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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州務卿辦公室，我很高興地介紹 2016 年大選選民的小冊子！  我們提供此全面指

引，作為參考工具來幫助您找到出現在您的選票上的候選人和全州措施的資訊，以及

動議與公投流程所需的補充資訊，其持續在我們州的民主裡扮演受歡迎的角色。

此次總統選舉年為您和其他華盛頓州的選民，在我們的地方，州和聯邦層級的政府

裡，提供了直接發言權的機會，包括誰將會被選為我們國家的下一任總統。請記住，

若要您的聲音被聽見，您必須在 2016 年 10 月 31 日週一以前，向您的郡選舉辦公室

登記投票。您可以在 www.myvote.wa.gov 驗證您的登記狀態。若需更多資訊，在 

vote.wa.gov，您會發現我們辦公室與 TVW 合作製作的一個影片選民指南。 至於

所有州選舉和選票議案的選舉結果的每分鐘更新，請下載州務卿選舉結果的應用程

式。

2016 年大選，包括許多重要和令人興奮的選舉。除了總統，還有一位美國參議院選舉、

全部 10 席的華盛頓州國會席位、我們的九間全州辦事處、三個最高法院選舉、和其他

地方的司法位置都在選票上。在州立法機構裡，眾議院全部 98 席和參議院的 49 席中的 
26 席也都要選舉。全州選票議案和當地的問題與選舉，都等待您的決定。                                                         

一旦您完成您的投票，可以郵寄或送往投票箱（請訪問 www.myvote.wa.gov 以找到在

您附近的箱子）。對於那些使用行動裝置簡訊投票的人，請到 GoVote (468-683) 以找

到離您最近的投票中心或投票箱。請記住，所有選票的郵戳必須不遲於 2016 年 11 
月 8 日或在 2016 年在 11 月 8 日晚上 8 時以前，放入郡選舉投票箱。

來自助理州務卿 Mark Neary 的消息

@secstatewa
/WashingtonStateElections
/WASecretaryofState

Mark Near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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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使用移動應用程式  
華盛頓州選舉結果

在華盛頓州投票

交回您的選票

資格

您必須至少已年滿 18 歲，是一名美國公民，華盛頓州
的居民，並沒有因犯有華盛頓刑事重罪而受到懲教部的監
管。

登記投票及更新您的地址

已超出更新您的投票地址的截止限期。請與先前的郡選舉局
聯絡，以在您的新地址申請一張選票。

新選民可在 10 月 31 日或之前親臨您的郡選舉部登記。

服役選民豁免於選民登記截止日期的限制。

填寫您的選票和簽署
您的回郵信封。

在 11 月 8 日，晚上 8 時
之前以郵寄方式交回，或
投入一個官方選票投放
箱 。

您的選票將會郵寄給您
在選民登記上提供的地
址。

1 2 3

我的選票在哪？

您的選票將在 10 月 21 日前
寄出。

如果您需要一張替代選票，請
聯絡列於 宣傳冊結尾處的 郡選
舉部門。

郵寄投票

查閱

選舉結果

VOTE.W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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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票議案程序

出自人民的法律

在一項提呈給人民的動議案 或一項 提呈

給議會的動議案 出現在選票上之前，贊助

人必須收集… 

在複決議案 出現在選票上之前，贊助人必
須收集…

動議案和公民複決  
在獲得簡單 

多數選票後
成為法律

123,186 個
選民 
簽名

在最近一次州長競選中所有投票

的 4%

246,372 個
選民簽名

在最近一次州長競選中所有投票

的 8%

動議案

任何選民都可以提議一項動議案，以制

定一條新的州法律或更改現有的法律。

提呈給人民的動議案
是直接向選民提呈的提議法律。

提呈給議會的動議案 

是向議會提呈的提議法律。

複決案
任何選民都可要求在法律生效前，將議會

提議的法律提交給選民投票表決。

複決法案 
是議會提交給選民投票的提議法律。

複決議案 

是指選民要求進行投票表決的議會最近

通過的法律。



6 第1433號動議案

州務卿對意見或説明的内容概不負責。  

（華盛頓州行政法規WAC 434-381-180）。

第1433號動議案有關勞工標準。

本議案將增加州最低工資：於2017 年增至 $11.00、2018 
年增至 $11.50、2019 年增至 $12.00，以及 2020 年增至 
$13.50，且要求僱主提供帶薪病假及採納相關法律。

本議案應該被立例成法嗎？ 

[  ]  應

[  ]  否

提案説明                                                        7
財政影響説明                                                  8
支持和反對的理由                                          17

動議案號：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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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由司法部長辦公室撰寫

現行法律規定 

2016 年華盛頓為 18 歲及以上的僱員提供的最低
工資是每小時 9.47 美元。對於未滿 18 歲的僱
員，華盛頓勞工與工業局設定了最低工資標準。
勞工與工業局已決定，16 歲或 17 歲的工人必
須獲得成人的最低工資。而 2016 年對未滿 16 
歲的工人則支付成人最低工資的 85%，即每小時 
8.05 美元。針對 7 天工作週內的工作時數超過 
40 小時的僱員，僱主必須支付僱員正常工資率的
至少 1.5 倍的加班工資。僱主不能使用小費作為
應支付給工人最低工資的信用憑證。

部分城市已採納了當地法律，此法律要求在這些
城市內提供較高的最低工資。在當地較高的最低
工資適用的情況下，僱主必須支付較高的最低工
資。如果聯邦法律或當地法律設定了比州法律所
要求的最低工資更低的金額，則以較高的州最低
工資為準。

勞工與工業局於每年秋季對州最低工資核算了生
活費的調整，新的工資率於來年 1 月 1 日生
效。勞工與工業局會根據通貨膨脹率核算最低工
資上漲。

大多數工人對於全部工作時數必須至少獲得最低
工資。但是當前有一些工人未享受到州最低工資
法的待遇。例如，以獨立承包商、臨時工、某些
《白領》專業人員以及合格組織的志願者為身份
進行工作的人員未享受到此待遇。

目前還沒有要求僱主提供帶薪病假的州法律。但
部分城市已通過了要求僱主提供帶薪病假的當地
法律。在當地法律未要求帶薪病假時，帶薪病假
被認為是一種福利，僱主可根據協議或政策來選
擇提供此福利。

根據華盛頓家庭照顧法案，如果僱主提供帶薪休
假，則其僱員可以使用獲得的帶薪休假照顧生病
的家庭成員。涵蓋的家庭成員包括孩子、父母、
配偶、已登記的家庭伴侶、配偶的父母以及祖父
母。

此外，由聯邦法律和州法律規定工人何時可以獲
得無薪假。目前聯邦家庭醫療休假法案和州家庭

休假法案允許一些工人在仍保留他們工作的情況
下獲得最多 12 週的無薪假。若要獲取資格，
工人必須為僱主工作至少 12 個月，總計為至少 
1,250 小時，並且此僱主必須擁有 50 名或更多
的僱員。無薪假可用於以下情況：工人從重病中
康復，照顧處於嚴重健康狀況的孩子、配偶或父
母，或是照顧新生嬰兒、剛領養的孩子或寄養子
女。

根據華盛頓家庭暴力休假法，家庭暴力、性侵犯
或潛行追蹤的受害者及其家人亦可獲得合理的休
假，以便滿足法律或執法機關的需求、尋求治
療、獲取服務、搬遷或採取其他措施以確保受害
者的安全。此法律未規定家庭暴力休假為帶薪休
假，但僱員可以選擇使用帶薪休假（若此僱員擁
有此假）。

勞工與工業局執行華盛頓的最低工資法案、州休
假法以及並採用與這些法律有關的規則。

擬議議案若經批准後所帶來的影響 

第 1433 號動議將會在四年內漸進式增加每小時
的最低工資並要求僱主提供帶薪病假。此議案還
將採納有關獲得並使用帶薪病假的相關法律。

第 1433 號動議將會為 18 歲及以上的僱員將每小
時的最低工資於 2017 年 1 月 1 日增加到 11.00 
美元；於 2018 年 1 月 1 日增加到 11.50 美元；
於 2019 年 1 月 1 日增加到 12.00 美元；並於 
2020 年 1 月 1 日增加到 13.50 美元。勞工與工
業局必須依然為未滿 18 歲的僱員設定最低工資標
準。於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最低工資率將根據
通貨膨脹率每年再次進行調整。如果當地法律要求
在城市內實行更高的最低工資，則當地最低工資將
適用。

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僱主將需要為享受最低
工資法待遇的僱員提供帶薪病假。僱主將需要按
僱員的工資率或按新的最低工資（以較高金額為
準）為僱員的病假付薪。僱員將於每 40 個工作時
數即可獲得至少一小時的帶薪病假，而僱主可以
提供更長時間的帶薪休假。此議案將會要求僱主
允許僱員在雇用 90 天後使用帶薪病假。病假可
用於滿足僱員自己的醫療需求或用於照顧有醫療
需求的家庭成員。家庭成員則包括：配偶或已登
記的家庭伴侶；孩子；父母、繼父母或法定監護

第1433號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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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影響説明
由財政管理辦公室撰寫
更多資訊請查閲 www ofm wa gov/ballot

第1433號動議案

人；祖父母；孫子/孫女；以及兄弟姐妹。當僱員
的營業場所或其孩子的學校或托兒服務因健康相
關原因受命令關閉時，亦可使用帶薪病假。帶薪
病假可以用作家庭暴力休假。

當僱員想要獲得帶薪病假時，僱主可以要求僱員
提供合理的通知。在缺勤將持續長於三天的情況
下，僱主亦可要求核實僱員告假的確是為了已授
權的目的。僱主不能要求僱員為了能夠獲得帶薪
病假而搜尋或查找頂替工。

僱主將需要提供僱員有關他們已獲得的帶薪病假
數量的經常通知。長達 40 小時的病假可以順延
至下一年，如果僱主願意，可允許更長的順延時
間。若僱員離職時，僱主將不必為僱員未使用的
病假支付薪資。在僱員離職並在一年內由同一僱
主重新僱用的情況下，則必須恢復此僱員之前所
獲得的病假。

此議案將會讓州最低工資法案，包括州最低工
資、加班和新的帶薪病假要求，明確地適用於與
社會福利服務部簽合同的人員，從而根據特定計
劃為殘障人士提供照護。但是此議案並未擴展州
最低工資法案，使其適用於當前未享受此法案待
遇的其他工人。

對於適當使用帶薪病假的僱員，僱主將不被允許
歧視或報復，或是懲罰。僱員不能同意接受少於
其根據此動議有權獲得的。勞工與工業局將會執
行新的法律，並且必須採納能夠貫徹和執行此法
律的規則。

總結
第 1433 號動議案在未來六個財政年度內，將提
高州稅收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開銷。由於僱主以
更高的工資為基礎支付失業保險信託基金稅費，
因此州稅收將提高。州常務資金開銷在前四個財
政年度中將降低，但是在第五和第六財政年度將
提高。每個財政年度的所有其他資金開銷都將提
高。增加超出由動議案造成的州常務資金支出的
任何降低。地方學區開銷將提高。其他地方政府
委員會開銷影響無法估計。

一般假設
•	 該動議案的生效日期是 2017 年 1 月 1 日。然

而，有薪病假要求在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
•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以 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為一個州財政年度來進行預算。例如，2018 
財政年度 (FY) 是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	 在本說明中，僅報告州預算中包括的那些聯
邦資金。

•	 一個日曆年 (CY) 是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	 一個學年是 9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	 一名全職人力工時 (FTE) 員工的工作時間相當

於一個日曆年 2,080 小時。
•	 有三個城市制定的最低工資法令高於第 1433 

號動議案 (I-1433) 中的規定。本財政影響說明
並不說明那些法令的影響。

•	 最低工資增加的成本的計算是根據 I-1433 中
設定的最低工資率，減去現行州最低工資法
中增加的預估成本。下方顯示財務管理辦公
室對於現行法律下的最低工資的預估，以及 
I-1433 下的必要和預估金額。

2017 年 1 月 1 日   9.55 美元 11.00 美元

2018 年 1 月 1 日   9.77 美元 11.50 美元

2019 年 1 月 1 日 10.02 美元 12.00 美元

2020 年 1 月 1 日 10.28 美元 13.50 美元

2021 年 1 月 1 日 10.56 美元 13.86 美元

2022 年 1 月 1 日 10.83 美元 14.23 美元

在現行法律
下預估的時
薪工資率

日期 I-1433 下的
時薪工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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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財政年度的通貨膨脹預估假設為 2.7%， 
2022 財政年度假設為 2.6%。

州稅收假設
就業保障部 (ESD) 向僱主收取稅費，以用於失業
保險 (UI) 信託基金。  

州稅收
提高最低工資增加了許多僱主的應稅工資基數。
這使得更多工資需要繳納 UI 信託基金稅。表 1 提
供了額外 UI 信託基金稅收的財政年度估算額。

（見表1第12頁）  

州開銷假設
•	 對於所提供工資和福利超過動議案要求之目

前集體談判協議所涵蓋的機構員工，假設沒
有開銷影響。

•	 州立機構和地方政府透過企業服務部管理的
供應商合約購買商品和服務。如果動議案產
生了更高的成本，並傳遞給州，則供應商很
可能會提高購買商品和服務的成本，但是無
法估計增加的金額。 

•	 州常務基金的開銷可用於任何政府活動，例
如，教育；社會、衛生保健和環境服務；以
及其他一般政府活動。

州開銷
I-1433 會影響多個州立機構和高等教育機構。表 
2 中總結了最低工資提高和受薪病假要求對於機
構的影響。在每個機構標題下解釋了每個機構估
計開銷的額外細節和假設。

（見表2第12頁）

勞工與工業局
勞動與工業局 (L&I) 需要採取和實施規定，才能貫
徹和執行 I-1433。L&I 將需要估計為 17.8 全職人
力工時 (FTE) 以進行下列活動：諸如調查最低工
資和病假違規投訴，以及報復和歧視申訴；對於
僱主進行新要求的對外宣傳和交流；規劃資訊技
術；以及制定規定。

表 3 提供了 L&I 實施成本的估計全職人力工時 
(FTE) 和開銷。

（見表3第12頁）

社會和健康服務部
I-1433 影響了社會和健康服務部 (DSHS) 的多個計
劃。按計劃顯示這些影響。為了管理和運行這些
計劃，州開銷通常和聯邦資金相匹配，所以在適
用時同時顯示州和聯邦開銷影響。為了說明財政

影響，在表 2 的總計中和表 4 的財政影響總結中
僅納入了州開銷影響。

部門與許多供應商簽約，這些供應商提供服務給
兒童做兒童護理和行為康復；給在養老院需要護
理的個人；給需要長期謢理的個人；以及給在家
需要個人護理援助的成人，等等。這些包括為了
在各種環境的社區中居住之客戶提供直接護理的
供應商。許多供應商合約在基於績效的交付基礎
上，或者使用議定的服務單元費率進行支付。

表 4 總結了 I-1433 對所有 DSHS 計劃的影響。

（見表4第13頁）

經濟服務管理局 (DSHS)
I-1433 將對《基本食物》計劃和《貧困家庭臨時
援助》計劃 (TANF) 產生財務影響。《基本食物》
計劃（原名為食物券）為低收入個人和家庭提供
食物福利。《基本食物》計劃中，大約 2% 的資
金來自州常務資金，而剩餘 98% 則來自聯邦資
金。TANF 計劃為低收入家庭提供臨時現金援助。
大約 50% 的 TANF 計劃資金來自州常務資金。

當個人或家庭的收入提高時，福利金額可能會减
少，福利申請可能會遭拒及/或目前的接受者可能
會從計劃中被終止。案例數目影響和成本節約的
預估，是使用從 2015 年 12 月開始的實際案例數
目和工資收入資料。表 5 和表 6 總結了 I-1433 對
於計劃的影響。

（見表5和表6第13頁）

發育障礙管理局和老化與長期照護管理局 
(DSHS)
長期照護管理局的家庭和社區服務部門，為了殘
障人士和老人制定長期照護服務並支付費用，並
且優先考慮低收入個人和家庭。根據就服務事業
員工國際工會醫療保健 775NW 達成的 2015–17 
集體談判協議，如果簽約個人提供者為兒童和
成人提供服務的薪水範圍是 12.00 美元/小時到 
15.65 美元/小時，則經 DSHS 評估後符合資格
獲得 Medicaid 個人照護。考慮到動議案中提供的
工資差異，目前的 SEIU 醫療保健 775NW 的集體
談判協議已經滿足或超過直到 2019 年所需，以
及 Medicaid 簽約家庭護理機構所要求的金額。因
此，從 2017 財政年度到 2019 財政年度，對個人
提供者沒有財政影響。

表 7 顯示在 2019 財政年度之後，對個人提供者的
預估影響。

（見表7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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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管理局
I-1433 影響了多個醫療保健管理局 (HCA) 計劃。
表 8 提供了所有預期的計畫影響的總結。這些影
響是由於符合資格獲得福利的人員變少。每個計
劃的詳細解釋如下。

（見表8第14頁）

HCA 使用預算的州財政年度人均費率乘以每個
財政年度的受影響人口變更，以估計對於受影響 
Medicaid 人群的總體影響。人均費率每年計算
兩次。在調整 Medicaid 預測人均費率後，這個估
計至很可能發生變化。此外，2017 財政年度人均
費率不假設案例數目混合、通貨膨脹或其他因素
發生變化。表 9 顯示了 HCA 預估的所有 Medicaid 
計劃影響。這些影響是由於符合資格獲得福利的
人員變少。（表 9 是表 8 的一個子集。）

（見表9第14頁）

家庭醫療成人 (HCA)
本計劃為成人護理者提供的醫療保健，且修改了調
整後總收入 (MAGI) 資格最低金額，為聯邦貧困水
平 (FPL) 的 54%。提高州最低工資可能導致此計劃
目前涵蓋的一些客戶失去資格，然後符合《新合格
成人群組》的資格。提高州最低工資還可能導致現
行客戶超過收入資格限制，從而符合透過健康福利
交易所的非蘋果健康 (non-Apple Health) 保險資格。
這很可能會節省 HCA 的資金。然而，完整影響可
能要到 2019 年才能實現，彼時，最低工資會達到
每小時 12.00 美元。FPL 和資格要求的任何變化都
可能變更對於 HCA和 Medicaid 計劃的影響。表 10 
顯示了最低工資對於家庭 Medical 開銷的影響。

（見表10第14頁）

新合格成人群組 (HCA)
本計劃根據平價醫療法案，向收入達 FPL 138% 
的成人提供醫療保健。為此群體提供的服務主要
由聯邦提供資金，並且人口數量的任何變化都將
對州資金造成有限影響，這是因為聯邦匹配費率
變化較小。預計從 2017 年開始，聯邦匹配逐漸提
高，直到在 2020 年達到 90%。FPL 和資格要求
的任何變化都可能改變對於 HCA和 Medicaid 計劃
的影響。表 11 顯示了最低工資提高對於《新合格
成人群組》的影響。

（見表11第14頁）

各種兒童計劃 (HCA)
根據 MAGI 限制，高於 FPL 312% 的兒童不符
合 Medicaid 資格。在 2020 年之前，該收入範圍
內的家庭不太可能受到最低工資變化的影響，彼

時，工資會達到每小時 13.50 美元。表 12 顯示了
最低工資提高對於兒童計劃的影響。

（見表12第14頁）

早期學習部
早期教育部與許多供應商簽約，直接為兒童和家
庭提供兒童護理、學前和早期學習服務。許多供
應商合約在基於績效的交付基礎上，或者使用議
定的服務單元費率進行支付。與州資金結合，許
多供應商獲得聯邦資助和私人資助，以經營其完
整的業務範圍。因此，無法預估對於這些供應商
合約和費率的潛在影響。

高等教育機構
州高等教育系統包括學士學位部門（四年制機
構）和社區與技術學院系統（兩年制學校）。學
士學位部門是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州立大學、中
央華盛頓大學、東部華盛頓大學、常青州立大學
和西部華盛頓大學。社區與技術學院部門是位於
全州的 34 個學院。

為四年制機構工作的絕大多數分類和專業員工所
賺取的工資和福利水平已高於 I-1433 中要求的那
些水平。受到動議案影響的員工主要是學生，以
及臨時的按季節和小時計酬的員工。在華盛頓大
學，有 12% 可能受到影響的員工在華盛頓大學醫
療系統工作。

高等教育的假設
對於在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員工，開銷預估中做出
下列假設：
•	 工資估計包括基於支付的提高的員工福利成

本（例如僱主對社會保障的貢獻）。
•	 成本估計由學士學位機構和州社區與技術學

院董事會各代表自己進行計算。  
•	 高等教育員工通常每月可獲得八小時病假。

然而，他們並不這樣做，而是基於每 40 工時
累計病假。 

•	 病假估計只包括在有人缺勤時必須有替代工作
人員填補的那些職位。大多數會受到動議案影
響的職位在有員工生病時不需要進行填補。

為了實施 I-1433，大多數學士學位機構會產生一
些行政成本，主要用於根據動議案的要求，追蹤
員工休假的工作人員。表 13 按財政年度提供了成
本預估和 FTE。

（見表13第15頁）

表 14 中顯示了最低工資和病假填補成本。

（見表14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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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 教育
如 RCW 28A.150.260 和綜合撥款法案所定義，州
透過公式化工作人員組織和薪資，將資金分配給各
學區。I-1433 不會改變典型學校工作人員比例。

經過認證的教學工作人員的現行每小時薪資分配
為 24.79 美元，經過認證的行政工作人員為 29.23 
美元，而分類工作人員為 16.06 美元。這些分配
將繼續超過 I-1433 中確定的最低小時工資。

經過認證的教學工作人員的薪資分配是針對全日
制學年。行政和分類工作人員的薪資分配是針對
全日制日曆年。資金是用於分配目的，不會根據
實際工作天數或生病天數進行調整。因此，根據
動議案進行的最低工資或病假權利的相關改變，
對於學區的分配預計不會發生任何變化。

就業保障部
根據州法律，I-1433 將提高就業保障部計算的年
平均工資。因此，最低和最高週失業福利金額將
提高，意味著失業申請人可以獲得更高的週福利
金額。

表 15 提供了提高的申請人福利支付的財政年度估
計。

（見表15第15頁）

附加稅和福利支付組合對 UI 信託基金造成整體影
響。請注意，在僱主 UI 稅徵收和福利支付之間有
為期四年的滯後。該稅基於為期四年的經驗費率
因素（例如，2020 年的僱主稅率基於 2015 年和 
2019 年之間的福利費用）。然而，福利支付會立
即支付。此外，當向信託基金支付 UI 稅的僱主數
目發生變化時，福利支付的成本分攤到所有支付
僱主（稱為社會成本因素）。稅收與福利支付之
間的滯後以及社會成本因素的組合，導致對於 UI 
信託基金的淨影響。

表 16 提供了最低工資的變化對於 UI 信託基金造
成的總體財政年度影響。 

（見表16第15頁）

州員工薪酬
州將承擔對最低工資實施變更產生的成本，包括
提高薪資低於最低工資工作人員的工資，以及基
於薪資之員工福利（例如僱主對社會保險的貢
獻）的增加成本。 

州員工（高等教育員工除外）通常每月可獲得八
小時病假。然而，他們並不這樣做，而是基於每 
40 工時累計病假。假設可以對病假累計方式進行

更改以滿足 I-1433 的要求，而不會導致總體病假
成本明顯提高，儘管實施動議案的要求可能會產
生一些行政工作。

表 17 顯示了由於最低工資提高而對州員工薪酬造
成的預估影響。

（見表17第15頁）

地方政府收入
根據 I-1433，地方政府收入無變化。

地方政府開銷
I-1433 對地方政府的開銷影響不確定。I-1433 可
能造成最大開銷影響的司法管轄區是小型地方政
府，例如城鎮、公園區和圖書館區。這是由於它
們的大小和對季節性或兼職員工的依賴性，這些
員工的現行工資可能低於動議案中指定的時薪工
資率，並且目前可能未累計任何病假。

對於大多數司法管轄區，I-1433 的影響可能是較
小（少於 50,000 美元）到中等（100,000 美元至 
250,000 美元）。然而，每個司法管轄區都可能遇
到一系列的影響，這取決於它僱用的全職和兼職員
工數目，以及個人病假政策。 許多（如果不是全
部）司法管轄區更新政策和工資管理將產生較小的
一次性成本。

華盛頓州地方政府提供較少有關病假累計的資
訊。 2015 年華盛頓州城市薪資和福利調查協會（僅
調查永久全職的地方政府員工）的資料表明，有六
個司法管轄區（每個都是人口不到 500 的城鎮）沒
有達到此動議案所要求的有薪病假最低累計水平。  

沒有資料可用於估計兼職和季節性地方政府員工
的有薪病假要求的開銷影響。

地方學區開銷假設

•	 在未來幾年內，學區將繼續僱用相同數目的
個人工作相同的小時數。

•	 與 I-1433 的要求相比，現行集體談判協議為
員工提供更多病假。 

地方學區開銷
在 2015 至 2016 學年，學區以低於 I-1433 中確
認之最低工資金額的時薪僱用了 1,656 FTE。額外
福利包括在學區的估計成本中。為了提高薪資以
滿足 I-1433 中確認的最低工資，學區開銷將如表 
18 所示提高。

遵循 I-1433 的病假要求不會產生任何其他開銷。

（見表18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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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在失業保險信託基金內存放的稅收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500,000
美元

2,500,000
美元

6,500,000
美元

14,000,000
美元

25,400,000
美元

35,100,000
美元

表 2 — 州立機構和高等教育機構估計開銷總結

帳戶 機構 2017 財政
年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州常務
資金

社會和健康服
務部

(394,150
美元)

(524,545
美元)

(640,581
美元)

1,463,263
美元 

6,003,012
美元 

11,799,679
美元

醫療保健管
理局

(5,484,000
美元)

(6,446,000
美元)

(6,812,000
美元)

(9,548,000
美元)

(9,636,000
美元)

(9,730,000
美元)

高等教育委
員會

745,000
美元

1,766,000
美元

2,246,000
美元

3,827,000
美元

4,871,000
美元

5,225,000
美元

州員工薪酬
（高等教育除
外）

3,630
美元

5,536
美元

13,991
美元

24,344
美元

25,001
美元

25,651
美元

州常務
資金總計

(5,129,520
美元)

(5,199,009
美元)

(5,192,590
美元)

(4,233,393
美元)

1,263,013
美元

7,320,330
美元

所有其
他資金

勞工與工業局 0
美元

2,823,500
美元

1,598,000
美元

1,499,000
美元

1,499,000
美元

1,499,000
美元

醫療保健管
理局

1,756,000
美元

(1,799,000
美元)

(2,467,000
美元)

(8,487,000
美元)

(8,660,000
美元)

(8,765,000
美元)

社會和健康服
務部

0
美元

0
美元

0
美元

3,271,000
美元

9,179,000
美元

16,407,000
美元

就業保障部 6,600,000
美元

22,000,000
美元

41,200,000
美元

63,700,000
美元

86,700,000
美元 

111,800,000
美元

高等教育委
員會

1,111,000 3,137,000 4,115,000 6,785,000 8,530,000 9,164,000

州員工薪酬
（高等教育除
外）

0
美元

15
美元

105,793
美元 

111,510
美元

114,521
美元

117,498
美元

其他資金總計 9,467,000
美元

26,161,515
美元

44,551,793
美元

66,879,510
美元

97,362,521
美元

130,222,498
美元

所有資金總計 4,337,480
美元

20,962,506
美元

39,359,203
美元

62,646,117
美元

98,625,534
美元

137,542,828
美元

表 3 — 勞工與工業局實施成本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全職人力工時 
(FTE)

無 17.8 15.3 14.2 14.2 14.2

其他資金成本 0
美元

2,823,500
美元

1,598,000
美元

1,499,000
美元

1,499,000
美元

1,499,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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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社會和健康服務部的彙總開銷影響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州成本 (394,150
美元)

(524,545
美元)

(640,581
美元)

1,463,263
美元

6,003,012
美元

11,799,679
美元

其他成本 0
美元

0
美元

0
美元

3,271,000
美元

9,179,000
美元

16,407,000
美元

總計 (394,150
美元)

(524,545
美元)

(640,581
美元)

4,734,263
美元

15,182,012
美元

28,206,679
美元

表 5 — 案例數目對於《基本食物》計劃州資金開銷的影響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拒絕/終止
（案例數目）

558 835 1,847 3,870 3,870 3,870

福利減少（案
例數目）

32,029 37,728 40,248 46,894 46,894 46,894

總成本 (170,585
美元)

(232,143
美元)

(292,688
美元)

(525,638
美元)

(577,435
美元)

(585,286
美元)

表 6 — 案例數目對於 TANF 計劃開銷的影響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拒絕/終止（案
例數目）

23 37 48 97 97 96

福利減少（案
例數目）

498 545 575 628 625 622

總成本 (233,565
美元)

(292,402
美元)

(347,893
美元)

(574,099
美元)

(761,553
美元)

(738,035
美元)

表 7 — 個人提供者開銷影響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州成本 0
美元

0
美元

0
美元

2,563,000
美元

7,342,000
美元

13,123,000
美元 

聯邦成本 0
美元

0
美元

0
美元

3,271,000
美元

9,179,000
美元

16,407,000 
美元

總計 0
美元

0
美元

0
美元

5,834,000 
美元

16,521,000
美元 

29,53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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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HCA 對所有醫療保健局計劃的預估影響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州成本 (5,484,000
美元)

(6,446,000
美元)

(6,812,000
美元)

(9,548,000
美元)

 (9,636,000
美元)

(9,730,000
美元) 

聯邦成本 1,756,000
美元

(1,799,000
美元)

(2,467,000
美元)

(8,487,000
美元)

(8,660,000
美元)

(8,765,000
美元) 

總計 (3,728,000
美元)

(8,245,000
美元)

(9,279,000
美元)

(18,035,000
美元) 

(18,296,000
美元) 

(18,495,000
美元) 

表 9 — 對於 Medicaid 計劃的總計預計影響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州成本 (2,742,000
美元)

(3,223,000
美元)

(3,406,000
美元)

(4,774,000
美元)

(4,818,000
美元)

(4,865,000
美元) 

聯邦成本 1,756,000
美元

(1,799,000
美元)

(2,467,000
美元)

(8,487,000
美元)

(8,660,000
美元)

(8,765,000
美元) 

總計 (986,000
美元)

(5,022,000
美元)

(5,873,000
美元)

(13,261,000
美元) 

(13,478,000
美元) 

(13,630,000
美元) 

表 10 — 絕對貧困家庭 Medical 案例數目和州成本影響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案例數目影響
（案例數目）

(15,205) (16,916) (17,673) (18,699) (18,794) (18,890) 

州成本 (2,522,000
美元)

(2,806,000
美元)

(2,932,000
美元)

(3,102,000
美元)

(3,118,000
美元)

(3,134,000
美元) 

表 11 — 新合格成人案例數目和州成本影響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案例數目影響
（案例數目）

12,862 3,698 2,180 (15,013) (15,255) (15,500) 

州成本 235,000
美元

81,000
美元

56,000
美元

(549,000
美元)

(557,000
美元)

(566,000
美元) 

表 12 — 兒童計劃案例數目和州成本影響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案例數目影響
（案例數目）

(3,485) (3,800) (4,027) (8,842) (9,010) (9,182) 

州成本 (455,000
美元)

(498,000
美元)

(530,000
美元)

(1,123,000
美元)

(1,143,000
美元)

(1,165,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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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 失業保險信託基金的福利支付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7,100,000
美元

17,500,000
美元

24,800,000
美元

35,000,000
美元

46,200,000
美元

57,400,000
美元

表 16 — 失業保險信託基金影響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6,600,000
美元

22,000,000
美元

41,200,000
美元

63,700,000
美元

86,700,000
美元

111,800,000
美元

表 14 — 高等教育最低工資和病假填補成本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4 年制機構工
資和福利成本

1,539,000
美元

3,880,000
美元

5,059,000
美元

8,994,000
美元

11,547,000
美元

12,498,000
美元 

4 年制病假
填補

0
美元

127,000
美元

256,000
美元

258,000
美元

263,000
美元

267,000
美元 

社區與技術學
院最低工資
成本

317,000
美元

628,000
美元

731,000
美元

1,045,000
美元

1,276,000
美元

1,309,000
美元

表 13 — 高等教育行政實施成本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全職人力工時 
(FTE)

0.0 2.9 5.3 5.3 5.3 5.3 

成本 0
美元

268,000
美元

315,000
美元

315,000
美元

315,000
美元

315,000
美元 

表 17 — 州員工（非高等教育）實施成本

2017 財政年
度

2018 財政年
度

2019  財政年
度

2020 財政年
度

2021 財政年
度

2022 財政年
度

3,630
美元

5,551
美元

119,784
美元

135,854
美元

139,522
美元

143,149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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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 最低工資對於學區的影響

2017 日曆年 2018 日曆年 2019 日曆年 2020 日曆年 2021 日曆年 2022 日曆年

估計消費者價
格指數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9% 1.9%

薪資提高 447,670
美元

679,744
美元

976,906
美元

3,316,619
美元

4,084,651
美元

4,867,277
美元

分類工作人
員額外福利 
(22.72%)

101,711
美元

154,438
美元

221,953
美元

753,536
美元

928,033
美元

1,105,845
美元

總日曆年成本 549,381
美元

834,182
美元

1,198,859
美元

4,070,155
美元

5,012,684
美元

5,973,122 
美元

州財政年度
成本

274,690
美元

691,781
美元

1,016,520
美元

2,634,507
美元

4,541,419
美元

5,492,903
美元

第1433號動議案

查找選票投放箱

發送簡訊《VOTE》（投票）到 

GOVOTE (468-683) 來查詢距您最
近的選票投放箱和投票中心。

此服務免費，但會收取標準的訊息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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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理由 反對理由
第 1433 號動議案對於我們的工人、家庭和經濟有好處

第 1433 號動議案可以確保每位華盛頓州的工人在 2020 
年之前可獲得帶薪病假和安全休假，並且逐步採用每小
時 13.50 美元的最低工資。

將我們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

華盛頓州居民應該有能力照顧好他們自己或者生病的孩
子，無需在家庭和飯碗之間做出選擇。至關重要的是要
通過一項常識性法律，例如帶薪病假這種法律，來幫助
預防疾病的傳播以及保證客戶、員工、孩子、老人以及
我們家庭的安全。

當在餐廳、食品雜貨店以及托兒服務的工作人員被強迫
帶病工作時，我們的社區就會暴露在疾病環境之中。事
實上，70% 的與食品相關的諾羅病毒感染的爆發是由於
生病的食品工人帶病工作所造成的。

創造更多的經濟機遇

第 1433 號動議案會提高超過 73 萬名低工資工人的收入
水準，幫助家庭擺脫貧困以及發展經濟。當工人們有更
多的錢可以支配的時候，他們就會在當地商業裡消費。
第 1433 號動議案將向當地經濟注入將近 25 億美元。這
需求接著創造更多薪金優厚的工作。這也是在 2014 年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各州，比起讓工資停滯的州，就業
增長較快的原因所在。簡而言之，此動議案為華盛頓州
的企業、工人以及家庭的繁榮提供了幫助。

透過為第 1433 號動議案投《贊成》票，我們可以使華
盛頓州成為生活、工作以及養家的更美好的地方。

對反對理由的反駁

第 1433 號動議案透過提供帶薪病假和創造經濟機會，將
我們的健康和安全置於首位。經由獨立經濟學家的反覆
研究（包括華盛頓大學）證明在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時物
價並未上漲。第 1433 號動議案節省了本州的資金，並且
並沒有對任何人徵收新稅項。相反，該議案發展了我們
的經濟並且創造了就業機會，因此勞動家庭可以有更多
的錢可以在全州的社區中進行消費。

作者

Ariana Davis，倫頓，公民贊助人和食品雜貨店工人；Ron 
Cole，西雅圖市註冊護士；Molly Moon，西雅圖市，莫
莉姆恩手工霜淇淋 (Molly Moon’s Homemade Ice Cream) 
企業主；Mary Bell，達文波特市，緊急救護員 (EMT)；
Shahrokh Nikfar，斯布堪郡，Mediterrano 餐廳，科菲阿
芙佳朵 (Café Affogato) 企業主；Don Orange，溫哥華，赫
斯禮艾科汽車公司 (Hoesly EcoAutomotive) 企業主

聯絡：(206) 709-1313；info@raiseupwa.com；
www.RaiseUpWA.com

我們確實需要一套可以惠及每個人（包括工人、消費者
以及小企業）的最低工資標準，這套工資標準需要考慮
全州各處不同生活成本、某些工作的獨特工資結構以及
新工人對培訓工資的需要。遺憾的是，I-1433 是一份糟
糕制定的議案，該議案會對工人以及華盛頓州的經濟產
生弊大於利的影響。

使本州的預算問題更加糟糕

該動議案增加了 8500 萬美元的新稅收，但會使本州的開
支增加 3.63 億美元。本州對無法為教育提供資助的情況
持輕視態度，並且還必須要籌集數十億美元來資助我們
的學校。這會使問題更加糟糕。

西雅圖尚未取得成果

西雅圖已經通過了每小時 15 美元的最低工資標準。西雅
圖市的經濟學家承認最初增加到每小時 11 美元的工資
標準無法讓工人們受益。雖然每小時的平均工資已經增
加，但是工時減少了且工作機會也減少了。同時，消費
者付出更多卻買到更少。小企業也正在受到傷害。

華盛頓大學的一份研究警告說，本州內的大多數社區無
法吸收 30% 的工資增長。這意味著工作機會和小企業進
一步減少，商品價格進一步上漲，並且年輕人獲得工作
經驗的機會也更少。

我們無法承擔這樣的風險

華盛頓州已經擁有全美第 8 高的最低工資標準。這會使
年輕人找工作更加困難。增加新要求並且將最低工資跳
躍增加 30%，這對於工人、消費者以及小企業而言將是
一個無法承擔的風險。

對支持理由的反駁

I-1433 採用了錯誤的方法，正在對工人和華盛頓州的經濟
造成傷害。在減少其他工人的工時和稅後薪水時，此提
案可能會使一些社區的工作機會減少。這可能會使價格
上漲以及減少給予年輕人的機會。選民應該反感的是，
資助者採用恐慌策略來分散人們對他們倉促制定的計劃
的注意力；華盛頓州的食品從業者已經按照嚴格的法律
要求讓生病的工人取得休病假。對 I-1433 投反對票。

作者

John Stuhlmiller，華盛頓州農牧局，執行總裁；Tammy 
Bailey，羅切斯特市，貝利獨立雜貨商聯盟 (Bailey’s IGA)
，獨立雜貨店所有人；Mike LaPlant，格蘭特郡，農牧局
總裁，家庭農場主；Madelin White，萊西市，默爾諾曼
化妝品有限公司；Phil Costello，斯波坎市，茲普斯徳萊
伍因公司 (Zip’s Drive-In)，所有人；Kristopher Johnson，
華盛頓州商業協會總裁兼執行總裁

聯絡：(206) 504-2515； info@keepwacompetitive.com； 
www.keepwacompetit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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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務卿對意見或説明的内容概不負責。  

（華盛頓州行政法規WAC 434-381-180）。

第1464號動議案有關競選財務法和說客。

本議案將設立競選財務金制度；允許居民將州資金撥給候選
人；廢除非居民銷售稅豁免；限制某些前公職人員僱員從事
遊說活動；以及增加執法規定。

本議案應該被立例成法嗎？

[  ] 應 

[  ] 否

提案説明                                                      19
財政影響説明                                                 21
支持和反對的理由                                          25

動議案號： 

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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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由司法部長辦公室撰寫

現行法律規定 

民選公職的候選人透過私人捐款和他們自己的資
金為他們的競選付款。州法律限制部分捐款金
額。這些限制適用於來自個人、企業、工會和政
治行動委員會的捐款。立法候選人的捐款限額是
每次選舉 1,000 美元。針對州政府職位和司法職
位，捐款限額是每次選舉 2,000 美元。

州法律禁止對於州或校區公職使用公款來資助政
治競選。在某種情況下，法規確實允許地方政府
公開為地方競選提供資金。

政治競選需要向公開揭露委員會 (PDC) 報告捐款
和支出。政治廣告也必須揭露競選的前五位捐款
者。公眾可取得捐款和支出報告，包括在 PDC 的
網站。候選人禁止與支持他們競選的其他團體協
調他們的支出。

候選人通常禁止將捐款用於個人使用。競選可以
補償候選人因競選損失的收益以及直接現款支付
的競選費用。如果候選人貸款給他/她的競選，則
競選可以償還那些貸款到一定限度。

州法律提供了在競選結束時可以處理剩餘資金的
多種方式。剩餘資金可以返還給捐贈者。剩餘資
金還可用於補償候選人損失的收益。剩餘資金可
以轉讓給政黨或黨團會議競選委員會，但不可轉
讓給其他候選人或政治委員會。剩餘資金還可捐
贈給慈善團體或州。競選可以保留資金，以備將
來用於相同公職的另一次競選之需。最後，剩餘
資金可以用於擔任公職所支出的未償還費用。

PDC 執行競選捐款和支出法律。PDC 可透過行
政命令實施法律。PDC 還可將控告提交給司法
部長，此人可以在高等法院提起訴訟以實施此法
律。經發現違反此法律的個人或實體會受到經濟
處罰並承擔對州調查成本和律師費的責任。

目前說客需要向 PDC 登記。說客需要確定他們自
己和他們的僱主、支付給他們的金額以及他們進
行遊說的主題。此外，說客還需要每月提交有關
他們的活動和薪酬的報告。他們還必須報告他們
為候選人、民選官員和其他人提供的所有捐款。

如果說客及其僱主僱用了由州僱用的某些人員，
則他們需要通知 PDC。這些人員包括立法機構成
員、州董事會或委員會成員以及州全職僱員。州
道德法案禁止全部州僱員因履行（或未能履行）
其工作職責而接受私人黨派的付款。州僱員未受
允許獲取任何與他們的工作相矛盾的外部薪酬。

未居住在華盛頓的人員免於為他們在華盛頓所購
買的供州外使用的物品支付銷售稅。此項免稅僅
適用於居住在沒有其自己的銷售稅或讓華盛頓州
居民免於他們的銷售稅的州或加拿大各省的居
民。

擬議議案若經批准後所帶來的影響 

此議案將會對於管理選舉和遊說的法律作出一些
改變。

它將會建立一項新計劃，透過此計劃註冊的選民
和某些其他合格的華盛頓州居民可以使用公款為
某些民選公職的競選進行捐款。法律將此類捐款
稱為《民主信用捐款》。 每個人均可以指定最多
三項此類《捐款》，每項捐款 50 美元，給予他
們於每次選舉時所選擇的合格候選人。PDC 可以
在未來增加捐款的數量和規模。

所有在華盛頓州註冊的選民可以選擇候選人來獲
取來自公款的捐款。自 2020 年起，PDC 還可以
核實其他人是否有資格選擇候選人來獲取此類捐
款。根據州和聯邦法律，只有那些有資格進行競
選捐款的人才可以由 PDC 核實為合格者。指定來
自公款的捐款之權利不能轉讓，並且出售指定捐
款的權利將會是犯罪行為。

《民主信用捐款》將會來自州資金。此議案將會
廢除非本地居民銷售稅減免，而要求非本地居民
支付州在內零售購買的銷售稅。來自那些銷售的
收入將專門用於為新計劃提供資金。部分收入還
可能用於實施競選資金法律。此議案將會廢除有
關當前禁止為政治競選使用州資金的法律。

新的公共資助計劃首次將僅適用於州議會的候選
人。將來，PDC 可以將此計劃擴展到全州範圍的
民選公職和司法公職。如果總檢查長認為此擴展
將會是合法的，隨後可擴展此計劃以適用於聯邦
公職的候選人。起初此計劃將僅適用於在偶數年
份舉行的選舉。隨後 PDC 可以將此計劃擴展至在

第1464號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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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數年份舉行的選舉。

若要有資格獲取公共資金，候選人必須滿足某些
資格。候選人必須籌集至少 75 項私人捐款，每項
至少 10 美元。候選人必須承諾不得為他們謀取
的公職索要或接受超過最大限額一半的私人捐款
（例如，如果法律對特定公職的個人捐款限制為 
1,000 美元，則候選人僅可接受最多 500 美元的捐
款）。候選人還必須承諾不得在他們的競選中使
用超過 5,000 美元的個人資金。候選人僅可將公款
用於指定競選用途。任何候選人可以獲取的公款
總額將受限制。最初限額對於州眾議院的候選人
是總共 150,000 美元，對於州參議院的候選人是 
250,000 美元。這些限額可以在將來進行變更。
如果候選人的競選結束或如果他們違反了計劃規
則，則候選人將停止其獲取捐款的資格。在競選
結束時，候選人將需要把競選剩餘資金，按來自
計劃捐款的比例部分歸還給州。

除了制定有關競選公共資助的新計劃以外，此議
案還將更改數個關於競選資金和遊說的州法律。

此動議將限制說客僱用之前在州或地方政府工作
的官員的能力。上述官員包括民選官員、受委任
的官員以及公職人員。對於在任何說客所遊說的
事務上有決策作用的官員，不能在離開公職後的
三年內或遊說後的五年內（以較早時間為準）從
該說客接受雇用或獲取報薪酬。

此外，此動議還將限制前任州或地方民選或受
委任的官員進行遊說。他們不能在離職後的三年
內，收取款項以對他們之前的公職進行遊說。並
且此動議將會禁止候選人競選的官員收取款項來
對他們的候選人被選舉的公職進行遊說，直到為
此競選工作後三年為止。

此動議將會對某些競選捐款添加新的限制條件。公
共承包商和預期的公共承包商對於合同具有決策作
用的公職候選人的捐款將具有較低的捐款限額。這
同樣適用於說客為他們所遊說相關事務負責的公職
候選人的捐款。他們對此類候選人的捐款將會限於
每次選舉 100 美元。他們還將被禁止從其他人收
集捐款並將這些捐款給候選人。他們將不被允許為
候選人向其他人征集每人超過 100 美元或總共超過 
500 美元的捐款。他們還將被禁止為了候選人向他
們的僱員的征集捐款。並且他們將被禁止與候選人
進行貿易。

此議案將會提供新方式，以實施新的和現有的競
選資金法律。對不顧後果或蓄意違反競選資金法
律的候選人或競選的懲罰將會加大。PDC 將被授
權要求違反者採取措施以糾正他們的違反行為，
除此之外還可支付金錢。通常一半的罰款將會交
付到州庫，而另一半則交付到 PDC。交付到 PDC 
的一半罰款將被指定用於競選資金法律的執行。
此動議將允許 PDC 對於蓄意違反競選資金法律的
人員，評估調查成本和律師費。此動議將擴大可
能被要求為了違反行為支付罰金的人員範圍，並
限制將競選資金用於支付罰金。此動議將縮短對
私人黨派打算在選舉前的 60 天內提交聲稱違反
競選資金法律的訴訟的通知期限。此動議將要求 
PDC 設立用於接收違反行為跡象的熱線電話，並
要求特定人員發佈此熱線電話的通知。此動議將
為 PDC 網站制定新要求。此動議將更改政府機構
和說客向 PDC 網上提交報告的要求。

此議案還將更改在政治廣告和其他競選通訊系統
上確定前五位捐款者的要求。如果前五位捐款者
包括政治委員會，那麼政治委員會的前五位捐款
者也必須被識別與揭露，如同他們直接捐款給廣
告或通訊系統的贊助商。

此議案將修改反對候選人和其他實體進行競選協
調的法律。此議案將建立候選人與其他人在某種
情況下協調支出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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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前六個財政年度期間，因廢除非本地居民零售
銷售稅減免而得的州常務資金的預計新淨收入為 
1.732 億美元。來自州常務資金的轉賬和支出的預
計淨影響為 1.715 億美元。在這個金額中，1.65 
億美元代表針對民主信用計劃由州常務資金向競
選資助和執行資金的轉賬。政府業績審計帳戶
的收入將增加 27.9 萬美元。地方稅收入將增加 
6,730 萬美元。 

一般假設

•	 此動議的生效日期為 2016 年 12 月 8 日。
•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以 7 月 1 日至來年 6 月 

30 日為一個州財政年度 (FY) 來進行預算。例
如，2018 財政年度是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	 2017 財政年度是部分財政年度：從 2016 年 
12 月 8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	 一名全職人力工時 (FTE) 員工的工作時間相當
於一個日曆年 2,080 小時。 

州稅收假設
•	 商家將完全遵守始於 2017 年 2 月 1 日的非

本地居民零售銷售稅減免的廢除。
•	 2017 財政年度州零售銷售稅收入反映了四個

月的徵收，即從 2017 年 3 月到 6 月。

州收入影響
第 1464 (I-1464) 號動議廢除了某些非本地居民購買並非

於州內使用的有形個人財產、數位產品和數位代
碼時，對於零售銷售稅的減免。這將增加存入下
列兩類資金帳戶中的銷售稅收入：州常務資金和
政府業績審計帳戶。存入州常務資金的收入可用
於任何政府活動，例如教育；社會、衛生和環境
服務；以及其他一般政府活動。

此外，非本地居民零售銷售稅減免的廢除可能影
響購買商品的數量。這可能引起價格彈性，從而
將會影響州營業及開業許可 (B&O) 稅收入。價格
彈性是用於計算價格上漲或下調時商品消費量變
化的一種方法。由於價格彈性，州營業及開業許
可稅收入可隨非本地居民零售銷售稅減免的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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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減少。 

表 1 提供進入州常務資金的新收入的預估，反映
了增加的銷售稅收入和減少的營業及開業許可稅
收入。

（見表1第23頁）

一部分的州零售銷售稅收入被存入了州政府業績
審計帳戶（業績審計帳戶）。表 2 提供了對於未
來六個財政年度中此帳戶的零售銷售稅收入增加
的預估。華盛頓州核政司使用存入績效審計帳戶
的州收入進行 RCW 43.09.470 要求的綜合績效審
計。 

（見表2第23頁）

州轉賬和開支假設
•	 2017 財政年度支出是僅針對 2017 年 1 月到 

6 月。
•	 轉賬給競選資助和執行資金（資金）的 25% 

的金額將被撥款以支付公眾資料公開委員會 
(PDC) 代理成本。如果資金需要支付給 PDC 
費用的金額少於 25% 的轉賬金額，則剩餘的
金額將可用於民主信用計劃。 

向競選資助和執行資金轉賬
I-1464 建立了競選資助和執行資金（資金）。存
入帳戶的資金由立法機構控制進行撥款，並且此
資金必須用於由 I-1464 所制定的民主信用計劃和
民主信用捐款並支持 PDC 的活動。

稅務局 (DOR) 將會預估由於廢除非本地居民零售
銷售稅減免而造成的州收入的金額，然後向州財
政司證明此預估的金額。DOR 將於 2017 年 3 月 
1 日開展這些預算和證明，並於 2017 年 6 月 1 日
再次進行。隨後，DOR 將於每年的 6 月 1 日開展
此預算和證明。

針對 2017 財政年度，州財政司需要從州常務資金
向資金轉賬 1,500 萬美元。從 2018 財政年度開始
並於此後的每個財政年度，州財政司必須從州常
務資金向資金轉賬 3,000 萬美元。

如果非本地居民零售銷售稅的廢除產生的收入少
於州財政司所需轉賬的金額，則等於此差額的州
常務資金的額外金額必須進行轉賬。資金中至少 
75% 的錢款必須用於民主信用捐款。剩餘的 25% 
可以由立法機構撥款給 PDC，用於計劃運營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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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顯示了根據 I-1464 需要向資金進行的轉賬以
及在額外的州開支之前對州常務資金的淨影響。 

（見表3第23頁）

州開支
I-1464 將會改變當前的競選資金揭露法律，設置
新的捐款限額並制定民主信用計劃。這些改變將
會對 PDC 和總檢察長 (ATG) 辦公室造成額外的
開支。這些機構的較大工作量將會造成更高的開
支，即使成本將在未來減少。DOR 將於實施的頭
兩年具有較高的開支。表 4 總結了這些按財政年
度預估的開支。

（見表4第23頁）

公開揭露委員會
PDC 將會因實施和運營民主信用計劃以及實施和
執行新遊說和競選資金要求而具有較高的開支。
表 5 總結了這些預估的開支。

（見表5第24頁）

根據 PDC 預估的開支並假設最多 25% 的資金轉
賬金額（表 3 中顯示）將會用於支付這些開支，
則在 2018 財政年度將會需要 120 萬美元的額外
州常務資金開支。
 
額外人員的開支
人員開支包括競選財務專家、調查者、監管分析
者、記錄和規則協調員、圖像設計師、通訊系統
咨詢師、預算和財政分析者、IT 專家、客戶服務
專員、經理和行政助理。由於 PDC 當前沒有足夠
大的辦公空間來容納現有及新到人員，因此 PDC 
將需要在薩斯頓 (Thurston) 郡租用額外的辦公空
間。

新遊說和競選資金要求的開支 
I-1464 對遊說和說客、競選捐款和開支、以及競
選資金資訊的揭露設立了新的限制條件。它將會
允許對於違反行為的匿名報告，要求 PDC 堅持
運營可提供違反跡象的熱線電話。I-1464 還要求 
PDC 和 ATG 優先及時執行競選資金法律和規則。

民主信用計劃的開支 
每個偶數年份，PDC 將會向每位註冊的選民郵寄
有關計劃的個人化材料。當前在華盛頓有超過 4 

百萬的註冊選民。在首次郵寄後，並在普選前的
最多 10 天內，PDC 將會向每位新註冊的選民郵
寄計劃材料。I-1464 制定了有關郵寄必須包含的
內容的詳細要求。這些要求以及將收到材料的大
量選民，增加了郵寄工作的成本。郵寄將會需要
紙張、印刷資訊性材料、官方 PDC 信封和郵資的
開支。

