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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加州提案分析與推薦 
由華人守望相助提供 

 

 

為幫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每一個提案，躲避提案陷阱，我們現在就來逐

一為大家介紹選票上的這 12 個提案。記得收藏、轉發，讓更多人知

曉。 

 

第 14 號提案為幹細胞研究提供更多藉款，建議投 NO 

 

加州選民於 2004 年投票批准借款 30 億美元，以資助州政府幹細胞研究

項目，現在錢已快用完。由矽谷房地產開發商羅伯特•克萊因（Robert 

Klein）等資助並發起的第 14 號提案，希望選民同意發放 55 億美元的

政府債券，以開啟新一輪借貸，繼續幹細胞研究。 

 

14 號提案將為幹細胞研究的支出方式製定規則，至少有 15 億美元將用

於研究與年齡有關的問題，例如阿爾茨海默氏症、帕金森症和癡呆症

等。支持者認為，繼續幹細胞研究可能是未來醫學突破的關鍵。 

 

14 號提案的 55 億美元債券資金，如果包含借貸利息，總成本會更高。

投否決票可以節省政府支出，避免政府亂花錢。 

 

第 15 號提案 增加商業地產稅，建議投 NO 

 

根據加州 1978 年通過的《第 13 號提案》，不動產以 1976 年的價值估

值，地產稅不超過估值的 1%，並嚴格限制每年漲幅不超過 2%，以此

來降低地產稅。 

 

由加州教師協會等資助並發起的第 15 號提案，是要按照市場價格重估

商業物業價值，並以此作為商業地產稅的計算依據。據測算，該提案

將增加每年 125 億美元的新的稅收收入，地方政府服務部門和學校將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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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提案將使商業物業價值重估，地產稅大幅增加。面對經營成本增

加，企業要么提高產品銷售價格，要么利潤減少以至虧損關門，最終

倒霉的可能還是消費者。所以商業團體堅決反對這一提案。 

 

問題還在於，今天提高的是商業物業地產稅納稅基礎，明天可能就是

重估居民自住房的地產稅納稅標準。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居民未來

將可能面對更沉重的地產稅。 

 

對於選票上的 Prop15，建議投否決票！ 

 

第 16 號提案 平權法案，堅決投 NO 

 

根據 1996 年加州 209 號法案，加州憲法禁止該州基於種族、性別、膚

色、民族等在公共就業、公共教育或公共承包方面歧視或給予任何個

人或團體以優惠待遇。由聖地亞哥民主黨議員雪莉•韋伯（Shirley 

Weber）提議的 ACA5（16 號提案）就是要廢止 209 號法案，其實質就

是允許在大學錄取、政府招工和工程承包等方面，可以將種族配額作

為錄取和選擇依據。 16 號提案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平權，而是讓種族歧

視在公共教育、政府機構等地方合法化。 

 

背叛華人利益的加州眾議員羅達倫（Even Low）在眾議會表決前，曾

“動情”演講：華裔學生因為 ACA5（Prop 16）而讀不了名校，可以去

讀社區大學！他即使不連任也要贊成 ACA5 法案！ 

 

帶有種族色彩、打著“機會均等”旗號的 PROP16 號法案，在給某族裔

部分人更多機會的同時，犧牲的是更多族裔的機會和利益！ 

 

PROP16 將讓大量能力不足、不能勝任大學教育的少數族裔學生勉強入

學，只會導致更高的退學率和畢業率下降，或者學生轉移到某些更容

易畢業、更低薪水預期的專業上，最終反而傷害到非裔和西裔學生，

大量浪費社會資源，浪費納稅人的錢，並導致加州整體競爭力下降。 

 

所以，對於 Prop 16，無論它包裝得多麼精美，請堅定投否決票！ 

 

第 17 號提案：恢復假釋犯投票權，建議投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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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加州，重刑犯只有在服完刑期和假釋後才能投票。 

 

由薩克曼托民主黨議員凱文•麥卡蒂（Kevin McCarty）提議，第 17 號

提案要恢復這些假釋犯人的投票權。支持者說，假釋犯正在重新融入

公眾生活，投票就像工作和繳稅一樣，假釋犯也是社區成員的一部

分。 

 

反對者說，表決是一項權利，只有在重刑犯完成其所有處罰（包括假

釋）之後，才應恢復投票權。 

 

