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民專題講座 
亞美政聯 



提案55 
稅收延展以資助教育和醫療保健 

 背景： 
 2012年，加州選民通過了提案30，即為期七年、向年收入高於 $25萬的人（或高於$50
萬的合併報稅人）征收額外個人所得稅，以及為期四年、增收0.25美分零售稅，以資助
教育事業。 

  
 目的： 
 將提案30中對高收入個人的額外征稅政策延長12年，用於資助教育和部分醫療保健項
目。 

  
 意味著什麼？ 
 個人所得稅增稅政策將從2019年延長到2030年。 
  
花費及影響： 
此項提案預估會增加$40至$90億年收入。 



提案55 
稅收延展以資助教育和醫療保健 

支持理由： 反對理由： 
 只會影響最富有的個人群
體。 

 教育和醫療保健事業需要
更多資金。 

 提案30原本只是一項為解決預算
危機提出的臨時方案。 

 自提出後，加州經濟已經復甦了，
應該遵守承諾。 

支持者： 
 政府員工工會 
 教育和醫保行業 
 民主黨 

反對者： 
 企業 
 納稅人權益維護人 
 共和黨 



提案56  
徵收煙草稅以資助醫療保健、煙草使用預防、 研究以及執法 

 目的： 
 增收煙草稅，以資助醫療保健、煙草使用預防、研究及執法。 
  
 意味著什麼： 
每包香煙將增收$2稅 
其他煙草產品和電子煙的稅也將增加 
  
 花費及影響： 
 第一年，加州收入將增加$10億至$14億。 
 之後的收入可能會減少，因為購買煙草產品的人數可能會減少。 



提案56  
徵收煙草稅以資助醫療保健、煙草使用預防、 研究以及執法 

支持理由： 反對理由： 
 減少煙草使用。 
 可資助相關醫療保健項目，研
究如何治理煙草產品導致的有
害影響。 

 收入將歸醫療保險公司及其他
富有的利益相關者。 

 不像其他州稅，這項稅收不用
於教育。 

支持者： 
 醫療保健機構 
 民主黨政客 

反對者： 
 煙草公司 



提案57 
非暴力罪犯假釋及未成年罪犯庭審 

 目的： 
 為表現良好的非暴力犯罪的重罪犯提供更多假释机会，以减轻监狱过满问题 。讓
法官而不是檢察官決定青少年是否應被視為成年人進行審判。 

  
  意味著什麼： 
非暴力犯罪的重罪犯在服滿其主要違法行為的原判刑期后，將有資格獲得假釋。 
為參與改造、教育計劃或表現良好的囚犯提供更多積分獎勵。 
被指控嚴重罪行的青少年只能在青少年法庭而不是檢察官的決定下送往成人法庭
進行審判，從而提高青少年罪犯接受改造的機會。 

  
 花費及影響： 
 由於監獄人口減少，每年可節省幾千萬元州凈支出。每年增加幾百萬元縣郡的緩
刑支出。 



提案57 
非暴力罪犯假釋及未成年罪犯庭審 

支持理由： 反對理由： 
 通過改造青少年和成年囚犯，
緩解監獄過滿問題。 

 仍會繼續囚禁危險的暴力性
罪犯。  

 為納稅人節省數百萬元。 

 更多釋放出來的罪犯將增加
犯罪。 

 “非暴力”一詞沒有明確的
定義，危險的罪犯可能會獲
得假釋。 

支持者： 
 州長布朗、加州民主黨 

反對者： 
 執法官員、檢察官、加州共
和黨 



提案61  
藥物定價標準 

 目的： 
 規範州處方藥購買價格。 
 
 意味著什麼： 
禁止州機構以高於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支付的藥品價格，購買任何處方
藥。 
通過Medi-Cal 資助的管理式保健計畫購買處方藥不受此規定限制。 
 