I-1464 第 16 節指導 PDC 外包安全電子系統的發
展與實施，以便進行計劃的所有技術方面。此系
統必須可存取互聯網，並且在電腦和行動裝置上
運行。符合條件的個人將會使用此系統進行安全
的民主信用捐款。此系統的建立預估將會花費 2 
百萬美元。此預估包括與合格的資訊技術發展公
司、IT 咨詢服務、IT 品質保證服務簽訂合同以及
第一年的系統維護。

PDC 還將為了以下方面僱用額外人員而付出較高
的開支：運作計劃，進行必要的民眾參與和教育
工作，維護網站使計劃符合動議，繼續運營熱線電
話，審計參與計劃的至少 2% 的州候選人的競選
資金，發展行政規範以及執行計劃要求。這些費用
均包含在表 4 — FTE 成本和其他成本中。  

總檢察長辦公室
作為 PDC 的法律服務提供者，ATG 將在法律咨
詢、訴訟費用和提供給 PDC 的與新執行機制相關
的規則制定方面具有額外的開支，包括：

•	 提交給 PDC 的規則違反行為的投訴數量的增
加。

•	 提交給 PDC 的公民行動投訴數量的增加。
•	 針對 2017 競選季生效的規則制定。 

表 6 反映了為實施動議而提供這些法律服務的成
本預估。

（見表6第24頁）

I-1464 第 14(2) 節要求 ATG 提供關於關於在 2022 
財政年度，此計劃是否能合法地擴展的意見。預
計大約 90 個小時的助理檢察長時間 (0.05 FTE) 用
於制定並頒布法律意見。 

稅務局
DOR 將會在 2017 財政年度產生 64,000 美元的開支並在 
2018 財政年度產生 19,000 美元的開支，以實施非本地
居民銷售稅減免的廢除。這些開支將用於對受影響的納
稅人制定特別通知並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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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存入州常務資金的預估新收入

2017 財政
年度

2018 財政
年度

2019 財政
年度

2020 財政
年度

2021 財政
年度

2022 財政
年度

零售銷售稅收入增加的
情況 

9,912,000 
美元

30,813,000 
美元

31,868,000
美元

32,917,000
美元

33,904,000
美元

35,241,000
美元

營業及開業許可稅收入
減少的情況

(83,000 
美元)

(258,000
美元)

(267,000
美元)

(275,000
美元)

(284,000
美元)

(295,000
美元)

新的州常務資金淨收入 9,829,000 
美元

30,555,000
美元

31,601,000
美元

32,642,000
美元

33,620,000
美元

34,946,000
美元

表 2 — 存入績效審計帳戶的預估新收入

2017 財政
年度

2018 財政
年度

2019 財政
年度

2020 財政
年度

2021 財政
年度

2022 財政
年度

16,000 美元 49,000 美元 51,000 美元 53,000 美元 54,000 美元 56,000 美元

表 3 — 向競選資助和執行資金提供的預計轉賬以及對州常務資金的淨影響

2017 財政
年度

2018 財政
年度

2019 財政
年度

2020 財政
年度

2021 財政
年度

2022 財政
年度

新的州常務資金淨收入 
（來自表 1）

9,829,000 
美元

30,555,000 
美元

31,601,000 
美元

32,642,000 
美元

33,620,000 
美元

34,946,000 
美元

對於競選資助和執行資
金需要進行的轉賬

15,000,000 
美元

30,000,000 
美元

30,000,000 
美元

30,000,000 
美元

30,000,000 
美元

30,000,000 
美元

對州常務資金的淨影響 (5,171,000 
美元)

555,000 
美元

1,601,000 
美元

2,642,000 
美元

3,620,000 
美元

4,946,000 
美元

表 4 — 針對 I-1464 預估的州開支 

2017 財政
年度

2018 財政
年度

2019 財政
年度

2020 財政
年度

2021 財政
年度

2022 財政
年度

PDC 
（包括 ATG 成本）

2,086,000 
美元

8,867,000
美元

3,983,000
美元

6,344,000
美元

3,563,000
美元

6,385,000
美元

DOR 64,000 
美元

19,000 
美元

0 
美元

0 
美元

0 
美元

0 
美元

總計 2,150,000 
美元

8,886,000
美元

3,983,000
美元

6,344,000
美元

3,563,000
美元

6,385,000
美元

地方政府收入
地方政府評估了當地購買時的零售銷售稅。地方政府收
入將會因非本地居民銷售稅減免的廢除而增加。表 7 提
供了地方政府增加的零售銷售稅收入的預估。

（見表7第24頁）

地方政府開支
未預計任何地方政府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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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PDC 預估的人員 (FTE) 開支以及按財政年度的開支

2017 財政
年度

2018 財政
年度

2019 財政
年度

2020 財政
年度

2021 財政
年度

2022 財政
年度

全職人力工時 (FTE) 37.0 37.0 37.0 34.0 34.0 34.0
代理成本 1,548,000 

美元
7,844,000 

美元
3,068,000 

美元
5,429,000 

美元
2,648,000 

美元
5,459,000 

美元

ATG 成本 538,000 
美元

1,023,000 
美元

915,000 
美元

915,000 
美元

915,000 
美元

926,000 
美元

總成本 2,086,000 
美元

8,867,000 
美元

3,983,000 
美元

6,344,000 
美元

3,563,000 
美元

6,385,000 
美元

表 6 — 向 PDC 提供法律服務的 ATG 的人員 (FTE) 預計開支

2017 財政
年度

2018 財政
年度

2019 財政
年度

2020 財政
年度

2021 財政
年度

2022 財政
年度

全職人力工時 (FTE) 4.0 7.5 6.8 6.8 6.8 6.8

美元成本
（來自表 5，由 PDC 支
付）

538,000 
美元

1,023,000 
美元

915,000 
美元

915,000 
美元

915,000 
美元

926,000 
美元

表 7 — 預估的地方政府零售銷售稅收入

2017 財政
年度

2018 財政
年度

2019 財政
年度

2020 財政
年度

2021 財政
年度

2022 財政
年度

3,817,000 
美元

11,865,000 
美元

12,272,000 
美元

12,676,000 
美元

13,056,000 
美元

13,570,000 
美元

第1464號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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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理由 反對理由
大型資金利益團體和說客對於我們的政治制度有過多的
控制，而普通的人卻很少。1464 動議實現具體的、可實
現的改革，讓政治家和政府對於人民更加負責。

透明度和負責任

1464 動議對黑暗中的錢和 SuperPAC 投射亮光，藉由要
求在政治廣告上說明，誰真正為它們付款。它要求線上
公開報告說客的活動、支出和薪酬。

限制大錢的影響 

1464 動議禁止說客和公開承包商進行大競選捐款。它停
止了政府官員只要離職就擔任說客的旋轉門。它讓倫理
與競選財務法律的執行更加堅韌，並加強對於違反法規
的那些人的懲罰。

授權選民

1464 動議給普通人更強的發言權，透過讓每個人自行決
定，是否他們想要引導他們自己一些稅費以支持自己選擇
的候選人。這也有助於新型態的候選人競選公職，即使他
們不富裕或與大捐助者有良好的關係。

華盛頓州的一大步

如果我們想做出改變，我們必須改革競選財務制度，使
得普通人在政治上有更多的權力。1464 動議做出在其他
州證實有用的常識改革並透過關閉稅收漏洞自我償付。
我們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或從政治將所有錢拿出來，但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會改變。這是朝著正確
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

對反對理由的反駁

第 1464 號動議案要求透明度和問責制，限制大筆資金影
響，加強對於所有遊說者和政治家的規定，並授權予每位
納稅人來決定是否應直接資助候選人。財政影響報告和華
盛頓預算與政策中心同意： 第 1464 號動議案不會削減學
校資金，並不會減少就業。但很遺憾，對第 1464 號議案
持反對意見的遊說者並不需要說實話。閱讀第 1464 號動
議案，由您自己來決定。

作者

Ann Murphy，總裁，華盛頓婦女選民聯盟；Ben Stuckart,
，總長，斯波坎市議會；Greg Moon,，共和黨員，聯合創
始人，西雅圖茶黨愛國者；Noel Frame,，州議會眾議員，
第 36 立法區，民主黨人；Alice Woldt,，前主任，先修復民
主，信仰行動網路；Terry Bergeson,，前公立教育州總監

聯絡：Info@IntegrityWashington.org； 
IntegrityWashington.org

1464 動議使用您的稅費以傾斜政治制度，有利於政治家
和州外特殊利益團體，同時剝奪我們學校要充分資助教
育的資源。我們不應該將政治家放在我們的孩子之前。

讓政治家和政治顧問受益

該動議允許政客們使用公款支付自己的「工資損失」。
納稅人的錢將用於支付政治人物競選公職。該系統將被
輕易濫用。此動議是由政治家和政治顧問主辦就毫不奇
怪了，因為他們個人將會從納稅人資金的使用中得益。
它是由億萬富翁和州外特殊利益團體所資助，試圖建立
對他們有利的不公平競爭環境。

優先順序錯誤

我們州是根據法院命令以充分資助教育，且每天罰款 
$100,000。不是資助我們的學校，此動議將納稅人的錢 
$2.85 億給予政治顧問和政治家，以花費在揭發隱私和負
面攻擊廣告。

該動議允許居住在華盛頓州的非公民貢獻納稅人的錢給
政客，即使他們不能投票。

傷害小企業，但豁免特殊利益團體

該動議傷害華盛頓州小企業，透過在未來十年內提高他
們的客戶的稅收 $2.85 億。這會傷害旅遊業，並消滅工
作。該動議還限制少數族裔擁有的小企業的言論自由，
但為企業的說客提供豁免。強大的特殊利益團體得到特
殊待遇。對這個壞主意投反對票。

對支持理由的反駁

儘管第 I-1464 號動議案的外州支持者一再聲明，但是在
透明度和誠信報告方面華盛頓州已經是全國公認的領導
者。第 I-1464 號動議案可能會毀了這一切。該動議案向
政治活動大量注資，正在將 2.85 億美元的納稅人的血汗
錢投給政客，而不是投給我們的學校。這會增加華盛頓
州企業的賦稅，傷害到我們的旅遊業，以及企業游說者
在有漏洞時侵害到少數小企業老闆的權利。拒絕這個壞
主意。

作者

Brian Sonntag，前華盛頓州核政司，民主黨人；Rob 
McKenna，前華盛頓州司法部長，共和黨人；Sam 
J a c k s o n， 民 主 黨 活 動 家 關 心 教 育 經 費 ， 西 雅
圖；Slade Gorton，美國前參議員和司法部長；Darlene 
Johnson，小企業老闆，科拉克郡；Sam Reed，前華盛
頓州州務卿，奧林匹亞

聯絡：(206) 504-2550；Info@ourkidsbeforepolitics.
com； www.ourkidsbeforepoli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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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務卿對意見或説明的内容概不負責。  

（華盛頓州行政法規WAC 434-381-180）。

第1491號動議案有關法院發出極端風險保護令暫時阻止獲取
槍械。

本議案將允許警方、家庭或家庭成員取得法院命令，向表現
出可能會傷害自己或他人的患有精神病、暴力或其它行為的
人士暫時阻止其獲取槍械。

本議案應該被立例成法嗎？ 

[  ] 應 

[  ] 否

提案説明                                                      27
財政影響説明                                                 28
支持和反對的理由                                          31

動議案號： 

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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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由司法部長辦公室撰寫

現行法律規定

華盛頓州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提供了民事保護令。
這些保護令限制了一人與另一人接觸。民事保護
令主要在於家庭法案件中，例如被指控為家庭暴
力的離婚訴訟。保護令還可頒布用於保護刑事案
件裡的，和其他情況下某人可以顯示其處於另一
人的危險之中的受害者。

獲得保護令管轄的人員可能被要求在收到保護令的
同時交出他/她的槍支、危險性武器以及隱匿的手
槍執照。在滿足以下四種條件時，此情況可能發
生：(1) 保護令限制人員騷擾、潛行追蹤或威脅親密
伴侶、親密伴侶的孩童或此人員自己的孩童（《親
密伴侶》是現任或前任配偶或家庭伴侶，是受限制
的人員與其有共同孩童的人員，或是受限制的人員
與其在戀愛關係時共享或曾共享住處的人員）；(2) 
保護令包括對受限制人員對於親密伴侶或孩童的
人身安全構成可置信威脅的判決；(3) 保護令明確
限制人員對於親密伴侶或孩童使用武力或是以武力
威脅；以及 (4) 在頒布保護令之前，向受限制人員
提供通知和機會以參與聽證會。受此保護令限制的
人員持有槍支為犯罪行為。

有時在未經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法院可能會命令
在聽證會之前暫時交出槍支。僅限經確信在預定
的聽證會之前可能發生《不可彌補的傷害》的情
況下，法院可以如此行事。僅針對保護令解決性
侵犯、潛行追蹤、騷擾、家庭暴力、解除婚姻關
係、父母權利和子女撫養費的情況，法院才可實
行此方案。

在其他情況下，法院亦可命令人員交出槍支、危
險性武器和隱匿的手槍執照。如果法院發現此人
在一重罪中使用、展示或是恐嚇要使用這些危
險物，則法院可以命令交出物品。此外，如果此
人對家人或家庭成員實施四級攻擊、威逼、潛行
追蹤、魯莽危害行為或一級非法入侵罪行，則法
院也可命令交出危險物。如果證據確鑿且令人信
服，則法院必須命令交出危險物。

非自願地被送往心理健康治療的人員禁止持有槍
支。治療後，此人持有槍支的權利可由法院命令
進行恢復。但是法律並未授權法院限制正經歷心

理健康危機或正表現威脅行為的人員使用槍支，
除非此人受到上述總結的任一民事保護令管轄。

擬議議案若經批准後所帶來的影響 

此議案將會允許法院頒布《極度危險保護令》。 
這些保護令將阻止對自己或其他人造成嚴重危險的
人員持有或使用槍支。此議案將此人員稱為《被
告》。 

此議案將制定兩種法院命令。第一種命令被稱為
《極度危險保護令》。 被告的家庭成員或與被告
處於戀愛關係的人員可以向高等法院請求極度危
險保護令。此議案定義了家庭成員並列示了在請
願書中必須含有的特定資訊。此請願書必須附有
在誓言約束下所做的陳述。此陳述必須說明具體
事實，其顯示出對於被告的未來危險行為的合理
恐懼。此請願書將由執法人員送交給被告。

執法人員或執法機構亦可將請願書與在誓言約束
下所做的必要事實陳述一同進行提交。執法人員
或機構必須以誠信的態度試圖通知被告的家庭成
員。他們還必須嘗試通知可能處於被告暴力行為
的危險之中的任何其他已知的人員。每份通知必
須陳述，執法人員或機構正申請極度危險保護
令。通知還必須包括對心理健康、家庭暴力、諮
詢服務或相似資源的轉介。

高等法院必須就保護令的請願書舉行聽證會。只
有法院基於證據查明被告《因為保管或控制、購
買、持有或接收槍支而對自己或他人造成人身傷
害的顯著危險》，法院才可頒布保護令。 

如果高等法院頒布極度危險保護令，則由執法人
員將此保護令送交給被告。此保護令將要求被告
立即將所有槍支和任何隱匿的手槍執照交給當地
執法機構。此保護令將在有效期間內禁止被告獲
取或持有槍支。如果被告不服從，法院將有權頒
布搜索令以強迫被告交出這些危險物。

極度危險保護令將會持續一年。起初要求保護令
的同一人員可以請求法院更新此保護令，以便新
的一年繼續使用。與最初的請求相同的程序和要
求適用於更新請求，法院適用相同的標準。

被告可以申請聽證會，對應該終止保護令進行論
證。被告可以在保護令生效的每 12 個月期間提

第1491號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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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影響説明
由財政管理辦公室撰寫
更多資訊請查閲 www ofm wa gov/ballot

總結
第 1491 號動議授權法院頒布極度危險保護令，
此保護令要求被告交出他/她的槍支和隱匿的手槍
執照。州和地方政府的總支出無法確定。影響取
決於提交並同意請願書的數量，而對於已授予保
護令的違反數量是無法估計的。此財政影響聲明
使用來自類似類型保護令的資料，以提供可能由
此動議造成的估計費用。從評估的罰款中將會獲
得未知的收入增長。

一般假設
•	 此動議的生效日期為 2016 年 12 月 8 日。
•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以 7 月 1 日至來年 6 

月 30 日為一個州財政年度 (FY) 來進行預
算。例如，2018 財政年度是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	 2017 財政年度是部分財政年度：從 2016 年 
12 月 8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	 一名全職人力工時 (FTE) 員工的工作時間相
當於一個日曆年 2,080 小時。 

州和地方政府開支假設
•	 第 1491 (I-1491) 號動議使法院有權頒布新的保護

令，被稱為極度危險保護令 (ERPO)。
•	 無可用的資料可以確定將向法院提交的案件

數量以及隨後將頒布的命令數量。 
•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類似保護令的資訊可

用。這些資料可以用於估計部分預期費用。

州開支
I-1491 將會對執照部、矯正部和法院的行政管理
辦公室造成不確定的財政影響。

執照部
I-1491 第 12 節要求執照部 (DOL) 在收到法院
的 ERPO 後，確定被告是否持有隱匿的手槍執
照。如果被告持有隱匿的手槍執照，則要求 DOL 
立即通知簽發執照機關以便撤銷此執照。此工作
與 DOL 早已開展的工作相似，並且每年需要低
於 0.1 FTE 及少於 7,000 美元來完成。此外，
在 ERPO 頒布時給簽發執照機關發送通知的列印

交一份終止申請。之後被告必須在聽證會上論證
他/她沒有因擁有槍支而對被告或其他人造成嚴重
的人身傷害危險。請求保護令的人員必須收到有
關被告申請及聽證會的通知。

第二種命令被稱為《單方極度危險保護令》，此
命令將更具即時性。《單方》是法律術語，指的
是未經通知對方便舉行聽證會。此種命令在跡象
顯示於不久的將來發生嚴重的人身傷害危險時可
供使用。針對此保護令的請願書可以提交到市法
院、地區法院或高等法院。法院必須在提交請願
書的當天或在法院的下一個工作日舉行聽證會。
如果法院頒布單方保護令，則此保護令將僅持續
到高等法院就是否應頒布一年的《極度危險保護
令》的問題舉行聽證會為止。此聽證會必須在 14 
天內舉行。上述的有關頒布一年的《極度危險保
護令》的所有要求將適用於此聽證會。

此議案對於單方極度危險保護令就如同一年的命
令，將施加相同的通知和交出要求。此議案對無
法服從命令的行為施加相同的後果。如一年的命
令一樣，此單方保護令亦將由執法人員送交給被
告。

此議案認定提交虛假或故意擾亂請願書為犯罪行
為。此外，此議案還認定違反任一種極度危險保
護令為犯罪行為。

如果極度危險保護令到期或終止，上交的槍支必
須返還給被告，但僅限於扣押槍支的執法機構根
據聯邦法律和州法律確認被告目前有資格持有槍
支的情況。

第1491號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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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和郵費預計為每個 ERPO 1 美元。尚無資料
可估計將會頒布的 ERPO 的數量。

矯正部
I-1491 對於定罪為違反 ERPO 並且以前被判有
兩次或更多次違反 ERPO 罪行的人員制定了一項
新的重罪。此項新重罪的制定可能增加了罪犯數
量。作為未排序的 C 級重罪，此罪行會受到在監
獄中 0 至 12 個月的標準範圍期限的監禁懲罰，
除非加重判決。此項新犯罪的刑罰將很可能僅影
響郡監獄。在郡監獄服刑不會增加州開支。 

法官可能根據案情加重判決。尚無資料可估計由
此措施所引起的監獄罪犯數量的增長。然而，一
名罪犯的州費用估算為每年 13,422 美元，包括
房屋單元、食物和醫療保健的人員配置。

法院行政管理辦公室 
I-1491 制定了一項新的保護令並設立了新的罪行，
即上面提到的針對違反保護令和提交帶有虛假資訊
的請願書的重罪和輕罪。沒有足夠的司法資料可用
於確定由於此動議每年將提交的案件數量。法院
行政管理辦公室 (AOC) 使用類似案件的資料，以
提供可能由此動議所造成的估計費用。根據這些比
較，AOC 假設 I-1491 將會造成高於 100,000 美
元的不確定支出。

家庭暴力保護令
每年平均有 17,435 個家庭暴力保護令被提交。
AOC 假設新提交的 ERPO 案件的數量將約為家
庭暴力保護令案件數量的 5%。因此，AOC 假
設高等法院每年將有 872 個新提交的 ERPO 案
件。高等法院開支由州和地方基金資助。州用
於假定數量的新案件的費用估計是每個財政年度 
63,593 美元。

潛行追蹤保護令
每年平均有 386 個潛行追蹤保護令的請願書被提
交。AOC 假設將有大約相同數量的 ERPO。州用
於假定數量的新案件的費用估計是每個財政年度 
28,150 美元。

新罪行和更多提交的案件
此動議第 13 節為了在請願書中提供虛假資訊以及
被告明知根據 ERPO 禁止持有槍支卻仍這樣做的

人員制定了一項新的嚴重輕罪。此外，第 13 節還
對違反 ERPO 條款的第三個實例制定了 C 級重
罪。這將修改二級非法持有槍支的重罪，包括受
到此項新保護令管轄時持有槍支的人員。

尚無司法資料可用於估計由於此動議每年將提交
的案件數量。如果再多提交 50 個刑事案件，則高
等法院將達到更高的開支。估計每個財政年度州
費用為 5,926 美元。

表格和資訊性材料 
此動議第 16 節要求 AOC 制定和準備說明；資訊
性宣傳冊；標準請願書和極度危險保護令表格；
以及關於 ERPO 程序的法院工作人員手冊。這些
材料必須經與槍支暴力預防團體、法官和執法人
員磋商進行準備。表格、宣傳冊和手冊將以電子
格式分發給民選書記員以及高等法院、地區法院
和市法院的法院行政事務官。

根據最終字數、每個單詞每種語言的費用以及所
需翻譯語言的數量，說明性材料的開發費用和翻
譯費用估計是 25,000 美元。

系統修改
此動議要求對司法資訊系統進行修改，從而為此
動議所制定的保護令和新罪行添加代碼。此修改
估計佔用 239 個小時的人員時間，造成一次性 
13,000 美元的費用。

地方政府開支

執法費用
地方政府可能會花費較高的費用來履行此動議
的職責。然而，由於缺少確定活動程度的資料，
因此對於地方政府的開支影響無法確定。根據
來自家庭暴力保護令的資料，地方政府估計違
反 ERPO 的新輕罪將會在全州範圍內每年花費約 
300,000 美元。大部分司法管轄區的費用估計每
年少於 50,000 美元。

根據華盛頓州警務署署長和警察局長協會，2015 
年有 9,883 例涉及家庭暴力的違反無接觸/保護
令。一名警官可能花費多達四小時的時間來逮捕
一名被指控有家庭暴力罪行的個人，平均每小時
花費 31 美元。在指控罪犯及罪犯出庭進行判決
時檢察官的額外工作通常要使用三個小時，平均
每小時花費 62 美元。地方政府假設 ERPO 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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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行為將大約是家庭暴力保護令的 5%，導致每年 

494 個 ERPO 違反行為。

•	 執法的總費用：每年 61,256 美元（4 小時 x 
494 個違反行為 x 31 美元小時工資） 

•	 相關的檢控費用：每年 91,884 美元（3 小
時 x 494 個違反行為 x 62 美元小時工資） 

針對以前有兩次或更多次違反 ERPO 罪行的人
員，第三次被定罪的違反行為則構成 C 級重
罪。無法確定將由此動議所造成的重罪數量。然
而，地方政府估計此數量將會較低，費用會少於 
50,000 美元。

可能由此法律引起的新 C 級重罪指控和輕罪指
控為郡監獄造成了不確定的費用。輕罪指控執行 
0 至 90 天的監獄服刑。時間少於一年的判決通
常在郡監獄服刑。監獄床的平均費用為每天 104 
美元。由三次 ERPO 違反罪行所造成的新 C 級
重罪指控可能會處以一至三個月的監獄服刑和 51 
至 68 個月的牢獄服刑的懲罰。

聯絡您的郡選舉部

您的郡選舉部可幫助您： 
 

郡聯絡資訊位於本手冊封底。 

• 登記投票

• 更新您的地址

• 獲取補發選票

• 使用一部方便投票機

• 查詢距您最近的選票投放箱

司法費用
根據 AOC 的資訊並使用與類似類型保護令的同
一比較，I-1491 將對地方法院造成不確定的財政
影響。假設 ERPO 的數量將會是家庭暴力保護令
的 5%，並且等同於潛行追蹤保護令的數量，則地
方法院的費用將會是 401,205 美元。由於新罪行
和更多提交的案件，地方高等法院可以發現每個
財政年度有 25,917 美元的額外增長。根據這些
假設，地方法院增加的總開支可能是每個財政年度 
427,122 美元。

州和地方收入
第 13 節制定了兩個新輕罪和一個新重罪。定罪
為提交帶有虛假資訊的請願書或定罪為在明知被
禁止持有或購買槍支的情況下仍如此行事（嚴重
輕罪）的人員會受到高達 5,000 美元罰款的懲
罰。定罪為違反 ERPO 且以前有兩次或更多次違
反 ERPO 罪行（C 級重罪）的人員會受到高達 
10,000 美元罰款的懲罰。罰款可以由法官自行決
斷進行評估、減少或免除。因此，無法預計這些
罰款產生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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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理由 反對理由
華盛頓州已採取重要步驟，讓槍支離開危險的手。但我
們的法律仍有縫隙，讓槍支難以遠離威脅對自己或他人
使用暴力的人。我們知道，大多數的大規模槍擊者與企
圖自殺的個人，會顯示出他們自己的意圖的跡象，但現
行法律的讓家庭和執法部門 ─ 往往會首先看到這些警告
跡象 ─ 無法採取挽救生命的行動。

1491 動議： 授權家庭，防止槍支暴力

1491 動議授權家庭和執法單位防止悲劇 ─ 當他們知道
有人對於自己或他人構成威脅時，讓他們有機會，從危
險的情況裡移除槍支。在維士塔島，西雅圖的咖啡館賽
車，和其他悲劇的槍手的父母們表示，他們或許可以使
用這種類型的法律，來防止毫無意義的暴力。1491 動議
也將擴大保護，其讓槍支離開家庭虐待者之手。在其他
州的類似法律已經顯示能防止一些自殺。

1491 動議： 遵守法定程序

1491 動議緊密遵循其他民事保護令的現有流程。雙方可
以在法庭上出示證據。法官決定危險的證據是否充分，
並發出命令，有效期為一年。對於虛假請願書有刑事處
罰。

1491 動議： 社區支持

獲得華盛頓州公共健康協會、婦女選民聯盟、信仰行動
網路、Everytown的槍支安全、執法、家庭暴力專家、持
槍者和槍支暴力倖存者的贊同。

對反對理由的反駁

第 1491 號動議案填補了華盛頓州對於經驗證的完善保
護令制度的迫切需要。它為家人提供了拯救生命的機會 
– 讓可能使用槍支來暴力傷害自己或他人的親人遠離槍
支。第 1491 號動議案是讓危險人士遠離槍支的有針對性
的經過測試的方法，並且它尊重正當程式 – 受心理健康
專業人士、執法機構和自殺預防倡導者支持。

作者

Marilyn Balcerak,，槍支暴力的倖存者，Bonney  Lake； 
Stephanie Holten，家庭虐待和槍支暴力的倖存者，
斯波坎；John Urquhart，金郡警務署署長；Regina 
Malveaux，執行總裁，斯波坎基督教女青年會 ；Ken 
Taylor，執行總裁，谷城市行為醫療保健；Bobbe 
Bridge，華盛頓州最高法院法官（已退休）

聯絡：office@wagunresponsibility.org；
http://gunresponsibil ity.org/solution/extreme-risk-
protection-orders/

I-1491 重複現行法律

I-1491 無視現有的州法律，其已經要求潛在危險的個人
的治療和限制。 I-1491 不需要評估、治療或監測，且無
助於解決根本問題。最近實施的法律實際上對於對自己
或他人有危險的人提供早期偵測和干預。

污辱精神疾病

I-1491 將精神疾病與大規模槍擊和暴力犯罪關聯起來。
統計數字顯示，只有 3%-5% 的暴力行為是由有嚴重的精
神病人們所犯下的。絕大多數精神病患者不會暴力，且
比一般人成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的機會高達十倍。

違反人權

廣泛定義的一組人，包括前室友和警察，可以針對您提
出請願書。允許立即單方面命令；未通知被控人的聽證
和判決，破壞了正當程序。《極端風險》的定義目前還
不清楚。法官可以根據任意因素和被報告的行為，包括
僅是合法購買槍支，而發出命令。若要從命令被釋放，
一個人必須證明他/她對於自己或他人不會構成危險，並
支付為自己辯護的巨大成本。

給人虛假的安全感

沒有證據顯示，這種命令減少大規模槍擊和暴力犯罪。

限制槍支的擁有不應該基於以意識形態議程操縱公眾對於
槍支暴力的擔憂和誤解。I-1491 是對於第二憲章權利的有
針對性的、歧視性的刪節。投反對票！

對支持理由的反駁

無效！ 我們都希望減少悲劇，但第 1491 號動議案不包
括對據稱的危險人士的治療，並且未沒收其他危險物品（
車輛、刀具等）。 誤導！ 第 1491 號動議案忽略了 95-
97% 的暴力犯罪都是與心理疾病不相關的。欺騙！ 在伊
斯拉維斯塔，家長們告訴警方，他們《很難相信他們的兒
子持有武器或實際會去傷害任何人。》預期之外的後果！ 
沒收槍支並不能讓持槍者變穩定，只會讓他們生氣。

作者

David Combs,，心理健康倡導者，雷德蒙；Linda Sherry，
母親，教育工作者，集團協調員，伍丁維爾；Dean 
Takko，州議會參議員，民主黨人，朗維尤；Matt 
Shea，州議會眾議員，共和黨人，陸軍退伍軍人，斯波
坎谷地；Dave Workman，記者，北灣

聯絡：know1491@gmail.com；www.know1491.org



32 第1501號動議案

州務卿對意見或説明的内容概不負責。  

（華盛頓州行政法規WAC 434-381-180）。

第1501號動議案有關長者和弱勢群體。

本議案將對以長者和弱勢群體為目標的身份盜竊刑事犯罪和
民事消費詐騙加重處罰；並免除公開披露關於弱勢群體和居
家護理人員的某些資訊。

本議案應該被立例成法嗎？

[  ] 應 

[  ] 否

提案説明                                                      33
財政影響説明                                                 34
支持和反對的理由                                          35

動議案號：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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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由司法部長辦公室撰寫

現行法律規定 

蓄意獲取、佔有、使用或轉讓他人（無論此人是
否健在）身份識別工具或財務資訊，而意圖實施
任何犯罪，目前在華盛頓州為犯罪行為。換句話
說，擁有或使用他人的身份或財務資訊來實施犯
罪是違法的。此犯罪被稱為身份盜竊並作為 C 級
重罪進行懲罰。然而，如果身份盜竊涉及獲取信
貸、金錢、商品、服務或價值超過 1,500 美元的
任何其他事物，則此類身份盜竊被認為是 B 級重
罪，並且會受到更長時間的最高徒刑及可能的較
高罰款的懲罰。

消費欺詐行為的受害人能夠在法庭上控告違法犯
罪者，以追回錢款或獲得其他救濟。數個州法律
授權這些類型的訴訟，且每部法律均建立了提起
訴訟的標準和可獲得補救措施。例如，消費者保
護法允許受到企業不公平或欺詐行為傷害的個人
控告此企業，從而停止由不公平或欺詐行為所引
起的傷害並取得賠償。

公共紀錄法案一般要求政府機構向請求它們的任
何人提供公共紀錄。然而，一些類型的紀錄可能
不會被政府機構披露。例如，對某些類型的財務
資訊的披露進行限制，包括信用卡或借記卡卡號
以及社會安全號碼。如果一些類型的個人資訊將
侵犯個人的隱私，則此資訊可能不會被披露。如
果資訊披露會對適當的人員具有高度地攻擊性，
並且此資訊不是公眾關注的事項，則此資訊的披
露侵犯了個人隱私。個人的姓名、電話號碼和地
址通常不被認為是個人資訊。

擬議議案若經批准後所帶來的影響 

在當弱勢群體或長者成為身份盜竊或消費欺詐行
為的目標時，此議案將會改變其適用的刑法和民
法。此議案將《長者》定義為年齡超過 65 歲的任
何人。《弱勢群體》的定義將包括以下人員：(1) 
60 歲或年齡更大的無法照顧自己的人員；(2) 法
院認定的不能照顧自己的人員；或 (3) 接受家庭
護理服務的人員。

此議案將會加大針對長者或弱勢群體（如上所定

義）的身份盜竊的刑事處罰。如果被告被判決為
犯有蓄意針對長者或弱勢群體實施身份盜竊的罪
行，則此罪行將被認為是一級身份盜竊並作為 B 
級重罪進行懲罰。

此議案還將會加大針對長者或弱勢群體（如上所
定義）的消費欺詐行為的民事處罰。以此類個人
為目標實施消費欺詐行為的任何人將受到實際損
失金額的三倍的民事處罰。

此議案將會改變公共紀錄法案，以禁止披露弱勢
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居家護理人員》的《敏感個
人資訊》。此議案將《敏感個人資訊》定義為以
下資訊，包括姓名、地址、GPS 坐標、電話號
碼、電子郵件地址、社會安全號碼、駕駛執照號
碼或其他識別個人身份的資訊。社此定義將適用
於與社會福利服務部簽約的護理提供者、家庭護
理助理和某些家庭托兒服務提供者的敏感個人資
訊。此議案在政府可能披露此資訊時提供了具體
情況。例如，此議案將允許此資訊發佈給其他政
府機構或認證的集體談判代表。

此議案還要求社會福利服務部向州長和總檢察長
報告關於任何應該免於被公開披露的記錄，以保
護長者和弱勢群體免於遭受欺詐、身份盜竊及其
他形式的侵害行為。

第1501號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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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影響説明
由財政管理辦公室撰寫
更多資訊請查閲 www ofm wa gov/ballot

總結

第 1501 號動議將不會對州或當地政府產生重大
的財務影響。

一般假設

•	 此動議的生效日期為 2016 年 12 月 8 日。

支出分析的假設 

加大身份盜竊犯罪的刑事處罰 

第 1501 (I-1501) 號動議加大了被告蓄意針對長者
或弱勢群體在蓄意獲取、佔有、使用或轉讓他人
的身份識別工具或財務資訊時意圖實施或協助或
教唆實施任何犯罪的身份盜竊犯罪的刑事處罰。 
未確定任何新支出。

加大消費欺詐行為的民事處罰

I-1501 加大了針對長者或弱勢群體（如此動議所
定義）的消費欺詐行為的民事處罰。以長者或弱
勢群體為目標的任何消費欺詐行為將受到實際損
失金額的三倍的民事處罰。未確定任何新支出。

免除公共紀錄

I-1501 提供了一項對於弱勢群體及其居家護理
人員（如此動議所定義）的敏感個人資訊，免於
公開披露法律的條款。I-1501 將增添對於個人姓
名、地址、GPS 坐標、電話號碼、電子郵件地
址、社會安全號碼、駕駛牌照號碼以及其他識別
個人身份的資訊的保護，從而在披露前對這些資
訊進行編輯的要求。這些追加的編輯將會對響應
公共紀錄要求的工作量造成一點變動。人們認為
此動議將不會對公共紀錄要求的數量造成明顯增
加或降低。新免除條款的結果預期對於州或當地
政府會帶來最小限度的財政影響。

社會福利服務部報告

I-1501 將要求社會福利服務部 (DSHS) 向州長
和總檢察長報告《免於被公開披露的任何額外記

錄，以對於長者和弱勢群體免於遭受欺詐、身份
盜竊及其他形式的侵害行為提供更大的保護》。 
報告將需要在此動議生效日期後的 180 天內進行
提交。DSHS 假定報告成本很少並且可被現有資
源所吸收。

禁止州政府機構發佈敏感個人資訊

I-1501 受制於所述的免責條款，將禁止州政府機
構發佈弱勢群體或其居家護理人員的敏感個人資
訊（如此動議所定義）。由於此動議所要求的額
外編輯將對回應公共記錄要求的工作量造成不顯
著的變動，此禁令預期將對州帶來極少的財政影
響。   

第1501號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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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理由 反對理由
消費者詐欺和身份盜竊傷害了我們所有人

您從在詐騙裡成為目標的家人和朋友聽說了新聞和故
事。他們往往先從電話推銷員冒充國稅局或遭遇困難的
親戚，索要錢財或個人資訊。有了基本資訊，犯罪分子
能夠竊取身份、導致情緒壓力，破壞個人財務並損壞信
用。詐欺和身份盜竊傷害了我們所有人，並導致真正的
財務和情感傷害。

我們要保護長者和其他弱勢群體

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超過一半的詐騙受害者的年齡超
過 50 歲。事實上，對於長者的財務剝削每年花費他們 
$29 億。對於每個有報告的案例，據估計，有 43 個其他
案例未被報告。

作為護理人員，支持長者和退休人員，以及公共安全官
員，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健康、安全和保護我們州最弱勢
的群體。我們不能讓詐欺電話銷售和其他罪犯繼續獵捕
他們。我們需要 I-1501 所提供的保護帶給他們心靈平靜
和安全。

加大處罰和防止個人資訊釋出

I-1501增加了獵捕資深公民與其他弱勢群體的罪犯的懲
罰。它可以防止政府釋放資訊，其可以幫助身份竊賊瞄
準長者和弱勢群體。同時也保護了護理人員的個人資訊。

動議 1501 是獲得消費者支持、護理人員、執法和公共
安全官員和其他社區領導人的贊同。請加入我們以核准 
1501 動議。

對反對理由的反駁

年長公民、弱勢群體和他們的護理人員都不是特殊利益
者。當他們成為欺詐或身份盜竊的受害者時，他們應該
得到司法公正 – 加重犯罪者刑罰。第 I-1501 號動議案
將阻止欺詐電話推銷員和詐騙者利用我們的個人資訊獲
利，並會加重犯罪者的刑罰。第 I-1501 號動議案受華盛
頓州年長公民遊說團體支持，因為他們知道我們都需要
這種保護。

作者

Martha Corona，在亞基馬的兒童照顧提供者； Vera  
Kandrashuk，在斯波坎的居家護理人員； Jerry 
Reilly，在奧林匹亞的長者支持者；Robby Stern，普捷
灣退休行動倡導者；John Urquhart，金郡警務署署長

聯絡： (360) 329-2812；info@yeson1501.com；
www.yeson1501.com

請投反對票。動議 1501 號並不是其聲稱的那樣。它只
是取了一個美好的名字，以欺騙選民、掩蓋其真正的目
的。動議 1501 號是由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向弱勢人群
採取的攻擊手段，他們已經投入了逾 120 萬美元資助該
動議。

動議 1501 號係由服務事業員工國際工會 (SEIU) 撰寫。
其目標是改寫《公共紀錄法案》，阻止居家護理人員和
托兒服務提供者知曉他們不再必須向工會支付會費。

透過動議 1501 號，SEIU 保證了此機構且只有此機構將
繼續接收護理人員的資訊（甚至社會安全號碼），以便
於它繼續每年從這些人手中收取超過 2000 萬美元的會
費。護理人員有權利不再向 SEIU 付費，但本州卻沒有
通知他們這項權利。如果動議 1501 號通過了，那麼護
理人員將甚至不能互相聯絡來討論這些共同的問題。

動議 1501 號是一個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的一次無恥舉
動，企圖削弱政府透明性和辛勤工作的護理人員的權
利。我們強大的政府透明性法律不應削弱來壓迫低收入
的工作者。每個人都應知道自己的權利。動議 1501 號
只會讓已經有權勢的人更猖狂。

我們的《公共紀錄法案》是全國最好的一項法律，它不
應該被富有的特殊利益集團操縱以滿足自身利益，也不
應該用於壓迫居家護理人員和托兒服務工作者生活在黑
暗之中。

對支持理由的反駁

不要受騙。幫助起草第 1501 號動議案預先陳述的兩名
護理人員都是服務事業員工國際工會 (SEIU) 的活動家，
而不是普通勞動者。這是因為議案僅會使工會管理人員
而不是辛苦工作的護理人員受益。議案中未提及任何保
護年長者免遭身份盜竊。議案完全是為了避免護理人員
發現他們不再需要與工會分享他們的薪水。追隨資金。
第 1501 號動議案在保護工會老闆們的錢包的同時，傷
害了勞動者和弱勢群體的利益。

作者

Brad Boardman，已離開 SEIU 的居家護理人員；Mary 
Jane Aurdal-Olson，已離開 SEIU 的居家護理人員；Tim 
Benn，家庭托兒服務共同持有人和擁護 Deborah Thurber 
。斯布堪 (Spokane) 地區家庭托兒服務提供者和擁護
者；Toby Nixon，華盛頓政府公開化聯盟主席；Maxford 
Nelsen，Freedom Foundation（自由基金會）勞工政策董
事  

聯絡：(360) 362-3991；info@1501truth.com；
1501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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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務卿對意見或説明的内容概不負責。  

（華盛頓州行政法規WAC 434-381-180）。

第732號動議案有關稅收。

本議案將對某些化石燃料和化石燃料生產的電力徵收碳排放
稅，減少一個百分點的銷售稅，並增加低收入豁免，同時減
少某些製造稅。

本議案應該被立例成法嗎？ 

[  ] 應 

[  ] 否

提案説明                                                      37
財政影響説明                                                 38
支持和反對的理由                                          42

動議案號：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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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由司法部長辦公室撰寫

現行法律規定

針對大多數零售商品徵收銷售稅，如個人財產、
數位產品及某些服務。目前銷售稅稅率為 6.5%，
儘管某些地方政府自行徵收其銷售稅，但購買者
需按較高的稅率繳納。

針對在華盛頓進行之業務活動的總收入徵收州商
業和職業稅。商業和職業稅稅率因業務或所屬行
業類型的不同而異。大多數製造企業均按總收入 
0.484% 的稅率繳稅，但有些製造企業則按較低的
稅率繳稅。

燃燒化石燃料（例如煤、石油及天然氣）可產生
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會吸收地球大氣中的熱
量。目前，華盛頓州不對二氧化碳的排放徵稅。 

擬議議案若經批准後所帶來的影響

此項動議案將建立新的稅項，同時減少某些現行
稅項。銷售或使用某些化石燃料及使用化石燃料
發電的企業將被徵收全新的「碳排放稅」。此
外，還將降低州銷售稅稅率，減少生產企業的商
業和職業稅稅率，以及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部分銷
售稅減免。

全新碳排放稅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開始徵收全新的碳排放稅。
若在華盛頓州燃燒化石燃料，則需繳納此稅。稅
款將由在華盛頓州銷售或燃燒煤、石油或其他化
石燃料的首個個人或公司收取。此項動議案包括
避免對某種燃料進行雙重徵稅的條款。大多數化
石燃料的起徵點稅率為每排放 1 公噸二氧化碳，
需繳納 15 美元稅款。2018 年 7 月 1 日，稅率將
上調至每公噸 25 美元。在此之後，每年將上調 
3.5%，另加通貨膨脹率，直至稅率達到最高的每
公噸 100 美元，並隨通貨膨脹作相應調整。州稅
務局將採用各種規定，針對各種燃料類型、燃料
使用情況及稅款繳納，計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碳排放稅適用於發電生產商，但僅對使用化石燃
料發電的部分徵稅。不適用於採用水力、核能、

風能或太陽能發電的企業。從華盛頓州之外獲得
電力供應的某些行業亦需繳納此稅。

對於將某些類型的燃料用於特定目的的情況，將
分階段逐步徵收碳排放稅。這些燃料包括僅用於
農業用途的某些燃料；購買用於公共交通或由私
人非營利性運輸服務供應商購買的燃料；由華盛
頓州輪渡系統購買用於渡輪的燃料；以及購買用
於校車的燃料。對於上述燃料，初始稅率將為其
他燃料稅率的 5%。2019 年 7 月 1 日，稅率將上
調至其他燃料稅率的 10%。此後至 2055 年7 月 1 
日之前，將每兩年上調 5%，屆時將達到與其他燃
料相同的碳排放稅率。

減少現行稅費

此項動議案將減少部分稅費。2017 年 7 月 1 日
起，州銷售稅稅率將由 6.5% 降至 6.0%。2018 年 
7 月 1，將再次下調至 5.5%。對於多數製造企業
而言，2017 年 7 月 1 日，州商業和職業稅稅率將
從現行稅率 0.484%下調至 0.001%。

勞動家庭稅費減免

最後，此項動議案將擴大對勞動家庭稅費減免的
資金支持。低收入納稅人（有資格獲得聯邦所得
稅抵免者）可透過此項免稅政策獲得年度期間所
繳納的州銷售稅退稅。2017 年，合格申請者將獲
得 15% 的聯邦所得稅抵免或 100 美元抵免，以較
高者為準。自 2018 年起，退稅金額將達到聯邦所
得稅抵免的 25% 或 100 美元，以較高者為準。

其他條款

華盛頓州將採用一些用於實施此項動議案的規
定。同時，還要向州長和立法機構報告此項動議
案對州財政收入所產生的影響。2017 年至 2027 
年之間，每年提交一次報告，此後每兩年提交一
次。

第732號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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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影響説明
由財政管理辦公室撰寫
更多資訊請查閲 www ofm wa gov/ballot

總結
在頭 6 個財政年度期間，州常務資金收入的淨值
將減少 7.972 億美元。這是由於實施全新碳稅、
州零售稅削減 1% 及削減某些製造企業的商業和
職業稅而導致。資助勞動家庭稅費減免計劃。存
入州政府業績審計帳戶的銷售稅收入將減少 890 
萬美元。地方稅收入將增加 1.561 億美元。州開
支將增加 3,740 萬美元。 

一般假設
•	 此項動議的生效日期為 2017 年 7 月 1 日。
•	 以 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為一個州財政年度進

行預算。2016 財政年度為 2015 年 7 月 1 日
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	 此項動議的條款具有前瞻性，不具有追溯
力。  

州收入假設
•	 收入預算主要基於 2016 年 2 月經濟與收入

預測、稅務局納稅申報資料、華盛頓州商務
部和州能源辦公室的資料及碳稅評估模型 
(CTAM) – 版本 3.1c。  

州收入影響
此項動議包含四項影響州收入的規定 — 徵收全新
的碳稅增加了收入、減少 1% 零售稅率導致州收
入減少、降低某些製造類納稅人繳納的商業和職
業 (B&O) 稅導致州收入減少，以及擴大勞動家庭
的稅費減免計劃導致收入減少。

碳稅
預算基於 CTAM 和 2015 年 Global Insight 所有城
市地區的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U) 預測。商務部定
期更新 CTAM 的資料。在此處提供的預算中，不
會反映出編製與發佈本財政影響說明期間 CTAM 
中更新的任何資料。  

收入假設：

•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每排放 1 公噸二氧化
碳，需繳納 15 美元稅款。

•	 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碳稅稅率相當於每
排放 1 公噸二氧化碳，需繳納 25 美元稅款，
此後每年將上調 3.5%，並加上通貨膨脹率。

•	 通貨膨脹率相當於 CPI-U。
•	 在此分析中，並未反映出與數種燃料相關的

分階段稅率，儘管降低法案中所規定的特定
燃料的碳稅稅率會導致降低碳稅收入。

•	 對於長期碳排放儲存（合格封存）的情況，
將不會獲得碳稅減免或退稅。

•	 對於在其他州繳納類似碳稅的情況不會獲得
抵免。

•	 在 CTAM 中做下列假設用於建模：

	○ 第一年設為 2017 日曆年，以密切對應於
擬定之碳稅生效日期 2017 年 7 月 1 日。

	○ 在 CTAM 中指定基準能源預測參考（選項 
A）。 

	○ 不包括工業過程排放。
	○ 未免除噴射機燃料。
	○ 未免除船用燃料。
	○ 未免除「過渡時期用煤」。
	○ 模型中將 2015 年正式列入法條的額
外 11.9 美分州汽油/柴油稅列為補充燃
料稅，因為在 CTAM 中的目前基準假設
中，不包括此項。

碳稅可增加存入州常務資金中的收入。表 1 中列
出了對未來六個財政年度期間存入州常務資金的
碳稅預算。存入州常務資金的收入可用於任何政
府活動，例如教育；社會、衛生和環境服務；以
及其他一般政府活動。

（見表1第41頁）

商業和職業稅
州商業和職業 (B&O) 稅是依據產品價值、總銷售
收入或總營業收入計算的總收入稅。 

收入假設：

•	 下列商業和職業稅類別的稅率被減為 0.001%：
 ○ 製造業     
 ○ 乳品/生物柴油/酒精/豌豆/新鮮水果和蔬菜
生產

 ○ 屠宰-粉碎-加工的易腐肉類批發及生產 

第732號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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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用飛機、元件及航空工具製造 
 ○ 商用飛機、元件及航空工具批發 
 ○ 商用飛機、元件及航空工具零售 
 ○ 出租用木材產品加工 
 ○ 木材產品生產 
 ○ 半導體產品製造

•	 由於這些稅率發生變化，多項活動稅抵免已
被重新計算並計入此項分析之中。

•	 增長率印證了對總體商業和職業稅應稅活動
的預測（如經濟與收入預測委員會 2016 年 2 
月預測中所反映）。

•	 所有商業和職業稅稅率變更均自 2017 年 7 月 
1 起生效，且這些變更均不具追溯力。 

表 2 列出了未來六個財政年度期間存入州常務資
金的州商業和職業稅收入遞減情況預算，四捨五
入至最接近的 1,000 美元。

（見表2第41頁）

銷售稅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州零售稅稅率從 6.5% 下
調至 6.0%，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從 6.0% 再
下調至 5.5%。這一稅率變化將導致存入下列兩類
資金帳戶中的收入減少：州常務資金和政府業績
審計帳戶。     

此外，州零售稅稅率的變化可能對商品購入額產
生影響，從而對州和地方稅收入產生影響。稅務
局起草收入預算時假設價格彈性為 1.01。價格彈
性是用於計算價格上漲或下調時商品消費量變化
的一種方法。由於價格彈性，州商業和職業稅可
隨州零售銷售稅稅率的變化而增加。 

表 3 列出了未來六個財政年度期間存入州常務資
金中的州零售稅收入遞減情況的預算。 

（見表3第41頁）

表 4 列出了未來六個財政年度期間存入政府業績
審計帳戶的州零售稅收入遞減情況的預算。華盛
頓州審計人員利用該帳戶執行 RCW 43.09.470 所
規定的綜合業績審計。   

（見表4第41頁）

表 5 列出了未來六個財政年度期間存入州常務資

金的州商業和職業稅收入增加情況預算。 

（見表5第41頁）

勞動家庭稅費減免
預算基於 2013 年向美國國家稅務局提交的個人
收入稅申報。此項動議對勞動家庭稅費減免計劃
進行了修改，修改後將採用退稅形式為合格納稅
人提供減免。根據現行法律的規定，合格納稅人
獲得的上一聯邦納稅年度的減免額為聯邦所得稅
抵免額 (EITC) 的 10% 或 50 美元，以較高者為
準。此項動議將 2017 年申報的減免額定為 EITC 
的 15% 或 100 美元，以較高者為準；將 2018 年
及之後申報的減免額定為 EITC 的 25% 或 100 美
元，以較高者為準。

收入假設：
•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開始接受 2016 日曆年

的申請。
•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接受 2017 日曆年

的申請。
•	 2016 和 2017 日曆年的退稅均在 2018 財政

年度期間支付。 
•	 假設勞動家庭稅費減免計劃的參與率在首個

年度為 90%，第二個年度為 93%，第三個年
度及之後為 95%。

•	 勞動家庭稅費減免主要基於上一年度的 
EITC。

•	 合格的申請者每年會增長 3%。
•	 所有退稅均會在申報勞動家庭稅費減免所屬

年度的 6 月 30 日之前支付。然而，首個年度
的申請必須在 2017 年 7 月 1 日之後提交。此
處的預算假設為 2016 日曆年的退稅（2017 
年申請）會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支付。

表 6 列出了由於勞動家庭稅費減免計劃的變化而
導致州常務資金收入減少情況的預算。  

（見表6第41頁）

地方政府收入
由於州零售稅稅率變化而產生的價格彈性，當地零售稅

收入將有所增加。表 7 列出了未來六個財政年度
期間地方政府徵稅收入增加情況的預算。

（見表7第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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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開支假設
•	 員工薪資開支反映出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

生效以來工資普遍上漲 1.8%，相應的福利調
整反映出 30% 的薪資調整。 

•	 一名全職人力工時 (FTE) 員工的工作時間相當
於一個日曆年 2,080 小時。  

州開支
為實施此項動議，稅務局在前六個財政年度期間
將產生大約 3,740 萬美元的開支，並需要額外 
FTE。表 8 按財政年度列出了成本預算和 FTE。所
需開支四捨五入為最接近的 1,000 美元。 

（見表8第41頁）

大約 200,000 名納稅人受到零售稅稅率的影響，
大約 12,000 名納稅人受到製造業商業和職業稅稅
率的影響。實施商業和職業稅和零售稅調整措施
的成本包括：