對於抱持傳統價值觀的美國人，對於需要法律和秩序的選民，他們更

傾向於對 Prop 17 投下否決票。 

 

提案 18：允許 17 歲公民投票，建議投 NO 

 

在大選之年，民主黨之所以急於讓 17 歲學生擁有投票權，還是出於私

利，他們需要更多選票。因為教師工會親民主黨，學校教育灌輸的基

本上是民主黨的理念，所以，孩子們會懵懵懂懂走上街頭，他們中的

絕大部分都會是民主黨的堅定支持者。 

 

18 號提案由聖馬特奧民主黨議員凱文•穆林（Kevin Mullin）提議。支

持該提案的民主黨參議員阿庫萊塔（Bob Archuleta）說，為何要害怕這

些在街頭抗議的年輕人？是擔心他們會以現在這樣公平的方式改變社

會嗎？ “我認為我們應該理解這樣的新浪潮，應該支持它。” 

 

反對者指出，未滿 18 歲的人是兒童。共和黨議員布羅格斯（Andreas 

Borgeas）表示，這條提案給“成年人”的定義帶來了不一致性。他

說，降低投票年齡不會增加選民的參與度，只會造成另一個奇怪的不

規律現象。他舉例說，規定年滿 21 歲才能喝酒，如果離滿 21 歲還有

半年或幾個月時就都不能喝酒；規定 18 歲才能去賭場，那麼還差幾個

月時，當然就無法踏入賭場。 

 

對於 18 號提案，我們建議投否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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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19：老年人、重度殘疾人和自然災難受害人的住房保護法，建議

投 NO 

 

第 19 號公投提案將允許滿 55 歲的人、符合規定的嚴重殘障人士，和

符合規定的在自然災害中受災的人，在出售自住房後，在加州任何地

方買房時（至少自住 2 年），可部分或全部享受原房產的購買價來計

算房產稅，最多使用三次。此外，不居住在加州的居民如在加州有投

資房產或假期房，今後需要繳納房產稅了。按提案發起人民主黨議員

穆林（Kevin Mullin）估計，由該提案徵收的額外房產稅，長期收入每

年能超過 10 億美元。 

 

必須注意的是，該提案對子女繼承父母或祖父母的房產提出了限制，

使很多繼承人將來或不能享受原購買價的房產稅。新規嚴格要求繼承

人“自住”才可繼續使用原房產稅計價方式，並且如果所繼承的房產

漲價超出了 100 萬，超出的部分也要繳稅。 

 

議員庫利（Ken Cooley）持反對意見，認為這對加州的父母是嚴重的傷

害，或導致多年辛苦掙下的房產不能留給孩子。 

 

因為該提案對遺產房的房產稅做出新規，實為加稅。有居民擔心這是

打破現有原則，逐步提高房產稅的第一步。由於該提案的名稱以“保

護法”為名，絲毫未涉及遺產房，因此選民無法通過名稱來判定。那

些沒受過什麼教育的人，很容易根據誤導性的提案名稱去投票。 

 

對於 19 號提案，我們建議投否決票！ 

 

第 20 號提案：加強假釋和財產犯罪量刑，堅決投 YES 

 

加州在 2014 年通過 47 號公投案，將非暴力盜竊或詐騙、毒品犯罪金額

在$950 以下由重罪改為輕罪；2016 年通過 57 號公投案，允許非暴力犯

罪的罪犯有假釋機會。今年有人對這些法律提出異議，認為以減刑來

減少監獄人數的做法並不妥當，稱罪罰變輕會增加罪犯再次犯案的可

能性。由執法機構聯合民眾簽名運動而發起的 20 號公投案，將對 47

號和 57 號兩個法案減少罪犯刑罰方面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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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提案若通過，被定為輕罪的某些犯罪行為將改為重罪（felony），包

括武器盜竊、偷車、信用卡盜用等。該案還將建立兩種新的犯罪形

式：連環犯罪和有組織商業犯罪。該提案還將要求從被判犯有輕罪的

犯人獲取 DNA 樣本作為證據。 

 

加州需要重建法律秩序，對於 20 號提案，要堅決投支持票。 

 

 

第 21 號提案：地方租金控制，房東會投 NO 

 

第 21 號提案將取消當前州法律的限制，賦予市縣對超過 15 年房齡的

住宅實施租金控制權力，這些政策限制房東每年可以增加多少租金。

當新房客搬進來時，允許對房租上漲進行限制。 

 