 花費及影響： 
 對花費的影響不確定。可能無法了解特殊定價的相關信息，醫藥公司可
能會相應提高價格。 



提案61  
藥物定價標準 

支持理由： 反對理由： 

 有助於限制醫藥公司哄抬物價 
 提供更多救命藥物資源 
 節省了納稅人在醫療保健方面的支

出 
 降低州在處方藥方面的開銷可以大

大節省州的總開支 

 僅覆蓋了部分州政府項目的一些病人（如政府員工
和州囚犯）。超過88%的加州人都被排除在外（如
Medi-Cal，Medicare和私人醫療保險病人）。 

 可能會傷害到退伍軍人的利益，因為處方藥價格可
能會上漲 

 減少病人藥物選擇 
 醫藥生產商不需要向州提供與退伍軍人事務部一樣

的低價格 
 退伍軍人事務部購買部分藥物的價格是保密的 —— 

因此不確定加州是否會比之前支付更高價格 

支持者： 
 一些醫療機構 
 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 
 國會議員邁克·本田 

反對者： 
 醫藥公司 
 一些醫療機構 



 
提案62與66：死刑 
如果都通過了，“讚成”票數更高的提案將取代另
一項 

主要問題： 

死刑應該被廢除嗎？ 
 
 
  
 是的，應該廢除死刑 
  
  
  
 提案62：廢除死刑 
  

  
 不，應該保留死刑 
  
  
  
 提案66：死刑程序 
  



提案62與66：死刑 
如果都通過了，“讚成”票數更高的提案將取代另一項 

提案62：廢除死刑 提案66：死刑法庭程序 
PURPOSE: 目的 

廢除死刑 保留死刑，但縮短死刑判決的法庭上訴程序時間 

WHAT IT WOULD DO: 會發生什麼 

最高刑罰將變成無期徒刑，不得假釋。 
被判死刑的罪犯將變成無期徒刑。 

上訴將首先由地方法院受理，然後交由加州最高法院。 
要求在五年內完成對死刑判決的上訴流程。 
允許額外律師代理死刑犯。 
被判死刑的囚犯可以被關押在任何州監獄。 

COST AND IMPACT: 花費及影響 

將節省約$1.5億元謀殺案審判、法院上訴
等相關費用。 

更短的時間限制和州監獄政策可能會節省一定開支。 



支持提案62的理由： 支持提案66的理由： 
 節省州幾百萬美元的開支。 
 唯一一個確保加州沒有任何一個無

辜的人被處決的方式。 

 需要對罪大惡極的一級殺人犯進行最
嚴格的懲罰。 

 縮短過程可以節省開支，并及時實現
公正。 

 

支持者 
 民主黨政客 
 公民權利、信仰和宗教領袖 

支持者 
 地方檢察官 
 受害人 

提案62與66：死刑 
 
如果都通過了，“讚成”票數更高的提案將取代另一項 



提案64 
加州大麻合法化 

 背景 
 加州是第一個批准藥用大麻合法化的州。之後，其他四個州也相繼合法化。但大麻的使用仍然
違反聯邦法律。 

  
 目的 
 非藥用性大麻合法化。 
 
 意味著什麼 
州法規定下，允許21歲及以上的成人使用大麻 
對大麻銷售和種植徵稅 
 
 花費及影響 
 成本與收益不明確。 
 收益將源於稅收，也會因為法庭和執法成本降低，減少一定開支。 



提案64 
加州大麻合法化 

支持理由： 反對理由： 
 為負責使用大麻設定標準、
提供保護。 

 提高稅收，用於毒品預防和
教育項目。 

 吸食大麻后開車可能引發更
多交通事故。 

 可能會傷害已經深受毒品和
酒精上癮問題侵害的弱勢社
區。 

支持者 
 加州民主黨 

反對者 
 一些執法部門 
 醫保機構 



 

提案65與67：購物袋 
如果都通過了，“讚成”票數更高的提案將取代另一
項 
 
 