•	 程式設計和測試電腦系統的變化。
•	 針對受影響的納稅人建立具體通知並更新出

版物和網頁。
•	 列印具體通知並郵寄給未透過電子方式報稅

的受影響納稅人。
•	 回答受影響納稅人提出的問題。  

大約 1,500 名納稅人受到碳稅的影響。實施碳稅
的成本包括：

•	 程式設計和測試電腦系統的變化，包括編製
用於碳稅計算的新附錄和用於提交燃料組合
報告的軟體應用程式。  

•	 編製適用於納稅人的全新教育和資訊性材料
（硬拷貝和電子格式），包括對這些材料進
行更新（如有必要）。    

•	 回答問題並協助受影響的納稅人準備申報材
料及提供其他合規援助。  

•	 提供關於實施的技術建議，包括程序、表
格、工作表及指導性文件，以及開發碳排放
計算程式。

•	 在啟動過程中，與受影響各方合作進行其他
工作，並在數個州機構之間協調實施工作。

•	 準備需要向州長和立法機構提交的報告。 
•	 採納兩項新的管理規定。

此項動議針對勞動家庭稅費減免計劃修改了影響
稅務局實施計劃管理的若干規定。稅務局預計第
一年將有 460,600 人提交申報，2017 年 7 月 1 
日起開始接受申請。如果申報人數大幅增加或減
少，計劃營運成本將隨之變化。 

稅務局在其稅務和核發牌照系統更換項目中處於
核心地位。此項動議規定的時限是指在 2017 年 7 
月 1 日之前實現新系統的最基本功能，以接受勞
動家庭稅費減免申請。實施此項動議的勞動家庭
稅費減免規定所需的其他成本包括：

•	 程式設計（透過與第三方程式設計人員簽
約），以啟動、測試及驗證電腦系統，處理
可支付的退稅申請，包括基於網際網路的申
請流程、處理隊列、追蹤、圖像及電子資金
轉帳。

•	 編製列印的資料、網路資訊及媒體廣告。
•	 設計和編製表格及其他資料，以處理免稅申

報。
•	 組織一批人員，負責接收和處理申報，以進

行匯款。 
•	 回答受影響納稅人提出的問題並為其提供協

助。
•	 做好準備工作並訓練新員工，以便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開始處理申請。
•	 採納一項新的管理規定。 
•	 基於最佳可用資訊，列印通知並郵寄給符合

勞動家庭稅費減免的納稅人。  
•	 處理申請，包括驗證申報資訊。  
•	 處理申報並將退稅支票寄送給合格申報者。  
•	 收繳錯誤處理或以欺詐方式申報的退稅。  



4141第732號動議案

表 1 – 存入州常務資金的碳稅收入

2016 財政年度 2017 財政年度 2018 財政年度 2019 財政年度 2020 財政年度 2021 財政年度

0 美元 0 美元 1,455,135,000 美元 1,972,166,000 美元 2,089,715,000 美元 2,189,309,000 美元

表 2 – 存入州常務資金的州商業和職業稅收入減少的情況

2016 財政年度 2017 財政年度 2018 財政年度 2019 財政年度 2020 財政年度 2021 財政年度

0 美元 0 美元 (371,907,000 美元) (426,871,000 美元) (449,128,000 美元) (472,545,000 美元)

表 3 – 存入州常務資金的州零售稅收入減少的情況

2016 財政年度 2017 財政年度 2018 財政年度 2019 財政年度 2020 財政年度 2021 財政年度

0 美元 0 美元 (678,294,000 美元) (1,493,684,000 美元) (1,638,849,000 美元) (1,716,348,000 美元)

表 4 – 存入政府業績審計帳戶的零售稅收入減少的情況

2016 財政年度 2017 財政年度 2018 財政年度 2019 財政年度 2020 財政年度 2021 財政年度

0 美元 0 美元 (1,087,000 美元) (2,394,000 美元) (2,626,000 美元) (2,751,000 美元)

表 5 – 存入州常務資金的州商業和職業稅收入增加的情況

2016 財政年度 2017 財政年度 2018 財政年度 2019 財政年度 2020 財政年度 2021 財政年度

0 美元 0 美元 3,404,000 美元 7,458,000 美元 8,181,000 美元 8,568,000 美元

表 6 – 由於勞動家庭稅費減免計劃的變化而導致州常務資金收入減少的情況

2016 財政年度 2017 財政年度 2018 財政年度 2019 財政年度 2020 財政年度 2021 財政年度

0 美元 0 美元 (420,639,000 美元) (279,150,000 美元) (287,525,000 美元) (296,151,000) 美元

表 7 – 地方零售稅收入增加的情況

2016 財政年度 2017 財政年度 2018 財政年度 2019 財政年度 2020 財政年度 2021 財政年度

0 美元 0 美元 19,245,000 美元 42,165,000 美元 46,251,000 美元 48,439,000 美元

表 8 – 稅務局實施成本  

2016 財政年度 2017 財政年度 2018 財政年度 2019 財政年度 2020 財政年度 2021 財政年度

全 職 人 力
工時 (FTE) 0.0 49.6 72.8 60.1 58.7 60.4

美元 0 美元 7,380,000 美元 11,435,000 美元 6,204,000 美元 6,078,000 美元 6,256,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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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理由 反對理由
支持 I-732：立刻為清潔能源行動

不乾淨的化石燃料污染了我們的空氣和水，威脅到我們的
森林，危害到我們的孩子並且破壞了我們的氣候。I-732 
讓污染者補償。I-732 加快了向清潔能源（如太陽能、風
能和水力發電）的轉變。同時 I-732 透過減少其他稅費，
將污染者補償的資金返還到每個人的口袋裡。

潔淨的空氣、乾淨的水源、健康的森林

華盛頓的家庭和兒童應得到由潔淨的空氣、水源和健康的
森林所構成的安全環境。I-732 為化石燃料（如煤炭和石
油）造成的碳污染設定了價格，而非清潔能源（如太陽能
和風能）。I-732 加速了清潔能源的使用，創造了良好的
當地工作，同時降低了導致哮喘並造成煙霧的化石燃料和
污染物的燃燒。

對抗污染和氣候變遷

I-732 透過讓造成最大影響的污染者補償，以對抗氣候變
遷。這是一個有效的兩黨政策，與自 2008 年以來在不列
顛哥倫比亞成功運作的一個政策類似。

讓污染者補償。保護勞動家庭。

我們當前的稅制使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遭受最困難
的處境。I-732 改變了如此的稅制。I-732 使用由污染
者補償的資金來降低銷售稅，為家庭平均每年節省了數
百美元。同時 I-732 將退稅款返還給成千上萬個勞動家
庭。I-732 使華盛頓的稅收更公平，同時也使我們的州更
清潔。

不能再等了，立刻保護我們的空氣、水源和氣候。我們
肩負著道德責任，即為我們的孩子留下一個更健康、更
清潔的華盛頓！ 為 I-732 投贊成票。 

對反對理由的反駁

I-732 對污染者征稅並使用此資金降低工人家庭的銷售
稅。基於有爭議的分析，我們反對者的主要論證是超過 
6 年的稅收可能下降不到 1%。我們的主要論證是由於
氣候變遷導致的乾旱、火災和洪水將必然威脅我們的環
境、我們的經濟和我們孩子的未來。I-732 使用經驗證的
代表兩黨的方法降低了污染並推動了清潔能源。投贊成
票！

作者

Cliff Mass，華盛頓大學大氣科學教授；Howard Be-
har，星巴克前任總裁；Sharon Nelson，華盛頓公共事
業委員會和消費者報告前任主席；Bill Finkbeiner，前任
華盛頓州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R)；Rogers Weed，2009-
2012 華盛頓州商務部主任；Ramez Naam，奇點大學 
(Singularity University) 能源與環境共同主席，作家；

聯絡：yeson732.org；communications@carbonwa.org

州赤字

I-732 將使華盛頓的財政預算更混亂。稅務局分析發現，在
未來的六年裡 I-732 將縮減可用於教育、醫療保健和其他極
其重要的服務之資金達 7.97 億美元。我們州面臨著 50 億美
元赤字，同時法院命令要滿足基本教育和心理健康需求。
I-732 會使這個局面更糟糕。

氣候和工作

氣候政策必須是經綜合全面考慮的，因此氣候政策不會
危害群眾，也不會中止工作。I-732 未通過此測試。清潔
能源經濟可以降低碳排放並完全改變氣候變遷，同時還
能產生養家薪酬的工作，重建崩潰的基礎設施，投資於
受污染最嚴重的地區，以及向工人和社區提供「合乎公
義的過渡」。I-732 沒有實現以上任何措施。

相反，I-732 因公征收增加的碳稅，其間並無合規靈活性
或能效性動機的條款。一些企業將無知地把他們的工作
和污染物移到州界以外。

公平

靠近污染最嚴重地點的社區中易受傷害的家庭和在能源
密集型工業中工作的工人是受污染威脅最嚴重的群體。
但是 I-732 的「勞動家庭稅費減免」僅為不足此群體一半
的人提供了任何減輕增加的能源成本的措施。這些社區
將需要投資和工作，以使他們公平的過渡到具有前瞻性
的清潔能源經濟。I-732 忽視了此步驟。

每當我們掙扎於維持良好的工作和資金基本服務時，
I-732 就會向華盛頓呈報錯誤的方向。投反對票。

對支持理由的反駁

我們需要獲取氣候政策權利。I-732 具有太多預期之外的
後果。I-732 向污染者提供稅收減免，使其無任何責任，
並且未能賦予潔淨的空氣和水源、工作和清潔能源、或
是健康的森林和社區。I-732 進一步剝奪了我們的州財政
預算，損害我們社區所需的教育和基礎設施項目。此加
快推進的碳稅將只能推動別處的工作和商業，並且將無
法顯著解決氣候變遷問題。

作者

Rich Stolz，一個美國 (One America) 行政主管；Jill 
Mangaliman，Got Green 行政主管；Jeffrey Johnson，
美國勞工聯盟 (AFL-CIO) 華盛頓州勞工委員會主席；
Rosalinda Guillen，Community to Community 行政
主管；De’Sean Quinn，塔克維拉市議員；Rebecca 
Saldana，普捷灣賢者 (Puget Sound SAGE) 行政主管

聯絡：(206) 281-8901；jjohnson@wsl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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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5號動議案有關提議聯邦憲法的修訂案。

本議案將敦促華盛頓州國會代表團提出一項聯邦憲法修訂
案，主張憲法權利僅屬於個人，而非企業，以及受憲法保護
言論自由，並不包括金錢支出。

本議案應該被立例成法嗎？ 

[  ] 應 

[  ] 否

提案説明                                                      44
財政影響説明                                                 44
支持和反對的理由                                          45

動議案號：

735

第735號動議案

州務卿對意見或説明的内容概不負責。  

（華盛頓州行政法規WAC 434-38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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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説明
由司法部長辦公室撰寫

現行法律規定 

美國最高法院曾認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在為候選人競選捐贈資金、為支援或反對候選人
提供單獨資助方面保障了個人權利。2010 年，
公民聯合會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 (558 U.S. 310 
(2010)) 在美國最高法院開庭審理。第一修正案還
賦予企業為支援或反對候選人提供單獨資助的權
利。

可透過美國國會或由三分之二的州立法機構請求
召開制憲會議提出修改《美國憲法》的修正案。
如果獲得四分之三州的批准，那麼擬議的修正案
將成為《憲法》的一部分。修正流程如《美國憲
法》第五章所述。

擬議議案若經批准後所帶來的影響 

此項動議案旨在敦促國會的現任和繼任議員提出
聯合決議，以修訂《美國憲法》。擬議的修正案
提出憲法權利僅屬於個人；在第一修正案中，金
錢支出並不屬於言論自由；政府完全有權監管政
治捐款和支出，以防止對政府產生不良影響；同
時，須及時向公眾披露政治捐款和支出。

此項動議案將敦促華盛頓州國會議員選擇一種修
正案審批方法，以便在審批流程中全面確保公民
出席並聽取公民意見。同時，當修正案在美國
國會獲得通過並交由各州進行審批後，還將敦促
華盛頓州立法機構的現任和繼任議員批准該修正
案。

最後，此項動議案規定，在動議案獲得通過後，
需指示華盛頓州州務卿盡快向華盛頓州州長、華
盛頓州立法機構的所有現任議員、美國國會的所
有現任議員及美國總統提交此動議案的副本。

財政影響説明
由財政管理辦公室撰寫
更多資訊請查閲 www.ofm.wa.gov/ballot

第735號動議案

第 735 號動議案對於州或當地政府不會產生重大
的財務影響。據此動議案要求，在動議案獲得通
過後，州務卿需盡快向所列的由選舉產生的官員
送達動議案的副本，這將產生大約 325 美元的費
用。 

第 735 號動議案的分析假設
此項動議案要求華盛頓州的現任和繼任國會代表
團提出《美國憲法》修正案的聯合決議，並就下
列五項進行解釋說明：

1.  憲法權利是僅賦予人類的權利。
2.  司法機關不得將金錢支出與言論自由視為等

同。
3.  必須在選舉前披露所有政治捐款和支出。
4.  政府可以監管政治捐款和支出，以防產生不

必要的影響。
5.  本法案不會限制《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賦

予的人權。
在獲得通過後，需指示州務卿盡快向州長、州立
法機構的所有現任議員、美國國會的所有現任議
員及美國總統提交此動議案的副本，共包括約 
684 人。假設透過第一類郵件方式寄送，每件郵
資為 0.47 美元，那麼履行此項規定預計需 325 
美元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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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理由 反對理由
大量的金錢正敗壞著我們的政治制度
2010 年最高法院對公民聯盟 (Citizens United) 對抗聯邦選
舉委員會 (FEC) 以及其他案件的決議釋放了來自超級富裕
的個人、公司、工會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團的無限匿名競
選資金。 SuperPAC 和利益集團在 2012 年的競選上花費
了超過 10 億美元，這幾乎是 2008 年競選的 3 倍費用！ 
今年甚至將會更糟。

許多政客把時間用在討好那些期望獲取惠贈作為回報的
大手筆捐贈者身上，而並沒有代表推選他們的人民講
話。這種行為將普通公民的心聲和憂慮置於何處了？

如果我們要求，美國國會將僅採取行動

儘管 80% 的共和黨人和 83% 的民主黨人支持推翻公民
聯盟，但美國國會將不會針對如往常一樣得益於交易的
政客本身採取行動。但是當我們選民將我們的心聲記錄
下來時，我們會追究美國國會對其無所作為的責任。十
六個州以及逾 650 位市民早已通過了與我們相同的議
案。透過將華盛頓加入名單中，我們將告之我們的當選
眾議員，我們想要立即改變。

一項新憲法修正案

735 動議呼籲美國國會發起憲法修訂案來推翻公民聯盟，
並規定不可使用資金保護政治言論。此修訂案將確保捐
款將按規定當眾公開。此外，此修訂案還將闡明，僅限
公民具有憲法權利，而非公司或特殊利益集團。

這是關於恢復「我們人民」的權力。讓我們共同向其他華
盛頓各方傳遞明確地簡訊。對 735 動議投「贊成」票！

對反對理由的反駁

735 動議將不會限制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 它將阻止金
錢上的特殊利益具有比「我們人民」更響亮的呼聲。我
們支持 735 動議，因為我們相信言論自由是針對每個人，
而非僅針對最高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PAC)、企業以及使用
攻擊廣告和錯誤的資訊壟斷媒體的富裕的個人。使用無
限制的秘密競選資金是合法的賄賂。如果您提倡言論自
由，請為 735 投「贊成」票！

作者

Cindy Black，華盛頓聯合修訂憲法 (WAmend) 的協調
員；Alice Woldt，Fix Democracy First 行政主管；Ben 
Stuckart，斯波坎市委員會主席；Jim Street，前任高
等法院法官；Lyda Pierce，拉丁美洲/西班牙裔政府部門
聯盟衛理公會的牧師、博士；Pramila Jayapal，第 37 
區州議會參議員，一個美國 (One America) 創始人

聯絡：(206) 547-9961；info@wamend.org；WAmend.org

735 動議是一項允許政府審查的危險提案。這會是自禁
止剝奪權利後的首個憲法修訂案。

消除言論是不民主的行為

公民應盡可能多地擁有分享和獲取資訊的機會。消除某
些言論者的聲音會適得其反。禁止公民使用他們的資金
傳播他們的信仰是消極主義的行為，而非民主行為。我
們可以並且必須尋找解決方案，從而擴大我們的權利，
而非剝奪我們的權利。對 I-735 投反對票。

735 動議開啟了潘多拉魔盒

735 動議允許營利和非營利公司雙方審查。政府將會任
意審查新聞、書籍、電影、音樂和您支持的慈善團體。
如果公司製造了這些內容，那麼政府可以對此公司進行
審查。我們應該授權美國國會的共和黨人以審查公司
（包括計劃生育組織、花花公子、善待動物組織 (PETA) 和 
WashPIRG）嗎？ 絕對不行。我們應該授權美國國會的民
主黨人以審查 CareNet、福克斯新聞、全國婚姻組織和國
家檔案登記處 (NRA) 嗎？ 絕對不行。對 I-735 投反對票。

我們需要更多的言論，而非更少

禁止對言論使用資金將會嚴重妨礙公共話語。創辦者明
智地保護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即便陳舊的印刷機會消
耗資金。對不同言論的最佳保護方法是阻止中央集權的
監管機構（如美國國會）具有控制市場的想法。對 I-735 
投反對票。

我們可以要求公開

公民聯盟 (Citizens United) 規定讓政府要求公開政治捐
款。我們可以在無需修訂憲法的情況下支持公開要求。
對 I-735 投反對票。

對支持理由的反駁

「第一條修正案：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剝奪言論自由或出
版自由…」 I-735 透過修改憲法，力圖破壞言論自由。I-
735 力圖審查企業，例如西雅圖時報、塔可瑪新聞論壇
報、斯波坎發言人評論報、迪士尼/美國廣播公司 (ABC)、
康卡斯特/全國廣播公司 (NBC)、時代華納/美國有線電視
新聞網 (CNN)、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紐約時報、計
劃生育聯合會、Sierra 環保會、臉書、推特、谷歌和公共
廣播公司。對 I-735 投反對票。

作者

Rebecca Faust，第一修正案擁護者；Kelly Houghton，
第一修正案擁護者

聯絡：firstamendmentdefenders@protonmail.com；
www.firstamendmentdefenders.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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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投票

諮詢投票是於 2007 年 
經選民通過之第  
960 號動議案的結果。

想要更多資訊？ 

請聯繫您的立法者。他們的聯繫方式

在以下頁面。

於 
www.vote.wa.gov/completetext  

檢視議案全文。 

於 
www.ofm.wa.gov/ballot  

檢視其他成本資訊。

 什麼是諮詢投票？

諮詢投票不具有約束力。其結果 
將不會改變法律。 

撤銷或保持？

您被邀請對立法機構 
撤銷或保持稅收增加作建議。 

撤銷 – 您不贊成加稅。 

保持 – 您贊成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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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預測
由財務管理辦公室提供

更多資訊請查閲 www ofm wa gov/ballot

議會最終投票票數
參議院：贊成：28；反對：15；缺席：0；棄權：6 
眾議院：贊成：66；反對：29；缺席：0；棄權：3

十年預測
由財務管理辦公室提供

更多資訊請查閲 www ofm wa gov/ballot

議會最終投票票數
參議院：贊成：44；反對：4；缺席：0；棄權：1 
眾議院：贊成：91；反對：7；缺席：0；棄權：0

第2768號眾議院法案 (HB 2768)

本法案授權健康福利交易所 (HBE) 向承保單位收取估
價額，並授權保險專員辦公室收取在 HBE 上列出之
《家庭合格牙科計劃 (QDP)》的保險費稅。每位成員每
個月的預計估價額介於 25 美元到 50 美元。根據實際
繳納的保險費，HBE 估價額將被設定在滿足 HBE 透
過交易所提供家庭 QDP 之成本所需水平。因為對於 
QDP 保險費金額無法更加確定，承保單位估價額和保
險費稅收入無法估計；因此，付費方的十年總體成本是
不確定的。

第2778號眾議院第二次正式替代法案 (2ESHB 2778)

財政
年度

零售
銷售稅

2016

2017     $ 1,696,000

2018     74,000

2019    2,035,000

2020    -1,408,000

2021 -859,000

2022

2023

2024

2025

 總計：     $ 1,538,000

諮詢投票第

15
第2778號眾議院第二次正
式替代法案

議會在未經人民投票的情況下，對於
潔淨替代燃料車輛的零售銷售和使用
稅減免施加某些限制，此項稅款將在
首個十年內徵收到$2,000,000用作政
府開支。

本項增稅應被：

[   ]  廢除 

[   ]  保持

號

諮詢投票第

14
第2768號眾議院法案

議會在未經人民投票的情況下，向獨
立家庭牙科保健計劃的部分保險增加
了保險費稅，此項稅款將在首個十年
內徵收到不確定金額用作政府開支。

本項增稅應被：

[   ]  廢除 

[   ]  保持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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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議員最終投票結果

第960號動議案，在2007年由選民通過，要求列出每位議員、其政黨選擇、家鄉、聯絡資料、並他們在每個引致諮詢投票的法案之
表決。

第1號區 
參議員 Rosemary McAuliffe 
(D, Bothell), (360) 786-7600 
rosemary.mcauliff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Derek Stanford 
(D, Bothell), (360) 786-7928 
derek.stanford@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Luis Moscoso 
(D, Mountlake Terrace), (360) 786-7900 
luis.moscoso@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因故缺席的 

第2號區 
參議員 Randi Becker 
(R, Eatonville), (360) 786-7602 
randi.beck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Andrew Barkis 
(R, Olympia), (360) 786-7824 
andrew.barkis@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J.T. Wilcox 
(R, Yelm), (360) 786-7912 
jt.wilcox@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3號區 
參議員 Andy Billig 
(D, Spokane), (360) 786-7604 
andy.billig@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Marcus Riccelli 
(D, Spokane), (360) 786-7888 
marcus.riccelli@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Timm Ormsby 
(D, Spokane), (360) 786-7946 
timm.ormsby@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4號區 
參議員 Mike Padden 
(R, Spokane Valley), (360) 786-7606 
mike.padden@leg.wa.gov 
HB 2768 (AV14): 反對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Bob McCaslin 
(R, Spokane Valley), (360) 786-7820 
bob.mccaslin@leg.wa.gov 
HB 2768 (AV14): 反對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Matt Shea 
(R, Spokane Valley), (360) 786-7984 
matt.shea@leg.wa.gov 
HB 2768 (AV14): 反對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第5號區 
參議員 Mark Mullet 
(D, Issaquah), (360) 786-7608 
mark.mullet@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Jay Rodne 
(R, Snoqualmie), (360) 786-7852 
jay.rodn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Chad Magendanz 
(R, Issaquah), (360) 786-7876 
chad.magendanz@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6號區 
參議員 Michael Baumgartner 
(R, Spokane), (360) 786-7610 
michael.baumgartn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反對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Kevin Parker 
(R, Spokane), (360) 786-7922 
kevin.park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Jeff Holy 
(R, Cheney), (360) 786-7962 
jeff.holy@leg.wa.gov 
HB 2768 (AV14): 反對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第7號區 
參議員 Brian Dansel 
(R, Republic), (360) 786-7612 
brian.dansel@leg.wa.gov 
HB 2768 (AV14): 反對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Shelly Short 
(R, Addy), (360) 786-7908 
shelly.short@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Joel Kretz 
(R, Wauconda), (360) 786-7988 
joel.kretz@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第8號區 
參議員 Sharon Brown 
(R, Kennewick), (360) 786-7614 
sharon.brow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Brad Klippert 
(R, Kennewick), (360) 786-7882 
brad.klippert@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Larry Haler 
(R, Richland), (360) 786-7986 
larry.hal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第9號區 
參議員 Mark Schoesler 
(R, Ritzville), (360) 786-7620 
mark.schoesl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Mary Dye
(R, Pomeroy), (360) 786-7942
mary.dy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Joe Schmick 
(R, Colfax), (360) 786-7844 
joe.schmick@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第10號區 
參議員 Barbara Bailey 
(R, Oak Harbor), (360) 786-7618 
barbara.bailey@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Norma Smith 
(R, Clinton), (360) 786-7884 
norma.smith@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Dave Hayes 
(R, Camano Island), (360) 786-7914 
dave.hayes@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11號區 
參議員 Bob Hasegawa 
(D, Seattle), (360) 786-7616 
bob.hasegawa@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Zack Hudgins 
(D, Tukwila), (360) 786-7956 
zack.hudgins@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Steve Bergquist 
(D, Renton), (360) 786-7862 
steve.bergquist@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12號區 
參議員 Linda Evans Parlette 
(R, Wenatchee), (360) 786-7622 
linda.parlett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Cary Condotta 
(R, Chelan), (360) 786-7954 
cary.condotta@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Brad Hawkins 
(R, East Wenatchee), (360) 786-7832 
brad.hawkins@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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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號區 
參議員 Judy Warnick
(R, Moses Lake), (360) 786-7624 
judy.warnick@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Tom Dent 
(R, Moses Lake), (360) 786-7932 
tom.dent@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Matt Manweller 
(R, Ellensburg), (360) 786-7808 
matt.manwell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第14號區 
參議員 Curtis King 
(R, Yakima), (360) 786-7626 
curtis.king@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Norm Johnson 
(R, Yakima), (360) 786-7810 
norm.johnso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Gina McCabe 
(R, Goldendale), (360) 786-7856
gina.mccab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第15號區 
參議員 Jim Honeyford 
(R, Sunnyside), (360) 786-7684 
jim.honeyford@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Bruce Chandler 
(R, Granger), (360) 786-7960 
bruce.chandl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David Taylor 
(R, Moxee), (360) 786-7874 
david.taylor@leg.wa.gov 
HB 2768 (AV14): 反對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第16號區 
參議員 Mike Hewitt 
(R, Walla Walla), (360) 786-7630 
mike.hewitt@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Maureen Walsh 
(R, Walla Walla), (360) 786-7836 
maureen.walsh@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Terry Nealey 
(R, Dayton), (360) 786-7828 
terry.nealey@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第17號區 
參議員 Don Benton 
(R, Vancouver), (360) 786-7632 
don.bento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因故缺席的 

眾議員 Lynda Wilson 
(R, Vancouver), (360) 786-7994 
lynda.wilso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Paul Harris 
(R, Vancouver), (360) 786-7976
paul.harris@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第18號區 
參議員 Ann Rivers 
(R, La Center), (360) 786-7634 
ann.rivers@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Brandon Vick 
(R, Felida), (360) 786-7850 
brandon.vick@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Liz Pike 
(R, Camas), (360) 786-7812 
liz.pik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第19號區 
參議員 Dean Takko 
(D, Longview), (360) 786-7636 
dean.takko@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JD Rossetti 
(D, Longview), (360) 786-7806 
jd.rossetti@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Brian Blake 
(D, Aberdeen), (360) 786-7870 
brian.blak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20號區 
參議員 John Braun 
(R, Chehalis), (360) 786-7638 
john.brau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Richard DeBolt 
(R, Chehalis), (360) 786-7896 
richard.debolt@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Ed Orcutt 
(R, Kalama), (360) 786-7990 
ed.orcutt@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21號區 
參議員 Marko Liias 
(D, Everett), (360) 786-7640 
marko.liias@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Strom Peterson 
(D, Edmonds), (360) 786-7950 
strom.peterso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Lillian Ortiz-Self 
(D, Mukilteo), (360) 786-7972 
lillian.ortiz-self@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22號區 
參議員 Karen Fraser 
(D, Olympia), (360) 786-7642 
karen.fras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Chris Reykdal 
(D, Tumwater), (360) 786-7940 
chris.reykdal@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Sam Hunt 
(D, Olympia), (360) 786-7992 
sam.hunt@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23號區 
參議員 Christine Rolfes 
(D, Bainbridge Island), (360) 786-7644 
christine.rolfes@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Sherry Appleton 
(D, Poulsbo), (360) 786-7934 
sherry.appleto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Drew Hansen 
(D, Bainbridge Island), (360) 786-7842 
drew.hanse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24號區 
參議員 Jim Hargrove 
(D, Hoquiam), (360) 786-7646 
jim.hargrov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因故缺席的

眾議員 Kevin Van De Wege 
(D, Sequim), (360) 786-7916 
kevin.vandeweg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Steve Tharinger 
(D, Dungeness), (360) 786-7904
steve.tharing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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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號區 
參議員 Bruce Dammeier 
(R, Puyallup), (360) 786-7648 
bruce.dammei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Melanie Stambaugh 
(R, Puyallup), (360) 786-7948 
melanie.stambaugh@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Hans Zeiger 
(R, Puyallup), (360) 786-7968 
hans.zeig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26號區 
參議員 Jan Angel 
(R, Port Orchard), (360) 786-7650 
jan.angel@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Jesse Young 
(R, Gig Harbor), (360) 786-7964 
jesse.young@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Michelle Caldier 
(R, Port Orchard), (360) 786-7802 
michelle.caldi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27號區 
參議員 Jeannie Darneille 
(D, Tacoma), (360) 786-7652 
j.darneille@leg.wa.gov 
HB 2768 (AV14): 因故缺席的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Laurie Jinkins 
(D, Tacoma), (360) 786-7930 
laurie.jinkins@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Jake Fey 
(D, Tacoma), (360) 786-7974 
jake.fey@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28號區 
參議員 Steve O’Ban 
(R, Lakewood), (360) 786-7654 
steve.oba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因故缺席的 

眾議員 Dick Muri 
(R, Steilacoom), (360) 786-7890 
dick.muri@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Christine Kilduff 
(D, University Place), (360) 786-7958 
christine.kilduff@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29號區 
參議員 Steve Conway 
(D, Tacoma), (360) 786-7656 
steve.conway@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David Sawyer 
(D, Lakewood), (360) 786-7906 
david.sawy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Steve Kirby 
(D, Tacoma), (360) 786-7996 
steve.kirby@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30號區 
參議員 Mark Miloscia 
(R, Federal Way), (360) 786-7658 
mark.miloscia@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Linda Kochmar 
(R, Federal Way), (360) 786-7898 
linda.kochma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Teri Hickel 
(R, Federal Way), (360) 786-7830 
terk.hickel@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31號區 
參議員 Pam Roach 
(R, Auburn), (360) 786-7660 
pam.roach@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Drew Stokesbary 
(R, Auburn), (360) 786-7846 
drew.stokesbary@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Christopher Hurst 
(D, Enumclaw), (360) 786-7866 
christopher.hurst@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因故缺席的 

第32號區 
參議員 Maralyn Chase 
(D, Edmonds), (360) 786-7662 
maralyn.chas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因故缺席的 

眾議員 Cindy Ryu 
(D, Shoreline), (360) 786-7880 
cindy.ryu@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Ruth Kagi 
(D, Seattle), (360) 786-7910
ruth.kagi@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33號區 
參議員 Karen Keiser 
(D, Des Moines), (360) 786-7664 
karen.keis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Tina Orwall 
(D, Des Moines), (360) 786-7834 
tina.orwall@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Mia Gregerson 
(D, SeaTac), (360) 786-7868
mia.gregerso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34號區 
參議員 Sharon Nelson 
(D, Maury Island), (360) 786-7667 
sharon.nelso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Eileen Cody 
(D, Seattle), (360) 786-7978 
eileen.cody@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Joe Fitzgibbon 
(D, Burien), (360) 786-7952 
joe.fitzgibbo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35號區 
參議員 Tim Sheldon 
(D, Potlatch), (360) 786-7668 
timothy.sheldo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Dan Griffey 
(R, Allyn), (360) 786-7966 
dan.griffey@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ESSB 6138 (AV13): 同意 

眾議員 Drew MacEwen 
(R, Union), (360) 786-7902 
drew.macewe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36號區 
參議員 Reuven Carlyle 
(D, Seattle), (360) 786-7670 
reuven.carlyl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Noel Frame 
(D, Seattle), (360) 786-7814 
noel.fram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Gael Tarleton 
(D, Seattle), (360) 786-7860 
gael.tarleto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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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號區 
參  Pramila Jayapal 
(D, Seattle), (360) 786-7688 
pramila.jayapal@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因故缺席的 

眾議員 Sharon Tomiko Santos 
(D, Seattle), (360) 786-7944 
sharontomiko.santos@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Eric Pettigrew 
(D, Seattle), (360) 786-7838 
eric.pettigrew@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38號區 
參議員 John McCoy 
(D, Tulalip), (360) 786-7674 
john.mccoy@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June Robinson 
(D, Everett), (360) 786-7864 
june.robinso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Mike Sells 
(D, Everett), (360) 786-7840 
mike.sells@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39號區 
參議員 Kirk Pearson 
(R, Monroe), (360) 786-7676 
kirk.pearso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Dan Kristiansen 
(R, Snohomish), (360) 786-7967 
dan.kristianse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Elizabeth Scott 
(R, Monroe), (360) 786-7816 
elizabeth.scott@leg.wa.gov 
HB 2768 (AV14): 反對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第40號區 
參議員 Kevin Ranker 
(D, Orcas Island), (360) 786-7678 
kevin.rank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因故缺席的 

眾議員 Kristine Lytton 
(D, Anacortes), (360) 786-7800 
kristine.lytto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Jeff Morris 
(D, Mount Vernon), (360) 786-7970 
jeff.morris@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41號區 
參議員 Steve Litzow 
(R, Mercer Island), (360) 786-7641 
steve.litzow@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Tana Senn 
(D, Mercer Island), (360) 786-7894 
tana.sen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Judy Clibborn 
(D, Mercer Island), (360) 786-7926 
judy.clibbor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42號區 
參議員 Doug Ericksen 
(R, Ferndale), (360) 786-7682 
doug.ericksen@leg.wa.gov 
HB 2768 (AV14): 反對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Luanne Van Werven 
(R, Lynden), (360) 786-7980 
luanne.vanwerve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Vincent Buys 
(R, Lynden), (360) 786-7854 
vincent.buys@leg.wa.gov 
HB 2768 (AV14): 反對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第43號區 
參議員 Jamie Pedersen 
(D, Seattle), (360) 786-7628 
jamie.pederse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Brady Walkinshaw 
(D, Seattle), (360) 786-7826 
brady.walkinshaw@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Frank Chopp 
(D, Seattle), (360) 786-7920 
frank.chopp@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44號區 
參議員 Steve Hobbs 
(D, Lake Stevens), (360) 786-7686 
steve.hobbs@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Hans Dunshee 
(D, Snohomish), (360) 786-7804 
hans.dunshe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Mark Harmsworth 
(R, Mill Creek), (360) 786-7892 
mark.harmsworth@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45號區 
參議員 Andy Hill 
(R, Redmond), (360) 786-7672 
andy.hill@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Roger Goodman 
(D, Kirkland), (360) 786-7878 
roger.goodma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Larry Springer 
(D, Kirkland), (360) 786-7822 
larry.spring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46號區 
參議員 David Frockt 
(D, Seattle), (360) 786-7690 
david.frockt@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反對 

眾議員 Gerry Pollet 
(D, Seattle), (360) 786-7886 
gerry.pollet@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Jessyn Farrell 
(D, Seattle), (360) 786-7818 
jessyn.farrell@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47號區 
參議員 Joe Fain 
(R, Auburn), (360) 786-7692 
joe.fai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Mark Hargrove 
(R, Covington), (360) 786-7918 
mark.hargrove@leg.wa.gov 
HB 2768 (AV14): 反對 
2ESHB 2778 (AV15): 因故缺席的 

眾議員 Pat Sullivan 
(D, Covington), (360) 786-7858 
pat.sullivan@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第48號區 
參議員 Cyrus Habib 
(D, Bellevue), (360) 786-7694 
cyrus.habib@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Patty Kuderer 
(D, Clyde Hill), (360) 786-7936 
patty.kuder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Joan McBride 
(D, Kirkland), (360) 786-7848 
joan.mcbrid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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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您的投票住址隱密

住址保密計劃可以讓參與者登記投票，而無需

變成一個公共紀錄。

要參加，您必須：

• 是一位受家庭暴力、性侵害、販賣、或追蹤的
倖存者，或受聘於刑事司法機關和因所從事的
工作而成為重罪犯騷擾的目標。

• 最近搬到新的地方是犯案者不知曉的，並且沒
有記載在公共記錄中。

• 與一名受害者倡導者會面，其會協助您進行威
脅評估、安全計劃、和項目申請。

罪案倖存者的地址保密

請致電：(800) 822-1065或查看www.sos.wa.gov/acp。

第49號區 
參議員 Annette Cleveland 
(D, Vancouver), (360) 786-7696 
annette.cleveland@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Sharon Wylie 
(D, Vancouver), (360) 786-7924 
sharon.wylie@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眾議員 Jim Moeller 
(D, Vancouver), (360) 786-7872 
jim.moeller@leg.wa.gov 
HB 2768 (AV14): 同意 
2ESHB 2778 (AV15): 同意 

查看選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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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對完成州立法區和國會區的重新劃分截止日期提議一項
憲法修訂案。

本修訂案要求州重劃委員會在以1為結尾的每個年份之11月15
日前完成州立法區和國會區的重劃，與現行規定的期限相比
提前46天。

本憲法修訂案應被：

[  ] 通過

[  ] 否決 

提案説明                                                      54
支持和反對的理由                                          55

參議院第號聯合決議案：

8210

第8210號參議院聯合決議案

州務卿對意見或説明的内容概不負責。  

（華盛頓州行政法規WAC 434-38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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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憲法規定 

《華盛頓州憲法》第二章第 43 條規定，應每 10 
年組建一次委員會，以重新劃分州立法區和美國
國會區。重新劃區是指出於選舉目的確定州立法
區和美國國會區的地理界限。必須在以 1 結尾的
每個年份之 1 月建立該委員會。該委員會需在不
遲於每年 1 月 1 日之前於兩日內完成重新劃區計
劃的審批。如果該委員會未能在以 2 結尾的年份
之 1 月 1 日前完成計劃的審批，那麼華盛頓州最
高法院必須在該年度的 4 月 30 日之前採納一項計
劃。自該委員會向立法機構提交計劃之後，立法
機構舉行首次立法會議並於會後首個 30 日內透過
獲得三分之二的選票修改重新劃區計劃。

擬議修正案若經批准後所帶來的影響 

該修正案要求州選區重劃委員會在以 1 結尾的每
個年分之 11 月15 日前完成州立法區和美國國會
區重劃計劃的批准。這樣將使該委員會提前 46 天
完成重新劃區計劃（例如，委員會需在 2021 年 
11 月 15 日之前審批下一份重新劃區計劃，而非
目前的截止日期 2022 年 1 月 1 日）。其他重新
劃區的截止期限保持不變。

提案説明
由司法部長辦公室撰寫

財政影響説明

未受法律要求

議會最終投票票數
參議院：贊成：46；反對：0；缺席：1；棄權：2 
眾議院：贊成：97；反對：0；缺席：0；棄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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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理由 反對理由
華盛頓擁有國內最好的重新劃區系統之一—SJR 8210 
使其更完善

三十年前，由於人口增長和遷移，華盛頓選民設立了兩
黨委員會，以每十年重劃政治邊界。此系統避免引起爭
議和黨派的重新劃區，並且已成為眾多州所遵從的模
式。

SJR 8210 承認，目前的數字技術能夠使委員會的工作更
有效。此簡便但卻重要的變更將為期一年的流程縮短到
六週，為選民和納稅人提供了相同的利益。 

提高公眾參與： SJR 8210 確保新的邊界將在繁忙的年
終假期之前被採納

公眾在劃分議會和美國國會區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然而過去三次的重新劃區計劃在年終假期期間被採納時，
卻限制著公眾的反饋和意見。 SJR 8210 設定了最終截止
日期為 11 月 15 日，確保在公眾能夠更好的提供反饋的
同時使此計劃得以採納。  

健全的政府機構： SJR 8210 允許利用充足的時間來實
施新邊界，節省納稅人的資金

目前 1 月 1 日的截止日期為郡官員在春季選舉前預留過
少的時間來實施新邊界；11 月 15 日的截止日期解決了
此問題，並且早在數週前便關閉了重新劃區辦公室，為
納稅人節省了數千元資金。 

常識： 對 SJR 8210 的壓倒性兩黨支持
此常識性改革在今年全體一致地通過了議會。請投贊成
票！

作者

Mark Schoesler，里茨維爾州議會參議員、共和黨人；Sharon 
Nelson，莫里島州議會參議員、民主黨人；Sam Hunt，奧林
匹亞州議會眾議員、民主黨人；Jeff Holy，斯波坎市州議會眾
議員、共和黨人；Ralph Munro，前任州務卿 

聯絡：SJR8210ballot@gmail.com

州法律要求，反對憲法修訂案的論證應由眾議院議長、
州參議院主席和州務卿任命的一位或多位議員撰寫。任
何已知的個人或團體均未反對第 8210 號參議院聯合決議
案，此決議案同意撰寫反對議案的論證，並發表在此手
冊中。



56

為紀念退伍軍人投票

您可以透過 3 個簡單步驟來參與

上載您的故事和相片登入我們的網站
vote.wa.gov/vet1 2 3

我們的投票權利由美國軍隊優秀的軍人保護著。現在是您為他們付出的服務表
示感謝的時候了！

華盛頓州州務卿辦公室邀請您貼出一段故事和相片，表彰現役軍人和退伍軍
人。我們將向您寄送一枚別針，您可驕傲地將其佩戴在胸前以示對退伍軍人的
尊重和感激之情。

分享您的故事！

vote.wa.gov/vet

您將收到在選舉日佩戴的
別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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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靈敏、便捷 

選民工具和資訊盡在掌
握之中

瀏覽 MyVote.wa.gov 並且現在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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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資助競選活動？
查看聯邦候選人的財務贊助者：

聯邦選舉委員會

www.fec.gov 
免費電話：(800) 424-9530

除總統和副總統外，華盛頓州的所有民選聯邦官員必須是州登記選民。只有聯
邦辦公室設有最低及最高的登記選民年齡要求。

聯邦人員的資格與責任

美國總統和副總統
總統必須至少年滿 35 歲，並是本國出生的美國公民。
選民透過選舉團間接選舉總統。總統當選任期為四
年，不能連任超過兩個當選任期。

總統的首要職責是確保國家法律能被忠實執行。這項
職責在很大程度上是透過任命數千個聯邦政府職位來
履行，包括內閣級政府機構部長和聯邦法官（尚待參
議院確認）。總統是美國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有權力
簽署和否決（拒絕）美國國會通過的法律，以及與外
國政府訂立條約（與參議院批准）。

副總統擔任參議院主席。若總統一職空出，則副總統
成為總統。

候選人聲明完全按照提交內容列印。州務卿辦
公室不會作出任何修改，也不負責驗證聲明是
否真實或符合事實。

美國國會
在宣戰、維持軍隊、評估稅收、借貸、鑄造貨幣、調
控商業以及制定所有政府運作所需法律和預算方面，
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擁有平等職責。

美國參議員

參議員必須至少年滿 30 歲，並必須為美國公民九年或
以上。參議員任期為 6 年。參議院有 100 名參議員；
每州兩名參議員。

參議院擁有幾項獨特的權力，包括同意條約、確認由
總統任命的聯邦官員及審理由眾議院彈劾的聯邦官
員。

美國國會眾議員

國會眾議員必須至少年滿 25 歲，並必須為美國公民七
年或以上。眾議員不必是其選區的登記選民，但必須
是州登記選民。眾議員的任期為兩年。

眾議院共有 435 位議員，於雙數年重新選出所有議
員。眾議員人數以各州人口為基準，每個州的眾議員人
數不同。2010 年人口普查後，華盛頓州獲分配第 10 
個美國國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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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經驗
美國參議員，紐約

其他工作經驗
美國國務卿；美國第一夫人；阿肯色州的第一夫人； 
律師；助理教授，阿肯色大學法學院；阿肯色大學法
律援助診所董事；兒童保護基金會

學歷
韋爾斯利學院；耶魯法學院

社區服務
美國律師協會專業婦女委員會主席；阿肯色州擁護兒
童和家庭的聯合創始人；法律服務公司主席；阿肯色
州婦女合法權益手冊的共同作者

聲明
我們的競選活動是基於美國人團結就會更強的概念。
當每個人都可以對經濟有貢獻且分享它的成長時，
我們會更強大。當我們能互相且與世界各地的盟友
合作，以保持美國安全時，我們會更強大。當我們團
結，而不是分裂；當我們一起來克服我們面臨的挑戰
時，我們會更強大。

如果今年 11 月我們贏了，在我們的第一個 100 天裡，
我們就會做出在自二戰以來，在薪酬好的工作機會中
最大的投資。我們將投資於基礎設施、製造業和小企
業。我們將讓美國成為 21 世紀的清潔能源超級大國，
以面對氣候變化的威脅，並在此過程中創造就業機
會。我們會讓華爾街、企業和超級富豪繳納公平的稅
收份額來支付我們的計劃。

我們會讓所有大學無負債，而中產階級免學費，同時
幫助數百萬背負學生債務的人。我們將嚴厲打擊將工
作輸往海外的公司，我們將獎勵與員工共享利益的公
司。我們將建立幫助人們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政策。且
我們會為被排除且落伍的社區帶來機會。

不只是經濟，我們還將面對其他緊迫的挑戰 - 從改革
我們破碎的刑事司法和移民系統到結束槍支暴力的流
行，到讓不負責任的錢離開政治。

美國人不只是選舉總統；我們也選擇統帥。我們已經
制定了一個全面的策略，以保持美國安全，藉由擊敗 
ISIS、與我們的盟國站在一起，而且尊重那些服務我們
國家的人。

我們知道，美國最好的日子還在前頭。當美國人團結
時，沒有什麼我們做不到的事。這就是我們的競選所
關係的事。

聯絡
(646) 854-1432；info@hillaryclinton.com； 
www.hillaryclinton.com

當選經驗
美國參議員，維吉尼亞州；維吉尼亞州長；維吉尼亞
州副州長；烈治文市長；烈治文市議員

其他工作經驗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民權律師；烈治文大學法學
院兼職教授

學歷
密蘇里大學；哈佛法學院

社區服務
董事會成員，住房機會均等 (HOME)；董事會成員，強
直性肌營養不良基金會；榮譽會員，社區大專教育的
維吉尼亞州基金會；榮譽主席，美國西班牙議會

Hillary

Clinton
民主黨提名人

Tim

Kaine
民主黨提名人

         繼續

總統

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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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經驗
無

其他工作經驗
Donald J. Trump 是美國成功故事的典型代表，他不
斷設定卓越的標準，同時擴大他在房地產、體育和娛
樂領域的興趣。他畢業於 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華頓商學院）。Trump 先生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
他出版了超過 15 部暢銷書，而其首部書《交易的藝
術》(The Art of the Deal) 被奉為商業經典，也是歷史上
最成功的商業書籍之一。

學歷
華頓商學院

社區服務
Trump 先生一直堅定支援著退伍軍人事業，為退伍軍
人籌集了數百萬美元資金。

聲明
Donald J. Trump 是美國成功故事的典型代表，他不斷
設定卓越的標準，同時擴大他在房地產、體育和娛樂
領域的興趣。他畢業於華頓商學院。Trump 先生是一
位有成就的作家，他出版了超過 15 部暢銷書，而其首
部書《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 被奉為商業經
典，也是歷史上最成功的商業書籍之一。

Trump 先生作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在初選階段贏得
了破紀錄的選票。他在社交媒體上已擁有逾 2000 萬粉
絲，他也在媒體訪談中投入了大量時間，以宣揚更嚴
格執法、停止非法移民並再造工作，讓美國再次成為
強大的國家。他也堅信我們必須推動自由市場、重塑
我們的軍隊，並保持我們國家照顧退伍軍人及其家庭
的神聖義務。

Trump 先生一直堅定支援著退伍軍人事業，為退伍軍人
籌集了數百萬美元資金。在 1996 年，Trump 先生因在 
1996 年年度 New York City Veterans Day Parade（紐約
市退伍軍人節遊行）中擔任大元帥，而在與國防部長
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用午餐期間在五角大樓受到禮遇。
此次遊行吸引了 25,000 名退伍軍人在 140 萬觀眾面前
列隊行進，而一年前是大約 100 人。

在紐約市，Trump 的簽名等同於大部分知名的地點，
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的第五大道摩天樓、 Trump 
Tower（川普塔）以及他不斷擴張、獲獎的高爾夫球
場（目前為止在美國和全球有 18 處）。

Trump 先生的妻子是 Melania Knauss（美蘭尼亞·克納
烏斯），他育有五個可愛的孩子，包括 Donald Jr.（小
唐納）、Ivanka（伊凡卡）、Eric（埃里克）、Tiffany
（蒂芬妮）和 Barron（拜倫）。

聯絡
(646) 736-1779；info@donaldtrump.com；  
www.donaldjtrump.com

當選經驗
2012 年至今，印第安納州州長；2000-2012 年，美國
眾議院議員； 
其他工作經驗
1994-2000 年，Network Indiana 的脫口秀主持人；
1995-1999 年，電視主持人；1991-1994 年，Indiana 
Policy Review Foundation（印第安納政策審查基金
會）總統；1986-1990年，私人執業律師；1981-1983 
年，Hanover College（漢諾佛學院）招生指導顧問 

學歷
Hanover College（漢諾佛學院）、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印第安納大學法學院）

社區服務
Pence 是軍隊的有力支援者，他的工作重點是減少退
伍軍人失業問題，而在美國國會時，自從與伊拉克和
阿富汗交戰後，他每年都會去兩地看訪印第安納州的
軍人。

Donald J.

Trump
共和黨候選人

Michael R.