對於該提案，由於房東和房客所處立場不同，支持還是反對，態度迥

異。 

 

第 22 號提案：共享經濟模式下的勞工政策，建議投 YES 

 

加州是全球共享經濟的發源地。過去十年時間，這裡先後誕生了

Airbnb、Uber、Lyft、DoorDash 等諸多共享經濟巨頭，引領著全球共享

經濟模式的探索和繁榮。作為美國經濟和人口第一大州，加州也是

Uber 和 Lyft 在美國的最大市場。 

 

然而加州民主黨議員單方面主導的 AB5 合同工法今年 1 月生效，按照

AB5 認定標準，Uber 和 Lyft 的司機、Instacart 和 DoorDash 的外賣員、

媒體網站的自由撰稿人都不屬於拿 1099 報表的合同工，而應該算成拿

W-2 報表的正式員工。 Uber 在加州擁有 20 多萬名簽約司機，Lyft 則擁

有超過 32 萬司機。 

 

如果網約車司機都要算成正式員工的話，那 Uber 和 Lyft 在加州就變成

了以 App 叫車的出租車隊公司，他們要給二三十萬名的網約車司機購

買不菲的醫療保險，提供最低工資、加班費和病假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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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嚴重的是，如果按照新法律的規定，這些上市公司勢必會為了控

製成本，盡可能控制全職司機的數量。這意味著大量冗餘司機都會失

去工作機會，社會閒置資源無法用於滿足乘客需求。為了保證利潤空

間，就只能上調乘車資費。同樣情況，DoorDash 和 Postmates 等在線送

餐公司也要養一個成本巨大的外賣員隊伍。換句話說，共享經濟模式

將在加州徹底崩塌。 

 

為了加州共享經濟的未來，請對 22 號提案投支持票。 

 

第 23 號提案：腎透析診所要求，建議投 NO 

 

數據顯示，加州約 600 家透析診所，每月為 8 萬名患者提供服務。第

23 號提案要求：在所有營業時間，腎透析診所必須至少有一名醫生在

場，診所必須為所有患者提供同等水平的護理，它還將要求診所報告

感染情況並獲得衛生部門的批准才能關閉。 

 

該提案和 2018 年的 8 號提案類似，該提案也要求對透析診所實施新規

定，但最終被選民否決。 

 

根據專家意見，腎透析診所可能無需配備醫生，而且配備專職醫生必

將導致費用上升，大大加重病患和保險公司負擔。 

 

對於 23 號提案，建議投否決票。 

 

第 24 號提案：消費者隱私保護，自行決定投 YES 或 NO 

 

加州全新的消費者隱私法已於 7 月 1 日開始被嚴格執行，法律有助於

保護消費者隱私數據。第 24 號提案進一步加強對消費者隱私的保護：

建立州隱私保護局，消費者可以出於任何原因禁止公司共享其個人信

息。 

 

第 24 號提案同時規定：在收集有關 16 歲以下消費者的數據時，公司

將受到限制；需要獲得父母或監護人的許可，才能收集 13 歲以下消費

者的數據。公司必鬚根據要求更正任何不正確的信息。 

 



 

7 
 

該法案的反對方認為現在加州的隱私保護法已經很嚴格了，所以不建

議再出台新的法案。 

 

對於該法案，支持還是反對，交由選民自己決定。 

 

第 25 號提案：用風險評估代替現金保釋，建議投 NO 

 

兩年前，州立法者通過了一項法律（SB10），以終止加州的現金保釋

制度。如果對第 25 號提案投贊成票，將保留該法律，用風險評估系統

代替現金保釋，該系統可讓人們根據各種因素在家裡等待審判。目

前，包括加州首席大法官在內的許多州政府官員都支持這項法律。 

 

對 25 號提案投否決票，表示將維持現金保釋制度，使人們在等待審判

時主要根據其支付能力而選擇留守或離開監獄。 

 

我們應該看到，取消保釋制度，會讓本來需要留守在監獄的犯人回到

家中，這會讓本來已經惡化的社會治安再增添不穩定因素。 

 

所以，為社區安全和法律秩序，建議對 25 號提案投否決票。 

 

為了自己，為了孩子和未來，今年華人不但自己要出來投票，還要動

員家人、鄰居、朋友一起出來投票。你手中的選票，才是那群專門欺

負和出賣華人利益的政客們最害怕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