提案65：打包袋收費 提案67：禁止一次性塑膠袋 
目的 

對一次性塑膠袋使用進行收費，收入用於環境保護和
環境改善基金，不歸商店所有。 

禁止全州範圍內的雜貨店、便利店、大型藥
店和酒類專賣店使用一次性塑膠袋。 

意味著什麼 

商店不能保留塑膠袋費用。 
收入將用於環保項目。 

商店可以提供環保袋/紙袋，但必須每個收
取$0.1元。 
收取費用歸商店所有。 

花費及影響 

為環保項目創造成百上千萬資金。 對州預算影響不大。 



 
提案65與67：購物袋 
如果都通過了，“讚成”票數更高的提案將取代另一
項 
 提案65將僅在以下條件下生效： 

提案67通過，或者州法允許商店對打包袋收費 

提案65比67獲得更多讚成票 

以及 



不同情景 
Prop 65 +      Prop 67 

可以繼續使用一次性塑膠袋 

Prop 65 +      Prop 67 

全州範圍禁止使用一次性塑
膠袋 

每個環保袋/紙袋收取$0.1元 

收入歸商店所有。 

Prop 65 +      Prop 67 

可以繼續使用一次性塑膠袋 

如果州法之後規定對塑膠袋
收取費用，收入將用於環保
基金。 

二者都未通過： 

如果其中一項通過： 



不同情景 

Prop 65 >       Prop 67 

全州禁用一次性塑膠袋 

每個環保袋/紙袋將收取
$0.1元   

收入將用於環保基金。 

Prop 65<         Prop 67 

全州禁用一次性塑膠袋 

每個環保袋/紙袋將收取
$0.1元 

收入歸商店所有。 

如果二者均通過： 



支持提案65理由： 反對提案65理由： 

 雜貨店不應該保
留出售購物袋的
收入 。 

 確保收取的費用
將用於改善環境。 

 應該支持提案67，
因為最重要的是禁
止一次性塑膠袋的
使用。 

 不會帶來很多收入。
 

支持者 
 塑膠袋生產商 

反對者 
 女性選民聯盟 
 《洛杉磯時報》 

支持提案67理由： 反對提案67理由： 

 通過禁止使用一
次性塑膠袋，可
以保護動物和環
境。 

 可以節省衛生清
理的開支。 

 要求商店對購物袋
收取10美分/個，
而不是免費提供。 

 允許商店自己保留
出售購物袋的收入。

支持者 
 民主黨政客 

反對者 
 塑膠袋生產商 

提案65與67：購物袋 
如果都通過了，“讚成”票數更高的提案將取代另一
項 
 
 



MEASURE M方案 
洛杉磯縣交通改善計劃 

 背景 
2008年，選民通過了Measure R，一項為期30年，增加0.5美分零售稅以資助公共交通建設項目，
從而緩解交通堵塞、進行道路維修、改進公共交通系統的政策 
Measure M需要2/3投讚成票才能通過 
  
 目的 
 支付全縣範圍內的主要公共交通項目，資助街道和人行道維修、增設自行車道，以及增加橋樑抗
震性。 

  
 意味著什麼 
授權實施洛杉磯縣交通改善計劃 
永久性延長2008年通過的0.5美分零售稅政策 
永久性增收洛杉磯縣0.5美分零售稅 
 
 花費及影響 
 Metro預計增收的零售稅將帶來$8.6億元年收入。 
 資金將一直資助交通項目到2062年。 
 改善整個洛杉磯縣的交通基礎設施。 



MEASURE M方案 
洛杉磯縣交通改善計劃 

支持理由： 反對理由： 
 將加速并大大改善洛杉磯縣

的公共交通。 
 零售稅對居民而言並不是特

別大的財政負擔。 
 

 稅收沒有期限，而且需要全縣投票才能
取消。 

 有些社區要為對自己沒有直接利益的項
目買單。 

 一些項目要幾十年後才開始進行。 

支持者： 
 Metro董事會 
 洛杉磯市長埃裡克·加希提 
 洛杉磯市議會 
 《洛杉磯時報》 

反對者： 
 南灣城市政府委員會 
 城市政府委員會 
 比弗利山莊市 
 巴士乘客聯盟 



任何問題？ 
志願者可以協助： 
回答問題 
選民登記 
選民信息更新 



重要日期 
 10月24日——最後一天登記投票 
 11月1日——最後一天通過郵寄請求缺席投票 
 11月8日——最後一天通過郵寄返還缺席投票 
 11月8日——選舉日 
 

 



感謝您的參與，
請記得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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