Pence
共和黨候選人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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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當選經驗
Kennedy是社會工人黨全國委員會的當選委員。

其他工作經驗
Kennedy 是在猶他州大多數墨西哥裔移民礦工的聯合
礦工組織運動的領導者。工人努力聯合工人，無論他
們來自哪裡

學歷
作為一名煤礦工，Kennedy 是煤礦就業專案的一部分
以擁護婦女奮鬥爭取在礦業被雇用。

社區服務
Kennedy 在斯波坎的凱旋複合材料與機械師一起罷工
擔任糾察隊。她還實際捍衛診所，以免受反對婦女選
擇墮胎的權利的那些人的侵害。

聲明
對於工人階級，當我們努力結束資本家的統治並建立
工人力量時，面前所有戰役中最重大的是甩開我們自
己沒有組織和學習與改造自己，和所有的社會和人際
關係的能力的形象。資本家害怕在勞動人民之間累積
起來的，到他們的緩慢燃燒全球經濟衰退。

為了迎接這一挑戰，我們也加入了反對警察暴行的抗
議活動，要求殺害─從在巴吞魯日的奧爾頓·史特
靈，到明尼蘇達的費南多卡斯第到愛達荷州康錫爾的
牧場主傑克·楊提斯，到奧勒岡的羅伯特拉佛依菲尼
康─的警察被指控並入獄。我們要求釋放來自波多黎
各獨立鬥士的政治犯，奧斯卡洛佩斯、倫納德佩爾蒂
埃和木迷雅阿布賈馬爾。我們參與爭取以工會水準工
資的政府資助的公共工程計劃，為了 $15 和工會；為
了所有人的免費和醫療照護；以保障婦女墮胎權。我
們要求結束華盛頓在波多黎各的殖民統治。

我們大聲反對華盛頓的帝國主義軍事戰爭─從伊拉克
到阿富汗和敘利亞。我們打擊統治者使用勞工對於伊
斯蘭國的恐怖行為的憎惡而讓穆斯林成為代罪羔羊的
努力。我們大聲反對仇視猶太人，其目的是將工人的
注意力從實際敵人─資本家制度─轉移開來。

古巴革命派出志願者擊退種族隔離的南非入侵安哥
拉，且送醫生去對抗伊波拉。革命顯示當工人和農民
推翻資本家階級並結束他們的狗咬狗系統時，可以達
到的團結。

資本家透過他們的民主和共和兩黨以及自由意志和綠
黨來統治。我們需要工人階級的黨。我們的黨就是您
的黨，加入我們的行列。

聯絡
(646) 922-8186；swp2016campaign@gmail.com ； 
www.themilitant.com

當選經驗
Hart 在 63 歲時競選 2015 年費城市長。他幾十年來爭
取黑人權利，並參與反對警察殺人的《黑人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 的抗議活動。

其他工作經驗
Hart 積極抗議美國在越南的戰爭。

學歷
他在費城加入了抗議，反對削減用於公立學校的資金
和對於工會工資和福利的抨擊。

社區服務
他加入了在煉油廠和鋼鐵廠的聯合鋼鐵工人成員，在
其中工會一直為特許、加速和裁員而奮鬥。他要求結
束美國對古巴的禁運，並歸還在關塔那摩的美國海軍
基地。

Alyson

Kennedy
社會工人黨提名人

Osborne

Hart
社會工人黨提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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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經驗
舊金山市長候選人，1983 年和 1991 年；加州州長候
選人，1994 年，1998 年；美國總統候選人，2008 年
其他工作經驗
當選副總裁，太平洋媒體協會，CWA；圖像藝術家；
獲獎影片監製，《被鼓勵的種族滅絕》（1998 年伊拉
克）。《北約目標》（1999 年南斯拉夫）

學歷
曾就讀布蘭迪斯大學

社區服務
創始人，農場工人緊急救濟；創始人和協調者，釋放
古巴五的全國委員會；組織者，ANSWER 聯盟 - 立即
行動停止戰爭和結束種族主義；反對在中美洲、中東
的戰爭和佔領的多次抗議的組織者；反對種族主義和
警察虐待並支持婦女和女同性戀、同性戀、雙性戀、
變性人士及酷兒 (LGBTQ) 權利運動的活動家。

聲明
我是一個勞工、社區和反戰活動家。我出生在新墨西
哥州阿爾伯克基，我的父親是一個郵遞員，我的母
親，是一個墨西哥移民和服裝的工人。我是一個工會
活動家並當選舊金山勞工委員會代表。

如今，62% 的美國人口的生活是月光族，而超級富豪
累積了可憎的財富。當資本主義銀行家搞垮經濟時，
聯邦政府用數萬億美元我們的錢為他們紓困。目前，
犯罪銀行家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富有，而數百萬人卻
已陷入貧困。

資本家制度無法修好。不平等、不公正、無休止的戰
爭、環境破壞和更多的多重危機只能透過基於滿足人
們的需求的系統取代利潤驅動的資本主義來解決─社
會主義。社會主義意味著工人有經濟和政治權力；經
濟是有計劃地造福人類和地球。

我黨的 10 點計畫如下：要讓地球存活，資本主義必
須結束。工作或收入、醫療保健、從學前到大學的教
育、充足的食物和買得起的住家 ─ 全部都應該是憲
法權利。我們呼籲關閉世界各地的所有美國軍事基地
並將所有美國軍隊帶回家；結束美國對於以色列的
援助並讓巴勒斯坦人民自決；對古巴解除封鎖；波多
黎各獨立；結束種族主義和警察暴力流行和大規模監
禁；釋放倫納德佩爾第、木迷雅阿布賈馬爾、奧斯卡
洛佩斯里維拉和所有政治犯；尊重原住民的條約；捍
衛工會和 $20/小時最低工資；女性的平等權利，包括
完全生育權；LGBTQ 人群的完全平等；所有移民的全
部權利；國有化銀行和企業，並使用其偷竊的龐大財
富，以提供人們的需求；和監禁華爾街罪犯。

投票給社會主義者！

聯絡
(206) 367-3820；seattle@pslweb.org；
http://www.glorialariva4president.com

當選經驗
2014 年，華盛頓特區綠黨區議會的州狀態候選人； 
2008 年，社會主義及自由主義黨副總統候選人

其他工作經驗
作者，束縛和鏈鎖：在資本家美國的大規模監禁；電
台脫口秀節目主持人；自由主義新聞的部落客。

學歷
霍華德大學畢業

社區服務
《工作不是監獄聯盟》的創始人和 DCFerguson運動，
一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黑人命也是命》組織的
共同創始人，聯合創始人的創始人之一；許多反對伊
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並與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團結的的
遊行與集會的主要組織者；經常在大專與大學就種族
主義、警察暴行和大規模監禁的問題演講。

Gloria Estla

La Riva 
社會主義及自由主義提名人

Eugene

Puryear
社會主義及自由主義提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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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當選經驗：萊辛頓 (Lexington) 城鎮會議

其他工作經驗：醫師

學歷：1979 年獲得哈佛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1973 
年獲得哈佛大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文學士學位

社區服務：Jill Stein 醫生是一位母親、婦、醫師、長
期內科教師，還是環境健康倡議的先鋒。她在Coalition 
for Healthy Communities（健康社區聯盟）、Citizens 
for Voter Choice（選民公民選擇組織）和全國 Physi-
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會責任醫師組
織）擔任過民選領導職位。她獲得了諸多獎項，
包括 Clean Water Action（乾淨水行動）的 Not in 
Anyone's Backyard Award（不在任何人家後院獎）
、Children's Health Hero Award（兒童健康英雄獎）和 
Toxic Action Center（中毒行動中心）的 Citizen Award
（公民獎）。 她在 2002 年與 Mitt Romney 競選過州長。
在 2012 年，她成為了綠黨的主席候選人。

聲明
在結束臨床醫學的職業生涯後，現在我要《 治療》
政治，競選總統、幫助治療我們《 生病》的國家。 
在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人們以數個世代都未曾再
現的態勢站起來，召喚一個為我們所有人服務的美國
和世界。我們面對著史無前例的危機，我們需要將人
民、整個地球與和平置於利益之前的變革解決方案。
我們必須打破為了自身利益而犧牲我們的億萬富豪及
其黨羽們的枷鎖。

我們人民有力量終結失業、貧窮和肆意發展的不平
等；解放深陷於掠食性學生債務的世代；建立一條歡
迎公民權的道路；以及終結在治安上和各個方面的種
族歧視。

我們可以建立《 綠色新政》，到 2030 年前創建 2000 
萬份可滿足基本生活並提供 100% 清潔再生能源的
工作，從而復甦經濟、停止氣候變化並讓石油戰爭煙
消雲散。我們可以建立適合所有系統的改良的長者醫
療保健，將公立高等教育作為一項權利，並終止企業
福利、災難性的戰爭、對富人有利的稅制，以節省數
萬億美元。我們可以保護女性權利，原住民和女同性
戀、同性戀、雙性戀及變性人士，以及我們的公民自
由和網際網路。 我們還要根據國際法和人權制定外交
政策。

我的競選夥伴 Ajamu Baraka 是一位人權衛士，他在國
內和國際教育和行動主義上有四十年的經驗。  他是
來自社會底層的組織者，經驗豐富，根植於黑人解放
運動和反種族隔離以及中美洲團結的鬥爭中。  

現在我們應該投票贊成我們所相信的，而不是對抗我
們害怕的。拒絕少數人的罪惡、為多數人的福祉奮
鬥，就像我們的生活依賴於它。 因為的確是這樣。

建立這樣一個新世界的力量就在我們手中!請在 
Jill2016.com 瞭解更多內容。

聯絡
(781) 382-5658；hq@jill2016.com；www.jill2016.com 

當選經驗：不適用

其他工作經驗：US Human Rights Network（美國人權
網路）的創始董事（2004-2011 年），其中有 300 家
機構和 1500 名個人成員從事美國人權問題的各方面
工作。 在 Clark Atlanta University（克拉克亞特蘭大大
學）、Spelman College（斯貝爾曼學院）和其他學府
教授政治學；在全美的學術機構擔任客座教授；發表
過關於國際人權的數篇文章。

學歷：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南佛羅里達大學）
、Clark Atlanta University（克拉克亞特蘭大大學）

社區服務：曾在以下組織的委員會任職：國際特赦組
織（美國）、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Educa-
tion（全國人權教育中心）、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憲法權利中心）、Africa Action （非洲行動
組織）、Latin American Caribbean Community Center
（拉美加勒比社區中心）、Diaspora Afrique 以及 
Mississippi Workers' Center for Human Rights（密
西西比州工人人權中心）。目前在 Praxis Project 和 
Cooperation Jackson 的委員會任職。

Jill

Stein
綠黨候選人

Ajamu

Baraka
綠黨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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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經驗
無

其他工作經驗
Darrell Castle 合夥律師事務所，總部設在田納西州孟
菲斯市，1984 年至今，與貧窮和受傷的人一起工作。

學歷
畢業於田納西州金斯波特的凱得恩高中。政治學學士
學位和歷史學士學位，東田納西州立大學，1970年。
法學博士，孟菲斯州立大學，1979年。

社區服務
東田納西州立大學的 ROTC。美國海軍陸戰隊作戰
官，越南，1971 年至 1973 年。米婭兒童基金會的創
始人，提供服務給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的無家可歸
吉普賽兒童。當地教會領袖。

聲明
作為美國總統，Castle 先生的首要任務將是在任何提
議立法或聯邦政府政策裡嚴格遵守憲法，包括結束違
憲戰爭和違憲外援。他將努力確保美國的退伍軍人和
軍事人員受到他們需要的照顧和支持，由於他們在軍
隊中服役時，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傷害和磨難。

他將努力將美國從聯合國中撤出並恢復美國的主權。
他也將努力以結束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和恢復黃金本位
以強化美元，同時在國內與海外。

他將努力將聯邦政府從國際立法，例如 21 世紀議程，
中退出，並開始移交當地人生活和財產的控制回到他
們自己手中的過程。

Castle 在總統任期內的另一個重點將是透過否決對於
墮胎供應商，例如計劃生育，的任何資助，以終止在
美國的墮胎，以及推薦美國國會（並努力讓它實現）
，從最高法院刪除對於此類事務的所有管轄權。

Darrell Castle 認為，《尋求人口的霸主地位是國家的
本質。如果我們不照顧，自由最終將不會保持不變。
美國需要有前瞻思維的領導者。自我仇恨和姑息只會
培養更多的不敬。我們必須找到一條道路來繪製我們
自己在世界的路線，作為自由和獨立的人。》

聯絡
(901) 481-5441； info@castle2016.com； 
www.castle2016.com

當選經驗
美國參議院候選人 2006 年和 2010 年

其他工作經驗
目前是商業老闆、作家和美國建國原則的講師。 之前
履行了企業管理和大學行政職務。

學歷
科學學士，公共行政碩士，憲法學博士。

社區服務
憲法紀念基金會的創始人和主席，這是一個尋求推動
增加對於我們憲法的締造者的原意的瞭解和應用的組
織。 前美國童子軍的獵人步道委員會的行政主管。 
書和系列講座的作者，標題為： 《為了保護國家》意
在闡明健全政府的原則和自由的著作。

Darrell L.

Castle
憲法黨提名人

Scott N.

Bradley
憲法黨提名人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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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當選經驗
新墨西哥州州長，1995 - 2003 年

其他工作經驗
儘管他擔任了兩任州長，Gary Johnson 還是更喜歡自
稱為企業家。為了支付上大學，他開始了送貨上門雜
工業務。二十年後，一人店面已成長為新墨西哥州最
大的建築公司之一，擁有超過 1,000 名員工。

學歷
新墨西哥大學理學士學位

社區服務
州長 Johnson 曾經並且仍然參與了一系列的志工活動
和組織，在他的家鄉新墨西哥州和全國。特別感興趣
的領域包括毒品政策改革和環境管理。

聲明
承擔黨派政治力量對於 Gary Johnson 來說並不陌生。
他作為一名共和黨員，在有壓倒性民主黨勢力的州，
當選為新墨西哥州州長-且在第二個任期大幅領先而
連任，儘管面臨一位受歡迎且著名的民主黨人士的挑
戰。

身為一個商人，Gary Johnson 競選州長時，沒有先前
的政治履歷，除了他的大學政治學學士學位與幫助人
們的熱情。

Gary Johnson 始終認為，良好的公共政策，應根據實
際的成本/效益分析，而不是嚴格的意識形態。

Johnson 最著名的是抵抗用政府開支和法規來解決每
個問題的誘惑，在他任期內已經否決了超過750 個法
案─可能比所有其他州長的總和還要多。他還減稅了 
14 次，且從未增稅。他平衡州預算，並讓新墨西哥州
產生數十億美元的盈餘。

然而，儘管削減稅收和政府的大小，他改善了新墨西
哥州的學校、執行重大基礎設施檢修，並獲得國家榮
譽，因為他在處理 2000 年橫掃該州的災難性的大山
火災的領導力。

一個狂熱的滑雪者、冒險家、鐵人三項、和自行車
手，Gary Johnson 已經攀登七大洲的個別最高峰，包
括珠穆朗瑪峰。

聯絡
www.JohnsonWeld.com

當選經驗
麻薩諸塞州州長，1991 - 1997 年

其他工作經驗
美國助理司法部長負責司法部刑事司。美國聯邦檢察
官麻薩諸塞州，1981-1986 年。在美國國會兩院的工
作人員。

學歷
哈佛法學院（法學博士，優等生）；哈佛學院（文學
士，以極優等成績畢業）；牛津大學（DegreeEP，有
榮譽）

社區服務
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州長 Weld 曾經參與了許多
公民和國家組織。

Gary

Johnson
自由黨提名人

Bill

Weld
自由黨提名人

總統

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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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經驗
岸線學校董事會，州議會參議員，美國國會參議員 

其他工作經驗
岸線社區學院合作學前教師

學歷
畢業於華盛頓州立大學

社區服務
未提交任何資訊

聲明
我們的國家並未按照應有的方式為人民效勞。大多數
時候，美國國會在應對我們所面臨的各種挑戰時發揮
的作用微乎其微。

儘管障礙重重，我也要努力衝破僵局和功能障礙，帶
領大家建設一個服務於所有家庭的國家和政府，而非
僅僅為少數富裕家庭效勞。

我知道大家希望出現一個致力於獲得成果的參議員。
這就是我在 2013 年茶會關閉政府之後發起兩黨協商，
以重新開放政府並恢復在教育、工作及其他本地首要
任務的重要投資原因。當我從家長和教師那裡聽說，
不讓任何一個孩子落後 (No Child Left Behind) 並不適
用於我們的學生，我書寫了一份法案，以最終確定這
條法律無效、幫助終結人們對過度檢測的依賴並以我
們的學生為先。我的法案受到兩黨支持並被寫入法
律，NCLB 最後被終結。

我再次參加競選，是因為美國國會應該採取更多措施
幫助工人、退伍軍人、家庭以及經濟—我希望繼續參
加這項鬥爭並確保華盛頓州的各個家庭能夠在談判中
得到強大的支持，堅決守護他們的價值觀和首要任
務。

透過切實幫助本地家庭的方式，我將繼續努力創造工
作崗位並發展經濟。相較於為富人減稅，我認為，我
們更應該為勞動者家庭減輕賦稅並在大學支付能力、
學生貸款債務減除、可以負擔得起的托兒服務等方面
進行投資，從而提高最低薪資、幫助退伍軍人向勞動
市場過渡等。我將繼續與那些可能會傷害我們的工
人、罔顧女性的健康及分裂我們國家的人對抗到底。

我希望能夠得到您的選票支持，以繼續為您及所有華
盛頓家庭的利益進行奮鬥。

聯絡
(206) 659-4915；campmail@pattymurray.com ； 
pattymurray.com

Patty Murray
（選擇民主黨）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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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Chris

當選經驗
曾兩次當選為華盛頓州眾議院議員，兩次當選為大都
會金郡議會議員

其他工作經驗
目前：華盛頓大學兼任教授。公共事務顧問和小企業
老闆。公立教育總監辦公室特別助理

學歷
西華盛頓大學政治科學文學學士學位

社區服務
Chris 和 Ann Vance 經常擔任 Reach Out Federal Way 
的志工，該計劃主要為南金郡的街友提供服務。多年
來，Chris 一直從事青少年運動的執教工作，曾是奧本
青少年足球協會的前任主席。

聲明
我競選參議院議員的原因也許和您一樣，受夠了目前
的一切。我受夠了國會的僵持，兩黨政客們不會告訴
美國人民我們所面臨的真正挑戰。

事實上，貧富差距正在拉大，因為我們的經濟並沒有
為中產階級創造良好的就業機遇。我們的債務額度超
過 19 兆美元，社會安全和長者醫療保健也瀕臨崩塌。
這些問題都有解決的辦法，但共和黨和民主黨均不肯
妥協並共同努力。

為解決我們的債務危機，我支援提出一個兩黨計劃，
其包括限制自由裁量支出，以及能夠加強社會安全、
長者醫療保健及促增長型稅收改革的結構性變化。這
些措施將創造就業機會，並減少我們的債務。

為保證和平，我將永遠支援美國的國防體系。我們必
須盡一切努力保護我們的家園免受恐怖主義的威脅，

美國必須發揮領導作用，打擊敘利亞和伊拉克的 ISIS 
組織，拒絕他們霸佔用於招兵買馬和訓練追隨者所需
的領土。伊朗的核協議是犯下的非常危險且破壞政府
穩定的錯誤。

現在，發起重大變革的時機已然到來，但只要我們年
復一年地讓同一批人去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這樣
的改革永遠不會開始。我堅信，我們全新的領導團隊
一定可以將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團結起來，共同解決
美國面臨的問題。對於您的投票，我不勝感激。

Chris Vance 和他的妻子 Ann 已攜手走過了 28 年。他們
育有兩個子女： Adam，24 歲，華盛頓大學的應屆畢
業生；Natalie，20 歲，華盛頓州立大學二年級。Vance 
夫婦居住在奧本。

聯絡
(253) 326-0816；info@chrisvanceforsenate.com； 
www.chrisvanceforsenate.com

Vance
（選擇共和黨）



68 美國眾議員  |  第1號區  |  2年任期

Suzan

當選經驗
美國國會眾議員（2012 年至今）。

其他工作經驗
成功的商人和企業家。前微軟主管，領導當地的高科
技創業公司。前華盛頓州稅務局局長，努力簡化稅收
制度並幫助小企業發展。

學歷
里德學院文學士；華盛頓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社區服務
我曾擔任華盛頓大學商學院的學生指導員；作為教會
董事積極參與教會活動。我還做過家長教師協會 (PTA)
、女童子軍和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的志願者，為
幫助各個家庭重新振作起來而為他們提供臨時住所、
就業培訓和服務。

聲明
作為您的代表，我堅決反對在華盛頓其他地區造成黨
派僵局，同時，我致力於幫助鞏固中產階級家庭的利
益。

我知道鬥爭是怎樣的。在我小的時候，我的父親失業
了，而我的家人也經歷了艱難的歲月。幸好有政府的
經濟資助加上我個人的努力，我才有機會上大學並成
為一位成功的商人和企業家。現在，許多家庭都遇
到了我當年那樣的困境，這就是我為收入公平、小企
業、長者和家庭奮力而爭取的原因。

擴大經濟機遇。我們需要適用於所有人的經濟。這就
是我支持提高聯邦最低薪資、主張同工同酬以及確保
供人們享有受薪病假的原因，只有這樣，他們才不需
要在工作和家人之間做出選擇。我所從事的農場法案
為我們州的就業培訓計劃提供了 22,000,000 美元，以
供有需要者領取營養補助。

專注於解決方案。在意見分歧的美國國會，我致力於
越過政黨界限，合理解決問題。我曾幫助頒佈兩黨立
法，以約束政府監督並保護無辜美國人的電子隱私。
我一直在從事全國醫療保健法律的完善工作，以便小
企業可以更加輕鬆地負擔得起員工保險費用。

為共同的價值觀而奮鬥。我曾作出強有力的承諾，致
力於保護社會安全、長者醫療保險和女性的選擇權。
當納稅人利用金錢鼓動帶有思想偏見的人們攻擊女性
健康時，我堅決反對他們不足以為信的關於計劃生育
的控訴。我還曾呼籲綜合性移民改革並將解決氣候變
化的政策引入立法，以保障子孫後代的健康。

在華盛頓其他地區順利推行工作十分不易，不過，我
仍然致力於從事這項艱難的工作，以擴大經濟機會並
踐行我們的價值觀。

聯絡
(425) 483-1500；info@delbeneforcongress.com； 
delbeneforcongress.com

DelBene
（選擇民主黨）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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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Robert J.

當選經驗
史諾夸米須郡共和黨執行委員會。第 44 號立法區副主
席

其他工作經驗
生物化學家。肺癌和乳癌治療研發部。研製出全新的 
DNA 提取和純化方法。我的研究反駁了關於新型 DNA 
的斷言，有助於將寶貴的研究資金重新投入到其他癌
症實驗室。

學歷
生物化學專業，剛薩加大學，華盛頓州斯波坎。 

社區服務
退伍軍人，美國空軍。為西雅圖兒童醫院籌集重要的
研究資金。蘇格蘭-美國非營利 501(c)3 組織，高級職
員/財務主管資助兒童 

聲明
職業政客們正在將美國分裂為左和右、富和窮、黑和
白。我將為所有人在美國憲法下享有的權利而奮鬥，
並限制聯邦政府對個人生活各個方面的干涉，包括國
家安全局在暗中監視無辜的美國人、我們可不可以看
診的醫生或者允許男性進入女生洗手間。這已足夠，
一切都該結束了。

同時，美國國會利用永不停息的赤字開銷從事外國援
助、持續增長的福利計劃以及針對毒品、貧窮和恐怖
行動的無盡戰爭，致使國家逐漸走向破產。我將為平
衡預算和債務削減而奮鬥，這樣，我們才不會給子孫
後代留下償付困難的巨額債務。

與 Ronald Reagan 一樣，我將自己看作是「平民政
治家」，將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貢獻給政治之外的事
務。與 JF Kennedy 一樣，我相信「不要問國家能為
你們做些什麼。而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 
與 Martin Luther King JR. 一樣。我認為，我們應該「
以品質作為依據來評判一個人，而不是以膚色作為依
據。」

「水漲眾船高」。將美國公司的稅務負擔降低至全球
競爭性費率，這種做法將啟動我們的經濟、創造工作
崗位並提升薪資。「給人以魚，一日食魚。教人釣
漁，終身得魚。」讓我們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
這不是要給他們提供無盡的免費物資，而是要教會他
們成為我們社區中令人驕傲的建設性成員所需的必要
技能，從而降低赤字開銷。

保衛我們的邊境。醫治病弱的退伍軍人。0% 學生貸款。
免除高速公路通行費。僅限公民享有投票權。取代奧
巴馬醫保。取締 IRS、BLM、DOE、ATF。讓腐敗的政
客下獄。老鷹加油。

聯絡
(425) 512-7784；robert@sutherlandusa.com；
www.sutherlandusa.com

Sutherland
（選擇共和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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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mila

當選經驗
華盛頓州參議員，2015 年至今

其他工作經驗
國際健康與人權的非營利執行、金融分析師、作家

學歷
英文文學學士，喬治城大學；企業管理商學碩士，西
北大學

社區服務
創辦人，無憎恨區/ OneAmerica—Washington 州最大
的移民和難民權利組織；白宮改變獎冠軍 — 因為做了
不平凡的事情，創造一個更加平等、安全和繁榮的未
來；董事會成員，21 進步 — 21 世紀的勞工社區聯
盟；前任理事會主席，Chaya — 對於家庭暴力、性侵
犯和人口販運的倖存者的支持；關於收入不平等的市
長委員會的會員，正在制定最低工資美金 15 計劃。 

聲明
我奉獻了我的生命，以達成實際的結果，幫助中產
階級，以及那些自己努力實行的人們。作為一個社區
組織者、民權領袖與州參議員，我已經領導進步的運
動，將人們團結在一起來將事情做完。我帶來的價
值、領導力和經驗，要作為國會第七區大膽的進步之 
聲，並請求您投票給我。

我創建了華盛頓州最大的移民權益組織，OneAmerica，
停止非法驅逐，並在美國參議院幫助通過移民改革。
我幫助制定西雅圖的美金 15 元最低工資標準，並領導
各種努力，以提高全州最低工資。

在州參議院，我擴大獲得婦女對於避孕藥的取得；通
過立法，為性侵犯的倖存者提供關鍵服務；為了建立
預先見習制度，獲得了美金 5,250,000，訓練婦女和有
色人種可以擔任運輸工作；提出立法，以提供免費的
社區學院，並自動登記選民；並領導反對共和黨提出
之將傷害我們環境的倡議。

只有 1/5 的國會議員是女性。我們知道，當所有的聲
音都在場時，決策是會更好。作為從第 7 區選出的
第一位女性，我將奮起對抗，右翼對於計劃生育的攻
擊；確保同工同酬；保證具支薪的家庭假和病假；提
高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就像我們在西雅圖所做的。

作為一個母親，我致力於制定大膽的計劃，以解決未
來世代的氣候變遷問題。我會擴大社會安全和醫療保
險，讓全部人都能信守對於工人的承諾和優先病人護
理。

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金郡民主黨，華盛
頓州勞動局，WEA，AFT， IAM，UFCW，WFSE，
還有 15 個工會，艾米莉的名單，NARAL，Gloria 
Steinem，Wendy Davis，地球之友，Bill  McKibben， 
MoveOn，PCCC；第 32、第 33、第36、第 37、第 
46 區民主黨；超過 35 位聯邦、州和地方民選官員

聯絡
(206) 482-8420；info@pramilaforcongress.com； 
www.pramilaforcongress.com

Jayapal
（選擇民主黨）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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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Brady Piñero

當選經驗
民主黨州議會眾議員，第 43 號立法區（西雅圖）。
聯合贊助大規模氣候變化立法。通過兩黨立法，擴大
心理健康服務覆蓋面、反對海洛因成癮、減少監禁。
通過有關交通、退休保障、住房、醫療保健、生育權
利、經濟發展、藝術/文化的創新政策。「年度最佳議
員」– 華盛頓低收入住房聯盟。持有關於華盛頓環保
選民、華盛頓槍支責任聯盟、華盛頓全美流產權行動
聯盟自由選擇人工流產的 100% 記錄。

其他工作經驗
富布萊特學者；美國志願隊；Villa Nueva 專案創始人；
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項目專員，領導合夥企業
改善國際食品安全和營養。

學歷
普林斯頓大學，文科學士，公共和國際關係。 

社區服務
未提交任何資訊

聲明
來自西北部地區，這讓我感到十分驕傲。我們不斷發
展和創新的地區可以為國家提供許多資源，而國家政
府總是陷入僵局。我參加競選美國國會議員是因為，
我們這一代美國人即將繼承的未來無法實現持續發
展。

我們需要一代有理想、有效率的領導，他們能夠支持
我們進步的價值觀並協力達成本地的首要任務：交
通、教育、住房和無家可歸。我們需要能夠勇敢支援
生育權利、槍支責任和氣候改善的領導。

我在華盛頓郊區的努克薩克穀長大。我的母親是一名
公立學校的教師，從古巴移民至此。我的父親的家族
在西北部地區世代繁衍。我的丈夫 Micah 是一名海洋
生物學家，他鼓勵我作出改善氣候變化的承諾。家庭
使我形成了如今的價值觀 – 我的祖父母在 1947 年在北
西雅圖的貴格會教派祈禱會上相識，之前，我的祖母
在爆炸後從興建住宅的廣島返回。我支持始終將戰爭
作為最後手段的外交政策。

我在奧林匹亞的記錄體現了我將帶給美國國會的領導
方向。我將建設兩黨聯盟，以通過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立法，範圍涵蓋心理健康、刑事司法、住房以及交
通。這就是我能夠贏得比本次競選中的任何其他候選
人還要多的民選同仁們支持的原因。

我很自豪地獲得了超過 35 名同仁的支持，其中包括華
盛頓立法機構，諸如國會議員 Barney Frank 等國家領
袖，華盛頓州青年民主黨人，第 46 和 36 區民主黨
人，波音機械師工會，環境宣導者，西雅圖市議員 
Sally Bagshaw、Tim Burgess、Lorena Gonzalez、Debora 
Juarez，艾蒙特斯和莫克提沃的市長，企業老闆以及勞
動者，他們堅信我能夠將西北部地區令人信服的價值
觀帶向美國國會並協力達成我們本地的首要任務。

聯絡
(206) 486-5551；Brady@BradyWalkinshaw.com； 
bradywalkinshaw.com

Walkinshaw
（選擇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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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

當選經驗
金郡警務署署長（1997-2005 年）；美國眾議院成員
（2005 年至今）

其他工作經驗
Dave 曾在美國空軍預備役服役（1971-1976 年）。於 
1972 年加入金郡警務署署長辦公室。1997 年，成為
金郡 30 年來第一位民選警務署署長。

學歷
康科迪亞路德教學院會計學准學士

社區服務
服務於金郡家庭暴力委員會。華盛頓特殊奧林匹克運
動會董事會。金郡槍支暴力聯盟創始人。金郡終止無
家可歸委員會前任成員。金郡警務署署長的警務活動
聯盟創始人。青年教練兼指導老師。兩次榮獲華盛頓
勇氣勳章。全國年度最佳警務署署長。

聲明
領導力。 從警務署署長辦公室到美國國會，我學會了
在其他人放棄時仍然堅持到底，在其他人不敢表態時
勇於發表意見，在命若懸絲時迅速地做出評估。簡單
地說，我堅信做正確的事。為我們的孩子提供更好的
學校教育，為我們的家人提供更好的醫療保健，頒佈
更加公平的稅法以創造工作崗位，制定更加強大的法
律以保護弱勢群體，建設更加安全的邊境以保護我們
的國家。

誠信。公職官員經常會犧牲自己的個人榮譽和誠信，
以贏取並保持公職。我絕對不會這樣做，因為我知道
只有我們齊心協力，才能獲得更加優裕的生活；只有
我們彼此在令我們變得擁有獨特的權利、令我們變得
強大的自由和令美國成為「山巔閃光之城」的價值觀
拒絕做出妥協，才能更加團結在一起。只有這樣，我
們不僅能夠享受目前的安全狀態，還可以努力確保我
們的子孫後代所繼承的未來安全無虞。

服務。從美國空軍到金郡警務署署長辦公室，我每天
都會看到各種無私犧牲的案例，他們總是將其他人的
利益置於自己的利益之上。這種經歷讓我明白了擁有
僕人之心的意義，因有機會幫助他人而感到榮幸並依
靠自己的勇氣和謙遜解決問題。

團隊協作。為了迎接過去所渴望的未來，美國就需要
獲得一些刺激因素。這就是以共同目標取代黨派偏見
並以原則取代瑣碎的做法變得比以往更為關鍵的原
因。與彼此鬥爭相比，我們更應該齊心協力、尋找共
同點並為整個美國而奮鬥。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創造
更加健全的經濟、更加強大的軍隊、更加連貫的外交
政策以及更加美好的國家，每個人都可以透過辛勤工
作實現自己的美國夢。

聯絡
(425) 455-3283；dave@davereichert.com； 
davereichert.com

Reichert
（選擇共和黨）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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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當選經驗
第 41 號立法區選區委員會官員

其他工作經驗
西雅圖海鷹隊主持人，Tony Ventrella 製作公司總裁，
康卡斯特本地版/新聞版製作人，KOMO 電視臺體育
主持人，KING-5 電視臺體育總監，KIRO 7 電視臺
體育總監，KIRO 710 電臺主持人，威爾頓公報體育
編輯，WMMM/WDJF 電臺體育總監，WNLK 體育總
監，WANE 電視臺體育總監，美國陸軍，陸軍預備
役，鄉村理髮店理髮師

學歷
貝爾維社區學院，諾沃克社區學院，賴特技術學校，
威爾敦高中

社區服務
囊性纖維化基金會，ALS 基金會，西雅圖合力重建組
織，美國童子軍，老年美國人會議，州參議院僱員會
議，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反醉駕母親協會 (MADD)，
兒童治療中心，麋鹿俱樂部，美國癌症協會，聯合之
路慈善總會，MDA

聲明
我是 Tony Ventrella，美國國會的候選人。我不是一名
政客，也不立志於此。在從事 27 年本地電視臺工作之
後，我現在已經成為西雅圖海鷹隊和西雅圖海灣者隊
的線上主持人。我參加公職競選旨在繼續拓展為人民
服務的經歷。

在過去 30 年期間，我不知疲倦地服務於華盛頓的非營
利社區。作為美國陸軍和陸軍預備役的前成員，我為
自己服務於這個偉大的國家而感到自豪。現在是我再
次為祖國服務的時刻。

我只是一名和大家一樣的普通公民，致力於推動我們
的國家向前發展。我更關心傾聽人民的意願，而不是
以金錢利益為重的大型集團的想法，他們正在將我們
的國家一分為二，致使美國國會的發展停滯不前。

如果我們希望看到世界發生改變，我們必須切實參與
改革，美國國會的改革應從消除巨額金錢對民主的影
響開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解決本地乃至國家中的
其他緊急問題，它們涉及的範圍包括氣候變化、移民
改革、國家安全、社會安全保障、為子孫後代建設可
持續發展的經濟、確保退伍軍人在有需要時能夠獲得
所需的福利等。

改變從來都不是簡單易得，然而，我們現在比以往任
何時候更加需要推行改革。我打算充當政府代表，將
美國國會成員凝聚在一起。我們人民對兩個黨派之間
的爭論不再抱有幻想並對此感到厭倦。我為能夠搭建
溝通的橋樑而感到自豪，我將投入更多的辦公時間，
為我們的國家以及華盛頓第 8 號美國國會區的人民服
務，而不是為下一次競選籌款。

畢竟，這本應是一場競選，而非拍賣。每一張選票都
承載著相同的價值，我恭敬地懇求大家為我獻出寶貴
的一票。

聯絡
team@teamventrella.com；TeamVentrella.com

Ventrella
（選擇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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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當選經驗
美國國會眾議員（1997 年至今）；華盛頓州議會參議
員（1991 年 - 1997 年）。

其他工作經驗
西雅圖市檢察官（1993 年 - 1995 年）；在克倫威爾 
(Cromwell)、門多薩 (Mendoza) 和貝魯爾 (Belur) 當律
師。

學歷
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1990 年）；福坦莫大學文學學
士（1987 年）；1983 年畢業於泰伊高中。

社區服務
伊薩誇高中和伊薩誇中學家長教師協會 (PTA) 成員；
伊薩誇高中促進會成員；博根專案董事會成員；Tom 
Lantos 人權委員會成員；加入表爾威市聖瑪格麗特聖
公會教堂；伊薩誇足球俱樂部前義務教練；東北塔可
瑪小學家長教師協會 (PTA) 前成員，我的妻子 Sara 曾
在 PTA 擔任兩年會長；費多威 Kiwanis 俱樂部前會
員。

聲明
我在西塔市長大，而且我一生都居住在第 9 區。第 9 
區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社區，這裡的人們極為重視努
力工作，能夠成為該區的代表令我無比自豪。我和我
的妻子 Sara 居住在第 9 區並養育兩個孩子，他們都在
公立學校就讀。作為一名檢察官、州議會參議員、國
會議員和社區成員，我一直秉持父母傳授給我的價值
觀 — 誠信、勤奮並且尊重我們的社區。

像我一樣生長在工人階級家庭的人，並未擁有與上幾
代人同樣的機遇。而我們必須改變這種局面。這就是
我為何強調讓中產階級變得更加強大、爭取民權和公
平，以及倡導對我們的未來加大投資力度。我們需要
實力強大、經驗豐富的領導，以找到應對我們所面臨
之挑戰的解決方案。

我仍然在努力尋求有效的解決方案，以期為我們所有
人創造一個更和諧的地區。我們必須從中產階級中謀
求發展機會，以確保創造更多提供基本生活工資的就
業崗位，同時確保我們繼續為所有人爭取公平和平
等。作為軍事委員會中職級最高的民主黨人，我始終
不遺餘力地確保我們的軍人及其家庭（其中許多生活
在第 9 區）獲得所需和應得的支援。

我每天都在努力工作，以確保我們區的所有人皆可享
有國內提供的最好資源；不僅因為這是造福於民的好
事，而且因為這裡是我的家 — 這與我個人息息相關，
就像社區的繁榮與您息息相關一樣。

能夠在美國國會中為第 9 區服務令我榮幸之至，懇請
大家為我投上寶貴的一票。

聯絡
(253) 572-6125；info@electadamsmith.com；
www.electadamsmith.com

Smith
（選擇民主黨）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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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

當選經驗
兩次被選舉為 PCO（選區委員會官員），參與過多次
政治競選，這是第 2 次成為美國國會的候選人

其他工作經驗
EZTVSpots.com 的總裁和創始人；CARTOYS 的企業
訓練師；擔任過諸多零售和管理職位

學歷
畢業於斯波坎谷 Central Valley 高中。曾就讀於俄勒岡
州波特蘭 Multnomah 大學。

社區服務
在 Youth Leader 擔任志工逾 30 年。在 Rescue 
Mission、Dream Center、救世軍和其他服務於無家可
歸者與貧困人群的機構做志工。

聲明
Doug 出生於是於華盛頓州斯波坎谷。他先由單親媽
媽撫養，後來與父親生活在後組建的家庭中，他的父
親是一名卡車兄弟會的卡車司機。在高中期間，他同
時打 3 份工，畢業後從事過餐飲服務、建築、工廠作
業、零售工作，還是一名職業音樂家。他已經結婚逾 
30 年，育有五個子女。Doug 是 EZTVSpots.com 的
創始人和總裁，還是在華盛頓 AM1590 The Answer in 
Seattle 的電臺節目 Eyes 的主持人。

Doug 熱衷於國防。今天的美國面對著自上世紀 30 年
代起一些最大的威脅。我們務必要保持警惕，做好軍
事準備，以阻止想要傷害我們的人。並且我們要履行
對我們的現役軍人以及退伍軍人做出的承諾。

Doug 致力於減少國債。我們的債務增長量實在太大，
如果利率上升到 4%，那麼僅支付利息，就可能消耗全
部稅收收入。

Doug 專注於透過建立吸引企業首先選擇美國和華盛頓
州的環境，打造一個強大、提供工作機會的經濟。他
將努力改革稅則，讓您可以保留更多辛苦賺來的錢。

Doug Basler 堅定不移地傾聽您的意見，並忠實地在美
國國會代表您，而不是特殊利益或州外的捐助者。如
果您準備好接迎真正的改變、讓您的聲音傳達到華盛
頓特區，那麼我敦促您為 Doug Basler 成為美國眾議
院議員投票。他已做好準備，上任第一天就開始幹一
番事業！

聯絡
(877) 427-6534；candidate@dougbasler.com； 
www.dougbasler.com

Basler
（選擇共和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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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長
司法部長作為州長、議會成員、州政府官員以及大約 200 
個州政府機構、理事會、委員會、學院和大學的法律顧
問。司法部長辦公室執行消費者保護法規，提供有關消費
者權益和欺詐性商業實踐的公共資訊。

公立教育總監
公立教育總監是唯一無黨派的州選舉行政人員。公立教
育總監領導州教育機構，是州教育委員會的首席執行
官。公立教育總監負責管理州內幼兒園到十二年級的教
育計劃。其辦公室負責證明教學人員資格、批准和授權
計劃及攤派州和地方資金。

公有土地專員
公有土地專員是自然資源部的領導人，負責監督超過 560 
萬英畝的州內森林、農業、牧場、水產和商業用地的管
理。這些土地每年產值超過 2 億美元，用於支持學校、
州機構和郡服務。土地也受到管理，以保護野生動植物的
繁殖棲息地、水域和公共通道。

保險專員
保險專員負責監管在華盛頓州開展業務的保險公司、發
放保險代理和經紀牌照、審查保單和費率、檢查承保人
的營運和財政委員會以及處理公眾查詢和投訴。

全州的當選郡長必須是登記的華盛頓州選民，並被選舉任期四年。

郡長資格與職責

州長
州長是州的首席執行官，負責任命上百個州政府職位，
包括州級機構的董事（尚待參議院確認）。州長有權力
簽署或否決（拒絕）立法、每年提出預算建議，並向議
會報告州事務。

副州長
副州長由選舉產生，與州長獨立，擔任州參議院主席。
副州長是繼任州長職務的第一人選，並且如果州長無法
履行其職責，副州長將擔任州長。

州務卿
州務卿負責證明選舉結果、提交和證明動議案和公民複
決案使其出現在選票上、發佈州選民手冊、註冊公司、
有限合夥企業、商標和慈善組織以及收集和保存州的歷
史紀錄。州務卿是繼任州長職務的第二人選。

財政司
作為州的財政官員，財政司負責管理和分散所有資金和
帳款，負責維護所有州投資及投資利益，負責和支付所
有州的有債券的債務的利息和本金，以及維護全州收入
系統，以加快將州資金存入財庫的過程。

審計
審計與州和地方政府委員會合作進行獨立財政和業績審
計。審計負責調查州政府雇員檢舉者對於各政府機構的
舉報，以及報告透過公民熱線收到的欺詐、浪費及公共
資源濫用。結果將被公之於眾。

 

候選人聲明完全按照提交內容列印。州務卿
辦公室不會作出任何修改，也不負責驗證聲
明是否真實或符合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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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Jay

當選經驗
1989-1992 年在華盛頓州眾議院代表雅基馬谷地；1993-
1994 年在美國眾議院代表華盛頓州東部；1999-2012 
年在美國眾議院代表奇薩璞郡、金郡和史諾夸米須
郡；2013 年至今任華盛頓州州長。

其他工作經驗
律師；作家，著有《Apollo’s Fire： Igniting America’s 
Clean Energy Economy》。

學歷
華盛頓州西雅圖英格漢 (Ingraham) 高中；1972 年畢業
於華盛頓大學，獲經濟學文學士；1976 年畢業於威廉
米特大學法學院，以最優等成績畢業。

社區服務
Hoopaholics 的創辦人，為 Childhaven 籌集資金；青
年體育隊教練；任華盛頓州野生動物和娛樂活動聯盟
榮譽董事會成員。

聲明
在過去的三年裡，我作為州長努力建設一個更強大的
經濟環境。我們創造了逾 250,000 份工作，被 Business 
Insider 評價為全國最強的經濟體，且失業率自 2008 年
以來達到了最低點。

當災難襲來時，我們在 27 天內重新開放了史凱基河 
I-5 公路（5 號州際高速公路）橋。我們與奧索滑坡的
受難英勇群眾合作，撫卹受害者並重建家園。我們採
取了行動協助受到華盛頓州中部和東部火災影響的民
眾。

作為一個州，我們需要在一個要求掌握新技能的經濟
環境中讓我們的孩子接受一流的教育 — 我相信我們能
做到。現在，每個孩子都能進入全日制幼稚園，我們
的低年級班級規模減小了，教師也能得到更高的薪水
和更好的訓練。同時我們在華盛頓州的所有公立學院
和大學實施了前所未有的降低學費措施。

我們知道，我們需要大幅度改良我們的交通系統。所
以我致力於推動立法機構通過一系列兩黨措施，以創
造 200,000 份工作、修理橋樑、建立新的車道、擴大
公車服務並打開擴建輕軌的機會。雖然這些不能一夜
之間解決一切問題，但我們能走上正確的軌道，衝破
瓶頸並找到實際的解決方案。

我們決不會在華盛頓州的基本價值方面妥協。我們將
保護兒童不受到會導致哮喘和氣候變化的碳污染的肆
虐。我們將提高最低工資、保證有薪病假以及推動可
使得工薪家庭繁榮的政策，從而建設一個可打造更強
大中產階級的經濟。

我為我們的進步感到驕傲。有了您的投票，我相信我
們可以駕馭本州獨特的創新精神，建設更強大的經
濟，為每一位華盛頓州人打造更輝煌的未來。

聯絡
(206) 533-0575；Jay@JayInslee.com；
www.jayinslee.com

Inslee
（選擇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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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當選經驗
西雅圖港務局專員

其他工作經驗
Bryant Christie Inc. 的創始人，這是一家幫助農民出
口的公司（1992 年至今）。Northwest Horticultural 
Council 副總裁（雅基馬，1985-1992 年）。州長國際
貿易委員會董事（1984-1985 年）。

學歷
喬治城大學外事學院（亞洲/拉美貿易/外交學，外事理
學士）

社區服務
St. James 無家可歸者庇護所，自願擔任夜班經理（2004
-2006 年）。Nisqually River Foundation 創建董事會
成員。 Stewardship Partners、華盛頓州國際貿易委
員會、斯布堪 (Spokane) 國際貿易聯盟的前董事會成
員。州長 Gregoire 的交通特別小組成員。扶輪社（奧
林匹亞 (Olympia)、雅基馬、西雅圖）。2010 年年度海
事公務員。

聲明
我善於傾聽，我聽清了人民需求的聲音。人民需要關
心他們的政府。人民需要工作有效的州長，他必須是
聯合者，而不是職業政客。人民需要一個將詳細審查
各種方案、修復腐壞的官僚體系、尊重我們稅收的州
長。人民需要一個關注兒童學習、交通、監獄工作；
專注於稅務並保護我們環境的州長。

我有經商的背景。我創建過在群山兩側營運的公司，
幫助華盛頓州的農民出口農作物。我將人民團結起
來，共同解決問題。

作為民選金郡/西雅圖港務局委員會專員，我在不減少
服務的情況下降低了徵稅；幫助轉變政府以保護中產
階級的工作；關注旅遊、交通，減少空氣和水污染並
恢復棲息地。我因為從事解決「裙帶資本主義」問題
而受到認可。

若我當選為州長，則將開展以下工作：1.向學校提供經
費並進行學校創新，讓每個孩子都有平等機會取得成
功。2.透過納入預先學徒制度改造高級中學，服務於
不想上大學的學生。3.注重容量、改善道路和高效運輸
能力，減少交通擁擠。4.從頭開始重建本州預算，重新
檢視每個機構、稅負優惠措施和計畫。5.延緩實施新法
規，直到證明現行法規合理或廢除。6.保護狀況良好的
農場和森林；恢復鮭魚、虹鱒和虎鯨數量。

我的計劃無關意識形態，也無關黨派利益。而關於我
們，讓我們團結一致，使得人們可以在這裡找到好工
作、住得起房子、養家餬口，能在我們都熱愛、想保
護的這片擁有大自然美景的地方退休終老。

想像一下，一個與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合作、一個讓
政府更好而不是更大的州長吧。現在政府需要傾聽民
意。現在我們需要團結一致，讓事情開始完成。就是
現在。

聯絡
(253) 220-5051；info@billbryantforgovernor.com； 
www.BillBryantforGovernor.com

Bryant
（選擇共和黨）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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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rus

Habib
（選擇民主黨）

Marty

McClendon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第 48 區州參議員；參議院民主領導團隊成員；民主黨
黨鞭；第 48 立法區前州眾議員；經濟發展委員會前副
主席。

其他工作經驗
Perkins Coie 律師，代表企業家和小企業；西雅圖大學
法學院教授。

學歷
公立學校畢業生，在華盛頓州盲人學校進修；哥倫比
亞大學學士學位；牛津大學碩士學位（羅得斯獎學金
獲得者）；耶魯大學法學學位。

社區服務
華盛頓大學眼科研究院諮詢委員會；第 5 大道劇院董
事會成員；表爾威學院基金會董事會成員；前金郡民
權專員；St. James 主教座堂教區教友。

聲明
我在兒童時期因癌症失明，但幸虧有充滿奉獻精神的
公立學校老師們，我得以成為一名律師和立法者，致
力於為每一名兒童提供機會實現他們的潛力。

我在州參議院中努力為學校提供經費並減少大學學
費。我爭取擴大避孕方法的普及範圍、保護生育權利
並擴大有薪病假。我消除了分歧，通過了里程碑的交
通投資法案。我將應用我經過證明的經驗和企業家精
神，讓副州長的職位有更多的參與度、擁護優質公共
教育、環境保護和提供新工作。

副 州 長 是 州 參 議 院 的 負 責 人 ； 作 為 這 次 競
爭 中 的 唯 一 律 師 以 及 教 授 立 法 程 序 的 法 學 教
授 ， 我 將 保 證 我 們 藉 著 反 對 欺 騙 公 立 學 校 的
違 反 憲 法 的 預 算 ， 來 節 省 時 間 和 金 錢 。 如 果 
立法機構辜負了我們的孩子，我們就輸了。讓政府為我
們所有人服務。

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總檢察長 Bob 
Ferguson、金郡民主黨人、華盛頓州教育協會、華盛頓
州環保選民、美國教師聯盟、州勞工委員會、前美國國
會議員 Norm Dicks、幾乎所有西雅圖和塔可瑪 (Tacoma) 
議員、斯布堪到溫哥華數十位市長和立法者；等等。

聯絡
(425) 679-9103；cyrus@cyrushabib.com；
www.cyrushabib.com

當選經驗
選區委員會官員 26-335，第 26 LDRC 總裁，2012 年
至 2014 年

其他工作經驗
麻醉師，1987 年至 2000 年；小企業主/企業家、牧
師，2002 年至今；房地產管理經紀人，1999 年至
今；廣播談話節目主持人，2015 年至今

學歷
曾就讀於華盛頓大學的醫學預科、麻醉師培訓和認
證、聖經與政治體制牧養工作培訓和認證、抵押貸款
經紀人培訓和執照、人壽保險執照、房地產管理經紀
人培訓和執照以及數千小時的持續教育。談判與報告
能力銷售培訓。

社區服務
男女童俱樂部、願望成真基金會、扶輪社、白血病基
金會、少年棒球聯盟和世界展望會。

聲明
作為世界和平大使，我認為現在是時候開始大膽又保
守的領導，以期待本州的公民團結在一起，形成統一
的華盛頓州。   我們必須解决所面臨的挑戰，啟動本州
前往長期成功之路。是時候尊敬我們的退伍軍人、改
善商業環境、清理扼殺工作機會的法規、改善教育、
促進家庭強大和社區安全，以及提供我們處理問題的
方式的有效常識。

我提出的價值觀包括：信守您的承諾、熱愛您的鄰居
以及努力工作的價值。我在童子鷹軍時期曾被灌輸：
守信、誠實、勇敢和熱愛國家。   作為東部和西部華盛
頓州的終身居民，華盛頓州的關注者、企業主和 3 歲孩
子的父親，我熱烈希望為後代留下一個更加强大的華
盛頓州。

作為副州長，我將提倡雙贏的解決方案、保持政府負
責、堅持真理為正義而奮鬥、抵禦任何對於您的土地
的侵佔、權利或自由，並且實施黃金法則。如需詳
情，請參閱我的網站 www.ElectMarty.com。願上帝保
佑！ 

聯絡
(206) 818-4308；info@electmarty.com；
www.ElectMar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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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Wyman
（選擇共和黨）

Tina

Podlodowski
（選擇民主黨）

當選經驗
2013 年 – 至今，華盛頓州務卿；2001 年 – 2013 年，
薩斯頓郡核政司。

其他工作經驗
在長達 10 年時間內擔任薩斯頓郡選舉管理員及助理記
錄管理員；擔任美國陸軍文職訓練專家 18 個月。

學歷
1985 年，加州大學長灘分校文學學士；1990 年，特
洛伊州立大學公共管理碩士；2004 年 – 至今，奧本大
學/選舉中心註冊選舉登記管理員 (CERA)；1995 年 – 
至今，華盛頓州註冊選舉管理員。

社區服務
Jennifer Dunn 領導力學院董事會主席；NTPS 徵款委
員會，華盛頓歷史學會董事會，YMCA 青年和政府諮
詢委員會，TVW 董事會及雷斯扶輪社榮譽聯席主席。

聲明
誠摯地感謝大家，讓我有幸擔任州務卿。我將繼續透過
擴大登記和投票權的範圍、維護選舉的完整性、保護我
國豐富的文化遺產，以及讓企業和慈善機構更加輕鬆地
向州政府申請登記等方式，沿襲該職務的無黨派傳統。
華盛頓是國家領袖，現在登記的選民數量超過歷史上任
何時期。

在又一個四年任期內，我將繼續與郡核政司和選舉宣導
者攜手合作，以實現選民登記和選舉制度的現代化和安
全性、擴大選民的參與，以及繼續加強州圖書館和檔案
管的可訪問性。我將繼續為未獲得充分服務的軍人及
存在特殊需求的群體大聲疾呼，同時推動公民教育的進
步，讓政府辦公更加透明化。最重要的是，繼續保持該
職務無黨派的誠信和以公民導向的理念將是我應履行的
最高職責。

所有前任州務卿及 50 多名郡核政司和選舉部部長（包
括民主黨人、共和黨人和獨立人士）均給予我大力支
持，這讓我倍感驕傲。他們對這項工作所知甚深，並樂
於同我共同分享籌備準確的選舉和保護州遺產的熱情。

懇請大家投給我寶貴的一票，讓我繼續肩負起這項重
要的工作職責。

聯絡
(360) 746-6668；Kim@kimwyman.com； 
www.kimwyman.com

當選經驗
西雅圖市議員

其他工作經驗
微軟董事兼資深經理；Porter Novelli 資深副總裁；普
捷灣商業期刊「優秀女性」

學歷
哈特福大學 (University of Hartford) 電腦工程理學士

社區服務
普捷灣大哥大姐會；華盛頓槍支責任聯盟共同創始
人；華盛頓公平公民；CITIES 技術與領導力專案，大
都會西雅圖城市聯盟「精神獎」；人權宣傳

聲明
在民選和社區領導方面，以及技術和管理經驗方
面，Tina Podlodowski 有著 30 年經驗證的良好記錄，
可以讓選民再一次參與到我們的民主制度中。目前，
她正與所有 39 個郡的審計員和領導者合作，努力改良
郵資預付選票、更多選票投放箱和自動化選民登記等
問題。

作為一名成功的高科技女商人，Tina 有資格擁護被忽略
的改革方案，支援華盛頓的企業並保衛我們的稅收。她
將負責任地投資於為了所有人服務而不是某個特定政治
黨派服務的投票系統。

華盛頓州曾是選舉領域中的領袖。但在現任州務卿的
管理下，選民參與率已下降到 38% 的創紀錄最低點，
還有逾一百萬合格公民未登記。與許多黨派性強的共
和黨人一樣，現任者慣常反對「華盛頓州投票權法
案」和其他投票創新提議，如選舉日登記和 16 歲與 
17 歲公民預登記。我們必須做得更好。

Tina 是受到無黨派華盛頓婦女政治黨團支持的唯一候
選人；她也受到了郡審計員、社區組織和贊成 Tina 的
各黨派選民的支援：「每一種聲音都重要。每一張選
票都有價值。」

聯絡
(206) 419-1364；Tina@votersfortina.com；
www.votersfort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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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ne

Davidson
（選擇共和黨）

Michael

Waite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2003 年至今任本頓 (Benton) 郡財政司。

其他工作經驗
認可專業會計師 (CPA)；本頓郡審計員辦公室前首席財
務官；前州核政司助理；一家消費金融公司的貸款專
員。

學歷
華盛頓州康乃馨市 Tolt 高中；華盛頓州表爾威，表爾
威社區學院副學士學位；中央華盛頓大學會計學學士
學位。

社區服務
華盛頓州郡財政司協會現任主席；原子城同濟會前主
席；三城工業同濟會前主席；三城同濟會基金會現任
財政司；前教堂財政司和 Gideon’s International 成員；
選區委員會官員和本頓郡共和黨前財政司。 

聲明
Duane Davidson 是本頓郡財政司。他獲得了本州幾
乎每個郡財政司的支持，包括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
我州最受信任的領導者們都支持 Duane：前州長 Dan 
Evans、州務卿 Kim Wyman 以及前州務卿 Sam Reed 
等人。

現任州財政司利用他的公職推動了州收入稅。Duane 
Davidson 認為州財政司應高於黨派政治，他絕不應利
用自己的公職推動收入稅或其他議程。他將保護納稅
人的利益，始終讓州政府對其投資我們的稅費的方式
負責。

沒有人更有資格擔任州財政司了。 Duane 領導著本郡
財政司協會，他的辦公室做出了受到全國認可的創新
工作，節省了納稅人金錢，改善了政府開放度和可問
責度。他建立了一個聯合投資組織，管理著數以億計
的納稅人的稅費。在保護納稅人的金錢和管理個人投
資之間有巨大差異，Duane 知道這種差異。

Duane 居住在三城。他活躍在基甸會、同濟會和當地
教堂。他有三個孩子，Bailey、Luke 和 Kinzey。

聯絡
(509) 366-3646；Duane@electDuaneDavidson.org；
www.DuaneDavidson.org

當選經驗
您應該需要一名職業財務專家，而不是職業政客擔任
您的州財政司。雖然這是我第一次競選該職位，但我
是擁有 15 年私營部門財務、投資和會計經驗的唯一候
選人。

其他工作經驗
Bentall Kennedy 營運資深副總裁，管理 $111 億資
產。  Cascade Investment（比爾及梅林達-蓋茲的投資
公司）會計主管，管理 $700 億資產。

學歷
埃默里大學企管碩士。哥倫布州立大學會計與管理，
工商管理學學士

社區服務
金郡聯合勸募協會： 董事會成員（2012-2015 年）；
財務和審計委員會（2008-2015 年）；早期學習影響
委員會（2012 年至今）。

聲明
您需要的是以誠實、可理解的方式管理本州的財務。
長久以來，從職業政客中選出的財政司讓我們陷入 
$200 億的債務中。現在華盛頓州的人均負債在全國排
第 6。

這種赤字開銷令人無法接受。我將帶領大家走向不同
的道路。

我是唯一擁有高水準私營行業經驗的候選人，可以為財
政司一職帶來亟需的改變。我的專業財務背景和對誠
信、開放政府的承諾，贏得了前總檢察長 Rob McKenna 
和全州獨立人士、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的支持（參看 
HireMichaelWaite.com）。

作為財政司，我將為民工作，防止增加債務或由於州
收入稅而傷害我們經濟的危險。我將誠實地向納稅人
呈報財務資訊，最重要的是，優先發展效率和問責制
並減少州債務。這樣，我們能增加用於學校、公共安
全、社會保障和社區基礎設施的資金，而不用每年向
華爾街償還 $20 億的債款。我透過服務客戶已成為成
功的財務專家，現在讓我為您服務吧。請為 Michael 
Waite 投票競選財政司。

聯絡
(425) 233-8176；info@HireMichaelWaite.com；
www.HireMichaelWa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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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Miloscia
（選擇共和黨）

Pat (Patrice)

McCarthy
（選擇民主黨）

當選經驗
2015 年 - 至今，州議會參議員；1999 年 - 2013 年，
州議會眾議員；眾議院審計審查委員會主席；參議院
問責委員會主席； 1996 年 - 1999 年，哈文湖公用事
業區專員

其他工作經驗
空軍 B-52 轟炸機飛行員、波音公司 B-1 專案承包經
理、Baldrige 國家績效計劃質檢員；塔可瑪好心人組
織主管，負責管理三家為殘障人士服務的企業；奧本
學區代課教師

學歷
美國空軍學院工程學學士；北達科塔大學工商管理碩
士；查普曼大學臨床心理學碩士

社區服務
費多威男女童俱樂部董事會成員；Lake Dolloff 家長教
師協會 (PTA) 副主席；費多威社區關愛網路董事會主
席，為窮人提供餐飲和為無家可歸的帶著孩子的婦女
提供住處。

聲明
我們州需要充滿熱情、技能熟練且能夠讓所有政府機
構對華盛頓人民負責的州核政司。作為唯一一位負責
審計、審查及改進企業、醫院、政府機構、非營利性
組織及大專院校的候選人，我將有能力領導嚴陣以待
的州核政司辦公室，並終有一天會取得成效。

在令人害怕的新聞頭條中，我們看到了管理不善和失
敗的政府機構 — 無效的無家可歸計劃導致無家可歸和
犯罪情況有增無減、患者逃跑的精神病醫院、州僱員
受傷、監獄犯人提前釋放，以及交通部門讓我們的道
路更加擁擠堵塞。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做得更好! 
我在公共和私營部門傾盡一生之力宣導建立高效、有
效及合乎道德的政府；讓最弱勢群體享受司法公正；
以及加強公眾的信任。政府每浪費一分錢，便意味著
課堂上或急需者少獲得一份資源，人們面臨著更大的
稅率上調壓力。作為州核政司，我將利用業績審計方
式確保我們的所有政府妥善管理每一分稅金、實現確
切的結果並贏得您的信任！

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最有效、最高效、最合乎道德的政
府。我們不能選擇一位毫無經驗的人擔任此職務。而
應選擇一位取得輝煌成就的核政司 — Mark Miloscia 就
是當選州核政司的最佳人選！

聯絡
(253) 839-7087；miloscia@comcast.net； 
www.MarkMiloscia.com

當選經驗
貝爾斯郡郡長，目前為其第二任期。Pat 領導著郡政府
及 3,000 名工作人員。之前曾當選為貝爾斯郡核政司
（2005 年郡最佳核政司），還曾在塔可瑪學校董事會
擔任長達 12 年的董事會成員。

其他工作經驗
普捷灣公共交通委員會現任主席；2015 年，美國公開
賽賽事主席；擔任下列委員會成員： 南普捷灣健康聯
盟、塔可瑪貝爾斯郡經濟發展委員會、南普捷灣軍事
和社區夥伴關係委員會。

學歷
塔可瑪華盛頓大學文學學士學位

社區服務
貝爾斯郡性侵中心，榮譽退休；貝爾斯郡聯合勸募協
會；曾憑藉節約土地、開放政府及司法協助而獲獎。

聲明
我是州核政司唯一一位候選人，擁有成熟的郡長領導
經驗。我在地方政府任職的 25年間，始終堅持以誠
實、正直的態度為公眾服務。這是我獲得州務卿提名
為 2005 年最佳核政司，及獲得卡斯卡德兩岸眾多郡
核政司支持的原因所在！ 

可信賴： 我對公共記錄和公共資金的瞭解是任何人
無法比擬的。這也是 Chris Gregoire 和 Norm Dicks； 
郡長 Dow Constantine、Ron Sims 及 Bob Drewel；
全國婦女政治黨團；美國州郡和市政僱員聯合會 
(AFSCME)/華盛頓州市郡僱員委員會 (WSCCCE) 第 2 
委員會；以及許多其他領袖（如我的網站中所列）支
持我的原因所在。

經得起考驗： 恢復公眾對於州核政司這一職務的信任
並非輕而易舉。在 2004 年州長選舉重新點票期間，我
擔任選郡核政司，經過我的努力，在全州範圍內恢復
了公眾對於選舉制度的信心。我帶領貝爾斯郡艱難度
過了經濟大蕭條，並站出來反對當選官員濫用公眾的
信任。

透明： 由於刷新數字時代的記錄，我的辦公室獲得了
華盛頓政府公開化聯盟頒發的重要獎項。政府必須對
其所服務的公眾負責。

聯絡
(253) 693-8147；pat@patmccarthy.org；
www.patmccarth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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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

Ferguson
（選擇民主黨）

Joshua B.

