
http://www.vote.ca.gov
http://www.vote.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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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郵寄選票安全地進行投票
選舉辦公室將從最遲2021年8月16日開始向加州選民寄送郵寄選票（與下圖相似）。透過郵件交回的
選票必須在2021年9月14日前蓋上郵戳；透過安全選票投遞箱交回的選票必須於2021年9月14日晚 
上8:00前投遞。

Vote-by-mail  
Official ballot
官方 
郵寄選票

Franklin County 
Elections Department 
4321 Franklin Avenue 
Franklin, HN 99999-1234

Valentina Q. Voter
5678 Seventh Ave, Apt 9863 
Franklin, HN 99999–1278

RETURN SERVICE REQUESTED

OFFICIAL VOTE-BY-MAIL BALLOT MATERIAL

郵寄投票安全又簡單。
您在選票上標記您的選擇後，只需：

將其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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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駕駛執照/州身分證明文件上的簽名，或您在
登記時提供的簽名一致。您所在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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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4日 
之前蓋上郵戳。 
無需郵票！

或
現場—在2021年9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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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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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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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heresmyballot.sos.ca.gov


 31

 

 

 

 

 

 

 

 

 

 

 

 

請記住這些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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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021年8月16日
郵寄投票的第一天。

2021年8月30日
登記投票的截止日期。您可以在
選民登記截止日期之後直到選舉
日當天在您所在縣的選舉辦公室
或投票點進行「條件性」登記和
投票。 

九月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2021年9月14日
選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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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長罷免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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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California voters will receive a vote-by-mail ballot for the
September 1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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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de septiembre de 2021. 
Para preguntas o asistencia al votante, llame al número  
a continuación.
Español /Spanish: (800) 232-VOTA (8682)

所有加州選民將收到用於 2021 年 9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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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中文  /Chinese: (800) 339-2857

कलिफोर्निया क सभी मतदाताओं को 14 लसतंबर, 2021 क चु्ाव क 
लिए “डाक द्ारा मतदा् करें” मतपत्र प्ापत होगा। प्श्नों या मतदाता 
सहायता क लिए, कपया ्ीचे ददए गए ्ंबर पर कॉि करें। 

ै े े े

े ृ
हहहहनिदीनिदी /Hindi: (888) 345-2692

すべてのカリフォルニア州有権者には 2021 年 9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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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本本語 語 /Japanese: (800) 339-2865

អ្នកបោះ ះបោះ ន ន តទាំងអ្នស់ំ បោះ ក់  ងរដ្ឋន  Cឋ alifornia នឹងទទឹ ួល នឹស់នឹកបោះ ឹឹ ន ត
បោះ ះតាមស់បំុ ត្រតស់ត្រ បុការបោះ ះបោះ ់ ន តបោះ ថ្ងៃ ទៃ  14 ី ខែ កញ្ញាា   ន  ំ2021។ 
ស់ត្រ បុស់់ណួំួរ ឬជំនួំឹយអ្នកបោះ ះបោះ ន ន ត សូ់មបោះ មកបោះល ខាងបោះត្រកាម។
ខែ ខែ រ រ ែែ /Khmer: (888) 345-4917

모든 캘리포니아 유권자는 2021년 9월 14일 선거를 위한 우
편 투표지를 받게 됩니다. 문의 사항 또는 유권자 지원을 
원하시면, 아래 전화번호로 연락해주십시오.
한국어한국어 /Korean: (866) 575-1558

Tatanggap ang lahat ng botante ng California ng balota para 
sa pagboto sa pamamagitan ng koreo para sa halalan sa 
Setyembre 14, 2021. Para sa mga katanungan o tulong sa 
botante, mangyaring tawagan ang numero sa ibaba.
Tagalog: (800) 339-2957

ผ้ออกเสยงลงคะแนนในรฐแคลฟอรเนยทกคนจะได
รบบัตรเลอกตงประเภทลงคะแนนเสยงทางไปรษณย
สาหรบการเลอกตงในวนท 14 กนยายน 2021 หากม
คาถามหรอตองการความชวยเหลอ กรณาตดตอท
หมายเลขดานลางน
ภาษาไทยภาษาไทย/Thai: (855) 345-3933

Tất cả các cử tri California đều sẽ nhận được lá phiếu 
bầu bằng thư cho kỳ bầu cử vào ngày 14 tháng Chín, 
2021. Nếu có thắc mắc hoặc cần giúp về bầu cử, xin 
gọi số điện thoại dưới đây. 
VViệt ngữiệt ngữ/Vietnamese: (800) 339-8163

ู ี ั ิ ์ ี ุ ้
ั ื ั ้ ี ี ์
ำ ั ื ั ้ ั ี ่ ั ี
ำ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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