Trumbull
（選擇自由黨）

當選經驗
華盛頓州第 18 任總檢察長。

其他工作經驗
華盛頓州東部聯邦地區法院首席法官 Nielsen 在斯布
堪的法律秘書；第 8 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Bright 的法律
秘書；Preston, Gates & Ellis（現為 K&L Gates）的律
師，這是華盛頓州一家主要的法律事務所。

學歷
布蘭切特高中、華盛頓大學文學士、紐約大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社區服務
Bob 和他的家人積極參與 St. Catherine 教堂的活
動；Bob 在大學畢業後加入了 Jesuit Volunteer Corps，
指揮緊急服務辦公室。

聲明
作為第四代華盛頓州人、丈夫和兩個孩子的父
親，Bob Ferguson 正在努力保護我們的長者、屋主、
退伍軍人和小企業不受不按規則行事的強大特殊利益
集團的損害。Bob 為我們挺身而出，直指外國企業和
華爾街的特殊利益，將逾五千萬美元返回給努力工作
的華盛頓州人，包括數百萬面臨止贖的屋主。

Bob 獲得了華盛頓州巡警警員協會和全州檢察官的支
持，他保護著我們的孩子和社區不受暴力性侵犯者的
襲擊。他成立了特別小隊，專門起訴環境犯罪、協助
退伍軍人並維護所有華盛頓州人的民事權利。

作為獨立領導者，Bob 正透過打擊 Medicaid 欺詐保護
納稅人，並引入法律使政府更開放、更負責，從而改
革奧林匹亞 (Olympia)。Bob 致力於透明化和保護我們
的政治體系，揭開政治中「暗錢」的秘密、成功起訴
了本州歷史中最大的競選資金違法案。

作為一名公立學校教師的兒子和 40 年波音公司的員
工，Bob 將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和獨立精神注入到總檢
察長之職。Bob 將持續把法律作為強大的工具，為了
所有華盛頓州人爭取正義和公平。

聯絡
(206) 486-2621；info@electbobferguson.com；
www.electbobferguson.com

當選經驗
之前沒有一點從政經驗。

其他工作經驗
我成長在史諾夸米須，從小在我父親的車身修理廠和
祖母的汽車配件店工作。在大學期間，我在家居粉
刷、銀行業和房地產業工作過。務必要說的是，我有
殊榮能在我的法律生涯中幫助民眾。

學歷
2000 年畢業於史諾夸米須高中（華盛頓州史諾夸米須）
；2004 年獲得華盛頓大學企業管理文學士；2005 年獲
得西雅圖大學 Albers 商業與經濟學院企管碩士；2008 年
畢業於貢薩格大學法學院。

社區服務
史蒂芬斯湖 (Lake Stevens) 青年足球隊。我向社區成員
提供費用極低的法律服務。

聲明
在 1800 年，約翰·亞當斯寫到：「我最害怕看到的，
就是共和國分裂為兩個大黨派，每個黨派據其領導各
行其事，並制定出相互對立的措施。我夙夜憂擔，這
可能會成為在我們的憲法下最大的政治災禍。」 歷史
說明了，其他建國之父，包括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喬
治·華盛頓和湯瑪斯·傑佛遜，都有亞當斯這樣的擔憂。
但這種智慧還沒有融入到我們的社會中，這著實十分
危險。

我選擇競選總檢察長是因為，該職位已被政治化，成
為了人民的禍害。與我們的建國之父們一樣，我認為
合作解決問題不僅需要兩黨。當我們把自己分裂為對
立方，試圖以多數統治其他人時，苦難就開始了。

如果我當選了，我將繼續努力保護華盛頓州公民遠離
那些會剝奪我們生命、自由或財產的因素。

感謝您在投票前，付出時間和精力與您身邊的人討論
重要的問題，從而強化了我們的社會。這個討論的過
程就是將我們聯繫在一起的紐帶。現在，請傾聽您的
心而不是根據政黨投票吧。

聯絡
(425) 309-7700；josh@joshuatrumbull.com；
www.joshuatrumbu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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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McLaughlin
（選擇共和黨）

Hilary

Franz
（選擇民主黨）

當選經驗
無

其他工作經驗
美國海軍（退休）指揮官，我光榮服役 25 年；事故指
揮系統講師（10 年），我已經培養了近 1,000 名消防
人員和事件管理方面的公共安全人員；安全系統項目
經理（10年）；

學歷
生物專業理學學士學位皇家海軍學院理學博士學位 
(PSC)；美國海軍戰士學院文學碩士學位（優異的成績）

社區服務
韋納奇扶輪社；美國海軍聯盟自由救災服務（行政主
管）；美國登山俱樂部（10 年）；為奧索滑坡和華盛
頓東部火災受害者提供救濟和重建家園；Operation 
Steadfast 退伍軍人自殺預防委員會主席；

聲明
在野火頻發的季節，華盛頓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災
難。大量社區被破壞，人們的生活、家園、牲畜、森
林及野生動物遭受了不必要地災害。在為遭受奧索滑
坡和華盛頓東部火災的社區提供災難救濟時，我意識
到，作為一名退役的海軍軍官和事故指揮講師，我可
以利用自身豐富的經驗為華盛頓州的公民發揮餘熱。
我們需要讓社區能夠做好防範、協同工作，以便在不
同司法轄區之間建立一套集成的策略，同時利用常識
部署當地資源，從而降低過去的災難性火災復發的風
險。

審慎管理本州 300 萬英畝的信託土地，以及透過森
林、耕地及水資源為學校建設提供的收入將是一項
重要的憲法規定。超過一半的自然資源部 (DNR) 用
地為永久保護區，以保護瀕危物種、鮭魚棲息地及
娛樂區。餘下的作業林必須為我們的學校提供穩定
的收入流，並保護近郊社區的就業崗位。

自然資源部需要發揮積極作用的領導層。我將利用在
大型、多元化組織積累的多年行政領導經驗，帶領自
然資源部成為人民的「公僕」。 DNR 工作人員和華盛
頓州公民理應獲得最好的服務。

聯絡
(509) 885-4541；Steve@mac4lands.org； 
www.mac4lands.org

當選經驗
班布里治島市議會；任職於普捷灣交通未來特別小
組；普捷灣區域市政局，成長管理與經濟發展委員
會；普捷灣鮭魚恢復委員會；奇薩璞地區協調委員
會；被任命加入州長 Gregoire 的氣候行動小隊。

其他工作經驗
2011 年至今擔任 Futurewise 行政主管，負責制定解決
方案應對全州範圍內複雜的土地使用和自然資源問題；
律師，代表社區、地方政府和非營利組織辦理關鍵案
件，包括農業、林業、漁業和野生動物以及水道。

學歷
東北大學法學博士；史密斯學院文學士

社區服務
華盛頓環境委員會和 Conservation Northwest 前董事
會成員。積極教育三個青少年兒子！

聲明
我們管理和保護華盛頓州公共土地和水道的方式，影
響著我們如何適應氣候變化、保護我們的水和食物來
源、保護我們的木材、貝類和農業經濟。我們的一下
位專員必須是環保主義者、農村經濟的合作夥伴，並
主張提供清潔能源工作。

我一生都與華盛頓州的人民和土地息息相關。我的祖
父母在大蕭條時期來到尼斯卡利谷地，建立了奶牛
場，至今仍由我們家族營運。二十年來，我與大大小
小的企業和社區合作，保護園藝工程和地方工作，制
定長久的解決方案。

有了您的投票支援，我將努力恢復健康的森林 — 實施
野火預防計劃，並結束危險的陡坡伐木行為。我將推
動清潔能源工作 — 對公共土地實施再生能源計劃，推
動工作增加、遏制碳污染、減少對脆弱社區的影響。
我將保護我們的健康農田和森林不受發展壓力的影響 
— 為農民、林業和休閒創造更多機會。

我很榮幸得到了以下人士和組織的支持：華盛頓環保
選民；金郡民主黨人；金郡郡長 Dow Constantine；前
郡長 Ron Sims；Earth Day 創始人 Denis Hayes；全州
範圍的州和地方企業、社區和政府領導者！

聯絡
(206) 734-9729；hilary@hilaryfranz.com；
www.hilaryfranz.com



85公立教育總監  |  4年任期

Erin

Jones
（無黨派）

Chris

Reykdal
（無黨派）

當選經驗
Erin Jones 是一名獲得州和國家獎勵的教師和區/州管
理人員。她從未參與公職競選。

其他工作經驗
塔可瑪公立學校 AVID 學區董事；費多威公立學校平等
機會總監；公共教育廳 (OSPI) 學生成績助理總監和主
任；斯布堪公立學校教研員；塔可瑪學校代課和課堂
老師；印第安那州南本德學校老師。

學歷
布林茅爾學院文學學士學位；太平洋路德大學 (PLU) 教
學證書。

社區服務
1993 年 - 2006 年，青年事工領袖；2006 年 - 2008 
年，YoungLife 領袖。委員會成員；西華盛頓女童子
軍，斯派克學院，華盛頓州教師招募，加強教學職業
化中心，以及華盛頓黑人學校教育工作者聯盟。

聲明
每個華盛頓孩子都應接受教育，無論他們家住何方、
家庭收入或他們的膚色為何。孩子的郵遞區號將不再
是預測其教育成功與否及未來收入的最重要因素。

我是唯一致力於學生教育、彌合機會差距及改進成果
的 OSPI 候選人。我曾在卡斯卡德兩岸擔任課堂老師、
擔任 OSPI 助理總監及在極度貧困和擁有多元化人口的
學區擔任管理人員。

我不是政治家、教育家及公立學校應屆畢業生的父
母，我相信，我們需要在奧林匹克致力於幫助學生獲
得成功的領導，而不是一項政治議程。您的投票將會
讓我有機會釋放熱情和運用經驗，以要求立法委員放
棄藉口並充分資助我們的學校，同時致力於以公平的
評估工具代替懲罰性測試，消除機會差距（無論是否
存在），以及擴大全州範圍內公立學校的選擇並展現
卓越的優勢。

我的遠見及無與倫比的奉獻精神獲得了金郡和史諾夸
米須郡的民主黨人、課堂老師、學校董事會成員、全
州範圍的校長和管理人員、現任和前任立法委員組成
的兩黨聯盟、家長教師協會 (PTA) 領導、華盛頓州範圍
內的學生及家長的一致支持！

聯絡
(360) 918-3498；Erinjonesin2016@gmail.com； 
www.ErinJones2016.org

當選經驗
滕沃特 (Tumwater) 學校董事會；華盛頓州眾議院 — 眾
議院教育委員會副主席；高等教育委員會；財政委員
會；曾就職於教育撥款委員會。

其他工作經驗
課堂老師（詹姆斯·麥迪遜教學獎最終入圍者）；社區
大學和專科院校州董事會的教育預算和財務行政官。

學歷
華盛頓州立大學社會研究學士學位以及持有華盛頓州
教師資格證；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公共行政碩
士學位，主攻預算、財務和績效管理。

社區服務
學校家長志工、教練、前計劃專員和非營利資金籌集
人。

聲明
每一名兒童都應當接受優質教育！ 我是 Chris Reykdal，
我希望您能選舉我成為我們州的下一任學區總監。我在 
20 年的職業生涯中，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教育財務
行政官致力於幫助學生實現他們的夢想。下一任總監必
須是一名教育政策和預算的領導者，以確保本地控制、
有效的結果，並對您繳納的稅金負責！

我們必須做三件事來確保為所有孩子提供機會：1) 公正
地資助我們的學校！現在我們要建立對學校資助的兩黨
支援，同時減少我們對過高當地產業稅的依賴。兒童的
教育絕不應依賴鄰里區的財富；2) 減少過多的標準化考
試，讓教師有時間關注學生並支援他們的個別需要；
3) 恢復我們學校的優質職業和技術教育計劃。要提高畢
業率，學生們需要他們熱衷的職業道路！

我將是 30 年來真正讓孩子在我的期內就讀公立學校的
第一名總監。我將努力確保所有孩子、教師、後援人
員和家長在我們的學校中獲得全部支援。感謝您付出
的審慎的考慮。

聯絡
(360) 790-3151；chris4wakids@gmail.com； 
www.ChrisReykdal.com



86 保險專員  |  4年任期

Mike

Kreidler
（選擇民主黨）

Richard

Schrock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自 2001 年起，擔任保險專員。   同時，還曾擔任北薩
斯頓學校董事會成員，州議會眾議員，第 22 立法選區
參議員及美國第 9 國會區的眾議員。

其他工作經驗
曾做了 20 年的驗光師；小企業老闆；美國衛生與公眾
服務部第 10 區負責人。

學歷
太平洋大學驗光學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 (UCLA) 公共衛生專業碩士學位。  

社區服務
美國陸軍預備役中校退役，服役 20 年。現為社區服務
組織的活躍成員。 

聲明
Mike Kreidler 作為保險消費群體的倡導者，發出了獨立
而有力的呼聲，其勇敢站出來呼籲保護強大的行業利
益。在其作為保險專員的前四個任期內，Mike Kreidler 
透過削減過高的保費費率，為本州的汽車和房屋保險
消費者節省資金超過 3 億美元。他屬下的消費者保
護工作人員幫助成千上萬的華盛頓人民解決了保險問
題，讓他們重新獲得因不當延誤或拒絕索賠的資金金
額超過 1.6 億美元。

本州人民應該得到優質、實惠的健康保險。Mike 
Kreidler 一直不懈地努力，確保保險公司不再拒絕承
保。他提出立法，以防患者因接受緊急醫療服務而需
支付額外帳單。他將繼續與社區、企業及立法領導人
合作，以進一步改進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並減少本
州無醫療保險的人數。

Mike Kreidler 是一位成熟的領導者，他將以無私的奉獻
精神、公平的態度及努力的工作為華盛頓人民服務。
這也是他不斷贏得本州內的消費者、工人、企業、退
休人員、教育和醫療保健組織及個人支持的原因所
在。

如要加入他們的行列，請為 Mike Kreidler 投上一票，
以使其擔任下一任保險專員。

聯絡
(360) 819-6956；mike@mikekreidler.com； 
www.mikekreidler.com

當選經驗
Richard Schrock 擔任其第二任期的史諾夸米須郡第 1 
消防區專員，該消防區是本州最大的地區性消防部門
之一。

其他工作經驗
Richard Schrock 曾在華盛頓州商務部擔任 4 年的負責
人（受州長 John Spellman 管轄）。在他的成功領導
下，本州的國際貿易得以長足發展，同時還促進了旅
遊業的發展、吸引了新的企業入駐華盛頓，創造了數
以千計的就業機會。  專業溝通顧問，負責向企業、政
府機構及非營利組織提供建議。 

學歷
聖馬丁斯學院政治學專業

社區服務
史諾夸米須郡緊急無線電系統 (SERS) 委員會成員。斯
蒂克尼湖水利委員會及 Sno-King 流域理事會的創始委
員會成員

聲明
保費過高嗎？ 您是否希望以這部為期 16 年的政策指南
在接下來的四年內繼續治理管理保險公司的州機構呢？

華盛頓州的健康保險費率明年擬再上調 19%。作為華
盛頓州的下一任保險專員，Richard Schrock 將著重打
擊不合理的保費增加，限制免賠額及限制共付額。

2013 年，享受崇高威望的西雅圖兒童醫院聯合保險專
員辦公室和三家主要保險公司打贏了一場成功的法律之
戰。西雅圖兒童醫院是該地區首屈一指的兒童醫院，該
院採取法律行動，以使投保患兒獲得經專員批准之計劃
的承保，因為服務供應商網路將兒童排除在外。2014 
年，據報紙報導，一名告密者揭露保險專員辦公室鑽「
重大體制問題」的漏洞而做出惡行。因此，本州最大的
報紙隨後呼籲「重大改革」，但並未實行。

顯然，政策變化早該擴大實施範圍，以使人民享有負
擔得起的保險。如果 Richard Schrock 當選專員，其
將推行改革，防止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影響機構的決
定、大力加強消費者保護法律、授權和擴大醫療服務
供應商網路。未來，針對專員的裁決提出的上訴，將
必須由獨立公正的法官做出公平透明的決斷。

聯絡
(425) 745-9380； 
Richard@commissionerschrock.com； 
commissionerschrock.com



87

議員必須是其選區的登記選民。

議會議員的資格與責任

候選人聲明完全按照提交內容列印。州務卿
辦公室不會作出任何修改，也不負責驗證聲
明是否真實或符合事實。

議會
議員提出和制定公共政策、制定預算並提供稅收以支援州
政府和地方政府委員會。

 

州議會參議員

參議院有 49 位議員，州內每個立法區各有一位議員代
表。參議員的任期為四年，於每個雙數年重新選出約半
數席位。參議院的獨有職責是確認州長任命的官員。

州議會眾議員

眾議院有 98 位議員，州內每個立法區各有兩位議員。眾
議員的任期為兩年，於每個雙數年重新選出所有眾議員。



88 州議會參議員  |  第1號區  |  4年任期

Mindie

Wirth
（選擇共和黨）

Guy

Palumbo
（選擇民主黨）

當選經驗
北岸（Northshore）家長教師學生協會委員會，並列
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為 30 所學校超過 21,000 名學生
提供服務

其他工作經驗
微軟高級專案經理，華盛頓互惠銀行的前程序顧問，
以及 NextRx 的市場研究分析師。峽谷溪（Canyon 
Creek）小學家長教師協會，立法主席。北岸
（Northshore）青年籃球協會，前董事會成員。

學歷
文學士學位： 企業管理，行銷集中化專業；輔修： 口
語傳播。華盛頓大學巴索（Bothell）校區，2001 年。
畢業於巴索高中。

社區服務
華盛頓小徑協會小徑改良/修繕專案的微軟關懷日專案
負責人。北岸（Northshore）青年籃球協會的志願總
教練。巴索女童軍日間夏令營的志願小組領導者。

聲明
應該有一名議會參議員，傾聽選民們的問題，並採取
行動。作為公立學校家長教師協會的負責人和孩子的
母親，我理解我們家庭所面臨的挑戰。作為一名被滯
留在擁堵道路上的科技企業員工，我與我們地區的通
勤者經歷過同樣的窘境。奧林匹克（Olympia）必須做
得更好，我一定會傳達大家的呼聲。

教育必須是我們的預算和政策討論的焦點。 我將促使
參議院在學校投資上再創記錄，首先資助教育，絕不
是最後資助。我還將優先考慮司機的問題；我認為針
對這些有缺陷的收費方案，通勤者有權利獲得真正的
解決方案，並向政府機構問責。而談到稅收，我將確
保各家庭盡可能地保留他們的血汗錢。

我深深地紮根於我的社區。我在這裡長大，我和我的
丈夫在巴索（Bothell）經營我們的家庭。正因為我長
期從事科技企業員工和社區負責人工作，我知道我們
的地區必須做得更多，才能為我們的學生帶來在華
盛頓獲得優秀工作的機會。獲得你們的投票是我的榮
幸。

聯絡
(206) 579-4532；mindie@wirththevote.com；
www.WirththeVote.com

當選經驗
史諾夸米須（Snohomish）郡第 7 號消防區專員，代
表 77,000 名選民；史諾夸米須（Snohomish）郡規劃
委員會主席，提倡智慧發展政策與環境。

其他工作經驗
羅斯科（Roscoe）牧場的一名小企業老闆，這是位
於莫爾特比（Maltby）的一家社會意識狗犬寄宿機
構。Amazon.com 的一名經理，領導跨職能技術專案。
一名交通技術啟動顧問。我擁有強大的財務和技術技
能，能夠幫助我們的地區應對公共政策挑戰。

學歷
賓利大學，理學士學位行銷專業

社區服務
「OneBothell」理事會成員；巴索（Bothell）議會成
員；動物福利促進協會（PAWS）；我的妻子 Rena、
我家裡的 3 名學齡兒童和我都參加了我們社區的野生
動物、遊民和弱勢青年的支持計劃。

聲明
我們的地區正努力控制人口激增，管理交通狀況、中
產階級的負擔能力和公立學校的資金。我們區僅獲得
了全州 160 億美元交通計劃經費中的很小一部分，然
而絕大多數的交通阻塞都發生在我們區的道路上。我
們的學校由於奧林匹亞（Olympia）地區長期資金不
足和黨派偏見僵局，而被迫不斷提高徵稅額。從紛山
（Finn Hill）到史諾夸米須（Snohomish），從芒特雷
克平地（Mountlake Terrace）到巴索（Bothell），我
們的家庭和小企業正在為立法懈怠和政治現狀買單。
我們需要立法會議員執行更有效的領導，以解決我們
區的教育和基礎設施需求。我們奧林匹克（Olympia）
需要有人負起責任，帶來變化。

我為我們區帶來成熟的社區服務記錄和公共與私營產
業工作經驗的獨特平衡，能夠更有效地致力於改善我
們區的學校、道路和生活品質。我們需要改革的聲
音，關於小企業、教師支持、長者的優質護理服務、
免稅改革、環境保護、負責的州預算以及對精神健康
問題、遊民和我們之間最不幸人群的支持。

因此，懇請您為我投上寶貴的一票。

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 您當地的 2781 名
消防員、巴索（Bothell）市議會議員、選民教育聯
盟、華盛頓警察與郡警協會、領導民主黨議會參議員

聯絡
(206) 718-1970；guy@guy4senate.com；
www.guy4senate.com



89州眾議員  |  第1號區 第1號席位  |  2年任期

Derek

Stanford
（選擇民主黨）

Neil

Thannisch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州議會眾議員；眾議院基礎建設預算委員會副主席，
商業與財務服務部副主席，農業及自然資源委員會

其他工作經驗
Derek 經營一家小企業，管理醫療和環境研究專案，
並在一家軟體公司擔任研究科學家。之前，他曾擔任
一家電信公司的分析主管。

學歷
哈維穆德學院，數學學士學位；克萊蒙研究大學，數
學碩士學位；華盛頓大學，統計學博士學位

社區服務
北岸（Northshore）Kiwanis 會，大巴索（Bothell）商
會

聲明
Derek Stanford 認為我們在奧林匹克（Olympia）看到
太多的黨派偏見、僵局和拖延。作為一名父親和小企
業主，Derek 專注於各種結果，包括平衡預算、提供
高品質的公共教育、創造就業機會以及為我們努力爭
取公平的交通經費份額。

作為議會唯一的一位統計人員，Derek 努力確保政策
的製定以科學為準繩，決策的製定以事實為依據。
作為政府透明化、問責制和財務責任的一名堅決擁護
者，Derek 在明年的首要任務是明年全面資助我們本
地的學校，並努力解决 405 收費混亂情況。

聯絡
(425) 481-6231；derekstanford@hotmail.com；
www.DerekStanford.com

當選經驗
我目前擔任第 1 立法選區委員會官員 (PCO)

其他工作經驗
我在私營和政府實體有 30 年以上的工作經驗，負責
的工作包括高端技術系統的預算、項目管理、問題解
決、規劃及執行。

學歷
哈汀大學電腦科學理學學士學位

社區服務
身為一名懷有忠實信仰的人士，我積極參加當地教堂
的活動，並擔任紹克河基督教營地的董事會成員和青
少年輔導員，同時還積極參加當地的政治活動。

聲明
我們應選出樂於聆聽選民心聲的代表，但如今的代表
均忽略了選民。 我們投票選出平衡的預算。但被暫時
取消。我們投票選出更有效的通勤方式。我們被徵收
了通行費，交通更加擁堵不堪。甚至連我們的州最高
法院都斷定，立法者不應插手教育的經費問題。他們
只會重新審視州收入稅，甚至在我們投票反對已達七
次之後依然如此。眾多企業正悄然離開我們的州。

我們的心聲是否受到重視？ 讓我們廢除 405 號州際公
路收取的通行費，並公開討論適用於交通管理的其他
方案。上下班時間車道數量開啟不足，這樣只會造成
交通癱瘓。請為我投出您寶貴的一票，我會將您的心
聲帶到眾議院。

聯絡
(425) 501-8466；neil@restorethehouse.com；
www.restorethehou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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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

Langston
（選擇共和黨）

Shelley

Kloba
（選擇民主黨）

當選經驗
曼露（Monroe）公立學校基金會，董事；美國貝克山
（Mt. Baker）童子軍委員會成員，高級副主席

其他工作經驗
當地一家兒童看護企業的僱主，這是一家傳三代的家
族小企業，在普捷灣（Puget Sound）擁有多個分支機
構。原伯靈頓（Burlington）北方聖菲鐵路的機車工程
師和機車乘務員，以及當地主席。莫爾特比（Maltby）
社區俱樂部的會員和志願者。地方部隊的現任童子軍
教練。美國童子軍的議會執行委員會成員。前議會財
務審計委員會主席。

學歷
畢業於蒙大拿州立大學，曾參加各種培訓和領導計
劃。

社區服務
超過 10 年在童子軍培養青年領袖、青年體育教練和裁
判、公立學校的志願者。

聲明
奧林匹克（Olympia）需要新鮮的想法。作為一名商業
老闆，我在本地區提供就業機會。我曾努力改善我們
的社區。我相信傾聽並努力尋求兩黨解決方案能夠解
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我們必須首先資助教育，為學生提供機會和良好工
作。我將努力消除不公平的通行費，緩解交通擁塞，
幫助家庭的通行問題。我們必須明智地支出稅收，以
便人們和小企業不會被迫背負沉重的稅務負擔。我想
幫助你們得到希望的結果，獲得你們的投票是我的榮
幸。

聯絡
(425) 350-0855；jim@electjimlangston.com； 
electjimlangston.com

當選經驗
作為科克蘭（Kirkland）市的一名議會議員，我也在東
區民生服務委員會論壇、金郡家庭暴力動議、金郡城
市氣候合作以及金郡衛生局委員會擔任職務。

其他工作經驗
我是一名醫療保健提供者，有 20 年的按摩治療師工作
經驗，目前在本地的一家物理治療診所掛牌。

學歷
生物專業理學學士學位運動機能學理學士學位；西雅
圖按摩學校

社區服務
華盛頓湖學校基金會受託人；科克蘭（Kirkland）
Kiwanis 俱樂部，科克蘭公園董事會成員（前）；華盛
頓州家長教師協會立法董事（前）；華府湖居民徵稅
委員會；第 1 區民主黨人；是的！ 為了偉大的科克蘭
（Kirkland）公園。

聲明
作為市議會議員，州家長教師協會領導者以及醫療保
健專業人士，我擁有領導解決重大問題的記錄：為所
有孩子解決的學校問題，保持我們區域暢通的交通問
題，以及保護公園、安全和鄰里區生活質素等問題。
在奧林匹克（Olympia），我將先解決下列首要任務，
結束不公平的企業稅收漏洞，並加强法律，嚴格控制
家庭暴力者與危險的精神病患者獲得槍支。

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 華盛頓州教育協會；
郡議會議員 Balducci；州代表 Stanford 和 Moscoso；巴
索（Bothell）議會議員 Spivey；科克蘭（Kirkland）市
長 Walen 和議會議員 Arnold、Sweet 和 Asher；等等！

聯絡
(425) 823-9732；info@votekloba.com；
voteklo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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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Mullet
（選擇民主黨）

Chad

Magendanz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Mark 是現任州議會參議員。自 2012 年以來，他便在
奧林匹亞代表我們努力抗爭。Mark 之前曾在伊瑟闊市
議會擔任議員。

其他工作經驗
Mark 在伊瑟闊擁有 Zeeks Pizza 和 Ben & Jerry's 兩家
店。作為一名小企業老闆，Mark 深知低稅收和英明的
法規政策是何等重要。

學歷
印第安那大學金融學學士學位賦予 Mark 金融背景，有
助於其深入瞭解州預算。Mark 還獲得了華盛頓大學公
共事務專業的碩士學位，這段經歷讓他學會，一名優
秀的傾聽者才能成為一名偉大的領袖。

社區服務
扶輪社。在他四個女兒的學校裡擔任課堂志工。   伊瑟
闊食品派發中心委員會的前成員。

聲明
在參議院，Mark 擁有最多的獨立投票記錄。為了給我
們的社區謀取福利，他勇於同特殊利益集團或其自己的
政黨抗爭。Mark 屬於社會進步和財政保守人士。身為
四個女兒的父親和伊瑟闊 Zeeks Pizza 及 Ben & Jerry’s 
兩家店的老闆，Mark 深知州面臨的兩大首要任務：確
保我們的孩子獲得最優質的教育和降低稅收。

伊瑟闊市長 Fred Butler 表示，「Mark 的勤奮努力和誠
實正直有助於其跨越隔閡，將來必定大有作為，從而為
我們的社區做出重要貢獻」。

Mark 籌集的資金使得交通擁堵情況得到緩解，包括 18 
號公路上全新建成的立體交叉道及史諾夸米與表爾威
之間 90 號州際公路上增加的車道。Mark 阻止了對楓
樹谷的高密度開發，確保土地用於建造全新的塔荷瑪
高中，以及主張對瑟馬米什湖州立公園進行改造。

2015 年，Mark 反對立法加薪，因此，他將每年的加
薪全部捐獻給當地的食品派發中心。Mark 獲得了伊瑟
闊和史諾夸米學校董事會主席、伊瑟闊、 史諾夸米和
康乃馨市長以及選民教育聯盟的支持。請投給我寶貴
的一票，讓「烏魚重新歸來」！

聯絡
(425) 638-9356；taemin@electmarkmullet.com； 
www.electmarkmullet.com

當選經驗
在 2012 年當選加入州議院；教育（首席成員）委
員會、科技與經濟發展委員會以及撥款委員會。
任命於五個兩黨學校資金和質量工作組。前伊薩夸
（Issaquah）學校理事會成員和理事長。

其他工作經驗
微軟、耐克、松下等高科技公司的軟件開發人員；美
國海軍潛艇軍官（12 年）；微軟的經理（10 年），並
獲得超過 20 項專利獎。

學歷
康乃爾（Cornell）大學電氣工程學位

社區服務
家長教師協會的傑出代表，Kiwanis 成員，學校志願者。
與妻子 Galen（27 歲）居住在虎山（Tiger Mountain）。
有兩個出色的兒子，一個在麻省理工大學讀二年級，一
個在自由高中讀四年級。

聲明
Chad 信守對第 5 區居民的承諾。在州議院，他同時
與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一起努力改善教育，他代表了
我們區的工作和稅收價值觀，就像他承諾的那樣。現
在，他請求你們投票贊成他加入州參議院。

與某些政客不一樣，Chad 用行動支持他的承諾。

Chad 擁有可靠的記錄，曾負責預算，跨黨派工作，
並將孩子放在第一位。他領導努力提高學校資金和品
質。他成功地通過一項有關電腦科學、憲章學校和網
路犯罪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立法。由於他這些出色的
創記錄的工作，他在州商會被評為 100% (A+) 級別。
他支持提高稅收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並且他勇
敢地堅持對提高燃油稅投「不」，這也得到超過三分
之二的區選民反對。

西雅圖時報稱 Chad 為「議會其中一個思路最清晰的
思考者」，並認為他「為奧林匹克（Olympia）帶來急
需的適度性和思維的嚴密性。」 為 Chad 投票就是為
州政府的完整性投票。

聯絡
(425) 395-4895；info@magendanz.com； 
Chad4Sen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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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

Rodne
（選擇共和黨）

Jason

Ritchie
（選擇民主黨/勞動家庭黨）

當選經驗
華盛頓州議會眾議員（2004 年至今）；史諾誇米 
(Snoqualmie) 市議會成員 (2001-2004)

其他工作經驗
金郡第 4 號公立醫院區和史諾夸米谷（Snoqualmie 
Valley）醫院的法律顧問；美國海軍陸戰隊預備役上校
（1990 年至今）

學歷
岡察格（Gonzaga）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以最優等成
績畢業（1997 年）；華盛頓大學健康管理碩士（2012 
年）；克雷頓大學文學士（1988 年）。

社區服務
Jay 活躍於以下多個社區服務機構中： 扶輪社；美國退
伍軍人協會第 0079 區（Rotary; American Legion Post 
#0079）；史諾夸米友好城市協會（Snoqualmie Sister 
Cities Association）；聖母天主教教區（Our Lady of 
Sorrows Catholic Parish）；金郡律師協會鄰里法律診
所計劃義務律師（1999 年至 2004 年）；

聲明
作為眾議員，我的首要任務將是創造就業機會，並降
低家庭和小企業所承擔的稅負。我們必須要求奧林匹
亞（Olympia）量入為出，並且優先發展基礎民生，
例如，將兒童教育問題當作我們最高優先，藉由降低
對於企業的監管負擔，以改善企業風氣，並為交通系
統作出明智的投資，以降低交通堵塞及縮短上下班時
間。我們必須撤除 I-405 的通行費！

我們必須超越黨派政治，解決所面臨的挑戰。   請加入
我，要求新的方向。若我們同心協力，我們將能建設
更美好的華盛頓州！

聯絡
(425) 890-3336；jay_rodne@comcast.net；
www.votejayrodne.com

當選經驗
並非職業政治家。

其他工作經驗
Jason 是一個小企業老闆。他在面對家庭困難時被激發
了靈感，由此創立他的公司 Handi Habitats。在 Jason 
的父親因罹患中風而癱瘓後，Jason 離開了教學崗
位，改造他父親的家，讓他的父親可以繼續獨立生
活。Jason 很快就意識到他父親的需求也是他人的需
求。Handi Habitats 已幫助數以千計的受傷工人、退伍
軍人和老年人，讓他們得以安全且獨立地在家生活。

學歷
密芝根大學，學士學位；東密芝根大學歷史專業碩
士。

社區服務
華盛頓州獨立生活委員會，議會議員。

聲明
Jason Ritchie 曾擔任教師，目前是小企業老闆，是丈夫
和兩個孩子的父親，他知道我們奧林匹克（Olympia）
需要强有力的領導，重視進步而不是黨派之爭。下一
届會議會將重點放在公立學校。我們需要一名即在教
室又在會議室的立法會議員，來確保公立學校出色、
擴大就業機會和改善交通，讓我們區更進一步。

若要對企業提供許多稅收減免，我們需要更强大的財
政問責。那筆錢應該回到納稅人的口袋。本人獲得以
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 國會議員Del Bene 和 Smith，
參議員 Mark Mullet，州勞工委員會，華盛頓環保選民
等。

聯絡
(425) 324-6888；jason@ritchieforwa.com；
www.ritchieforw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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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Graves
（選擇共和黨）

Darcy

Burner
（選擇民主黨）

當選經驗
在從事多年的公共服務之後，我現在是一名議會候選
人。

其他工作經驗
律師： Perkins Coie；法律秘書：華盛頓最高法
院，Justice James M. Johnson

學歷
法學博士： 杜克（Duke）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哲學： 
杜克（Duke）大學。西方學院文學學士學位；哲學/政
治學： 西華盛頓大學

社區服務
金郡法院任命的特別公益律師，作為被領養兒童的權
益代表，我被任命擔任當年的公益律師。伊克賽爾公
立特許學校：創建董事會成員。華盛頓州律師協會：
法律顧問委員會主席。STEP Ahead：董事會主席。楓
樹谷（Maple Valley）商會：現任成員。伊斯特裡奇教
堂：現任成員。

聲明
我正在努力帶來有常識且有條理的領導，解決東金郡
所面臨的關鍵問題：學校的品質、減少交通流量、低
而穩定的稅務、對小企業的支持以及具有回應力且負
責的政府。我土生土長在楓樹谷（Maple Valley），且
畢業於塔荷瑪（Tahoma）公立學校，我知道我們社區
所面對的問題。我是一名注重實際的問題解决者，信
守對華盛頓所有家庭的承諾。

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 選民教育聯盟；國
會議員 Dave Reichert；前司法部長 Rob McKenna；金
郡議會議員 Kathy Lambert、Reagan Dunn；立法會議
員 Chad Magendanz、Jay Rodne 等。

聯絡
(206) 818-5607；info@paulgraveswa.com；
www.paulgraveswa.com

當選經驗
無

其他工作經驗
三年前，出於我兒子的一個學校項目，我們創建了 
Buttonsmith Inc – 一家位於 Carnation 的小企業，雇用
了 9 個人從事家庭薪資的職位。我創建了一家小型清
潔能源公司；是一個非營利組織的行政主管；並且還
是微軟公司的一名程式經理。最重要的，我是兩個男
孩的母親！

學歷
哈佛大學電腦科學學士學位，專攻經濟領域

社區服務
曾在「宜居世界」（Livable World）PeacePAC 理事
會、國際政策中心、全美流產權行動聯盟自由選擇人
工流產以及我所在的安姆斯湖（Ames Lake）社區協會
任職

聲明
作為工作媽媽和小企業老闆，我知道奧林匹克 
(Olympia) 不適合家庭。讓我們來改變這種狀況。我將
支持公立學校，因為他們為我創造了機會，我們的孩子
應該得到同樣的機會。我支持維護家庭的常識政策。
我們需要改善交通，使人們可以去工作，把商品推向
市場。我們需要婦女能夠同工同酬。我們需要降低中
產階級稅收。

本人支持者：金郡民主黨人、第 5 立法區民主黨人、
金郡的年輕民主黨人、華盛頓環保選民、美國教師聯
盟、斯諾誇爾米（Snoqualmie）部落。

聯絡
(425) 954-3538；info@darcyburner.com； 
www.DarcyBurn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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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

Hasegawa
（選擇民主黨）

Dennis

Price
（選擇自由黨）

當選經驗
第 11 立法區參議員 — 4 年；眾議員 — 8 年

其他工作經驗
華盛頓州勞工委員會副總裁；Teamsters Local 174 財
務處長和成員；ATU 成員（地鐵 111 號線操作員）；
金郡勞工委員會董事會；建築操作工程師；醫療保健
受託人

學歷
華盛頓大學 Evans 學院： 公共行政碩士；西雅圖安迪
柯大學 (Antioch University)： 勞動力研究和組織與社會
變化文學士；操作工程師，熟練水準；西雅圖中央社
區學院資訊技術；海濱社區學院 (Shoreline Community 
College)： 勞動力研究文學副學士；華盛頓大學物理學
專業；西雅圖克里富蘭 (Cleveland) 高中

社區服務
董事： 華盛頓大學 Evans 學院諮詢委員會、華盛頓大
學，勞工研究橋接中心、日裔美國公民聯盟；Tikkun 
Olam 公共服務獎

聲明
Bob Hasegawa 長期以來是勞動力、公民權利、種族、
環境、經濟和社會正義活動家。事實證明，他在參議
院中是有力的倡議者，即使在分裂的立法機構中也能
通過許多重大立法。Bob Hasegawa 堅持自己原則，沒
有絲毫動搖。

Bob 為我們所有人爭取能養活家庭的工作和平等機會。
他用自己對社會和經濟正義的願景作指引，每天都努力
保護我們的權益。

Bob 對財政採取小心謹慎的態度。這也就是為什麼他的
立法首要任務之一是建立一個公有州銀行，讓我們的稅
款留在州內為我們服務，而不是為華爾街創造利潤。這
會產生收入、增加我們融資基礎建設的能力以及省錢。

Bob 在西雅圖、塔克維拉和連頓居住過，一生都是第 
11 區的居民，他理解什麼對我們是重要的。他身上具
備了我們社區強大的職業道德、誠信和原則。「有了你
們的支援，我將繼續從事我的立法事業，爭取實現我們
的願景，為我們的子孫後代創造希望。謝謝您信任我，
讓我在奧林匹亞 (Olympia) 代表您」— Bob Hasegawa 
聯絡
(206) 322-4804；BobHasegawa2016@gmail.com； 
www.BobHasegawa.com

當選經驗
我從未參加過或被民選為公職。

其他工作經驗
我曾在美國海軍作為電子設備技師服役 6 年，並於 
2000 年光榮退役。我於 2001 年 9 月加入了海軍後
備隊，並立即從現役退役。自我完成與後備隊的合約
後，我一直在擔任國防承包商，並從事半導體行業工
作。  我的現行職位需要我每天都發現並解決問題，而
我希望將這一點帶到我們的議會中。 

學歷
作為電子設備技師接受美國海運的培訓。

社區服務
未提交任何資訊

聲明
我相信自由和獨立是一種偉大的生活方式。我希望建
立一種制度，鼓勵所有人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讓他
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愛、工作、玩耍和夢想。我將
起草並提出對華盛頓州教育系統的重大改革，允許新
增自由、在家學習和替代學校結構。我還將起草並提
出具體立法，簡化企業創立流程，為所有大型和小型
企業建立一個簡單的商業和職業稅率。我支持針對所
有提高稅收的州憲法修訂都需要議會的 2/3 多數投
票。總而言之，我希望提高我們的自由度，並減少我
們生活中的外部干擾。

聯絡
(425) 529-8615；etdennisprice@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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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ck

Hudgins
（選擇民主黨）

Erin Smith

Aboudara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眾議院，2002 年至 2016 年

其他工作經驗
曾在Amazon.com、微軟公司和金郡聯合勸募協會工
作。

學歷
文學士 — 美國聖母大學

社區服務
幫助退伍軍人家庭的退伍軍人普捷灣費希爾之家創建
董事會成員，董事會主席。家庭暴力受害婦女網絡
的前任董事會成員。Highline 社區學院全球領導才能
開發計劃前任講師。南西雅圖諮詢委員會主席。連頓
（Renton）商會。立法退伍軍人和軍事委員會，工作
外包委員會和華盛頓州藝術委員會的前成員。   國家資
訊技術服務委員會，立法 IT 專案和監督委員會，NCSL 
網路安全工作小組。

聲明
僅僅因為我們中的一些人生意很好，並不意味著經濟
均等地幫助每個人。Zack 傾聽普通人的聲音，並推動
完成奧林匹克（Olympia）的基本事務 — 適當地資助教
育、解決交通堵塞、創造機會、應對氣候變化、良好
的運行政府職能、為未來投資、並且平衡預算。Zack 
與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居住在塔克維拉（Tukwila）
，為了在公共與私營部門工作瞭解的價值觀而努
力。Zack 將繼續讓人們團結在一起，並為你們而奮
鬥。得到教育工作者、環保主義者、勞工和民選官員
的認可。請投 Zack Hudgins 一票。

聯絡
(206) 860-9809；zack@zackhudgins.info；
www.zackhudgins.info

當選經驗
被金郡婦女顧問委員會任命為秘書，2.5 年；選區委員
會官員 Fairglen，2012 至今；第 11 議會選區的共和黨
人，2.5 年，前副主席；翡林（Fairwood）綠色屋主協
會，3.5 年，副主席。

其他工作經驗
社區關係

學歷
榮幸地畢業於西雅圖太平洋大學、海萊學院和肯特裡
奇（Kentridge）高中

社區服務
數個肯特學區家長教師學生協會；翡林（Fairwood）
綠色屋主協會，前副主席，對外事務與社區關係主
任；連頓（Renton）CERT 成員。

聲明
我的名字是 Erin Smith Aboudara。我的大部分人生都
居住在尚未立市的連頓-肯特（Renton-Kent）區，是
金郡一名偵探的女兒。在過去的 10 年裡，我在此區
域累積了豐富的社區關係經驗。我與 Casey 已結婚 20 
年，育有兩個孩子，他們正就讀於肯特學校。

我關心 I-405 收費和多客車輛超載 2 至 3 人這些交通
噩夢。我們的道路需要能夠發揮作用的修整和高速
交通。我懇請你們投我一票。是時候傾聽奧林匹克
（Olympia）的新聲音了！

聯絡
(425) 306-3883；erin@erinaboudara.com；
www.erinabouda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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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Bergquist
（選擇民主黨）

沒有競選對手

當選經驗
州議會眾議員

其他工作經驗
連頓學區歷史/社會研究教師；Aces Tennis 小企業老
闆；領導連頓 (Renton) 市公園和休閒網球計劃

學歷
連頓市哈森高中；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歷史雙主修學
士學位；西華盛頓大學教學碩士學位

社區服務
領導成功的社區努力以保留所有連頓學區高中的高爾
夫球隊，並在仁人家園、救世軍連頓食品銀行、麥當
勞叔叔之家和山區到灣區綠化帶信託機構有豐富的志
工經驗。 連頓市及南金郡商會成員。

聲明
作為兩個小孩的父親以及在立法機構中任職的為數不
多的活躍教師之一，在我們州努力遵守最高法院對完
全資助教育的法令流程中，我將繼續秉持對立法非常
重要的理念。有了你們的支援，我將繼續努力工作，
成為我們社區的強力領導者！

能得到教師，消防員，第 11 區民主黨人，參議員 Bob 
Hasegawa，州眾議員 Zack Hudgins，金郡郡長 Dow 
Constantine，連頓市議員 Ed Prince、Ruth Perez 等人
的支援，我感到十分榮幸。

聯絡
(425) 306-7569；steve4house@gmail.com；
www.steve4hou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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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Pellicciotti
（選擇民主黨）

Linda

Kochmar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不是職業政治家

其他工作經驗
前副金郡檢方律師，Mike 在我們的社會打擊暴力犯罪。
他在聯邦道（Federal Way）城打擊淫媒和家庭暴力。
作為州詐欺檢察官，Mike 致力對抗企業醫療保健詐欺 
- 對抗政府浪費，保護老年人，並返回美金 3000 萬給
納稅人

學歷
法律法學學位 - 岡薩加；碩士（富布賴特學者，研究
經濟發展）；商學學士（商業管理）

社區服務
教育者的兒子；Mike 在聯邦道的人力服務委員會服務，
並主持了平等正義聯盟，支持被非法止贖的房主、被
否認福利的退伍軍人與掠奪性貸款的受害者

聲明
我們不能一直選出相同的政客，而期望在公共安全、
政府的浪費和教育，會有改善的結果。是改變的時候
了。作為檢察官和反詐欺調查員，我保護公眾並返還
數以百萬美金給納稅人。縱觀我的職業生涯，我已經
為無聲者發聲。作為您的代表，我會為政府負責而奮
鬥、應對企業濫權、制定刑事司法改革，並改善我們
的學校和道路。和您一樣，我對政治僵局感到沮喪。
我會是您在奧林匹克的辯護律師。

支持者有社區領袖、護士、總檢察長Bob Ferguson，
警長 John Urquhart，州勞動局

聯絡
(253) 237-2838；Mike@electmikep.com； 
www.electmikep.com

當選經驗
第 30 選區州議會眾議員，第1 號席位，2012-2016 年，
費多威市議會， 1997-2011 年，副市長（2000-2001 年
與 2004-2005 年），2010 年，費多威市市長。 曾當選
為郊區城市公共問題委員會主席。1980 年，曾當選為
費多威市社區委員會委員。

其他工作經驗
合格風險管理師 (ARM)；計畫管理員；華盛頓城市聯盟
合格市領導；全國城市聯盟領導力成就執照。

學歷
1966 年，獲得瑪麗赫斯特大學文學學士學位；目前正
在攻讀西雅圖大學行政管理的碩士課程。

社區服務
同濟會/基金委員會、國際職業婦女會會員、美國大學
婦女聯合會 (AAUW)、聖文森特家長俱樂部與理事會、
學校社區顧問委員會、MSC 委員會。

聲明
我在費多威和第 30 選區任職長達 18 年，隨著人口
的增加和日趨多元化，我目睹了這裡令人難以置信的
變化。在擔任州議會眾議員的 4 年來，我幫助籌措了 
1,000 萬美元用於基礎建設改良，以及超過 1.8 億美元
用於交通設施改良。我主張政府承擔財政責任，並將
繼續為此努力。我需要大家不斷的支持來解決我們選
區所面臨的棘手問題，例如減少交通擁堵、改善我們
學校的狀況，以及為我們辛苦工作的家庭不斷創造提
供最低生活工資收入的就業崗位。懇請大家於今年 11 
月再次為我投出寶貴的一票。

聯絡
(253) 640-0469；Linda@LindaKochmar.com；
www.LindaKochm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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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tine

Reeves
（選擇民主黨）

Teri

Hickel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首次成為候選人；並非政治家。

其他工作經驗
Kristine 目前擔任華盛頓州軍事和國防部門經濟發展
主任。美國參議員 Patty Murray 團隊的原區域外聯主
任；斯布堪社區學院原項目協調員。

學歷
華盛頓州立大學政治學文學學士學位；剛薩加大學碩
士。

社區服務
城市聯盟年輕專業人士志願者；人際關係委員會地區工
作組主席；杜魯門國家安全項目負責人；Eta Mu Zeta 校
友會、 Zeta Phi Beta 職業女性聯誼會、捐款運動、基督
教女青年會 (YWCA) 及美國癌症協會主席。

聲明
Kristine Reeves 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倡導創造就業和完
善退伍軍人服務，同時，她傾其一生都在致力於確保
華盛頓人民，尤其是退伍軍人和他們的家庭，都有機
會藉著州經濟繁榮發展的助力讓事業蒸蒸日上。

Kristine 是美國參議員 Patty Murray 團隊和州商務部的
經濟發展專家，現在，她時刻準備著將其掌握的專業
技能用於立法，從而確保經濟帶動家庭的欣欣向榮、
健全地方公立學校、降低犯罪率及制定綜合交通解決
方案。Kristine 與其丈夫 Camron 和兩個年幼的孩子一
起生活在費多威。支持者： 參議員 Patty Murray、美
國國會議員 Adam Smith 等。

聯絡
(206) 249-3327；Info@ElectKristineReeves.com； 
www.electkristinereeves.com

當選經驗
州議會眾議員，1 年（2015 年 - 至今）

其他工作經驗
提升領導力委員會，行政主管，15 年 ；費多威商
會，12 年，臨時執行總裁，1.5 年；教育基金會，行
政主管，4 年。

學歷
華盛頓州立大學理學學士學位

社區服務
我長期投身於下列事業，包括： 費多威學校公民委員
會（20 年）、費多威社區花園基金會（8 年）、陶德
比摩高中領導團隊（6 年）及家長教師協會 (PTA)（10 
年）。獲得的獎項包括： 費多威城市之鑰、國際職業
婦女會傑出女性、FWPS 年度最佳志願者（6 次）、海
鷹社區傑出組織者、金橡子獎及年度傑出公民提名。 

聲明
作為州議會眾議員，我將優先考慮四大重要領域：充
分資助基礎教育；創造和保持就業崗位；疏導交通和
減少交通擁擠；以及公共安全。我深切關注著我們豐
富多樣的社區，在我們的學校內，使用的語言更是超
過 100 種。我將繼續與我們社區和跨黨派的所有人士
合作，以找到最佳解決方案。我的競選團隊包括共和
黨人、民主黨人及無黨派人士，因為他們清楚，我非
常關心這些問題並會加以解決。能夠在奧林匹亞為您
服務令我榮幸之至，在此對您的投票和支持致以誠摯
的謝意。

聯聯
(253) 261-4643；Teri.H@comcast.net；
terihick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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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w

Stokesbary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華盛頓州的代表，第 31 區（眾議院撥款、財政和司法
委員會成員）

其他工作經驗
司豆克司伯瑞 (Stokesbary) PLLC （提供小公司關於商
業法律和稅務問題的諮詢）的管理律師；金郡議會的
前政策助理

學歷
法學博士優等生，聖母大學法學院；商學學士學位，
經濟學，杜克大學

社區服務
奧本谷 YMCA 董事會、民事法律援助監督委員會、金
融教育公私合作辦公室、和華盛頓州律師協會稅務課
等的成員；聯合方式 VITA 報稅志工；提供無償法律諮
詢給當地非營利組織的提供者

聲明
我正在競選連任，以保持國家的重點放在對於我們的
社會最重要問題：教育、就業和經濟增長。

我會爭取首先資助學校。作為兩個小男孩父親，我知
道孩子應該得到我們的第一塊錢，而不是我們的最後
一角錢。我很榮幸「教育選民聯盟」和「為兒童站出
來」已經認可了我。我們本地的企業應該有在奧林匹
克的倡導者，使他們能夠專注於創造就業機會，並
在家鄉發展經濟。它們應該不需要一個像我這樣的律
師，來導航國家官僚機構和落後的稅法。

聯絡
(253) 501-1756；drew@drewstokesbary.com； 
www.drewstokesbary.com

John

Frostad
（選擇自由黨）

當選經驗
無

其他工作經驗
自營針灸師和 20 年的小企業主。貝斯提大學兼職教
師。執行董事，華盛頓州針灸學會。前任主席，華盛
頓州東亞醫學會。

學歷
理學碩士/理學士，貝斯提大學，1997年。企業管理合
夥的藝術，綠河社區學院，1994年。

社區服務
我已經花了 20 年照顧我的社區健康。我一直在政治上
活躍，以確保華盛頓醫療保健消費者，可以接受多樣
性的醫療保健，和他們的保險公司的公平待遇。

聲明
州政府在兩個主要政黨的監視下迅速成長，但我們還
沒有充分資助教育和基礎設施。我們需要像任何處於
財務困境的人一樣，重新定義這個詞「需要」，並只
支付我們必須做的。我們並不需要更多的稅收；我們
需要更好的優先順序。

成癮嗜好不會因為將人烙印為罪犯就會被打敗。貧窮
不會因為讓更多的人依賴於州就能解決。我們需要刑
事司法改革，鼓勵自力更生、適當的精神衛生服務和
功能性基礎教育的計劃。在華盛頓州的每個人，都值
得有尊嚴和管理自己的生活。

聯絡
(253) 310-3941；johnfrostad@outlook.com； 
www.johnfrost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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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

Fortunato
（選擇共和黨）

Lane

Walthers
（選擇獨立民主黨）

當選經驗
第 47 選區州議會眾議員，1999-2000 任期。 曾在農
業與生態及地方政府與交通運輸委員會任職。

其他工作經驗
環境訓練與諮詢、歐洲與亞洲國際貿易、小型承包業
務、西北太平洋侵蝕控制協會創會理事兼首位會長。

學歷
羅格斯大學新澤西州新布朗斯維克分校、農業學院園
藝建築專業 

社區服務
Phil 已結婚 39 年，有 5 個孩子，3 人是授勳的美國海
軍陸戰隊員，一人仍在服役，4 級 KofC，支持 Sweats 
for Vets、Coats for Kids、Relay for Life、Special 
Olympics、Project Rachel 等社區問題 

聲明
作為一位從業 40 多年的小商人，我了解進行良好財政
管理的重要性。我是政治和商業方面經驗豐富的談判
者，將在談判中取得勝利。

我支持父母的權利；顯著降低退休長者的產業稅，使
他們不會因徵稅而失去住房；保護年長公民和殘疾人
士、我們的退伍軍人，尤其是在服役期間傷殘的退伍
軍人；任職期限；不提高稅收和針對提高稅收的 2/3 
投票的憲法修訂案；以及對我們的州政府的強制性財
政管理。 本人支持者：參議員 Pam Roach

聯絡
(253) 680-9545；Phil@VoteFortunato.org； 
www.VoteFortunato.org

當選經驗
首次成為候選人；並非政治家。

其他工作經驗
39 年來，Lane 一直投身於公共服務事業，曾經是一名
消防員/緊急救護技術員 (EMT)。他曾從事消防滅火、
緊急救援和救護及危險材料應對工作，還曾領導公共
教育計劃。

學歷
綠河學院和表爾威學院；消防學和預防課程。

社區服務
Lane 向各委員會提供關於消防服務的支援並負責相關
重組工作，同時還積極參加有關心肺復甦 (CPR) 和急
救訓練的公開研討會。曾擔任煎餅免費吃活動的志願
者，旨在為森那和邦尼湖社區提供食物和衣物，並為
肌肉萎縮症協會募集善款。

聲明
Lane 與他的妻子 Rhonda 在第 31 選區已生活 50 多
年，Rhonda 是一名輔助教育工作者，主要對象是特殊
教育需求的兒童。他是一名嚴肅的職業消防員/緊急救
護技術員，主要負責確保社區的安全，他還是一名財
政保守主義者，主張對我們繳納的每一分稅金建立問
責制。

Lane 是經驗豐富而冷靜的獨立黨代表，他能夠消彌共
和黨人與民主黨人之間的分歧，從而解決問題。他將
優先考慮平衡預算、學校投入、遏制酒吧暴力犯罪、
關愛退伍軍人，以及支持創造就業的當地企業。第 31 
選區的獨立黨代表！

聯絡
(253) 350-0103；ElectLaneWalthers@gmail.com； 
www.LaneWalth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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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y

Ryu
（選擇民主黨）

Alvin

Rutledge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2010 年 - 2016 年，州議會眾議員。2008 年 - 2009 
年，岸線市市長；2006 年 - 2009 年，議員。社區發
展、住房及部落事務委員會主席。在商業金融服務及
財政委員會任職。有色人種政黨預備會議聯席主席成
員

其他工作經驗
鄰里區好事達 (Allstate) 保險代理人。家族所有和託管
的商用物業。西雅圖市記錄系統分析師。高校醫院 
Medicaid 收案官。港景醫療中心入院事務擔當官。

學歷
1983 年，華盛頓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MBA)；1980 年，
華盛頓大學微生物系畢業。

社區服務
委員會： 岸線市職業技術學校教育委員會；華盛頓大
學諮詢與商務發展中心；林霧經濟發展委員會；列治
文海灘社區協會；岸線市商會；華人教育基金會。  暑
期補習計劃聯合基督教長老會主日學教師。

聲明
我從小就靠採摘漿果、打字、在養老院打工賺取大學
費用。  我將重點致力於為公共教育提供充分的資金援
助、確保社區安全，以及保護我們的隱私、環境及消
費者免受掠奪性貸方的侵害。我將努力工作，幫助我
們的州和社區修建教室、吸引合格的優秀教師，以及
為我們的勞動家庭提供可負擔的住房，同時修復老化
的橋樑、高速公路及公路。

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第 32 選區民主黨人、
Sierra 環保會、華盛頓環保選民、華盛頓州勞工委員
會、服務事業員工國際工會 (SEIU) 775 分會、航空機
械師工會 751 分會、岸線市市長、林霧市市長及芒特
雷克平地市市長等等。

聯絡
(206) 605-1588；FriendsforCindyRyu@yahoo.com； 
www.cindyryu.com

當選經驗
選區委員會官員

其他工作經驗
零售配送企業所有者

學歷
主教布蘭切特高中 (Bishop Blanchett High School)；艾
弗韋 (Everett) 社區學院

社區服務
許多慈善機構的成員

聲明
Alvin Rutledge 競選的原因是他來自這個社區。透過決定
不參加州退休金制度，充分資助基礎教育 McCleary。   
州人權政策遷移現在需要制定策略。去年十二月的立
法投票，允許跨性別者使用其認為符合自己性別身份
的衛生間，而這是阿拉巴馬州反對的。問題：安全社
區（警察和消防員）管理我們自己即表示管理我們的
軍隊。

華盛頓的目標、公民專案、自治、交通問題、可以負
擔得起的住房、醫療保健、最低工資、港口井和運煤
列車。我對大家的承諾就是，致力於解決您關心的問
題。

聯絡
(425) 776-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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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

Kagi
（選擇民主黨）

David D.

Schirle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第 32 區州眾議員

其他工作經驗
Ruth 得到了「捍衛兒童權益鬥士獎」，她的職業生涯
一直致力於公共服務。她與史諾夸米須 (Snohomish) 
郡的兒童事務辦公室和 United Way 合作，從事兒童保
育政策和公共政策諮詢。Ruth 先前在美國勞工部管理
就業和訓練計劃。

學歷
華盛頓大學文學士；雪城大學公共管理碩士

社區服務
Thrive Washington 副總裁；先前經歷： 人本服務委員
會中心董事長；華盛頓州婦女選民聯盟副主席；西雅
圖兒童與青少年委員會主席；岸線 (Shoreline) 社區學
院基金會董事；岸峰 (Shorecrest) 校策會；岸線扶輪
社。

聲明
我的職業生涯致力於為所有兒童創造取得成功的機
會。透過我的努力，華盛頓州已做出了巨大改變，改
善了早期學習、看護、少年司法以及針對無家可歸的
青年和有發育障礙的兒童提供的支援。我的最首要任
務是為 K-12 和早期教育提供全面經費，以及讓家庭擺
脫貧困。若能繼續代表第 32 區，我將榮幸之至。

支持者： 總檢察長 Ferguson；郡長 Constantine；郡
議員 Dembowski；西雅圖、岸線、林霧 (Lynnwood) 
市長；Children’s Campaign Fund；華盛頓州全美流產
權行動聯盟自由選擇人工流產；國家婦女政治黨團；
華盛頓州計劃生育選票；服務事業員工國際工會 1199 
分會；華盛頓州環保選民

聯絡
(206) 365-1137；kagi@seanet.com；
www.ruthkagi.org

當選經驗
未提交任何資訊

其他工作經驗
2012 年 5 月 — 2015 年國防部及阿富汗國家締約醫
生，2011-12 年伊拉克締約醫生，2009-2011 年巴基
斯坦締約醫生，2007-2009 年伊拉克締約醫生。美國
軍隊少校 35 年，旅級外科醫生，伊拉克銅星獎章，
於 2005 年退休。私人執業足病學醫生，西雅圖，17 
年。1974-87 年加州註冊護士。

學歷
博士學位，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加州足科醫學院；
華盛頓州西雅圖，退伍軍人醫院足病科住院醫生；美
國足病骨科和基礎足病醫學學會 (ABPOPPM)，醫師助
理理學學士，奧克拉荷馬州奧克拉荷馬市，奧克拉荷
馬大學；加利福尼亞州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社區
大學，護理理學副學士；美國「綠帽子」特種部隊，
特種部隊醫療課程，北卡羅來納州布格拉堡

社區服務
未提交任何資訊

聲明
您沒有理由信任我或為我投票？ 但是和您一樣，我也
厭倦了「跟往常一樣」的政治。無論我們多努力地嘗
試，政客們所代表的只是他們自己而並非我們，這令
我們感到失望。解決方法就是找到一位無私、聰明、
理智、富有同情心而愛國的公民立法會議員。換句話
說，就是普通人。將良好的德行置於自身利益之上的
人。而我這一生都在做這樣的事情。我是一名當地的
醫生，作為一名美軍少校退休，並且已結婚 35 年。我
的醫生都致力於服務神和其他人。個人自由、法律規
則、有限政府和理性大於情感是我的信條基礎。

聯絡
(206) 658-5572；ddschirle@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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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 L.

Orwall
（選擇民主黨）

John

Potter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2009-2016 年州眾議員；副眾議長，參議院臨時議
長；公共安全委員會副主席；退伍軍人和軍事聯合委
員會，教育委員會及司法委員會成員

其他工作經驗
擁有與地方、州及聯邦機構和基金會合作 20 年經驗的
顧問/撥款申請撰寫人。我的工作聚焦於促進對創新和
最佳實踐的使用，從而幫助政府對社區的需求更具反
應能力。

學歷
華盛頓大學社會工作管理學碩士學位；華盛頓大學心
理學學士

社區服務
迪茂伊 (Des Moines) 扶輪社、肯特 (Kent) 商會、賈得
森退休社區委員會成員、聯合勸募協會影響委員會

聲明
Orwall 的求知慾和努力工作使其成為奧林匹亞能力最
強的立法者 — 西雅圖時報，2014 年 9 月 15 日。 Tina 
與他人協作，尋求複雜問題的解決方案，包括，自殺
預防、販賣兒童、止贖、逃學和學生債務。她要求測
試並追蹤性侵犯法醫檢查的立法已得到全國認可。這
些法案為執法部門提供了工具，可令危險的犯罪者遠
離我們。

能夠在奧林匹亞為大家服務，我感到很榮幸。有了大
家的支援，我希望繼續努力為學校提供全方位的資
金，確保所有人獲得平等的機會，為退伍軍人提供支
援並為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安全保障。

聯絡
(206) 409-3038；tina.orwall@gmail.com

當選經驗
無

其他工作經驗
擁有 15 年經驗與具有特殊需求和處於危險中的青年打
交道；身為一名護理者，擔任 SEIU 成員；學校卡車
司機；經營一家小企業，經營範圍包括提供低收入住
房；曾擔任辦公室經理和記錄保管員；曾擔任地方與
國家政黨提名大會的警衛官團隊成員；曾在政治和私
人機構就職於董事會

學歷
就讀於南西雅圖社區大學和華盛頓大學，接受過與殘
障、諮詢和群組管理相關的持續教育

社區服務
與西雅圖和高線 (Highline) 社區學校合作的課後輔導項
目；Union Gospel Mission 現場總監，2 年；曾與幼童
軍、男童子軍、探險童軍和營火會合作

聲明
我相信《權利法案》能夠保護個人。我相信個人應自
我感覺安全。我相信對無辜生命的保護。我相信人的
生命始於胚胎。我相信民眾言論並且厭惡人格誹謗以
及以大聲喊叫來壓倒可能與您意見不同的自由言論。
我認為我們應使用例如「電子驗證」這樣的工具來驗
證持有合法就業身份的資格。我認為我們已繳納足夠
的稅，並且稅款應被明智地使用，不要用於為政客創
建遺產的昂貴的寵物計劃。

如果您同意我的觀點，請為我投票

聯絡
(206) 293-0217；potterosa1@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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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 Su-Ling

Gregerson
（選擇民主黨）

Pamela

Pollock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Mia曾在西塔（SeaTac）市議會工作並就任西塔
（SeaTac）市市長。 在 2013 年，她被任命加入州眾
議院代表第 33 名區。

其他工作經驗
20 年以上作為中級保健提供者和牙科領域業務經理的
工作經驗。

學歷
海萊學院商業專業準學士學位；華盛頓大學歷史專業
學士學位。

社區服務
她使用很多時間去拜訪選民，以社區為基礎的團體和
商業夥伴，來瞭解地區和地方的相關問題。

聲明
「我在職業生涯曾與許多民選官員一起工作。其中一
個最難且最有效與之合作的是代表 Mia Gregerson。」
— 國會議員 Adam Smith

Mia 努力保證每個孩子都有成功的機會，確保企業稅
收減免意味著工作績效，並提供關鍵的運輸投資投
標，從而讓此地區再次交通順暢。Mia 的家庭已在西
塔（SeaTac）居住四代，並且 Mia 致力於為金郡所
面對的問題取得結果。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
持： 國會議員 Adam Smith，郡長 Dow Constantine，
議會議員 Dave Upthegrove，州勞工委員會，肯特
（Kent）消防隊員等…

聯絡
(206) 795-1950；PeopleForMia@gmail.com；
www.MiaGregerson.com

當選經驗
未提交任何資訊

其他工作經驗
職業生涯專注於食品產業，曾作為企業買家、經紀人
和分銷商，並且目前擔任製造商代表。我曾指導過其
他小企業，引導通向成功的管道。

學歷
高中文憑，曾在綠河社區學院學習過課程

社區服務
我志願擔任連頓 (Renton) 喀斯開 (Cascade) 社區協會
秘書/財務主管，後來擔任副主席。我參與過許多社區
專案，並且創建了時事通訊。我還志願在連頓 (Renton) 
市每週三天透過「Reach」計畫為無家可歸的人製作午
餐，並且將他們交給各種贊助教堂。

聲明
我們作為公民有責任參與我們的政府。我們奧林匹亞
地區需要更負責任、更多透明以及更高效的政府。您
為賺錢而辛苦工作，而立法機構應同樣努力地工作，以
確保您的金錢明智地花在不浪費的計劃和政策上。立法
機構不應像之前經常做的那樣忽視人民的意願。如果您
為我投票，與我共同見證華盛頓州立法機構的常識恢
復，我將深感榮幸。

聯絡
(206) 356-8186；pam@pampollock.com；
www.pampoll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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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leen L.

Cody
（選擇民主黨）

Matthew

Benson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1994 年至 2002 年任第 11 區州眾議員，第 1 號席
位；2002 年至今任第 34 區州眾議員，第 1 號席位

其他工作經驗
1978 年至今 Group Health Cooperative 醫院護士

學歷
1976 年獲得 College of St Mary 護理學副學士學位；
1977 年獲得克瑞頓大學護理學理學士學位

社區服務
Southwest Youth and Family Services 現任董事會成
員。 West Seattle Helpline 前董事會成員。 金郡多發
性硬化症協會前董事會成員。

聲明
下一年我們州面臨的挑戰是，在為 K-12 教育全面提供
經費的同時，不破壞保護我們最弱勢群體的社會安全
網。即使教育系統獲得了全面經費，也可能無法保證
生病、飢餓或者沒有歸屬感的孩子在學校取得成功。

作為您的州眾議員，我將繼續努力，確保所有華盛頓
州人都可以獲得優質的醫療保健服務。本州透過融合
我們的醫療與行為健康系統，正在不斷改善我們的醫
療保健體系。 懇請閣下投我一票，讓我繼續朝著這一
目標而努力。  

聯絡
(206) 935-9176；eileencody@comcast.net

當選經驗
我一直在基層從事政治活動，且是 2016 年共和黨州
政黨提名大會的代表。與您一樣，我擔心在我們的
州內缺少領導力，所以我參與競選，想成為奧林匹亞 
(Olympia) 發出的理性呼聲。

其他工作經驗
目標銷售代表，Best Made Videos 影片助理

學歷
Cascade Parent Partnership Program 畢業生，文學副
學士學位，目前正攻讀學士學位。

社區服務
華盛頓 YMCA Youth Legislature 第 68 任青年司法部
長、華盛頓 YMCA Youth Legislature 大學志工、青年
教會夏令營指導老師。

聲明
我出生並成長在西西雅圖，我想解決我們的學校面臨
的問題.侵吞教育資金和過多的學生考試。另一項問
題是政府支出的浪費。我們州的收入和支出之間存在 
$100 億的赤字。我將引入立法，在兩年內的各個方面
減少州政府支出的百分之一。這將減少 $7 億赤字，幫
助控制州支出。我不會投票贊成增加徵稅，相反，我
會推動立法，幫助小企業發展。

聯絡
bensonforWAhouse@hotmail.com；
bensonforhouse.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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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Fitzgibbon
（選擇民主黨）

Andrew

Pilloud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2010 年至今，州眾議員；2013 年至今，住房環境委
員會主席；2015 年，華盛頓環保選民年度最佳議員

其他工作經驗
立法助理

學歷
Principia College 歷史與政治學文學士

社區服務
2008 至 2010 年布里恩規劃委員會

聲明
我在立法機構代表我們的社區，努力對抗氣候變化、
保護清潔空氣和水資源以及促進交通選擇。任務還沒
有完成。下一年，立法機構必須籌集收入為教育提供
全面經費，抓住機會改進我們的稅收結構、關閉企業
稅收漏洞、爭取收入平等並促進種族正義。作為環境
委員會主席，我將繼續努力讓污染者承擔責任、恢復
普吉海灣並打造可持續性經濟。懇請閣下為我投票，
使我返回職位，繼續為了我們的社區和價值觀奮鬥。

聯絡
(206) 949-5127；jcfitzgibbon@gmail.com；
www.joefitzgibbon.com

當選經驗
我是像您一樣的公民，不是政客。我重視誠實、可靠
性和正直誠信。我將帶來新鮮的視角，成為您在奧林
匹亞 (Olympia) 的代言人。

其他工作經驗
我是西雅圖一家小科技創業公司 Igneous 的軟體工程
師和技術主管。我擁有我從事領域的專利。

學歷
華盛頓州立大學電腦工程理學士

社區服務
我自願擔任華盛頓州 FIRST Robotics 的裁判，這是一
個為學生服務的、基於團隊參加的機器人比賽。我也
擔任華盛頓州立大學學生的行業指導員。我是童子鷹
軍的一員，喜歡享受在我們美麗的州的戶外時光。

聲明
想像在一個州中，學校會首先獲得經費而沒有新的稅
項。增加稅費不是可持續性的做法。我們贊成精簡法
規，同時使政府仍為民工作。低稅費確保小企業能快
速創造工作機會。統一稅率保證了大公司繳納應付的
份額。我們將透過教育，而不是法規使弱勢群體脫
貧，並讓我們的經濟迅猛增長。我們將加速交通，並
保護您的隱私不受侵犯。州政府必須保護公民的私人
空間。我們將為我們的兒童保持乾淨的水和空氣。

為華盛頓州發現新的願景。加入我吧。

聯絡
(206) 641-7654；andrew@andrewforhouse.com； 
andrewforhou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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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ven

Carlyle
（選擇民主黨）

沒有競選對手

當選經驗
自 2009 年以來，一直擔任公民立法會議員

其他工作經驗
將先進技術帶給全球市場的無線和軟體產品企業家。
幫助建立眾多的創業公司，服務於醫療保健、交通、
清潔能源、教育和消費者。將強大的財務和技術技能
應用於嚴峻的公共政策挑戰。

學歷
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麻薩諸塞州大學，文學士

社區服務
妻子為巴拉德瑞典醫療公司醫生 Wendy Carlyle；他們
有四個可愛的孩子，就讀於安妮皇后（Queen Anne）
小學、巴雷（Ballard）高中、UW。  共同創立了都市年 
AmeriCorp 計劃。曾任職於州社區學院委員會。青年培
養活動家。我們的家庭位於安妮皇后（Queen Anne）
，積極參與各種娛樂、文化、宗教和社區專案。

聲明
在眾議院服務七年後，我現在請求你們認真地考慮繼續
讓我為你們在參議院工作。我曾透過改良不公平、低效
的稅收制度，領導負責全面資助我們的公共教育這一最
高職責。我撰寫了一項完全透明的立法，首次提出諸多
稅收優惠，而現在這些稅收優惠都得以實現。我重點發
展地方資金： 捷運，馬爾諾尼亞（Magnolia）小學，太
平洋科學中心，北歐傳統博物館，貝爾鎮大屠殺中心，
菲尼鄰里區關係，綠林（Greenwood）的主根，食品派
發中心，鄰里區遊民服務。

立法服務覆閱：《管理雜誌》：「12 名議員中的一名以
全國視角觀察。」Seattlepi.com：「...頂尖的議員…」。
《西雅圖時報》：「誰會獲得此職位？ Carlyle。」UW 
Impact：「頂級工作組！」市政同盟：連續被評為「傑
出」。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 華盛頓環保選
民，西雅圖消防員，選民教育聯盟，NARAL，數以百計
的商業和勞工領導者。

我在參議院的首要任務： 責任預算，負責任地投資於
早期教育，K-12，高等教育，醫療保健，交通與緩解
交通堵塞，小企業，青年培養，環保，藝術，稅收現
代化，加强遊說活動和道德操守法律，加強對稅收的
監督。

我懇請你們投我一票，我將成為一名具改革性、獨
立、代表兩黨、財政負責的公民議員。謝謝！

聯絡
(206) 286-9663；mail@reuvencarlyle.com；
www.reuvencarly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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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el Christina

Frame
（選擇民主黨）

沒有競選對手

當選經驗
第 36 區州眾議員（於 2016 年 1 月任命）；選區委員
會官員（2006-2016 年，透過民選和任命）

其他工作經驗
策略通訊顧問；Progressive Majority 華盛頓，董事
（2010-2015 年）；Pyramid Communications ，專
案經理（2008-2010 年）；Lake Partners Strategy 
Consultants ，資深分析師（2005-2008 年）；參議
員瑪麗亞·坎特威爾 (Maria Cantwell) 的立法通訊員
（2001-2002 年，2003-2004 年）。

學歷
華盛頓特區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傳播學士、政治管
理碩士

社區服務
Foster Parent（2012-2015 年）；巴雷 (Ballard)、格
菲爾德 (Garfield) 高中與漢姆頓 (Hamilton) 初中家長教
師協會成員（2005-2014 年部份時間）；金郡環保選
民董事會（2008-2009 年）；Washington Bus 董事會
（2007-2012 年）；PhinneyWood Emergency Hubs 
共同隊長（2015-2016 年）。

聲明
在立法機構中代表您一直是我的榮幸。我的首個通過
的法案 (HB 2541) 幫助改善了心理健康護理的普及性，
而另一項 (SB 6466) 減少了殘障人士的障礙。我的三個
優先任務包括：改革我們不公平的稅收結構，以便於
我們可以充分資助公立學校而不會減損高等教育、環
境保護和交通基礎設施；強化經濟安全和機會；並衝
破邁向成功的體制障礙。

我很榮幸能得到華盛頓環保選民、華盛頓州勞工委員
會、國家婦女政治黨團、華盛頓州全美教師聯盟以及
華盛頓州護士協會的支援。

聯絡
(206) 701-0344；manager@noelframe.com；
www.noelfra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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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el

Tarleton
（選擇民主黨）

沒有競選對手

當選經驗
我很榮幸在 2013 年至今能夠擔任您的州眾議員。眾
議員多數派領袖；技術與經濟發展副主席；海事/製造
特別小組共同主席；高等教育、交通、法規委員會成
員。2008-2013 年西雅圖港務局專員；2012 年委員會
主席。

其他工作經驗
華盛頓大學，研究顧問；SAIC 全球技術，總監；國防
情報局，資深分析師。

學歷
喬治城大學，政府與國家安全文碩士；喬治城大學，
外事學院理學士。

社區服務
大學儲蓄計劃立法諮詢委員會；西北太平洋經濟區立
法代表；非營利機構董事會成員：Women's Actions for 
New Directions、NW Progressive Institute。

聲明
我將繼續爭取為 K-12 公立學校全面提供經費，並讓
高等教育和醫療保健更負擔得起。我的立法者特別小
組投票一致贊成支援海事和製造工作、為學生提供貿
易的教育和職業機會，並讓我們州準備應對氣候變化
風險。我將與所有華盛頓州人合作，探索更公平和穩
定的稅收結構，資助我們重視的領域：優質學校、養
家餬口的工作、清潔能源經濟和公有土地與水資源。
女性立法者「標兵」獎獲得者。得到了民主黨、勞
工、環境與女性自由選擇人工流產團體的支持。

聯絡
(206) 619-1730；gael@gaeltarleton.com；
www.voteforga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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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on Tomiko

Santos
（選擇民主黨）

John

Dickinson
（聲明無黨派選擇）

當選經驗
華盛頓州眾議院第 37 立法區。 

其他工作經驗
全國立法委員亞太美國黨團主席；州議會全國會議，
教育常務委員會共同主席。非營利組織管理和籌資；
地方政府民選行政長官的社區和政府間關係；銀行營
運。

學歷
東北大學文碩士。常青州立學院文學士。華盛頓州西
雅圖富蘭克林 (Franklin) 高中畢業生。

社區服務
Center for Ethical Leadership 創建董事會主席；普吉
海灣公共電臺 KUOW 94.9 前董事會成員；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前財務
主管；華盛頓州 Financial Education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主席。

聲明
我很榮幸服務於華盛頓州最多元化立法區的人民和社
區。我在第 37 區長大，年輕時從當地領導和活動家那
裡瞭解到，活躍的民主需要我們堅定不移的警惕性和
我們的完全參與。現在，我一如既往地加強每個孩子
的公共教育、擴大所有男性和女性的經濟機會，並保
護我們普遍的公民權利。懇請閣下繼續投票支持，讓
我繼續為所有人的平等和正義奮鬥。謝謝。

聯絡
(206) 326-9042；friendsofsts@aol.com

當選經驗
未提交任何資訊

其他工作經驗
我們事後恢復委員會，1991 年，Earth Day WorldPerc 
Casting，1992 年

學歷
理學士學位，SU 公共管理碩士；50 多個國家

社區服務
我曾共同創立/共同管理並志願參加許多西雅圖組織： 
規劃聯盟委員會，1971 年；RB 規劃；RB 鄰里區電
力專案；RBHS 校策會；RB 社區中心委員會。一項 
LoWay 低於傳輸線 9 英里的標準獲得市議會和鄰里區
的批准。

聲明
1961 年，聯合國向毒品宣戰，「我們可以做到」。 五
十五年之後，聯合國宣佈需要「一個新的方法」。疾
病預防控制中心： 「這是一種流行病。」 五年內因合
法鴉片類藥物死亡 165,000 人。WHO： 「美國消耗全
世界 93% 的止痛藥，而直接上 80% 的國家使用量為
零或很少。」 DEA 表示我們發生「國家緊急情況」。

如果我當選，我將大刀闊斧地採取措施，解决我們的
毒品問題。我將大刀闊斧地採取措施，修正我們失敗
的教育制度。在整個任期，我都將大刀闊斧地實施改
革。

聯絡
(206) 721-3113；John@JohnDickinson.info； 
JohnDickinso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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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Pettigrew
（選擇民主黨）

Tamra

Smilanich
（選擇無黨派黨）

當選經驗
當選為華盛頓州眾議院眾議員，2002 年 11 月至今；
多數黨團會議主席，2011 年至今

其他工作經驗
兒童聯盟公共政策專家；由市長 Norman Rice 領導的
公共安全部副幕僚長；西雅圖市緊急管理主任

學歷
奧勒岡州大學 – 社會學與諮詢心理學理學士；華盛頓
大學 – 企業管理認證社會工作碩士

社區服務
「2016 年度公民」– 全國社會工作者協會 – 華盛頓州分
會；2011 年收養天使獎；ACT 劇院理事會成員；2009 
年兒童聯盟的捍衛兒童權益鬥士獎；雷尼爾（Rainier）
商會總裁；2007 年城市聯盟精神獎；Ike Ikeda 公共服
務獎

聲明
作為您的州議會眾議員，我將我們選區人民的利益放
在第一位。我支持立法完全資助公共教育，使大學教
育變成是可以負擔的，因為所有學生都應擁有真正
獲得成功的機會。我努力使住房變成是可以負擔得起
的，改善交通以及增加在我們選區內的針對我們選區
的就業。

我會一直傾聽您的意見，為正確的事抗爭，無論特殊
利益集團的看法如何。我下決心讓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變得更容易，為選區內的每個人創造一個更加光明
的未來。我很榮幸能為您服務，希望能到得到您的投
票。

聯絡
(206) 979–5999；e.pettigrew@comcast.net； 
ElectEricPettigrew.com

當選經驗
當選 3 任 PCO3，奧賽羅（Othello）鄰里協會前任主
席和現任副主席

其他工作經驗
曾任職於私立和公立學校；西雅圖公園和康樂；大西
洋街中心（為家庭和兒童服務）；從事行銷和合約協
商的私人企業，服務於有住房需求的人。

學歷
華盛頓大學社會學社會福利專業學士學位。岸線社區
學院（Shoreline Community College）刑事司法至關重
要。  受訓於綠色能源（Green Energy）；能源之星；
華盛頓州建築規範委員會；道德規範。

社區服務
鄰里協會委員會成員；市議會聽證會和論壇的公民答
話人；透過司法體系尋求民法和憲法權利的個人的志
願者教育工作者。

聲明
執政黨支持為您行駛的每英里收費。我反對里程稅，
它給貧困者和工人階級增加了財政負擔；並傷害了
私隱權。教育公眾瞭解「智慧電錶」電力監控技術
的利弊。廢除聯邦「共同核心」課程；硬性評估做
法限制了教育工作者的靈活教學。「Back East」、
「Bureaucrat」期望測試限制了教師生產力，使我們孩
子的學習變得僵化。

有了您的投票，我將能宣導「您的自由和權力」，抑
制「警員國家」的擴張，並將與立法者合作來對抗獨
裁政府，清理司法體系。

聯絡
(253) 880-9200；electtamr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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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k

Pearson
（選擇共和黨）

沒有競選對手

當選經驗
華盛頓州參議院（2013 年至今）；華盛頓州眾議員第 
39 區（2001 年至 2012 年）

其他工作經驗
自然資源與公園委員會參議院主席；政府行動計劃委
員會副主席；法律與司法委員會；規則委員會；華盛
頓州量刑準則委員會前成員

學歷
畢業於曼露（Monroe）高中；曾就讀於韋納奇山谷學
院和中央華盛頓大學

社區服務
曼露（Monroe）和世德羅-伍利（Sedro-Woolley）商
會前成員；艾弗韋（Everett）社區學院基金會前成員

聲明
朋友和鄰居們，

我再次請求你們的支持，以繼續致力於對我們所有人
都很重要的問題。在過去的這幾年裡，我已資助或支
持立法，提高對我們公立學校的投入達數十億美元。
同時，我支持削減學費 15% 至 20%，幫助學生就讀我
們的學院和大學。我還努力制定經濟措施，以在未來
提供高薪的工作機會。例如，將北州立醫療站轉移到
史凱基（Skagit）港，並允許雅靈頓（Arlington）和馬
裏斯維爾（Marysville）創建稅收激勵制度，促使企業
安置在工業用地內。

我將始終透過立法來保護犯罪受害者。這包括立法提
高對家庭暴力罪犯的懲罰和監管力度，以及加強誘騙
犯罪相關法規，從而保護我們的發育性殘障人士和青
年。作為自然資源委員會的主席，我一直致力於保持
我們州公園的開放和繁榮。這包括更多的釣魚機會，
開放小徑的多種用途，以及清理行道中的廢棄船隻。

支持我的有勞工、小企業和第 39 區許多有遠大理想的
人們。

聯絡
(360) 794-1156；kirk@kirkpearson.com；
www.kirkpear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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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Kristiansen
（選擇共和黨）

Linda M.

Wright
（選擇民主黨）

當選經驗
自 2003 年以來，Dan Kristiansen 一直在華盛頓州眾議
院任職。

其他工作經驗
Dan 在私營部門工作近 30 年，在預算、財務規劃、員
工管理、專案協調以及作為一個小企業經理和所有者
與政府機構打交道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學歷
岸峰 (Shorecrest) 高中畢業；曾就讀於岸線 (Shoreline) 
社區學院。

社區服務
Dan 因其在當地的服務，獲得了由當地商會、消防專
員、農業局、勞工組織、退伍軍人和殘障人士社區授
予的許多獎項。Dan 和他的妻子育有三個成年子女。
他們住在史諾夸米須 (Snohomish) 郡逾 30 年。

聲明
我相信使這個國家優秀的各個理念：有限政府、平衡
預算、私有財產權、對醫療保健的個人控制、優質教
育、強大的交通基礎設施以及政府為人民服務而非人
民服務政府的原則。

讓我們使華盛頓成為最適合居住、工作和經商的地
方。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改善政府服務、建立一個更簡
單的低稅收稅務結構、降低員工薪酬和失業保險的成
本、削減過多的法規，並促進創造私營部門就業機
會。為了我們的家人及我們州有更美好的未來，我請
求您的支持。謹上，Dan Kristiansen

聯絡
(425) 870-6902；dan.kristiansen39@gmail.com； 
dankristiansen.org

當選經驗
Pacfic Northwest Staff Union 副主席

其他工作經驗
逾 30 年來，我從加油站和食品雜貨店開始到建築公
司，一直擁有並經營小企業。我也管理過兩家餐廳，
並曾經從事過交通領域：在馬里斯維爾 (Marysville) 學
區做過校車司機。現在我作為工會代表，協商學區與
當地政府的合同事項。與律師和調解人合作。

學歷
1974 年畢業於喀斯開 (Cascade) 高中，曾就讀於艾弗
韋 (Everett) 社區學院

社區服務
為紅十字會募集資金，與無家可歸者和食品銀行合
作。為 OSO 山崩受害者募集善款。

聲明
我一直為工人階級的經濟和社會正義奮鬥。與我們在
奧林匹亞 (Olympia) 的民選官員溝通、關閉稅收漏洞、
全面資助教育並通過生活成本增加。我們必須為長
者、退伍軍人和殘障人士保護基本的公共服務。

目前我在磋商學區與地方政府委員會之間的合同。我
的丈夫和我關心我們的家長，知道護理人員面對的挑
戰。我將人生的經驗帶入到工作中，也希望您能為我
投票，讓我成為您在奧林匹亞的發言人。我們團結一
致可以做出改變。

聯絡
(425) 330-0849；electlindawright@gmail.com； 
electlindawright201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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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oster
（選擇共和黨）

Ronda

Metcalf
（選擇民主黨）

當選經驗
州議會眾議員；郡議員；郡議會主席；運作委員會主
席；法律與司法及民生服務委員會主席。

其他工作經驗
John 與 Vicki Koster 已結婚 46 年，二人經營著一座已
傳承三代的奶牛場。他們有四個孩子和十個孫子女。

學歷
畢業於雅靈頓高中和艾弗韋社區學院。雅靈頓基督教
學校董事會前任主席。

社區服務
成熟的領導者： 政府應為我們服務，而非反其道而行
之。John 將以公民立法者的身分為我們服務。他曾擔
任交通委員會、刑事司法及農業問題的領導人，並發
起了商業圓桌會議，以及刺激經濟發展和創造更多養
家薪酬的工作崗位。

聲明
看顧奧林匹亞：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及華盛頓州，
政府猶如旁若無人般顧自行事。John Koster 將為我們
服務。他會為了人民做好看顧奧林匹亞的責任。

現在，時機已到： 在過去二十年中，州財政預算翻了
一番，但由於通貨膨脹和人口增長，而導致無法說清
錢的去向。20 年前的交通瓶頸仍未解決。學校經費被
挪用於非首要任務。現在，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調整
首要任務。John Koster 為我們指明了新的方向，讓我
們認清哪些是對於我們、乃至奧林匹亞非常重要的優
先事項。

聯絡
(425) 308-9609；repkoster@hotmail.com；
www.electJohnKoster.com

當選經驗
索克 Suiattle 部落理事會成員（八年）

其他工作經驗
索克 Suiattle 部落總經理；啟動索克 Suiattle 部落的行
為健康、化學相關和醫療診所；郡警務署副署長 — 懲
處教官；雙重診斷心理健康輔導員；美國退役陸軍軍
醫

學歷
內布拉斯加（Nebraska）大學： 理學學士；教育學碩
士，專門從事社區諮詢

社區服務
西北印第安健康委員會；華盛頓州印第安博弈協會；
長期心理健康指導老師，負責處理我們退伍軍人、兒
童和家庭的危機干預；收養了一名八歲兒童；16 歲的
孫子/孫女眼中「最偉大」的祖母。

聲明
在聖海輪斯火山爆發後，Ronda Metcalf 與馬迪根陸軍
第一隻醫療隊一起；在奧索泥石流後，她是現場的其
中一名領導者。她為患有創傷後壓力症的退伍軍人提
出建議，並規勸沉迷於酒精和毒品的孩子。

Ronda 是陸軍首批女性軍醫中的一員，也是為員工提
供最低工資的首批商業領袖之一。現在她正在挑戰長
期政黨政治家，曾經的長期政黨政治家因為長期從政
而失去了與真正人民之間的接觸。Ronda 將成為全新
的第一人：真正地幫助我們所有人 — 因為她總是那樣
做。

聯絡
(360) 840-8191；committee2electronda@gmail.com； 
rondametcal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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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Wellman
（選擇民主黨）

Steve

Litzow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選區委員會官員

其他工作經驗
Lisa 曾在公立學校擔任教師，但是後來從課堂轉到商
業，在蘋果公司以及當地數個科技公司從事行政管理
工作。Lisa 現在是第 9 年在華盛頓大學的商學院擔任
工商管理碩士計劃指導員。

學歷
安提亞克（Antioch）學院。西方學院文學學士學位；
以極優等成績畢業於巴瑞特（Barat）學院

社區服務
Lisa 是華盛頓州公共工程委員會的一名委員會成員，
以及和華盛頓鄉村的合作夥伴。Lisa 曾擔任華盛頓州
社區振興委員會和華盛頓州商業聯盟的委員會成員並
冒險投資（社區自助聯盟）。

聲明
在商業世界中，我們基於底線謹守責任。我們應該以
相同的方式謹守議會責任。我們已等待四年，等待議
會資助教育，並確保卓越的公立學校。四年時間實在
太長了。是時候來問責和要求結果。

我們等待長期且實用的方法來解決交通問題已經太長
時間。零散的規劃，有風險超出預算的專案和計劃拙
劣的資助提議，讓我們地區落後於其他地區。再一
次，是時候來問責和要求結果。經過多年的立法僵
局，我決定是時候站出來，將我的民主之心和身為
CEO的領導能力帶給奧林匹克（Olympia）。我帶來
了在 Apple Computer、CampusCE、DeepCanyon和 
SustainCommWorld 的數十年行政經驗。我知道只
要我們設定首要任務並誠實地查看選擇，就可以充分
地資助教育，維護我們的安全網，投資於高等教育，
保持華盛頓的競爭力，推動多樣性和包容性，保護
我們的環境，以及確保財政責任。我請求你們投我一
票。

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國會議員 Adam Smith
，議會眾議員 Judy Clibborn，議會眾議員 Tana Senn，  
郡議會議員 Claudia Balducci，前議會參議員 Fred 
Jarrett，前議會眾議員 Marcie Maxwell，州勞工委員
會，以及我們網站上的其他支持者

聯絡
(206) 236-0354；info@wellmanforwasenate.org； 
www.wellmanforwasenate.org

當選經驗
州參議院（2010年至今），默瑟島市議會（2003-
2010）

其他工作經驗
32 年企業和創業經驗。目前，合作夥伴，阿爾特斯聯
盟

學歷
學士學位，美國西北大學

社區服務
獎項： 沃倫 G. 馬格努森 (Warren G. Magnuson) 獎，
因為領導兩黨，從金郡市政聯盟獲得，公立特許學校
的冠軍，華盛頓野生動物和休閒聯盟領袖獎，全國小
型企業的獨立企業監管聯盟獎，兒童聯盟冠軍。服
務： 默瑟島扶輪社、貝爾維尤大學基金委員會、默瑟
島 PTSA、夏季搜尋委員會（指導有風險的青年）、五
歲前成長董事會（早期教育）、大自然保護董事會、
普吉特峽灣生態系統協調委員會。

聲明
作為丈夫和四個孩子的父親，我很熱衷於透過兩黨和
包容性的治理，改善我們的學校、交通和經濟。

充分資助教育： 我們在全州通過 30 年內，在 K-12 教
育經費最大幅度的增長，同時削減大學學費和開展優
質的早期教育。我和妻子也是感到沮喪的父母，相信
幾十年來，對於充分且公平地資助我們的教室，州還
做得不夠。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教育領導者，已被「
教育選民聯盟」和「為兒童站出來」認可，我會繼續
拒絕阻礙進步，與需要我們的老師預備所有孩子成功
所需要資源的黨派和特殊利益政客。

減輕交通擁塞：讓去工作、去學校和回家變得更容易
必須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在我們改善我們的交通系
統，從修復失敗的 I405 收費站開始。我們通過兩黨立
法投資美金 160 億在交通運輸的改善，包括 I405 和 
I90，以保持東區移動。

我很榮幸獲得下列人士的認可，默瑟島市長Bruce 
Bassett、倫頓市市長 Denis Law、貝爾維尤市議員 
Jennifer Robertson、瑟馬米什市議員Christie Malchow 
和其他選民。我懇請閣下投我一票。

聯絡
(206) 941-2627；info@stevelitzow.com； 
www.stevelitzow.com



116 州眾議員  |  第41號區 第1號席位  |  2年任期

Tana

Senn
（選擇民主黨）

John

Pass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州議會第 41 立法區眾議員，前麻沙島（Mercer Island）
市議會議員

其他工作經驗
擁有 20 年非營利組織和基金會的宣傳和政府公關專業
工作經驗。

學歷
哥倫比亞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碩士。聖路易斯華盛頓大
學教育學學士。

社區服務
在默瑟島公園小學 PTA，默瑟島青年和家庭服務基金
會，大西雅圖猶太人聯合會和全國乳腺癌聯盟的委員會
任職，消防站和學校聯合活動義工。消防站和學校公債
券宣傳志願者。 州建築規範委員會立法代表。

聲明
奧林匹克（Olympia）議員並未充分瞭解家庭面臨的
挑戰。我有兩個孩子在公立學校讀書，因此能切身感
受到從學前班到高等教育的優質教育重要性。我擔
任早期教育和民生服務委員會的副主席，支持立法
以確保男女同工同酬，提高學校指導老師和心理健康
的使用，減少槍支暴力，並促進表爾威（Bellevue）
大學的電腦科學學士學位。我期待繼續代表奧林匹克
（Olympia）的公民和家人。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
的支持：Sierra 環保會，NARAL，州勞工委員會，Dow 
Constantine，Claudia Balducci，本地市長等…

聯絡
(206) 369-1253；ElectTanaSenn@gmail.com； 
ElectTanaSenn.org

當選經驗
未提交任何資訊

其他工作經驗
30 年商業、軍事和創業經驗。  目前，花卉世界的批發
商銷售經理

學歷
理學士，商務 - 銷售和銷售管理，WGU - 華盛頓

社區服務
我很榮幸在美國陸軍服役。曾擔任青年籃球志願教練。
在貝爾維尤學區的家長志工。目前服務於各種的禮拜堂
東區牧會的教會和社區。和我的妻子居住在貝爾維尤十
三年，而我們的兩個小學適齡兒童參加了公立學校。

聲明
作為一個東區的公民，我熱衷於為所有的人確保一個更
美好的明天。現在是將華盛頓州向前推進的時候了，藉
著減少交通擁堵、改善學校、消除奧林匹克的僵局。是
時候設定正確的優先順序，並採取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了。重新認識我們的價值觀和常識的時間已經到了。

奧林匹克需要，擁有堅強的性格和強大的商業經驗的公
民政治家可以帶來的更新奇、坦率與建立共識的途徑。
我承諾會以下列價值觀為您服務：忠誠、責任、尊重、
無私奉獻、榮譽、正直與個人勇氣。

聯絡
(206) 960-3159；johnpass@johnjpass.com； 
www.johnjp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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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y

Clibborn
（選擇民主黨）

Michael

Appleby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代表第 41 區的州議會眾議員，2002 年至今。郊區
城市協會成員/主席，1995 年至 2001 年。麻沙島
（Mercer Island）市市長，1994 年至 2000 年。麻
沙島（Mercer Island）市議會議員，1990 年至 2001 
年。

其他工作經驗
麻沙島（Mercer Island）市商會前行政主管。前港星
（Harborview）護士。母親和祖母。

學歷
華盛頓大學護理學理學士學位。

社區服務
麻沙島（Mercer Island）扶輪國際，2003 年至今。郊
區城市協會成員/主席，1994 年至 2000 年。成長管
理規劃委員會成員，1998 年至 2000 年。民生服務委
員會圓桌會議會員/主席，1994 年至 2000 年。麻沙島
（Mercer Island）藝術委員會成員/主席，1984 年至 
1986 年。麻沙島（Mercer Island）公園委員會成員/主
席，1980 年至 1986 年。

聲明
Judy Clibborn 為奧林匹克（Olympia）帶來兩黨合作
的工作記錄，且獲得成效。她的領導幫助共和黨人和
民主黨人聯合起來，通過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交通投
資。歷史悠久的計劃將有助於減少交通堵塞，提高經
濟競爭力，鞏固安全性，並擴大交通和其他替代交通
形式。

Judy 的職業生涯從護士開始，每天努力工作以提高醫 
療保健使用和支持支持家庭。作為一名祖母，她對 
K-12 進行新的投資，降低大學學費，幫助培養青年，
並為男女同工同酬而奮鬥。Judy Clibborn 是維護我們
的利益！

聯絡
(206) 232-8941；jclibborn@comcast.net；
www.judyclibborn.com

當選經驗
公職第 1 次候選人

其他工作經驗
目前，企業擁有者/創業家、已退休的區域副總裁、保
德信金融集團 19 年、註冊的投資證券事務代表、系列
7、65、63 許可證；技工/機械師，11年、德事隆．萊
康明 (Textron Lycoming) 的 UAW 成員、財務選擇提黎
根中學 PTA、美洲獅頂鬃 HOA 總裁、自由基金會董事
會成員、許多本地非營利組織的支持者和志工。

學歷
布里奇波特大學，布里奇波特，CT，科學商業經濟學
士，輔修金融

社區服務
未提交任何資訊

聲明
坐在車裡幾個小時，知道對於我們的交通混亂，還有
更好的解決方案，說服我開始競選吧！對於更聰明
的，具有成本效益的運輸和教育支出，特別是影響到
教育的預算和稅收挑戰，是迫切需要的。

教育解決方案需要州長、教師工會和立法者一起工
作。這意味著結束關門協商；它們必須是公開和透明
的。運輸的雙重使命是明確的：減少堵塞；提供更便
宜，更便捷的大眾運輸。我永遠不會支持收入或資本
所得稅，因為我們不能由於政府的不負責任，而繼續
增加稅收。

聯絡
(206) 595-4961；info@voteappleby.com； 
www.voteappleb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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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e

Macri
（選擇民主黨）

Dan

Shih
（選擇民主黨）

當選經驗
未提交任何資訊

其他工作經驗
作為 DESC（市區緊急服務中心） 的副主任，我主導
公共政策並監督美金 4000 萬的預算，以每天提供國
家認可的居住第一服務，給 2500 位經歷過無家可歸的
人。我曾與家庭暴力倖存者與患有精神疾病和發展障
礙的人一起工作。

學歷
MPA，埃文斯學院，華盛頓大學；文學學士學位，社
會學，羅格斯大學

社區服務
董事會主席，華盛頓低收入住房聯盟；會員，西雅圖
的房屋徵收監督委員會；聯席主席，西雅圖/金郡無家
可歸者聯盟；聯席主席，城市預算工作組，西雅圖人
類服務聯盟；會員，西雅圖大學機構審查委員會

聲明
我的合作夥伴，Deb 和我一直住在這個地區 17 年，每
天看著我們的城市，令人難以置信的增長且超越許多
其他地方。我給我們州最棘手的難題，帶來了創新、
務實的解決方案，有關於住房、精神健康和公共安
全。作為您的代表，我會將已證實的記錄發揮功效，
讓在奧林匹克需要的逐步變化，成為冠軍。

支持者： 西雅圖市議員 Gonzalez、Burgess、O’Brien、 
Johnson、Bagshaw、Herbold、 Juarez、Licata
（前任）；市律師 Pete Holmes；州參議員 Pramila 
Jayapal；Danni Askini；Michael Maddux；全國婦女
政治核心；金郡年輕民主黨人。

聯絡
(206) 486-0085；info@votenicole.org；
www.votenicole.org

當選經驗
第一次擔任候選人

其他工作經驗
消費者權益保護與民事權利律師。在 Susman Godfrey 
的合作夥伴，代表消費者和投資者欺詐的受害者。倫
比亞特區的美國上訴法院前法律秘書。前商務顧問。

學歷
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電腦科學學士學位。斯坦
福大學經濟學碩士與法學博士。

社區服務
美國自由公民協會（ACLU）華盛頓理事會成員，負責
保護我們的公民自由。API Chaya 理事會成員，負責幫
助亞太裔社區中家庭暴力、性侵犯和人口販賣的倖存
者。拉姆達法律和 QLaw 的志願律師，致力於女同性
戀、同性戀、雙性戀及變性人士社區的平等權利。西
雅圖公立學校的家長志願者。

聲明
作為移民的子女，我受益於幫助我茁壯成長的教育系
統。我和我的丈夫居住在西雅圖東湖附近的鄰里區，
育有三個女孩，並且全面資助公立學校是我的首要任
務。我的職業生涯風險給弱勢群體。作為您的州立法
委員，我將不懈地努力改革性立法，從而創造機會、
促進平等 和消彌障礙，讓每個人都得以成功。

榮幸獲得州長 Gary Locke、參議員 Jamie Pedersen、
眾議員 Drew Hansen 等人的支持。然而，能夠獲得您
的支持最為重要。我希望我能夠贏得你們的選票！

聯絡
(206) 319-2800；campaign@danshih.com；
www.danshi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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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Chopp
（選擇民主黨）

沒有競選對手

當選經驗
第 43 區眾議員，眾議院議長

其他工作經驗
一個非營利性機構的前行政主管，為低收入人群提供
社會服務，並宣導社會正義。

學歷
華盛頓大學文學士（以最優等成績畢業）

社區服務
社區活動家，致力於為成千上萬的低收入人群提供民
生服務；創造了成千上萬可以負擔得起的住房；幫助
提高州最低工資；為無數社區專案提供領導。立法
領導者，致力於提高教育資金、早期教育和大學生資
助；擴大醫療保健；保護工人組織權利；創造最大的
州公共事業投資等。

聲明
作為第 43 區眾議員和眾議院議長，我針對教育、醫療
保健和社會正義制定了一項改革性的議程。

我們為基礎教育的新資助專案投入數十億美元；擴大
了早期教育；建立我們的蘋果健康計劃，為 160 萬人
群提供醫療保健；將牙科保健擴展至 600,000；改革和
擴大精神醫療保健的資助；解決華爾街銀行的稅收漏
洞；使用學院就讀與機會獎學金，擴大對學院學生的
經濟援助；為公共交通提供主要資金來源；以及為勞
動力與低收入住房投入超過 10 億美元。

聯絡
(206) 381-1220；frankchopp@comcas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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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

Goodman
（選擇民主黨）

Ramiro

Valderrama
（選擇 GOP 黨）

當選經驗
州代表；主席，眾議院公共安全委員會；司法委員
會；環境委員會。

其他工作經驗
自行執業律師；金郡律師協會，2000-08 年；主任，
華盛頓州量刑指南委員會；華盛頓州法律和司法諮
詢委員會；參謀長，立法主任，美國國會議員 Bob 
Wise（WV）和 Rick Boucher（VA），1988 - 1995 
年。

學歷
達特茅斯學院，AB；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哈
佛大學，MPA。

社區服務
Hopelink，董事會；總裁，柯克蘭湖景居委會；扶輪
社；金郡物質濫用行政委員會。MADD 國家年度最佳
議員。Roger 是兩個可愛的年輕孩子的父親，住在柯
克蘭。

聲明
為您服務是一種榮幸，我對於聆聽與為我們的社區站
出來的紀錄而感到驕傲。與共和黨和民主黨合作，我
們投資在減少每班學生人數、擴大早期學習計劃、實
際上削減大學學費。

我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並優先考慮保持我們社會的安
全。我實現了全國著名的 DUI 法律、減少酒精有關的
死亡人數、創作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立法，以保護家庭
暴力的受害者和年長者避免老人虐待，並支持政策以
確保男女同工同酬。讓我們繼續供獻好點子來為您服
務！ 我懇請閣下投我一票。

聯絡
(425) 979-8584；roger@rogergoodman.org； 
rogergoodman.org

當選經驗
副市長、市議員，Sammamish，（2001年至2016
年）；董事會成員、東區消防和救援；副主席，區域
司法和公共安全；主席，公共安全；成員，公用事
業、立法、財政委員會。

其他工作經驗
超過 25 年領導政府，管理諮詢/技術，財富百大公
司，服務於美國和全球的各級政府。對於企業和非營
利機構的董事會的顧問。

學歷
學士學位，西點美國軍校，紐約；碩士，工程管理，
喬治華盛頓大學，華盛頓特區。

社區服務
顧問，LWSD STEM 啟動；主席，國際扶輪社服務；
顧問，宋吉雅兒童；創辦人，瑟馬米什 (Sammamish) 
公民。  Ramiro 已婚，育有四個孩子。

聲明
我競選公職，因為公民的意見沒有被聽到或重視。我
很自豪地被稱為一個已證實的倡導者，會聆聽並得到
結果。我帶領政府的透明、回應型的轉變，透過兩黨
共識與問題解決。我把這些相同的價值觀帶到奧林匹
克。選民很討厭黨派僵局。我將做出常識型的解決方
案，首先資助學校、停止不公平收費、讓交通移動、
帶來對於我們的環境敏感的平衡增長，並改善警察和
消防服務。我受到所有東區消防和救援委員的贊同，
將很榮幸獲得您的投票。

聯絡
(425) 898-9777；ramiro@votevalderrama.com； 
www.votevalderrama.com



121州眾議員  |  第45號區 第2號席位  |  2年任期

Larry

Springer
（選擇民主黨）

沒有競選對手

當選經驗

Larry 在柯克蘭市議會任職 11 年，在州眾議院擔任第 
6 屆眾議員之前擔任市長職務 4 年。

其他工作經驗
The Grape Choice 葡萄酒專賣店的持有人/營運商 — 
29 年。在創辦自己的企業之前，Larry 在一所小學任
教。

學歷
貝爾維尤高中；西華盛頓州立大學文學學士；奧勒岡
州大學理學碩士學位。

社區服務
希望聯缐中心（Hopelink）的理事會成員、領導力東區
（Leadership Eastside）的創始成員。西雅圖金郡經濟
發展局的前理事會成員，東區交通運輸合夥企業，普
捷灣區域市政局，柯克蘭績效中心，以及郊區城市協
會主席。

聲明
具有 40 年歷史的小企業老闆、前柯克蘭市長和老師，
Larry Springer 是一位為我們的家庭和社區實話實說、
發表獨立意見的人。Larry 爭取一個可靠而平衡的預
算，以顯著增加 K-12 和高等教育的支出。Larry 致力
於改革華盛頓稅收系統，提高政府效率，並減輕小企
業和家庭的負擔。

Larry 始終堅持超越黨派政治，以成效為本的方式辦事。
他致力於修復 405 堵塞，確保為所有學生提供優質教
育，以及提供安全網路，保護其不受攻擊。全面資助 
K-12 教育仍是他的首要任務。請再次投票選出 Larry 
Springer。

聯絡
(425) 822-2907；larry@larryspringer.org：
www.larryspring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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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ry

Pollet
（選擇民主黨）

Stephanie Heart

Viskovich
（選擇自由黨）

當選經驗
自 2011 年 12 月起便作為您的州眾議員

其他工作經驗
華盛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員。Heart of America  North-
west（一個公民團體，帶頭努力清理漢福德與馬格努
森公園和華盛頓北湖的污染物）董事兼公共利益律師

學歷
華盛頓大學法學院

社區服務
因在領導「進入負擔得起的大學入學」的努力，獲得「
年度最佳議員」（2014 年與 2015 年）；婦女選民聯
盟「政府裡的陽光」；華盛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2010 
年社區服務獎得主；華盛頓州開放政府聯盟，2007 年
至今任職於董事會；長期家長教師學生協會及課堂志
工，解決西雅圖公立學校的過度擁擠問題；並解決全州
範圍學校資助和教育問題

聲明
我請求繼續作為您的州眾議員，讓我們的稅制更公
平、支持學校、讓大學費用可以負擔得起、保護我們
的環境和消費者。

我始終堅決反對特殊利益，而要做正確的事情。這是
我對您的承諾。這就是為什麼我帶頭關閉企業稅收
漏洞；通過終止野蠻般拖車的法律；擁護在美國保
護青年免於電子菸成癮的首部法律；引入保護兒童
免受毒品迫害的強大法律。支持者： 第 46 區/金郡
民主黨人；勞工委員會；教師；AFT；Sierra 環保會/
WCV；NARAL；機械師；護士；上百名鄰里。

聯絡
(206) 528-0078；info@gerrypollet.com；
www.gerrypollet.com

當選經驗
VIPER PAC 董事會成員，倡議 1372 的競選經理。

其他工作經驗
國防部承包，執行管理角色，對於 MCCS 和 AAFES 的
之間的眷屬牙科福利。志工和市民遊說者，從 2012 年
到現在，倡議 1419 的合著者，「華盛頓州醫療大麻法
律指南」的合著者，CAC 與 ASAP 的創始人之一，疾
病預防控制中心和華盛頓州的 NORML 婦女的成員。

學歷
布蘭切特 (Blanchet) 主教，海岸線 CC，帕洛瑪學院。

社區服務
在年長者、退伍軍人、癌症患者、醫療殘疾的社區裡
的數以千計人的照料者。在貝爾維尤學院和北西雅圖
學院，關於「酒精和其他藥物的化學依賴性藥理學」
的志願講師。

聲明
Viskovich，尋求以黃金規則的黃金標準，慈悲地再投
資於第 46 區的心臟。她的平台所基於的事實是，我們
所生活的世界的平衡，是透過政策以精確的角度來看
恢復美國人的智慧、正義和愛，要付出些什麼。她的
任務是創造一個建立和回饋給我們本地經濟的人就業
機會，通過減少浪費、支持綠色生活、改善所有教育
水平，同時創造一個道路，給我們無家可歸者以成為
我們社區更加積極的貢獻者。

聯絡
(206) 605-6293；Viskovich2016@gmail.com； 
Viskovi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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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yn

Farrell
（選擇民主黨）

沒有競選對手

當選經驗
州議會眾議員，2013 年至今。因使人們團結在一起而
聞名，我已確保 5 億美元教育投資提供給我們最需要
幫助的孩子們，提高了華盛頓州交通部的工作效率，
提高交通資助，提升所有華盛頓勞工的基本生活工
資，並堅持環保。我將繼續將這種精力和效力投入到
我們所關心的問題。

其他工作經驗
行 政 主 管 （ 交 通 選 擇 聯 盟 ） 、 律 師 （ P i e rc e 
Transit，WashPIRG）、老師（青少年輔導計劃）。

學歷
波士頓大學法學院；華盛頓大學；岸線（Shoreline）
公 立 學 校 （ 湖 林 公 園 小 學 、 凱 洛 格 以 岸 峰
（Shorecrest））。

社區服務
普捷灣公共交通公民監督小組；美國志願隊。

聲明
我是一名州議會眾議員、交通領導人、教育和環保支
持者、律師和母親，具備久經考驗的問題解決技能、
立法經驗和為公眾服務的熱情。透過投資公立學校、
高等教育、交通友好鄰里區以及我們的多樣化經濟基
礎，我們作為一個社區可以實現我們的潛能。我將繼
續捍衛所有家庭的計劃生育和醫療保健獲取權利。

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 Sierra 環保會，華
盛頓州勞工委員會，金郡郡長 Dow Constantine，西
雅圖議會議員 Deborah Juarez 和 Rob Johnson，肯
莫爾（Kenmore）市長 Dave Baker，湖林公園（Lake 
Forest Park）議會議員 Phillippa Kassover，整個第 46 
區的個人和企業。

聯絡
(206) 856-1669；info@electjessyn.com；
www.electjessy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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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Hargrove
（選擇共和黨）

Brooke

Valentine
（選擇民主黨）

當選經驗
州代表，2011 年 - 至今

其他工作經驗
美國空軍（8 年）- 運輸機飛行員，USAF 學院預科學
校數學講師。   波音公司（29 年） - 飛行訓練教練和
737、747、757、767、777、787 教練飛行員，波音
教練飛行員工會的秘書/財務的創始成員

學歷
工程力學理工學士，美國空軍學院

社區服務
索耶湖基督教堂專案、聖經研究獎學金和青年生活領
袖、監獄聯誼會、做出貢獻日、PTSA、課堂志願者、
數學家教、高中排球支持者、籌款晚宴、肯特公園的
教練，在我們的社區親自拜訪 44,000 個家庭

聲明
Mark 是一名空軍學院畢業生，結婚 37 年，有兩位已
結婚的女兒和五個孫子，波音飛行教官和 29 年於肯
特/科文頓/奧本區的居民。他熱衷於確保我們企業有每
個機會能茁壯成長，讓您有工作、花自己的錢、為您
的孩子做出自己的選擇。

Mark 有使命減少州政府不必要的開支，以首先提供足
夠的資金給我們的優先項目：教育、公共安全和保護
我們最脆弱的部份。這些不應該成為增加稅收的抵押
品。在任何時間撥打馬克的個人行動電話 (253) 632-
0736。

聯絡
(253) 632-0736；Mark@MarkHargrove.org； 
www.MarkHargrove.org

當選經驗
首次成為候選人；並非政治家。

其他工作經驗
Brooke 曾作為南金郡的一名房地產經紀人，並曾為聯
合太平洋鐵路工作，然後先後加入選民教育聯盟和西
北積極行為干預支持（PBIS）網路，並將她的全部熱
情用於用戶。

學歷
濱江社區學院。

社區服務
身為一名 2 歲和一名 14 歲肯特居民的母親，Brooke 
志願加入華盛頓州的家長教師協會超過 10 年，並作為
州立法主任和肯特理事會家長教師學生協會服裝銀行
主席。Brooke 志願加入西華盛頓的女童子軍，學校的
社區，並作為肯特學校的公民主席。

聲明
Brooke Valentine 將她的全部熱情放在孩子和公共教
育上，從忠誠的志願者成長為成熟且值得信賴的專
家。Brooke 開始志願加入女童子軍、肯特學區徵稅宣
傳及其孩子們的家長教師協會。她將志願服務發展成
為專門職業服務於選民教育聯盟和 NWPBIS 網路，這
些組織為建立有效的公立學校提供政策政策。

在奧林匹克（Olympia），Brooke 將帶來創新方法、
誠信和研究驅動的常識，支持當地的公立學校，改善
交通基礎設施，並確保財政責任。支持者有眾議員 Pat 
Sullivan、肯特消防員、選民教育聯盟等

聯絡
(206) 271-5137；wavalentine@msn.com： 
VoteBrookeValent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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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

Sullivan
（選擇民主黨）

當選經驗
Pat 曾擔任市議會議員和考文頓（Covington）市長，
目前是奧林匹亞（Olympia）的州議會眾議員。他被他
同事推選為眾議院多數黨領袖。

其他工作經驗
Pat 具備在本地、區域和州的層級擔任立法助理的經
驗。他也曾擔任他的地方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

學歷
Pat 擁有華盛頓大學的文學士學位。

社區服務
Pat 參與他的社區活動的時間很長。他曾擔任青少年體
育教練、家長教師協會會長、服務組織成員以及多個
社區組織理事會的成員。

聲明
Pat Sullivan 競選州議會眾議員的原因是他有一個真誠的
承諾：使政府更高效、有效和負責任。他拒絕寄送由納
稅人資助的時事通訊並反對外州旅遊及公費旅遊。Pat 
被認為是全州最早倡議全力資助本地學校的人，他努力
爭取改革 DOT 並協助小企業。

Pat 認為領導意味著與兩黨成員共同合作解决問題，不
要害怕對朋友說「不」。創新、常識和兩黨聯合就是
他取得成功的方法。

聯絡
(253) 740-6772；pat@votepatsullivan.com；
www.votepatsullivan.com

Barry

Knowles
（選擇共和黨）

當選經驗
未提交任何資訊

其他工作經驗
我擁有並經營公司 26 年，17 年在建設領域。我審查
合約並管理分包商。盈利能力和公司量入為是我的責
任，這是我們州迫切需要的技能。我是一個發明家；
我製造並行銷兩種家居安全產品。我為醫院、零售業
和軍事藥房提供服務，處理處方藥物和麻醉藥物的退
回和銷毀。

學歷
我用 7 年時間在軍隊服役，之後曾就讀於南西雅圖社
區學院。

社區服務
我曾長期指導青年運動，在 Shriner’s Hospital 從事募
款活動，並且是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成員。

聲明
厭倦了常設政治？ 是時候開始新的領導？ 我們需要傾
聽選民聲音的立法會議員。對於我們州的經濟和納稅
人的需要很關鍵的是平衡的預算，並且沒有進一步增
稅。

我將捍衛第 2 修正案的權利和公民自由。我將堅持沒
有三分之二的多數動議就不增加新稅。我不會支持資
本收益、碳稅或取消家庭百分之一稅賦上限。首先，
我將全力資助教育，然後在關鍵性服務上排定支出
的優先順序，例如心理健康。我的選民將可以找得到
我。

聯絡
(206) 574-8232；electbarry@barryknowles.com； 
www.electbarryknowl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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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y

Kuderer
（選擇民主黨）

Michelle

Darnell
（選擇自由黨）

當選經驗
被任命為州議會眾議員。在 2016 年立法會議上開始履
職。

其他工作經驗
Patty Kuderer 曾是一名檢察官和市律政司檢控專員，
自 1986 年從事法律行業以來，一直為面臨歧視的工人
擔任代理人。

學歷
明尼蘇達大學學士學位；威廉米切爾法學院法律博
士；華盛頓大學公共關係證書。

社區服務
奇努克中學家長教師學生協會前聯合主席；第 48 民主
黨選區，選區委員會官員；反誹謗聯盟委員會委員；
聖心社會問題委員會前任主席；克萊德山小學前志
工；曾在全美流產權行動聯盟自由選擇人工流產委員
會任職。

聲明
Patty 是一位媽媽、小企業老闆、律師及立法議員，她
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為努力完善公共教育而奔走，為
爭取人權而抗爭。在她第一次出席的立法會議上，便
提出要縮小班級規模、增加心理健康服務，以及消除
企業稅收漏洞，而非加重家庭和小企業的稅負。

Patty 致力於讓我們的交通系統暢通無阻、不遺餘力地
保護消費者的權益，以及維護州預算的財政紀律。支
持者： 國會議員 Suzan DelBene 和 Adam Smith、司法
部長 Bob Ferguson、參議員 Cyrus Habib、柯克蘭市
消防員、華盛頓環保選民、全國女性政治黨團 (NWPC) 
等等。

聯絡
(206) 910-2422；patty.kuderer@gmail.com；
www.pattykuderer.com

當選經驗
在 2012 年州共和黨提名大會上當選為州代表。自 2010 
年以來，成為反止贖遊說人士：在數次聽證會和利益相
關者會議上發表證言。2015 年，組織各方力量， 力求 
廢除對《信託契約法案》做出的不利修訂。2014 年，
州參議院候選人。

其他工作經驗
母親、律師助理及前小企業老闆。

學歷
芬代爾高中 （1988 年）。沃特科姆社區學院。斯卡
吉特穀學院。攻讀各種關於律師助理的法律進修教育 
(CLE) 課程。 

社區服務
前主日學教師；日出幼稚園學前教育委員會成員，5 
年。曾在林丁費舍爾學院家長教師協會 (PTA) 任職。 蔚
碧島洛克教堂青年計劃副總監。

聲明
我參加第 48 選區的競選，以求成為您的代言人；如
今，由於調節、稅收、經濟及司法不公等問題趨於失
控，而導致個人、房主及小企業舉步維艱，因此，我
希望成為你們的代言人。通勤者、工人、教師及學生
均在承受著政策失利的痛苦。我將時刻保持警惕並代
表全體人民倡導正義、自由、機會、對個人賦權及關
愛。

我會認真傾聽、用心關注及竭盡所能阻止黨派言論，
並透過達成解決方案消彌分歧，這也是我一直以來所
獻身的事業。只要我們團結一心，便會促成華盛頓所
迫切需要的積極變革。

聯絡
(360) 720-6899；michelleforthehouse@gmail.com； 
www.michelleforthehou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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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Judah

Phelps
（選擇自由黨）

當選經驗
華盛頓州自由意志黨，區域督導

其他工作經驗
從事青年信仰工作七年，開始擔任北美寺廟青年
聯合會國際計劃副主席。最近，在紐約州窩立克
（Warwick）URJ Kutz Camp 擔任交通/物流協調員，
並在表爾威（Bellevue）的寺廟 B'nai Torah 擔任青年
參與協調員。在 Home Depot 從事銷售和運營工作；
還教授 DIY 課程。目前擔任行銷經理，從事財務諮詢
工作。

學歷
曾在羅徹斯特大學學習政治科學（包括政治經濟與安
全）以及歷史。

社區服務
推動愛心捐獻食物、認養高速公路、建立仁人家園等
活動。

聲明
我是自由意志主義者，主張减少官僚機構，與為華盛
頓州發展更多機會。我們面臨著在社區中醞釀的嚴重
問題：可以負擔得起的住房危機正在西雅圖蔓延開
來，已波及到表爾威科克蘭（Bellevue Kirkland）和雷
德蒙（Redmond）等諸多城市，公共交通和高速公路
政策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堵塞，並且州法律繼續不成
比例地懲罰非暴力犯罪的少數群體。對於這些問題，
我希望為市場帶來正面，小政府的解決方案。如果我
當選，我將推動放寬居住區域劃分法律、消除收費車
道，部分私有化公共交通、並且非犯罪化非暴力輕微
犯罪。

聯絡
(425) 761-5615；benjphelps@lpwa.org；
www.electphelps.com

Joan

McBride
（選擇民主黨）

當選經驗
州議會眾議員，2014 年至今；科克蘭市長，2010 年
至 2013 年；副市長，2000 年至 2010 年；議會議
員，1998 年至 2000 年；霍頓（Houghton）社區委員
會，1992 年至 1997 年

其他工作經驗
巴斯帝爾大學，高級發展主任；青少年之友，發展/公
共關係

學歷
常青州立學院，文學學士學位，畢業於華盛頓湖
（Lake Washington）高中

社區服務
華盛頓州藝術委員會，科克蘭績效中心理事會，青少
年之友，科克蘭藝術中心，Feet First，聯手中心，科
克蘭宗教信仰網路，華盛頓州腳踏車協會，贏得家長
教師協會領導者金橡子獎。

聲明
我代表你們，通過了重要的立法，以解決可以負擔得
起的住房，獲得 2016 年住房英雄獎。我維護我們社區
的利益，我們我們區的公園、行人通道和公共安全專
案提供數百萬的資金。我呼籲華盛頓州交通部改變收
費辦法，以改善交通流動性。我將繼續每天在奧林匹
克（Olympia）為你們而努力。獲得你們的投票是我的
榮幸。

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表爾威（Bellevue）
市市長 Kirkland 和 Redmond；金郡郡長 Dow 
Constantine 和議會議員 Claudia Balducci；國會議員 
Suzan DelBene 和 Adam Smith；許多其他民選的領導
者、國家婦女政治黨團和華盛頓環保選民。

聯絡
(425) 698-7556；info@joanmcbride.com； 
joanmcbri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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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州法官為無黨派人士。司法候選人必須在華盛頓州擁有良好的執法記
錄，禁止就其可能在法庭上面對的法律問題發表聲明。 法官必須是華盛頓州登
記選民。

司法官員的資格與責任

州最高法院法官
華盛頓州最高法院是州內最高司法委員會。州最高法院
法官審理上訴並判決上訴法院和其他下級法院的案件。
全州範圍內共選出九名法官，任期為六年。

上訴法院法官
上訴法院法官審理高等法院的上訴案件。共有 22 名法官在
三個部門任職，總部分別位於西雅圖、塔可瑪（Tacoma）
和斯布堪。每個部門又分為三個區。上訴法院法官任期為
六年。

高等法院法官
高等法院審理嚴重刑事案件、民事案件、離婚、青少年案
件和下級法院的上訴。高等法院按郡分為 31 個區。高等
法院法官任期為四年。

候選人聲明完全按照提交內容列印。州務卿
辦公室不會作出任何修改，也不負責驗證聲
明是否真實或符合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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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Yu
（無黨派）

David

DeWolf
（無黨派）

法律/法官經驗
最高法院法官；擔任初審法官十四年；在居住地的西
雅圖大學法學院任職講師和著名的法學家；在金郡檢
察官辦公室工作七年。

其他工作經驗
擔任少數族裔和司法委員會 (Minority and Justice 
Commission) 的共同主席；工作於華盛頓大學蓋茲法
律學者計劃 (UW Gates Law Scholars Program) 的諮詢
委員會；芝加哥大主教區和平與正義辦公室的董事。 

學歷
聖母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洛約拉大學曼德林學
院，神學碩士；多明尼克大學，文學士。

社區服務
華盛頓州律師協會—華盛頓大學 (WSBA-UW) 領導組
織，共同主席；FareStart，董事；法律專業、獲得司
法服務以及降低法院財政門檻的合民意的傑出主講
人。 全州範圍的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學生的指導員。 

聲明
Yu 法官進入法院前，曾任初審法官 14 年，其間主持
審理了大量刑事和民事案件，包括數百起涉及收養和
其他家庭法律問題的案件，備受尊敬。她任職法院初
審法官的工作經驗使她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從而了
解法律實際是如何應用於普羅大眾以及依法在保護我
們憲法的情況下（無論是考慮個人隱私還是需要行政
公開）做出明確法院判決的重要性。

她憑藉久經證實的經驗、獨立的判斷和正直無私的品
格，獲得無數獎項，包括華盛頓州律師協會、華盛頓
州金郡女性律師協會和華盛頓州司法協會評選的「年
度最佳法官」；市政聯盟基金會評選的「年度最佳官
員」。Yu 法官獲得全部律師協會一致給出的最高評
級—特優。

Yu 法官致力於改善我們的司法系統，從而使司法系統
為所有人（無論您是誰）提供公平的司法服務。她受
到以下各方的支持：現任和前任法官、民選領袖、婦
女政治黨團、州勞工委員會、消防員、住房聯盟行動
基金、民主黨人、共和黨人、獨立聯盟、執法機關、
民間領袖、教師、護士、企業所有人、全州普通公
民。

聯絡
(206) 682-7328；mary@justicemaryyu.com； 
www.justicemaryyu.com

法律/法官經驗
David DeWolf 教授在貢薩加法學院 (Gonzaga Law 
School) 已任教 28 年。  之前，他是 Lukins & Annis 律
師事務所的律師，並在愛達荷最高法院擔任書記員。  
他是五冊「The Washington Practice」的作者，亦是憲
法、合約法和侵權法的專家。

其他工作經驗
華盛頓模式指導委員會 (Washington Pattern Instruction 
Committee)。

學歷
史丹佛大學（優等生之榮耀學會）文學士；聖巴巴拉
（Santa Barbara）加利福尼亞大學教師執照；耶魯法
學院法學博士。

社區服務
斯波坎市公立學校人類成長與發展委員會成員；瑪麗
女王教區 (Mary Queen Parish) 讀經者；Artisan’s Ark 的
總裁，幫助發育性殘疾人尋找工作。

聲明
David DeWolf 教授正是我們華盛頓最高法院需要的這
類人員：即我們州憲法以及華盛頓的主要機構在合約
法和侵權法方面的專家。他的書籍已被華盛頓上訴法
院引用了逾 100 次，並且被律師和初審法官作為日常
使用書籍。這就是他受到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雙方支
持的原因。

28 年來，DeWolf 教授在貢薩加法學院教授了成千上萬
名學生，逐漸灌注學生他對法律的熱愛和他對憲法的
尊重。他經常被請求對憲法作證，以及適當地平衡法
官和我們的立法委員之間的權力。

法院的當前危機證明我們需要一位有思想的理性學
者，以增加對法院所迫切需要的抑制，因為法院已成
為其他法官和我們民選立法者的對手，並沒有對他們
尊重。「奧林匹亞（Olympia）有足夠多的政治家，」
DeWolf 說道，「我們需要公平履行其職務的法官。」

David 和他的妻子 Priscilla 居住在斯波坎市，他會是僅
有的來自東華盛頓的第二位法院成員。他們已有三個
成年孩子和四個孫子。

聯絡
(509) 315-2224；David@DeWolfForJustice.org； 
DeWolfForJust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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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Madsen
（無黨派）

法律/法官經驗
最高法院法官（1992 年至今）；首席法官（2009 年至
今）；西雅圖市法院法官（1988-1992 年）；首席法官
（1990-1992 年）；西雅圖市法院專員（1986-1988
年）。西雅圖市律政司特別檢察官（1981-1986
年）；史諾夸米須公眾辯護律師（1979-1981年）； 
Associated Counsel for the Accused 律師（1977-1979 
年）；斯布堪 (Spokane) 郡法律服務實習生（1975-
1976 年）；大學法律協助計劃（1976-1977 年）。

其他工作經驗
Northwest Catholic 報社生產員工。

學歷
科羅拉多大學文學士；貢薩格大學法學博士

社區服務
Barbara 和 Don 在貝爾斯 (Pierce) 郡養育四個孩子。
她在 Judges in the Classroom 計劃、U.S. Navy Sea 
Cadets、Tacoma Rescue Mission 和 YMCA Youth in 
Government 計劃中擔任志工。

聲明
首席法官 Barbara Madsen 擁有足夠的經驗、領導力和
勇氣，可以保護為所有公民提供保障的自由。無論是
資助學校還是鄰里區爭議，Barbara 相信在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

平衡的經驗： Barbara 在 1977 年畢業於貢薩格大學法
學院，之後在華盛頓東部和西部執業，並擔任辯護律
師和檢察官。為了幫助保護我們的最弱勢，她作為特
別檢察官發展了西雅圖的家庭暴力專案防兒童虐待單
位。作為一名努力工作的母新和驕傲的祖母，Barbara 
對深刻影響人們生活的問題有平衡的常識性認識。

經過驗證的領導者： 在加入最高法院後，Barbara 幫
助成立了司法協助委員會和未成年人和正義委員會、
性別和正義委員會、翻譯服務委員會以及寄養兒童委
員會。她的支持者包括民主黨人、共和黨人、企業、
勞工和社區團體 — 這證明了她對個人權利的承諾以及
保證司法系統向所有人負責的承諾。

勇氣： 我們需要首席法官 Madsen 的強大、誠實、富
有同情心的聲音，要求本州履行其最重要的職責來教
育我們的孩子、領導使用司法動議、打破障礙以允許
人們在出獄後可以重新回到社會。她將保護我們最珍
貴的自由。

聯絡
(253) 905-3272；JusticeBarbaraMadsen@gmail.com； 
www.ChiefJusticeMadsen.org

Greg

Zempel
（無黨派）

法律/法官經驗
現在是 Greg Zempel 作為基蒂塔什 (Kittitas) 郡檢察官
的第六個任期。Greg 處理過從入店行竊到謀殺的幾乎
各種類型的犯罪檢控。他擔任該郡的民事部門主管，
就複雜的法律事務向郡政府提供建議。

其他工作經驗
華盛頓州郡官員協會前主席。

學歷
華盛頓大學文學士；普捷灣大學法學博士。是西雅圖
羅斯福 (Roosevelt) 高中的一名驕傲畢業生。 

社區服務
Greg 幫助成立了防性攻擊機構間聯盟以及「保護我
們的孩子」組織，該組織教育家長關於性侵犯者的危
險。他做過青少年足球隊和棒球隊的教練。

聲明
Greg Zempel 是執法機構和地方政府委員會的領導者 
— 了解華盛頓人民對我們州最高法院的需要。 逾二十
年來，Zempel 作為郡檢察官保障了基蒂塔什郡人民的
安全。他得到了法官、檢察官、州立法委員和民主黨
人與共和黨人的支持，競選成為我們下一任最高法院
法官。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州最高法院已變得政治色彩過
濃。 執法機構也瞭解法院太善變，經常改變檢察官們
公正、有效打擊犯罪所依靠的法規。Zempel 承諾打造
一個「減少政治色彩、加強可預期性」的法院。

在法院中沒有人擁有重大犯罪檢控的經驗，而這是一
項嚴重的疏漏，因為刑法是法院案件的重要組成部
份。向法院中增加一名檢察官將使得本州更安全。法
院內僅有一名來自華盛頓州東部的成員，而沒有人擁
有郡政府的工作經驗。選舉 Greg Zempel 進入法院，
將向根本沒有反映本州情況的法院注入亟需的多元
性。

Greg 及其妻子育有四個孩子。一家人喜歡遠足和許多
其他戶外活動。

聯絡
(509) 436-7819；
Greg.Zempel@ZempelForJustice.org；
www.ZempelForJust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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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Charlie)

Wiggins
（無黨派）

Dave

Larson
（無黨派）

法律/法官經驗
2010 年至今，州最高法院

其他工作經驗
Wiggins 法官曾效力於州上訴法院，擔任高等法院代理
法官，並且擁有超過 30 年的私人執業經歷。

學歷
Wiggins 法官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  他當
兵四年，取得了工商管理學碩士 (MBA) 並升為上尉。
美國軍人Bill 幫助 Wiggins 進入杜克 (Duke) 法學院。

社區服務
Wiggins 法官是一位積極地自願者，前往阿爾巴尼亞協
助法官從共產主義過渡到民主主義，積極投身於其教
堂的仁人家園並無償協助貧困的委託人，備受贊譽。

聲明
Charlie Wiggins 法官終身追求公平正義以及最高法院
的法律規則。他是一位飽含多種主張的執筆者，他在
過去 5 年裡產生的 110 條主張保護了我們的憲法自
由，秉公支持並解釋法律，公正地解決各種案件。

Wiggins 法官致力於保護司法獨立，參與立法委員和其
他人的競選活動以限制法官選舉的競選捐贈。他幫助
作家編寫提議規則，即法官不能開庭審理涉及使用大
量資金支持法官選舉的任何一方之案件。他幫助建立
了一流的網站 www.votingforjudges.org，教育公民有
關司法候選人的相關事宜。

身為獲取司法服務的擁護者，Wiggins 法官致力於教
育當地和州領袖有關獨立高效地司法體系的重要性。
任何人都不應因為他們缺乏資源來僱用技術精湛地律
師、面對語言障礙或是有其他困難，而被迫等候審判
或是喪失陳述權。

Wiggins 法官榮獲以下各方的支持：逾 100 位全州現任
和前任法官、兩黨聯合的當選官員、華盛頓州勞工委員
會、州消防員、州巡警等等。如需了解更多支持方和更
多近期資訊，請訪問 www.justicecharliewiggins.com。

聯絡
(253) 227-4954；info@justicecharliewiggins.com； 
www.justicecharliewiggins.com

法律/法官經驗
Larson 法官是費德勒爾韋市法院 (Federal Way Municipal 
Court) 的首席法官。Larson 擁有 23 年州和聯邦法院的
法律經驗。  他曾處理過複雜的民事訴訟。

其他工作經驗
費德勒爾韋學校董事會前任主席。

學歷
普捷灣大學，公共行政文學士；西雅圖大學法學院，
法學博士。

社區服務
Larson 法官仍為費德勒爾韋學校積極地提供服務。他
是公共法律教育委員會和同濟會 (Kiwanis) 的成員。他
成立了費德勒爾韋同濟行動會 (Aktion Club)，它是發育
性殘疾人的服務社團。

聲明
Dave Larson 法官具有豐富的經驗和公正的人格，致力
於我們州最高法院所需的法律和憲法。他受到民主黨
人和共和黨人雙方的支持。Larson 是費德勒爾韋市法
院的首席法官，任職期間他曾見過逾 28,0000 份刑事
檔案。Dave 對減少家庭暴力的工作能力已受到公眾認
可。他受到同輩法官的信賴，並且教導新任法官如何
勝任地管理他們的法院，同時保護司法獨立。

Larson 法官自願加入受誹謗和嚴重失去公眾信任的法
院。他將團體聯合起來並救了法院。

當今，許多人擔心我們的州最高法院已失去公眾的信
任。 法院已經與立法機構、州長、甚至是其他法官都
相互抵觸。Larson 法官知道，法院必須尊重憲法以及
我們政府的其他分支機構。他主張司法節制。身為學
校董事會的前任主席，Larson 對當前出庭的重大問題
具有獨特的見解。

Dave 和他的妻子 Debby 居住在費德勒爾韋。他們有兩
個兒子 Andrew 和 Joshua，並且他們都上聖文森保羅
教堂 (St. Vincent DePaul Church)。

聯絡
(206) 257-2075； 
JudgeLarson@LarsonForJustice.org； 
www.LarsonForJust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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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J.

Trickey
（無黨派）

沒有競選對手

法律/法官經驗
2014 年，我受上訴法院委任並且之後被推選。我現在
是第 1 組的代理審判長。在加入上訴法院前，我曾任
職金郡高等法院法官十八年。在那之前，我經歷了十
四年的私人執業生涯。我曾作為公眾辯護律師開始了
我的職業歷程。

其他工作經驗
服務於司法部技術委員會 (Justice Board Technology 
Committee)。少數族裔和司法委員會少年司法委員
會。西雅圖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

學歷
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柏克萊（Berkeley）
加利福尼亞大學，文學士。曾進入克萊蒙麥肯納
（Claremont McKenna）學院。

社區服務
未提交任何資訊

聲明
我很榮幸作為法官已為金郡和華盛頓州的人民服務了
二十年。除了作為初審法官處理各種類型的案件以
外，我還肩負著眾多領導職位。我是華盛頓州高等法
院法官協會的會長，亦是金郡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
我參與了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舉行的州法院行政會
議。

此外，我還作為律師在法院執行審判和辯論上訴方面
擁有豐富的經驗。

我很榮幸獲得 2014 年華盛頓金郡女性律師先鋒獎以及 
2006 年公平司法聯盟傑出法官的稱號。

我致力於利用技術來改善公眾獲取司法服務的途徑。
我非常感謝您的支持並請您在 11 月為我投下一票。

聯絡
(206) 726-8053；reelectjudgetrickey@gmail.com



133金郡高等法院法官  |  第14號席位  |  4年任期

Nicole Gaines

Phelps
（無黨派）

法律/法官經驗
擁有進 20 年的法律經驗：擔任金郡臨時行政法法官 8 
年，從業於民法、刑法和家庭法 12 年。

其他工作經驗
洛倫米勒律師協會 (Loren Miller Bar Association) 的前
任主席；金郡律師協會受託人；華盛頓大學法學院兼
任教授；William L. Dwyer 美國法律協會。

學歷
巴特勒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社區服務
數十年的公共服務和社區參與，包括組織免費的法律
援助研討會以及為眾多非營利董事會提供服務。榮獲
由華盛頓法律基金會頒發的傑出公共服務金馬克獎 
(Goldmark Award)。

聲明
Nicole Gaines Phelps 為法庭提供了廣泛的司法、法
律和生活經驗。身為金郡臨時行政法法官，Nicole 致
力於在她的法庭上提供獲取司法服務的平等權利。身
為律師，Nicole 從業於民法和刑法，確保所有人都可
獲得憲法權利。在 Nicole 的社區，她致力於消除獲
取法律服務的障礙，並教育公眾履行他們的合法權
利。Nicole 從小便受家庭教育，教導她平等的價值和
社會正義。她為法律事業獻身，以幫助人們在不公平
的環境中尋求正義。金郡的全體居民應獲得高等法院
法官的服務，這些法官應具備不帶有個人偏見的誠信
意識、解釋和應用法律的知識能力以及對人性的足夠
理解力，從而在飽含同情之心的同時伸張正義。有了
您的投票，Nicole Gaines-Phelps 將每天為您力圖成為
那樣的法官。

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 全部 9 位州最高法
院法官；逾 65 位法官；幾十位律師；美國國會議員 
Adam Smith；郡長 Dow Constantine；西雅圖市律政
司 Pete Holmes；幾十位州立法委員，當地和郡議員；
金郡民主黨人；金郡勞工委員會；以及國家婦女政治
黨團。

聯絡
(206) 364-0355；
electnicolegainesphelps@gmail.com；
www.electnicolegainesphelps.com

David

Greenspan
（無黨派）

法律/法官經驗
自 2012 年以來，在多個管轄區擔任臨時法官。判決過
多起刑事陪審團審判。卡拉林（Clallam）郡的前副檢
控官。自 2009 年，單獨從事刑事辯護。親自提出幾
十起陪審團審判的訴訟。提供長達數百小時的無償服
務，並降低費用為工人、承租人和少數人權利提供法
律服務。

其他工作經驗
未提交任何資訊

學歷
凱斯西方儲備大學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法學博士。華盛頓大學，經濟學文學士。

社區服務
近期被任命為西北民俗 (Northwest Folklife) 的董事會成
員。自願加入西雅圖大學和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為模
擬法庭和模擬審判比賽擔當法官長達數百小時。

聲明
僅限 1% 的極少數人群獲得司法服務嗎？ 這些是你們
的法庭。身為臨時法官，我力圖為每個人提供機會，
使他們的訴求被聽到。身為律師，我積極地為移民、
「佔領」(Occupy) 運動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抗議者以及幾十位邊緣化公民辯護。
此外，我還致力於幫助處在危難中的人群（反對就業
歧視的房東/承租人），為他們提供數百小時的服務。

身為此競選的候選人，我具備管理繁忙的初審法院的
豐富經驗，我相信社會正義是每起案件的關鍵。我致
力於根據是非曲直處理每個問題，並將努力使我們的
法庭公開化、透明化。

我在金郡生活了 25 年，親眼目睹它變得比以往更加繁
華、更加多樣化、人口更多。但是一些事情並沒有改
變：執法機關缺乏迫切所需的責任，過多的公民缺少
對能夠保護他們的體制之信任。

當今我們應以人為本，將重點放在恢復法律服務，而
非實施懲罰制度。法庭是社會正義的前線。我們需要
明確伸張人人都應獲得平等正義的法官。

聯絡
(206) 877-3428；david@greenspanforjudge.com；
www.greenspanforju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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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Keenan
（無黨派）

John H.

O'Rourke
（無黨派）

法律/法官經驗
我是一名經驗豐富的臨時法官和律師，曾為大量複雜
的民事案件和多個重罪審判提出訴訟。我亦是一名敬
業的無償服務提倡者，向步履維艱的社區提供民權陳
述。

其他工作經驗
在成為律師之前，我在執法機關工作了 15 年，打擊針
對兒童的人口販賣、網路犯罪以及詐騙。

學歷
我以最優異成績畢業於西雅圖大學法學院，同時身兼
全職工作。

社區服務
我是西北司法公正项目 (Northwest Justice Project) 的董
事會主席，華盛頓最大民事法律援助提供者，聯邦律
師協會的主席，並且是最高法院法律需求委員會和社
區警察委員會的一員

聲明
我被多個組織評級為特優，我居住在金郡逾 45 年之
久，期望將我身為法官的獨特經驗落實於我們社區的工
作中。

我受政府援助由單身母親撫養長大，在高中綴學，我身
為青少年被告第一次出庭。由於我在貧困中成長以及對
我們司法體制的經歷，因此我致力於消除我們法院的不
均衡性，為邊緣化社區提供司法服務。身為對我們體制
的每一方面（包括超過二十年的法律和執法機關結合的
經驗）都具備經驗的唯一候選人，我將為高等法院提供
獨特視角。我已用我的第二次機會為我們的社區提供了
大量服務，但身為法官我可以做得更多。

我很感謝能獲得董事會、兩黨的支持，包括整個華
盛頓州最高法院、前任州長和司法部長 Christine 
Gregoire、司法部長 Bob Ferguson、前任司法部長 Rob 
McKenna、金郡郡長 Dow Constantine、警務署署長 
John Urquhart、西雅圖市長 Ed Murray 以及逾 60 位法
官和當選官員。

此外，我亦榮幸獲得眾多社區的支持，包括金郡勞工
委員會、金郡民主黨人和許多其他組織。

聯絡
(206) 299-2121；info@keenanforjudge.com；
www.keenanforjudge.com

法律/法官經驗
2013 年至今，金郡高等法院單方部門臨時法院專員。

其他工作經驗
1992 年至 2003 年，John C. O’Rourke 律師事務所律
師。2003 年至今，John H. O’Rourke 律師事務所律
師。

學歷
法律學位： 1991 年，普捷灣大學（現西雅圖大學）法
學院。1988 年，華盛頓大學歷史學文學士。1984 年，
約翰肯尼迪天主高中 (John F. Kennedy High School) 高
中文憑。 

社區服務
2016 年和前幾年奧林匹克海岸清理 (Olympic Coast 
Cleanup) 的自願者。2010 年和前幾年聖菲洛梅娜大教
堂 (St. Philomena Church) 和學校的自願者。

聲明
我認為，如果法官缺乏法律經驗，那麼遭受損失的便
是訴訟當事人。我曾擔任過臨時法院專員，並在過去
的 23 年裡在金郡高等法院從事法律事務（刑事和民
事訴訟），主要為個人和小企業效力。我曾在華盛頓
州上訴法院 I 組和 II 組以及聯邦破產法院代表當事人發
言。就是此時，我學會了不惜收入或身份在法庭上有
效陳述的關鍵需求。

我出生於西雅圖，並在布里恩長大。我喜歡徒步旅行
喀斯喀特山脈 (Cascades)、高爾夫，並且非常享受與
我結婚 22 年的妻子 Emily 一同在舞廳跳舞，Emily 也
在金郡從事法律事務。我們的兩個女兒都進入了華盛
頓州立大學。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從 12 
歲開始我便做起了報童，在食品、酒店和醫療保健行
業工作，從而使自己完成了法律學校的學業。

我致力於為服務水平低下且獲取司法服務的費用越來
越昂貴的社區提供援助。如果我被選出，我將尊重善
待我所服務的所有人員，並且公平公正處理他們的案
件。能獲得您的投票，是我的榮幸之至。

聯絡
(206) 824-2802；johnhorourke@comcast.net；
www.johnorourkeforju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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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S.

Stern
（無黨派）

Helen

Halpert
（無黨派）

法律/法官經驗
Marc S. Stern 在西雅圖已從事法律事務長達 38 年。   
在此期間，他曾在州和聯邦法院代表個人和小企業發
言。他曾代表債權人、債務人、產權人和企業家開啟
新的業務，並代表失敗的企業尋求他們能重新開始的
救助途徑。 

其他工作經驗
未提交任何資訊

學歷
以優等成績畢業於密蘇里州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獲
得文學士。愛達荷州莫斯科愛達荷大學，法學博士

社區服務
Marc 積極地從事於法律社區，身兼華盛頓州律師協會 
(WSBA) 和美國律師協會 (ABA) 委員會的一員。  Marc 是
逾 15 本已發行法律條文和書籍的作者（或合著者）。

聲明
數十年來，Marc 傾聽並幫助您、您的朋友和您的鄰居
處理他們的孩子、住宅和企業的問題。當您進入法院
時，您有權讓法官了解您的問題，了解爭點並做出公
正的決議，從而解決您的案件。在對立候選人的法庭
上見證此司法程序的嚴重不足後，在某種程度上 Marc 
受激勵在第 31 號席位競選法官。然而，Marc 的主要
目標是將他廣泛的經驗應用到工作中，從而使金郡的
居民獲得利益。

Marc 競選高等法院法官，因為他認為法官的主要職責
是快速、正確、公正地解決問題。當人們求助法院時，
便表示他們通常處於其生活的低谷。他們有權讓法官仔
細傾聽他們的問題，並運用法律及時做出決議。如果法
院能遵照此司法程序履行義務，那麼人們必將能夠繼續
過好他們的生活。

Marc 是人人必需的民權之強有力的支持者。

聯絡
(206) 448-7996；office@hutzbah.com；
www.sternforjudge.com

法律/法官經驗
Halpert 法官曾在金郡高級法院任職 16 年。她是法院的
積極成員，曾擔任少年和刑事部門的首席法官和助理
審判員。Halpert 法官以西雅圖市法院法官的身份來到
該法院，擁有數十年的從業經驗。

其他工作經驗
華盛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學歷
西方學院文學學士學位；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法學博
士

社區服務
Becca 工作組州聯席主席，旨在為弱勢兒童改進服務；
Locke 州長家庭暴力工作組組長。先前曾擔任下列董
事會的成員：排名居首的學校和猶太社區中心。

聲明
作為法院精誠奉獻且備受重視的成員，Halpert 法官獲
得了超過 70 名的審判和上訴法院法官的支持。Halpert 
法官以正直和奉獻精神而為人稱道，她同樣獲得了律
師和社區領導人的認可。她還獲得了眾多當選官員的
支持，包括金郡郡長 Dow Constantine。同時，她還獲
得了金郡青年民主黨和數個民族黨立法區的支持。

Halpert 曾主審過從嚴重的謀殺案、汽車事故到家庭法
律事務等各種類型的案件。她深知，對於每位出庭的人
而言，他們的案件都是法院最重要的案件。她努力以尊
重和體面的方式對待每個人，並力求公平、高效地控制
法庭秩序。Halpert 法官以高標準要求出庭律師，但對
自己卻提出了更為嚴格的高標準。

Helen 和她的丈夫育有兩個出色的孩子。她喜歡烹飪、
娛樂及戶外活動。

記錄顯示，Halpert 法官是此次競選中經驗最為豐富、
最為穩重及最終敬重的候選人。歡迎登入和參閱 
www.votingforjudges.org，發揮自己的判斷力。Halpert 
法官恭敬地請求您投出寶貴的一票。

聯絡
(206) 475-5902；retainjudgehalpert@gmail.com； 
retainjudgehelenhalpe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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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y

Moore
（無黨派）

Eric

Newman
（無黨派）

法律/司法經驗
宣誓兼職法官，金郡高等法院，主持家庭、青少年和
精神疾病法院；華盛頓州行政聽證辦公室的法官；藥
物法院部落法院法官；10 年的代表原告和被告的民事
和刑事訴訟實踐。

其他工作經驗
管理律師，為了家庭暴力倖存者的法律服務計劃；紀
律聽證官員，華盛頓州律師協會；第七國會選區主
管，華盛頓州律師協會；西雅圖市文員。

學歷
法學博士，奧爾巴尼法學院。

社區服務
舉例： 西雅圖人權委員會，主席；西雅圖市種族和社
會正義倡議教練；法庭任命的特別提倡者；訴訟監護
人；Helpline 食物銀行。

聲明
憑藉八年的司法經驗，有六年擔任金郡高等法院臨時法
官，我是一個有經驗的法官。我做了艱難的決定並深刻
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關於自由、財產、家庭的決定。

作為金郡高等法院審判律師，我向有經驗和有才能的法
官學習如何判斷。他們的課程塑造了我自己的判斷。

超過 25 年，我一直在努力消除到達正義的障礙，同
時也服務我的社區。我已經提供數千小時的免費法
律代表、創造了新的收入來源，到目前為止有美金 
100 萬，用於資助民事法律援助、關閉了掠奪性貸款
營運、並對於家庭暴力受害者，擴大法律服務。作為
金郡高等法院法官，我將努力提高對於隱性偏見的察
覺，並找到種族比例失衡的解決方案。我將為所有人
勤奮地追求正義。

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金郡民主黨人，
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Barbara Madsen 和法官 Steven 
Gonzalez，華盛頓州律師協會前總裁 Ron Ward，第 
46 區眾議員 Gerry Pollet，理事會成員 Lisa Herbold 
和 Mike O'Brien，西雅圖人權委員會前主席 Chris 
Stearns，訪問司法委員會成員尊貴的 Anita Crawford-
Willis，第 46 立法區。

聯絡
(206) 687-5308；cmoorejusticeforall@gmail.com； 
cathymooreforjudge.com

法律/司法經驗
臨時法官，金郡地區法院；合夥人，McDermott 
Newman，PLLC（民事實踐）；公設辯護人，雷克伍
德市政法院；兼職教授，西雅圖大學法學院；計畫主
任，國立審判辯護學院。

其他工作經驗
退伍軍人，美國空軍/華盛頓州空軍國民警衛隊；少年
拘留官，皮爾斯郡少年法庭。

學歷
華盛頓大學，學士學位。西雅圖大學法學院，法學博
士

社區服務
志工律師， El Centro de la Raza；董事會成員，扶輪
男孩和女孩俱樂部；會員，西雅圖扶輪社；志工，基
督教女青年會/ CCS 婦女庇護所；會員主席，法院德
懷爾酒店；前董事會成員，海軍上將合作學前教育。

聲明
金郡律師協會評價我為「非常合格的，」而我是擁有
目前審判實踐和目前司法經驗的唯一候選人。

我是一個職業出庭律師，最近三年擔任臨時法官，處
理刑事和民事案件。我是國家認可的審判教練，在西
雅圖大學法學院、埃默里法學院，並為國立審判辯護
學院的眾多計畫，教授辯護。

作為婦女庇護所的志工，與主持家庭暴力與保護令案
件的法官，我將致力於保護我們社會裡的弱勢婦女。
作為退伍軍人與職業軍人之子，我瞭解退伍軍人和
他們的家庭所面臨的獨特挑戰，且致力於解決這些問
題。作為前少年拘留官，我對於高風險青少年的需要
很敏感，並致力於解決在司法系統裡的種族不平等。

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 金郡勞動局、金
郡民主黨、第 5、第 30、第 31、第 32、第 33、
第 34、第 36、第 37、第 39，第 46、第 48 區民主
黨、KC 年輕民主黨人、行政康斯坦丁 (Constantine)、
前檢察總長 McKenna、市議員 McDermott、市議員 
Gonzalez、參議員 Habib、超過 125 位律師、和超過 
30 位法官，包括法官 Gonzalez 和 Ireland。

聯絡
(206) 602-6070；info@electnewmanjudge.com； 
www.electnewmanju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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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Gipe
（無黨派）

Kristin

Richardson
（無黨派）

法律/法官經驗
具備 26 年的法庭經驗，起訴了我們司法體制中最複雜
高調的案件，包括謀殺、性侵犯、家庭暴力和對兒童
犯罪。領導了冷案調查組 (Cold Case Homicide Unit)。

其他工作經驗
西雅圖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國家宣傳中心；美國
國家庭審辯論研究所。

學歷
華盛頓州立大學，威拉姆特大學法學院

社區服務
華盛頓女性律師基金會董事會（多元化和反偏見）；
受害者支持服務董事會（危機援助、擁護暴力犯罪受
害者的家庭）；東非社區推廣委員會（移民獲取司法
體制）；最高法院陪審團指導委員會。

聲明
金郡律師協會和華盛頓女性律師對 Kristin Richardson 
的評級為「特優」，這是他們最高的評價亦是此競選
活動的最高評價。GLBT (Q Law) 律師協會和亞洲司法
評價委員會對她的評級也是「特優」。

金郡的公民應得到可主持審判且具備廣泛審判經驗的
法官之法律服務。Kristin 已成功完成逾 100 起高等法
院陪審團審判（民事和刑事案件），提供了無法比擬
的法庭經驗並且終身為公共服務獻身。她已處理了眾
多最嚴重的案件，並最終獲得了成功。

Kristin 因其法律知識、公正及愛心而聞名，她將成為
一名能夠尊重每個人並確保聽取所有涉事者的意見的
法官。Kristin 致力於為易受攻擊且被剝奪權利的受害
者和無人為其辯護的證人站出來說話。她對向每個人
提供司法服務充滿熱情。

Kristin 擁有兩黨強有力的支持。她獲得以下各方的尊
敬和支持：從此席位退休的現任者、最高法院法官、
當選官員、逾 40 位法官、幾十位民事和刑事辯護律師
等等。

聯絡
(206) 659-0611；info@richardsonforjudge.com； 
www.richardsonforjudge.com

法律/法官經驗
金郡地區法院，臨時法官；金郡高等法院仲裁者；複
雜訴訟（包括民權法、商法、人身傷害法、刑法、家
庭法、男同性戀法和女同性戀法）的審判律師。

其他工作經驗
華盛頓州律師協會，剛卸任主席；美國海軍（海灣戰
爭退伍軍人）情報分析師。

學歷
畢業於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榮獲法律學位。

社區服務
三家非營利組織的無償法律顧問；自願擔任無家可歸青
年和同性戀、雙性戀及變性者 (LGBT) 青年的指導員；
華盛頓大學和西雅圖大學法學院的客座教授；QLaw 創
建董事會成員；華盛頓領導學院創建董事會成員州律師
多元化的前任主席。

聲明
身為經驗豐富的臨時法官、仲裁者和老練的審判律
師，Anthony Gipe 致力於為他人服務並為所有人尋求
公平正義。他的法律實施重點在於幫助普通群眾獲取
法律服務，從而滿足他們在民事和刑事方面的法律需
求。Anthony 對數十起複雜民事審判的經驗尤其適用
於高等法院，此法院處理大部分的民事案件。他的職
務被五個律師協會（包括金郡律師協會）評級為「特
優」或「非常合格」。

在 Anthony 的社區，他為無家可歸青年提供服務並解決
民眾可獲得司法服務的問題。他對法律社區的服務包括
在我們州法律的 125 年的歷程中擔任首位 LGBT 主席。

Anthony 在華盛頓西南部多種族的家庭中由工人階級父
母撫養長大。他與他的丈夫 Terry 生活在西雅圖，並且
領養了兩名兒童。

本人獲得以下人士及組織的支持： 全部 9  位州最高法院
法官； 幾十位法官；郡議員 Dembowski、McDermott 
、 Upthegrove；參議員 Chase、Carlyle、Pedersen、
Hasegawa、Habib、眾議員   Bergquist、Hudgins、Tomiko 
Santos、 Chopp、 Walk inshaw；西雅圖市議員 
González；金郡民主黨人；金郡勞工委員會；西雅圖市
長 Ed Murray；西雅圖市律政司 Pete Holmes。

聯絡
(425) 610-9071；info@gipeforjudge.com；
www.gipeforju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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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ne

Spearman
（無黨派）

Thomas

Cline
（無黨派）

法律/法官經驗
金郡高等法院法官（2008 年至今）；金郡地區法院法
官（2000 年至 2008 年）；科克蘭市法院法官（1995 
年至 2000 年）。法律經驗包括：家庭法律師（1992 年
至 1994 年）、公眾辯護律師（1985 年至 1992 年）。

其他工作經驗
兒童天堂 (Childhaven) 前董事會成員，Childhaven 是為
受虐/被忽視兒童提供的有益於健康的日托服務。

學歷
華盛頓大學（1984 年），法學博士；羅格斯大學（1981 
年），心理學文學士。

社區服務
司法協會 (Judicial Institute) 的創辦成員，Judicial Institute 
是為不同的有資格且畢生追求司法事業的律師提供的綜
合培訓與師友計劃。

聲明
Spearman 法官於 2008 年由金郡高等法院選出，並一直
是積極的法庭成員。除了嘗試處理法律所有領域的案件
以外，Spearman 法官還擔任首席民事法官、法院執行
委員會的成員，並主持非訴訟解決機制委員會，此委員
會支持民事糾紛的一致決議案。Spearman 法官致力於
為所有人提供更容易獲得、更高效且公正的司法體制。

Spearman 法官的支持者包括所有華盛頓最高法院法
官以及逾 70 位上訴法院和初審法院法官、立法委員
（Cyrus Habib、Jamie Pedersen、Gael Tarleton、Sharon 
Tomiko-Santos、Mia Gregerson 和 Cindy Ryu）、司
法部長 Bob Ferguson、金郡當選官員： 議員 Rod 
Dembowski、Joe McDermott 和 Claudia Balducci，郡
長 Dow Constantine，警務署署長 John Urquhart，西雅
圖市長 Ed Murray，金郡年輕民主黨人以及第 36 屆和第 
37 屆立法選區 (LD) 民主黨人。

Spearman 法官的對手是在某一訴訟案件她命令支付訴
訟費的一名律師。

Mariane Spearman 是一名公正、富有同情心且勤奮的法
官，擁有逾 20 年為金郡公民服務的司法經驗。她將倍
感榮幸能獲得你們的投票。

聯絡
retainjudgespearman@gmail.com；
www.retainjudgespearman.com

法律/法官經驗
為了聯邦和第九巡迴審判，被允許進入華盛頓州法
庭，美國最高法院和美國上訴法院。34 年私人法律執
業。

其他專業經驗
研究生教學助理，華盛頓大學。文件分析師，華盛頓
州司法部長辦公室。法院指定的監護人，金郡高等法
院。 對於受傷的摩托車騎士的百萬美元的受託管理人。

學歷
榮譽藝術學士學位，哈佛大學。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研究生獎學金。藝術（社會學）碩士和法學博士，華
盛頓大學。

社區服務
開放政策。不管對方支付能力就能給予建議。在檢察
官的不當行為案例裡的多年志工。

聲明
在他的店面辦公室 34 年來，湯姆已經為個人和小企業
奮力爭取。他非常獨立，成功地將律師、政客和財星 
500 大企業繩之以法。   

湯姆經驗豐富。他在十一個高等法院執業。他在五
個不同國家和西雅圖聯邦地區法院的陪審團面前爭
辯。 湯姆知道如何管理一個法庭。   

湯姆將成為改革的倡導者。司法正在超越中產階層所
能達到的範圍，由於不斷增加的法律費用。審前程
序應簡化。任何人都不應該被迫支付調解人數千美
元。中性律師應當因為其志願服務而收到持續教育學
分。 阻撓發現的律師應該降低他們的收費。  

湯姆將保護弱勢群體。應該有法官組成的委員會來審
查監護案例、消除該系統的濫用、並給朋友和家人發
聲的機會。當任何暴力行為與精神疾病有關時，應該
要有一個早期轉診到精神衛生專業人員。 這將實施布
雷迪法案，保護未來的受害人的和精神病患自己。請
做一個知情的投票者！ 訪問 clineforjudge.com 以瞭解
更多資訊。

聯絡
(206) 789-2777；tom@thomascline.com；
www.clineforju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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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模擬選舉

網上模擬選舉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
孩子們可以在學生模擬選舉中投票給真正的候選人和選票議案！

模擬選舉是一項無黨派教育項目，教孩子們如何成為知情選民。

K-12 年級學生可以免費在模擬選舉中投票。

兒童投票網址：www.vote.wa.gov/Mock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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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閱讀議案文本？

在雙括號內劃有一條直線橫穿的文字都
是現有的州法律；此議案如獲選民通過
後這些文字將從法律中刪除。

（（將被刪除文本的樣本））

劃有底線的文字並未列在現有的州法律
內，但此議案如獲選民通過後將會被加
入法律內。

將要加入文本的樣本

第1433號動議案

第1433號動議案全文

一部關於公平勞動標準的法案；修訂 R CW  
49.46.005、49.46.020、49.46.090、49.46.100 
及 49.46.120；RCW 第 49.46 章新增章節；制定
處罰規定；以及提供生效日期。

由華盛頓州人民訂立： 

新節。 第1 節。人們希望透過上調最低時薪來
建立公平勞動標準和保護他們的權利，具體上調
標準為 $11.00（2017 年）、$11.50（2018 年）、
$12.00（2019 年）及 $13.50（2020 年），同時
要求僱主為僱員提供受薪病假，以照顧他們自己
及其家人的健康。

第 2 節。RCW 49.46.005 和 1961 ex.s. c 18 s 
1 各修訂如下： 

(1) 鑑於建立僱員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本州人民最
為關切的重大問題，且已迫在眉睫，同時，立法
機構還需採取適當措施，在華盛頓州內建立最低
就業標準，因此，立法機構宣佈，經過其深思熟
慮的判斷，出於對本州公民的健康、安全及公共
福利的考慮，需要頒佈此項措施及行使其警員權
力，且立法機構會力求透過本章針對本州僱員建
立最低工資標準，以鼓勵本州內的就業機會。頒
佈本章條款的目的在於透過行使州警員權力，保
護本州人民當前和將來的健康、安全及福利。

(2) 自華盛頓州頒佈首部最低工資法案以來，立
法機構和人民已多次對本章進行修訂，以建立和
實施現代公平勞動標準，包括定期更新最低工資、
建立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 ，以及有權獲得加班費
等。

 (3) 因此，人們對本章進行修訂，以使其符合現
代勞動標準，具體為建立公平的最低工資標準和
提供受薪病假的權利，從而保護公眾健康，並讓
工人能夠照顧自身及其家人的健康。

第 I 部分
透過上調最低時薪來建立公平勞動標準，具體上
調標準為 $11.00（2017 年）、$11.50（2018 
年）、$12.00（2019 年）及 $13.50（2020 年）

第 3 節。RCW 49.46.020 和 1999 c 1 s 1 各修
訂如下： 

(1) (( 1999 年 1 月 1 日之前，每位僱主應向年
滿 18 歲的每名僱員支付不低於 $4.9 的時薪。 

(2) 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0 年 1 月 1 
日期間，每位僱主應向年滿 18 歲的每名僱員支付
不低於 $5.7 的時薪。

(3) 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1 年 1 月 1 
日期間，每位僱主應向年滿 18 歲的每名僱員支付
不低於 $6.5 的時薪。 

(4))) (a)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1 日期間，每位僱主應向年滿 18 歲的每名僱員支
付不低於 $11 的時薪。 

(b)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1 
日期間，每位僱主應向年滿 18 歲的每名僱員支付
不低於 $11.5 的時薪。

(c)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1 
日期間，每位僱主應向年滿 18 歲的每名僱員支付
不低於 $12 的時薪。

(d)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 月 1 
日期間，每位僱主應向年滿 18 歲的每名僱員支付
不低於 $13.5 的時薪。

(2)(a) 自 ((2001 年))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到
每個次年的 1 月 1 日（如本小節 (b) 項中提出）
時，每位僱主應向年滿 18 歲的每名僱員支付不低
於本小節 (b) 項中規定的時薪。

(b) 勞工與工業局應於 ((2000 年)) 2020 年 9 月 
30 日及每個次年的 9 月 30 日計算調整的最低工
資，並按當前年份的通貨膨脹率上調最低工資標
準，以保證僱員的購買力。在計算每個 9 月 1 日
之前的 12 個月期間調整的最低工資標準時，應採
用城市工薪階層和職員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W 或
繼承者指數，按美國勞工部的計算方法至小數後
一位。每次按本小節 (((4))) (2)(b) 項計算的調整之
最低工資標準將自次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5))) (3) 僱主必須向其僱員支付：(a) 所有小費
和賞金；以及 (b) RCW 49.46.160 中規定的所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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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費 ，但依據 RCW 49.46.160 之規定，列明可
不向僱員（負責為客戶提供服務者）支付的費用
除外。在僱員的最低時薪中不包含且不計入向僱
員支付的小費和服務費。 

 (4)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每位僱主必須為每
名僱員提供受薪病假，如本法案第 II 部分所述。

(5) 董事應依法針對未滿 18 歲的僱員制定最低
工資標準。

第 II 部分
透過要求僱主為僱員提供受薪病假，

建立公平勞動標準

新節。 第 4 節。需要妥善平衡工作場所和家
庭的需求，以促進公眾健康、家庭穩定和經濟安
全。為僱員提供合理的受薪病假，以照顧他們及
其家人的健康，此舉符合公眾利益。應按最新上
調的最低工資或員工正常和常規工資標準中的較
高者提供此類受薪病假。

新節。 第 5 節。(1)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每
位僱主應為每名僱員提供受薪病假，具體如下： 

(a) 僱員以僱員身份每工作 40 小時便可累積 1
小時的受薪病假。僱主可提前提供累積的受薪病
假，倘若此類提前情況達到或超過本節對於累
積、使用及結轉受薪病假的規定，則可如此。

(b) 僱員有權出於下列原因使用受薪病假： 
(i) 由於僱員患有精神或身體疾病、受傷或健康狀

況欠佳而導致缺勤；因僱員需要對此類精神或身體
疾病、傷情或健康狀況接受醫療診斷、護理或治療
而予以滿足；或僱員需要接受預防性治療； 

(ii) 讓僱員能夠照顧患有精神或身體疾病、受傷或
健康狀況欠佳的家人；照顧因精神或身體疾病、受
傷或健康狀況而需要接受醫療診斷、護理或治療的
家人；或照顧需要接受預防性治療的家人；以及 

(iii) 當僱員的工作地點出於任何健康原因而被政
府官員下令關閉時，或僱員子女的學校或托兒所
因此類原因被關閉時。

(c) 若缺勤符合 RCW 第 49.76 章家庭暴力休假
法案所規定的休假資格，則僱員有權使用受薪病
假。

(d) 僱員有權自入職後第 90 個日曆日開始使用
累積的受薪病假。

(e) 僱主可提供更為優厚的受薪病假政策或不得
將受薪病假用於其他用途。

(f) 僱主可要求僱員在缺勤時提交合理的通知，
只要此類通知不妨礙僱員合法使用受薪病假即
可。

(g) 若缺勤超過三天，僱主可要求核實僱員是否
將受薪休假用於許可的用途。若僱主要求核實，
則必須在休假期間或之後的合理時間段內為僱主
進行核實。僱主提出的核實要求不得使僱員承受
不合理的負擔或費用，不得超出法律規定的其他
隱私或核實要求。

(h) 僱主不得要求僱員尋求或找到一位替代者，
以彌補其在受薪病假期間的工時，且不得將此作
為僱員獲得受薪休假的條件。

(i) 在每次使用受薪病假時，僱員可按本章所制
定的最低時薪標準或其正常時薪中的較高者獲得
薪酬。僱主需有責任向僱員定期下達關於僱員可
享有的受薪病假薪金額度通知。

(j) 未使用的受薪病假可轉至下一年度，除非未
要求僱主允許僱員結轉超過 40 小時的受薪病假。

(k) 本節規定， 在任何僱員被解聘、辭職、退
休或因其他原因離職時，僱主無需針對累積但未
使用的受薪病假向該僱員提供經濟補償或其他形
式的補償。若僱員在離職後 12 個月內重新被
原僱主聘用，則無論僱主的辦公地點是否有所不
同，先前累積的受薪病假均將予以恢復，且在確
定使用本節第 (1) 小節 (d) 項所規定的受薪病假資
格時，先前的聘用期也將計算在內。

(2) 就本節而言，《家庭成員》是指下列任何人
員： 

(a) 子女，包括親生、收養或寄養的子女、繼子
女，或由該僱員代替其父母擔任法定監護人或事
實父母的子女，而不論年齡或受撫養身份如何； 

(b) 僱員或僱員配偶或已登記的家庭伴侶的親生
父母、養父母、事實父母，或寄養父母、繼父母
或法定監護人，或在僱員小時候代行其父母職責
的人； 

(c) 配偶； 
(d) 已登記的家庭伴侶； 
(e) 祖父母/外祖父母； 
(f) 孫子女/外孫子女；或 
(g) 兄弟姐妹。
(3) 僱主不得採取或執行將使用受薪病假視為缺

勤並導致或致使僱員違反紀律的任何政策。
(4) 僱主不得因僱員行使本章賦予之權利（包括

使用受薪病假）而對僱員有所歧視或進行報復。

第 III 部分
其他

新節。 第 6 節。(1)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為
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州或地方法律所規定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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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權利和補償措施均適用於執行本法案所規定
之所有權利。

(2) 州政府應依據本章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加
班及受薪病假規定，為個人服務提供者（如 RCW 
74.39A.240 所定義）提供償付。

第 7 節。RCW 49.46.090 和 2010 c 8 s 12043 
各修訂如下： 

(1) 若任何僱主向任何僱員支付的金額少於僱員
有權獲得或憑藉本章應獲得的 ((工資)) 金額，
則僱主有責任依據本章 ((工資標準)) 向該名受影
響的僱員支付拖欠的全部金額及僱主應向該名員
工實際支付的任何金額，同時還應承擔由法庭許
可的任何費用和合理的律師費。若僱員與其 ((所
任職的)) 僱主之間達成任何協議，據協議規定，
允許僱主向僱員支付少於依據本章 ((工資標準)) 
所拖欠的金額，則不得對僱主的此類行為提出抗
辯。

(2) 根據任何僱員提交的書面請求，若僱主支
付的金額少於僱員有權獲得或憑藉本章應獲得
的 ((工資)) 金額，則董事應依據本章或 RCW 
49.48.040 之規定將 ((工資)) 索賠任務委託給
指派的僱員負責，必要時可採取法律訴訟，以收
回索賠款，同時，僱主還應承擔由法庭許可的任
何費用和合理的律師費。

第 8 節。RCW 49.46.100 和 2010 c 8 s 12044 
各修訂如下： 

(1) 若任何僱主阻礙或耽誤董事或其授權代表在
執行本章規定的過程中履行職責，或拒絕董事或
其授權代表進入任何工作場所，或未能製作、保
存及保留本章條款要求之任何記錄，或偽造任何
此類記錄，或拒絕按要求向董事或其授權代表提
供任何記錄，或拒絕按要求向董事或其授權代表
就此類記錄或任何其他資訊提供正確執行本章規
定所要求的任何宣誓聲明，或向僱員支付或同意
支付 ((工資低於適用的工資標準)) 少於僱員有
權憑藉本章獲得的工資金額，或違反本章條款或
依據本章頒佈的任何法規，則應被視為違反本章
之規定，並應被裁定為犯有嚴重的輕罪。

(2) 若任何僱主因任何僱員針對僱主向董事或其
授權代表提出任何投訴，並訴稱僱主未依據本章
條款支付工資，或僱主違反本章任何條款，或因
僱員提起或即將提起基於本章條款或與本章條款
相關之任何訴訟，或因僱員在任何此類訴訟中出
庭作證或即將出庭作證，而將僱員辭退或以任何
其他方式歧視僱員，則應被視為違反本章條款，

並應被裁定為犯有嚴重的輕罪。

第 9 節。RCW 49.46.120 和 1961 ex.s. c 18 s 
4 各修訂如下： 

本章針對、受薪病假及本州內所有僱員的工
作條件制定了 ((一套)) 最低標準，除非獲得豁
免，否則應被視為對任何依此頒佈的其他聯邦、
州或地方法律或法令或任何其他法規或規定的增
補和補充。若由依此頒佈之任何適用的聯邦、州
或地方法律或法令或任何其他法規或規定制定的
與工資、工時、受薪病假或其他工作條件相關的
任何標準，比依據本章或依此頒佈的任何法規或
規定制定的最低標準更有利於僱員，則不受本章
及其他法律、法規或規定影響，且完全具有效
力，應依法執行。

新節。 第 10 節。州勞工與工業局必須採納和
實施相關規定，以執行和落實本法案，包括（但
不限於）通知僱員、報告相關病假、保護僱員因
合法使用病假而免受報復，及行使本章賦予之其
他權利的程序。州勞工與工業局為履行本法案所
賦予之權利而制定的相關規定至少應等同於執行
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

新節。 第 11 節。本法案的條款應從寬解釋以
實現本法案之意圖、政策和目的。依據本法案之
規定，當地司法轄區均應頒佈更利於僱員的其他
當地公平勞動標準，包括（但不限於）更為優厚
的最低工資或受薪病假規定。

新節。 第 12 節。本法案應編入 RCW 第 49.46 
章，並受 RCW 49.46.040（調查等規定）和 RCW 
49.46.070 （記錄保存規定）之約束。

新節。 第 13 節。如果本法案的任何條款或其
對任何人或情況的適用性被判定無效，本法案其
他部分的效力或條款對其他人或情況的適用性不
受影響。

新節。 第 14 節。本法案自 2017 年 1 月 1 日
起生效。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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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64號動議案全文

有關華盛頓選舉政治制度對人民負責的法案；修
改 RCW 42.17A.400、42.17A.430、42.17A.445、
42.17A.645、 42.17A.470、 42.17A.050、 
42.17A.750、42.17A.755、42.17A.765 和 42.17A. 
125；在 RCW 第 42.17A 章中加入新節；在 RCW 
第 82.32 章中加入新節；建立新節；撤銷 RCW 
82.08.0273 和 42.17A.550；規定處罰；以及進行
撥款。

由華盛頓州人民訂立： 
新節。 第 1 節。本法案可以被視為和作為華盛

頓政府責任法案。
新節。 第 2 節。(1) 人民發現並宣佈，對人

民負責是華盛頓選舉政治制度的重中之重。如
今，該制度已被腐敗問題所感染，公民參與度不
足（公民認為他們對我們的民主作用較小），未
在政治廣告和受薪遊說時將相關資訊充分披露給
公眾，以及未有力執法以解決這些問題。

(2) 華盛頓政府責任法案旨在透過下列行為，提
高華盛頓選舉政治制度對公眾的負責度： 

(a) 透過加強競選活動捐款限制，建立額外的競
選融資限制，以及禁止某些政府官員和僱員接收薪
酬來遊說州政府，從而防止政府腐敗和腐敗感知； 

(b) 透過建立有效的選舉活動公民融資制度，促
進公民參與和公開政治討論； 

(c) 透過改善政治廣告和遊說相關資訊的公眾披
露，更好地告知選民；以及 

(d) 透過促進舉報違法行為，擴大執法機構，為
執法工作提供資源，以及提高違法者潛在處罰﹐從
而提高掌管選舉政治的執法力度。

競選活動捐款和其他限制
第 3 節。RCW 42.17A.400 和 2010 c 204 s 

601 各修正如下： 
(1) 華盛頓州人民發現並宣佈： 
(a) 某些個人或組織的金融實力不應容許他們對

候選人選舉施加 ((不成比例的或)) 控制或不當影
響。

(b) 迅速提高的政治競選成本，使得許多候選人
在州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上，從特殊利益集團籌集或
協同獲得特定財政資助，籌集更大比例的捐款。這
已導致公眾認為民選官員的决定正受到財政捐贈
（包括協調開銷）的不當影響。

(((c) 候選人從個人籌集的捐款較少，而從特殊
利益集團籌集的捐款較多。這已促使公眾認為個人

在政治程序中所起到的作用無足輕重。)) 
(2) 透過限制競選活動捐款，人民想要： 
(a) 確保個人和利益集團擁有一个公平的 ((且

平等)) 機會來影響選舉和政府程序； 
(b) 减少 ((大企業捐款人的影響力)) 腐敗感

知；以及 
(c) ((恢復)) 加强公眾對政府機構和選舉程序

的信任。
新節。 第 4 節。(1) 公共承包商或未來公共

承包商，承包商擁有或承包商具有控股權益的實
體，擁有此類承包商或具有其控股權益的人員（
如果承包商不是個人），或者此類承包商的董事
或同等職位、官員或同等職位或者直系親屬成員
不得： 

(a) 針對承包商合格合約的談判、決標、執行、
履行或執法具有決策作用之官職的候選人，每次選
舉捐獻超過 100 美元； 

(b) 從另一人員提供或傳送對此類候選人的捐
款； 

(c) 每次選舉，針對此類候選人徵求個人捐款超
過 100 美元，或者累計捐款超過 500 美元； 

(d) 針對此類候選人，從承包商的員工、分包
商、客戶或親密家庭成員徵求捐款；或者 

(e) 與此類候選人或此類候選人有大量經濟利益
之實體之間存在私人商業交易或私人商業關係，除
非明確超出合理的懷疑，可證明商業交易或關係並
非旨在獲得或保持對候選人的影響。

(2) 已註冊或需要註冊為遊說人士的人員，此類
遊說人士擁有或遊說人士具有控股權益的實體，擁
有此類遊說人士或具有其控股權益的人員（如果遊
說人士不是個人），或者此類遊說人士的董事或同
等職位、官員或同等職位或者知悉親屬成員不得： 

(a) 針對人員在過去四年內曾進行相關遊說的任
何談判、規定、標準、費用或其他法令制定，實際
或潛在具有決策作用之官職的候選人，每次選舉為
其捐獻超過 100 美元； 

(b) 從另一人員提供或傳送對此類候選人的捐
款； 

(c) 每次選舉，針對此類候選人徵求個人捐款超
過 100 美元，或者累計捐款超過 500 美元； 

(d) 針對此類候選人，從遊說人士的員工、分包
商、客戶或親密家庭成員徵求捐款；或者 

(e) 與此類候選人或此類候選人有大量經濟利益
之實體之間存在私人商業交易或私人商業關係，除
非明確超出合理的懷疑，可證明商業交易或關係並
非旨在獲得或保持對候選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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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本節之目的，如果員工的部分正常職
責不適合由員工進行傳送或申請，則員工參與進
行或督導其僱主或者單獨的獨立基金或政治委員
會之捐款，由該員工的僱主進行建立及維持。

(4) 如果人員已知或有理由已知捐款已超出本節
中提供的限制，則該人員不得徵求或接受捐款。

(5) 對於本節而言： 
(a) 個人的《直系親屬成員》表示： 
(i) 個人的直系親屬，如本章中所定義； 
(ii) 個人的配偶、家庭伴侶、孩子、繼子繼女、

孫子孫女、父母、繼父母、祖父母、兄弟、異父
（母）兄弟、姐妹或異父（母）姐妹； 

(iii) 個人配偶或家庭伴侶的孩子、繼子繼女、
孫子孫女、父母、繼父母、祖父母、兄弟、異父
（母）兄弟、姐妹或異父（母）姐妹；或者 

(iv) 本第 (5) 子節的 (a)(ii) 或 (iii) 中描述
之任何人員的配偶或家庭伴侶。

(b)《未來公共承包商》表示直接或作為分包商
具有擱置申請或表現出申請或尋求合約之具體意
圖的人員，並且合約在 RCW 第 39 篇規定之下，
且將包括政府機構向任何或所有合約對方累計公
款支付超過 10 萬美元。此定義不包括此類人員
的員工，或者如果該人員是一個協會，則不包括
該協會的成員。

(c)《公共承包商》表示在相關公職目前的選舉
週期內，直接或作為分包商具有在 RCW 第 39 
篇規定之下的合約關係的人員，包括政府機構向
任何或所有合約對方累計公款支付超過 10 萬美
元。此定義不包括此類人員的員工，或者如果該
人員是一個協會，則不包括該協會的成員。

(6) 委員會被授權採用規定，根據需要，執行並
防止規避本節規定。

新節。 第 5 節。(1) 自本節生效之日後，若發
生下列任一情況，為支援某個候選人或反對某個
候選人對手的開銷，除了在 RCW 42.17A.005(13)
(b) 中描述的用途開銷之外，均被認為是協同該候
選人或候選人代理人進行（無論是候選人的授權
政治委員，督導候選人或委員會開銷的已登記人
員，或者其代理人），並因此被認為是本章中所
定義的捐款： 

(a) 候選人或代理人先前已明確瞭解該開銷； 
(b) 進行開銷的人員是候選人的直系親屬成員、

合作夥伴或員工；
(c) 開銷是由候選人直系親屬成員、合作夥伴或

員工合作、協商或協同，或者應其要求或建議進行
的；或者 

(d) 在進行開銷之前兩年內，或者在同一選舉
週期內： 

(i) 候選人或代理人，以及產生開銷的人員，出
席了討論與候選人選舉相關之競選相關策略或規
劃的會議； 

(ii) 候選人或代理人促成了產生開銷的政治委員
會，候選人或代理人請求了一個或多個第三方對產
生開銷的政治委員會進行捐款，或者候選人或代理
人請求對產生開銷之政治委員會組織或主辦的活動
進行捐款； 

(iii) 候選人或代理人，以及產生開銷的人員，共
用了辦公空間；或者 

(iv) 候選人或代理人，以及產生開銷的人員，針
對非部長競選相關目的，具有相同的代理人或與相
同的人員合作。

(2) 根據本節建立的任何推定都可反證。如果涉
嫌違反本章的行為以根據本節的協調推定為前提，
則一旦根據所有方提出的證據，推定的基礎被優勢
證據證實，舉證責任則歸於被推定違規者，以反駮
優勢證據證實的被推定協調，並再次考慮所有方提
出的所有證據。

(3) 無論本節有任何條款，並且無論是否建立推
定，都可能使用任何相關文件或支援事實來證明協
調開銷。

(4) 截至 2017 年 9 月 1 日，在持續的基礎
上，委員會將發佈有關最佳實務的指南，如果遵
循，則將有效地反證協調推定，包括通過有效的
防火牆文件，以及委員會認為充分的任何其他篩
選程序。推定違規者可以遵循委員會當時的指南
提出表面證據，來反證根據本節建立的推定。若
要恢復該推定，舉證責任則歸於委員會、司法部
長或檢控官，需以優勢證據證明，並考慮所有方
提出的所有證據，且無需遵循委員會當時的指
南。

(5) 本節不適用於根據 RCW 42.17A.755(4) 的
公民訴訟。在此類訴訟中，根據本節的協調不得用
來證明違規。

(6) 委員會被授權採用規定，根據需要，執行並
防止規避本節規定。

第 6 節。RCW 42.17A.430 和 2010 c 204 s 
606 各修正如下： 

候選人或首選人授權委員會的所有剩餘資金 ((
剩餘資金)) 都 ((只能)) 必須立即如本節中所述
進行處置。如果候選人從根據本法案第 9 節建立
的民主信用計劃獲得公款，則首選人必須將一定
比例的候選人剩餘資金轉交給委員會，該比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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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候選人收到了捐款總額中，來自民主信用計
劃之公款的比例。否則，必須使用下列任何一種
或多種方式處置剩餘資金： 

(1) 將剩餘資金退款給捐款人，且金額不超過
捐款人原始捐款； 

(2) 使用剩餘資金，報銷候選人因參加自己的
選舉宣傳而造成的收入損失。收入損失應該可證
實為特定選舉宣傳時段的未支付薪水，或者若候
選人未獲得薪水，則為不超過針對適當對應時段
內呈現的服務，候選人獲得的收入金額。任何報
銷不得超過金融管理辦公室確定的州預計家庭收
入中位數，以及委員會針對該時段按比例計算的
金額。 發生的所有收入損失均應記錄在案，並由
候選人或候選人的授權委員會維持該記錄。委員
會應根據 RCW 42.17A.235(((6))) (5) 保存此
記錄的副本； 

(3) 將剩餘資金轉移給政黨或黨團政治委員會
（無限制）； 

(4) 根據 RCW 第 19.09 章，將剩餘資金捐贈
給已註冊的慈善組織； 

(5) 將剩餘資金留傳給州財政司，以儲備為根
據本法案第 18 節建立的常務資金、競選融資和
執行資金，RCW 43.07.380 下的華盛頓州的遺
產專案、州立圖書館和檔案庫帳戶，或者 RCW 
43.15.050 下的立法國際貿易帳戶，如候選人或政
治委員會所規定；或者 

(6)((將剩餘資金存放在根據 RCW 42.17A.215 
指定的託管處，以供候選人最後尋求之同一職位的
未來可能選舉宣傳使用，並根據 RCW 42.17A.240 
報告所有此類託處置。如果候選人隨後公佈或公開
申報職位，則根據 RCW 42.17A.205 至 42.17A.240
，必須將適當的資訊報告給委員會。如果未尋求後
續職位，則根據本節的要求，不會處置所保留的剩
餘資金。 

(7))) 將剩餘競選資金保存在非報銷公職支出
或如本節中所提供的單獨帳戶中，並根據 RCW 
42.17A.240 報告所有此類處置。本子節下需要的
單獨帳戶不得用於處置未剩餘的競選資金。

(((8))) 任何候選人或授權委員會都不可以將資
金轉移給任何其他候選人或其他政治委員會。

根據本節的剩餘資金處置不得視為本章之目的
捐款。

第 7 節。RCW 42.17A.445 和 2010 c 204 s 
608 各修正如下： 

根據 RCW 42.17A.220 至 42.17A.240 和 
42.17A.425 收到及報告的捐款，只能支付給候選

人，或者財政司或其他個人，或者在下列情況下
為此類個人支出以供人員使用： 

(1) 報銷或支付，以彌補政治委員會因所執行
的競選或服務而產生的收入損失。收入損失應該
可證實為特定選舉宣傳時段的未支付薪水，或者
若個人未獲得薪水，則為不超過針對適當對應時
段內呈現的服務，個人獲得的收入金額。任何報
銷不得超過金融管理辦公室確定的州預計家庭收
入中位數，以及委員會針對該時段按比例計算的
金額。 發生的所有收入損失均應記錄在案，並根
據 RCW 42.17A.235 由候選人或候選人的授權委
員會維持該記錄。

(2) 報銷個人產生的直接現款支付選舉宣傳和
選舉後宣傳的相關費用。若要從政治委員會獲得
報銷，個人應向政治委員會提供書面證明文件，
說明每筆支出的金額、日期和描述，並且當根據 
RCW 42.17A.240 報告此類報銷的支出時，政治
委員會應包括此類資訊的副本。

(3) 個人向政治委員會貸款的還款應根據 RCW 
42.17A.240 進行報告。然而，捐款不得用來報銷
候選人向候選人自己的授權委員會進行的總計超
過四千七百美元的貸款。

第 8 節。RCW 42.17A.645 和 2010 c 204 s 
810 各修正如下： 

(1) 州或地方政府委員會的民選官員、任命官
員或公職人員，自本節生效後，不得從被註冊或
被要求註冊為遊說人士以及進行該官員或公職人
員擁有任何決策作用之任何立法、規定、標準、
費用或其他其法令制定相關遊說的人員接受雇用
或接收薪酬，直到官員任期或公職人員相關公職
任期結束後三年，或者遊說之後五年，以較早者
為准。

(2) 自本節生效後，在州或地方政府委員會任職
的民選或任命官員，不得因遊說他們民選或任命所
在的同一機關、機构、部門、立法機構或類似州組
織或地方政府委員會而獲得薪酬，直到該人員結束
在該州單位或地方政府委員會的任職後三年。

(3) 自本節生效日期後，被民選獲得某個職位
之候選人的候選人非部長功能競選執行官，在官
員任期內不得因遊說該民選官員而接受雇用或接
收薪酬，直到競選官員工作三年後。

(4) 如果任何被註冊或被要求註冊為遊說人士
的人員，或者任何被註冊或被要求註冊為遊說人
士之人員的僱主，僱用立法機構的一名成員或員
工、州董事會或委員會的一名成員或者全職州立
員工，並該新員工仍部分受僱於本州，則新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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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在僱用後十五天內向委員會提交聲明，在誓
言約束下簽字，陳述僱用的性質，所僱用人員的
姓名，以及支付或考慮的金額。

選舉公民融資
新節。 第 9 節。據此在委員會內建立民主信

用計劃。該計劃的目的旨在促進廣泛、多樣化、
公平且不失真的選舉政治公民影響及參與；鼓勵
公民為職位競選提供有意義的選民支援，並促進
連接他們與選民的程序；最大程度减少政府腐敗
感知；更好地告知公眾有關競選職位的候選人；
以及促進在選舉政治環境下進行有意義且公開的
政治問題討論。委員會在制定規定以根據本章中
授予的權利管理該計劃時，應力求促進這些目
的。

新節。 第 10 節。除非上下文另有明確規定，
否則本節中的定義適用於本子章的所有內容： 

(1)《捐款期》是指委員會按照規定決定的時
段，在該期間，符合資格的個人可以針對給定的
選舉年進行民主信用捐款。除非委員會另有决
定，否則捐款期應於相關選舉年的 4 月 1 日開
始。

(2)《民主信用捐款》是指由符合資格的個人根
據計劃的規定，從計劃資金向符合資格的州候選
人進行的競選活動捐款。

(3)《符合資格的個人》是指在州正常登記投票
的個人，或者根據本法案第 16 節，委員會驗證
可參加計劃的個人。

(4)《計劃》是指民主信用計劃。
(5)《計劃資金》是指委員會分配給民主信用計

劃，以專用於民主信用捐款的委員會資金，其中
包括根據本法案第 18 節撥出和分配的資金。

(6)《符合資格的州候選人》是指州職位候選
人，且其作為候選人經委員會認證符合資格獲得
民主信用捐款。

(7)《符合資格的捐款》是指未累計自任何捐款
人，未超過州法律下所有適用捐款限制（真正政
黨或黨團政治委員會的捐款限制除外）50% 之提
供給候選人的捐款，或者委累計自任何捐款人，
未超過規定設定之委員會確定推進該計劃之目的
所必要的替代金額。

新節。 第 11 節。(1) 在偶數年份選舉時，委
員會應在捐款期開始前至少十個工作日，使用個
人選民登記或計劃的驗證資料、個人化資料上的
地址，郵寄給每個符合資格的個人。此後，直到
該年普選之前一週，除非沒有計劃資金剩餘可用
於民主信用捐款，否則委員會應在個人獲得符合

資格的個人身分之前十個工作日內，將個人化資
料寄送給成為符合資格個人的每個個人。

(2) 寄送給每個符合資格個人的個人化資料必
須： 

(a) 郵寄給符合資格個人的姓名； 
(b) 使用官方委員會信封郵寄； 
(c) 提供有關該計劃的目的和運作的資訊，如

何存取委員會網站上可以找到計劃完整相關資訊
的部分，以及委員會計劃援助熱線的電話號碼或
其他用來聯絡委員會以獲得協助的類似方法； 

(d) 清楚地告知收件人該計劃的規定和處罰； 
(e) 針對符合資格的個人在捐款期間進行的每

筆民主信用捐款，提供唯一且不連續的 PIN 碼，
或者等效的安全驗證憑證；以及 

(f) 提供有關如何進行民主信用捐款的指示。
(3) 州務卿辦公室和所有郡級選舉部門應與委

員會以及所有涉及的承包商密切合作，以確保委
員會有權獲得連續準確的選民登記資訊。

新節。 第 12 節。(1) 在每一個偶數年份選舉
時，每一個符合資格的個人都有權在捐款期間參
與三個民主信用捐款，旨在讓計劃資金可用。每
個民主信用捐款金額都為五十美元。委員會應根
據規定設定捐款期，以促進輕鬆進行計劃管理，
並推進本法案第 9 節下之計劃目的。委員會還可
以調整授權民主信用捐款的數目，其中包括按職
位設定不同的金額，並根據需要推進候選人或符
合資格的個人參與計劃，或者根據需要激勵候選
人花費大量時間吸引符合資格的個人。在作出此
類調整時，委員會必須考慮執行可行競選的歷史
成本，計劃資金的預期可用性，以及符合資格的
州候選人的預期數目。

(2) 民主信用捐款應視為符合資格的個人進行的
捐款。民主信用捐款的金額不是符合資格的個人的
收入或貨幣資產。人員不能將進行民主信用捐款的
能力或進行民主信用捐款所需要的驗證憑證轉移給
另一人員。除了為殘障人士提供合理膳宿服務，或
者法律所允許之外，委託人、委託書或代理人不得
授權進行民主信用捐款。所有郡選舉部門都應向造
訪部門的符合資格的個人提供有關進行民主信用捐
款的協助。

(3) 若要進行民主信用捐款，符合資格的個人
必須使用委員會根據本法案第 16 節制定的選舉
授權，宣誓瞭解計劃的規定和處罰，並提供下列
資訊： 

(a) 個人識別資訊，如委員會所要求，以確保準
確性並防止欺詐和濫用，除非委員會另有决定，否

第1464號動議案



147147

則必須包括如符合資格個人選民登記或驗證資料
中記錄的姓名和居住或郵寄地址，出生日期，以
及下列個人用來在州登記投票或驗證為符合資格
個人的任何資訊： 社會安全號碼或華盛頓駕駛執
照、許可或身份證編號； 

(b) 由委員會提供以進行民主信用捐款的唯一 
PIN 碼或等效的安全驗證憑證；以及 

(c) 符合資格的個人希望為其進行民主信用捐款
的合格州候選人身份。

(4) 根據本法案第 9 節，如推動計劃目的之必
要，委員會可以允許符合資格的個人從委員會申
請並獲得一張表格，可用作本節第 (3) 子節下詳
細說明之電子程序的替代項，從而進行民主信用
捐款。在實施任何此類表格之前，委員會必須制
定規定以管理其使用。

(5) 在收到民主信用捐款所需要的資訊時，以及
確認所提供資訊是否有效時，有足夠可用的計劃資
金，並且允許預期的捐款，委員會應將民主信用捐
款從計劃資金轉移至符合資格個人選擇之合格州候
選人的候選人委員會。委員會可以根據規定設定在
從計劃資金轉移捐款之前必須經過的最低天數，從
而防止誤用、欺詐和濫用。

(6) 候選人委員會可能拒絕民主信用捐款。委
員會應通知其民主信用捐款遭拒的所有符合資格
的個人，並重新發出必要資訊和驗證憑證，以容
許個人將民主信用捐款提供給另一個符合資格的
州候選人。

(7) 委員會應利用獲得的資訊並在切實可行的範
圍內，儘量減少由於申請民主信任捐款的一般報告
需求而對候選人委員會造成的任何行政負擔。

新節。 第 13 節。(1) 在 2018、2020 和 
2022 年，只有競選州立法職位候選人才能是符合
資格的州候選人。委員會應確定在 2024 年候選
人可以是符合資格的州候選人的額外職位，之後
的每個偶數年份，為了擴充計劃以涵蓋盡可能多
的職位，同時確保由足夠的計劃資金進行此類擴
充，並優先考慮州長、州務卿、司法部長、公有
土地專員和最高法院法官等職位。

(2) 為了成為一名符合資格的州候選人，候選人
必須委員會按照規定確定的期間內，提交由委員會
制定的登記表。該表格必須由候選人和候選人競選
委員會的任何財務主管簽字。為了讓委員會認證為
符合資格的州候選人，要登記的候選人必須： 

(a) 表示願意接受民主信用捐款，並且瞭解且接
受計劃規定和處罰； 

(b) 展示在委員會按規定確定的期間內，從居

住於選舉所競選職位之地理地區或區域的唯一自
然人，募集所需要數目的合格捐款（每人至少十
美元）；以及 

(c) 證明該候選人： 
(i) 候選人選舉時，不得使用超過適用計劃限制

的個人資金； 
(ii) 不得徵求、接受、督導或以其他方式協調與

候選人選舉相關的資金接收或支出，根據本第 (2)
(c)(i) 子節的個人資金、民主信用捐款和符合資格
的捐款除外，除非該候選人符合資格獲得民主信用
捐款，但是沒有可用於該目的的計劃資金； 

(iii) 不得徵求、接受、督導或以其他方式協調與
任何其他選舉相關的資金接收或支出，民主信用捐
款和符合資格的捐款除外，與其他選舉； 

(iv) 提交聲明時未接受或支出與候選人選舉相
關的資金，根據本第 (2) (c)(i) 子節的個人資金
和符合資格的捐款除外，或者 (A) 報銷超過本第 
(2) (c)(i) 子節中限制的任何支出個人資金額，以
及 (B) 將所有超過合格捐款限制的金額退還給每
位原始選款人，或者如果無法退還給原始捐款人，
則退還給計劃資金； 

(v) 不得使用作為民主信用捐款獲得的資金向另
一個政治委員會進行捐款； 

(vi) 只要帳簿與競選有關，就會立即提供給委員
會；以及 

(vii) 將遵守該委員會按規定設定的任何其他要
求，並且委員會將根據需要採用以防止規避，從而
推進本法案第 9 節下計劃之目的。

(3) RCW 29A.24.050 中設定的申報期結束後，
候選人不得成為或保持符合資格的州候選人，除非
他或她已根據 RCW 第 29A.24 章正確地申報了候
選資格聲明。

(4) 競選州立法職位的合格州候選人不得使用累
計超過五千美元的個人資金進行競選活動。委員會
應按職位確定用於所有其他州候選人之個人資金的
使用限制，該金額涵蓋開始可行競選的合理費用，
同時推進基於廣泛的基礎社區支援的競選。委員會
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調整這些限制（包括立法職位
的限制），根據改變的環境，進行此類必要調整以
涵蓋競選啟動成本或根據廣泛的基礎社區支援推進
競選。

(5) 根據本節第 (2) 子節，變成合格州候選人
所需要的每個至少十美元的合格捐款數目為針對
每個州立法職位候選人七十五個。委員會應根據
職位確定所有其他州候選人的必要數目，該數目
可推進計劃參與，同時防止欺詐並防止無法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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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的公眾支援的候選人浪費公款。隨著時間
的推移，委員會可以調整這些數目（包括立法職
位的數目），根據改變的環境，進行此類必要調
整以推進計劃參與，防止欺詐，防止浪費公款，
或者推進計劃之目的。

(6) 如果委員會從州候選人收到有效的登記表，
則證明候選人登記為合格的州候選人，且可以在根
據計劃規定的捐款期內收到民主信用捐款。然後，
委員會應及時更新所有線上資料，以反映這種狀況
的變化。

(7) 合格的州候選人有資格在單一選舉年份內獲
得累計不超過下列金額的民主信用捐款： 對於州
代表候選人，為十五萬美元；對於州議會參議員候
選人，為二十五萬美元。委員會應確定適用於所有
其他州職位候選人的限制，這些數量應推進計劃參
與，同時還推進在各合格州候選人之間計劃資金公
平可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委員會可以調整這些限
制（涵蓋州代表和州議會參議員的限制），根據改
變的環境，進行此類必要調整以推進計劃參與，或
者推進在合格州候選人之間的計劃資金公平可用。

(8)(a) 合格的州候選人只能將民主信用捐款收
入用於： 

(i) 相關選舉的競選成本或競選債務；以及 
(ii) 在選舉週期內，以及按照委員會規定，在選

舉後的合理期間內。
(b) 合格的州候選人不能使用民主信用捐款收

入支付： 
(i) 候選人或候選人的直系親屬成員，除了用於

報銷實際直接現款支付的競選費用； 
(ii) 候選人或直系親屬成員累計持有股份比例 

10% 或以上的任何實體； 
(iii) 超過任何服務、商品、設施或價值事務之公

平市場價值的金額； 
(iv) 任何罰金或罰款；或者 
(v) 任何就職費用或選舉後政府官員費用。
(9)如果委員會發現候選人不計後果或故意 

實質違反選舉法律或程序要求，或者候選人由於
違反委員會規定且本章所依照的規定而被取消資
格，則候選人透過公開宣佈退出、放弃競選、初
選失利、初選失利或獲勝、不再符合所競選職位
的資格，而失去合格州候選人身份。失去合格州
候選人身份的候選人應在委員會規定設定的合理
期間內，付清所有債務和義務，報帳給委員會，
並將一定比例的剩餘資金移交給計劃資金，該比
例相當於候選人獲得的捐款總額中來自民主信用
捐款的比例。如果委員會在某個時間由於違反計

劃需求而取消合格州候選人身份，則該候選人還
應根據委員會按規定設定的規則，向計劃資金支
付罰金。

新節。 第 14 節。(1) 從 2021 年開始，委員
會應考慮是否有足夠的計劃資金來擴大計劃，以
涵蓋在奇數年份發生的選舉。如果委員會確定此
類擴大可根據本法案的第 9 條，進一步推進計劃
之目的，則將實施該擴大。

(2) 在 2022 年，委員會應要求司法部長提供
意見，該計劃是否可以合法地擴大以包括華盛頓
州美國國會眾議員以及華盛頓州美國國會參議員
之職位的聯邦候選人。司法部長將提供所要求的
意見。

(a) 如果司法部長認為可以合法地執行此類擴
大，之後委員會確定根據本法案的第 9 節，此
類擴大可進一步推動該計劃之目的，則委員會將
實施該擴大。

(b) 如果司法部長認為不能合法地執行此類擴
大，則委員會應等待環境發生實質改變，然後根
據本第 (2) 子節的 (a) 和 (b)，再次要求提供
意見。

(c) 如果該計劃擴大以包括聯邦候選人，則委
員會應採取合理的規定，以管理此類候選人的資
格和參與，並且雖然 RCW 42.17A.485 由所規
定，委員會仍可以允許符合資格的個人從此類候
選人捐款的計劃資金獲得直接退款。

新節。 第 15 節。(1) 任何人員意圖進行民主
信用捐款來交換現金或任何其他考慮，或者任何
人意圖購買或銷售民主信用捐款、進行民主信用
捐款的能力或計劃資料中包含的個人化資訊，則
被視為構成嚴重行為不當。

(2) 任何人員進行民主信用捐款以交換現金或
任何其他考慮，或者任何人購買或銷售民主信用
捐款、進行民主信用捐款的能力或計劃資料中包
含的個人化資訊，則被視為構成 C 類重罪。

新節。 第 16 節。(1) 委員會應外包控制與管
理計劃所有技術方面之私人且安全的電子系統的
開發和管理，以及可透過正常且安全的方法存取
的公共線上入口網站，例如透過電腦和行動式電
話或其他有網際網路存取之通用設備上的通用網
際網絡瀏覽器，符合資格的個人可以透過這些設
備進行民主信用捐款。當授予此類合約時，委員
會應優先考慮任何表現出有成功開發類似於所承
包那些技術的經驗的承包商。任何承包商、分包
商或相關實體都不得將資料、中繼資料或透過這
些合約獲得的任何資訊銷售、授權或散發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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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本章要求之公眾或委員會批准之實體以外的
任何其他實體。

(2) 委員會應在持續的基礎上實施該計劃，包
括： 

(a) 持續管理所有計劃資金的支出，以促進該
計劃的長期成功和可持續性； 

(b) 促進對該計劃的認識和理解，以最大程度
地擴大參與該計劃之公民和候選人的廣泛性和多
樣性； 

(c) 監督本節第 (1) 子節中描述的系統及入口
網站的管理； 

(d) 維護一個專門計劃資訊網站，以便於在網際
網路設備通用螢幕大小的完整範圍內進行檢視，告
知公眾有關計劃和計劃資金可用性；提供互動且可
輕鬆搜尋的合格州候選人最新清單，並且可按照姓
名、所競選職位和政黨排序；以及提供最新的互動
系統，詳細說明在該競選年份民主信用捐款之使用
和獲得的相關資訊，並且可以選擇免費下載包含該
資訊的批量資料檔案； 

(e) 發佈適用於候選人及符合資格個人的 
指南，以及將參考網站和主要計劃資料翻譯為大
多數州居民使用的語言，由委員會决定； 

(f) 維持計劃電話熱線，居民可以透過該熱線獲
得計劃相關資訊，要求協助解決計劃問題，並提
交有關民主信用捐款或個人化資料相關問題的投
訴； 

(g) 在每一個捐款期內，審計至少百分之二以隨
機方式選擇的符合資格的州候選人帳簿； 

(h) 每個奇數年份向公眾發佈一份全面的報告，
詳細說明計劃的狀態，以及其在之前偶數選舉年份
的使用情形；以及 

(i) 執行計劃要求並調查此類要求的潜在違規行
為，包括在適當時審查與任何符合資格州候選人
的競選相關聯的帳簿。

(3) 委員會應採用規定管理計劃，旨在實現本法
案第 9 至 15 節的條款，防止規避和欺詐，促進
無障礙和參與，解決計劃要求的違反行為，從而推
進該計劃之目的。委員會的規定可能包括針對計劃
要求違反行為的特殊民事處罰或其他補償措施。

(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1 日，委員會應制
定並採納條例，對於以下成年自然人 — 真正的
州居民，根據州法律不符合資格註冊投票，但是
根據州和聯邦法律符合資格為候選人競選捐款 — 
允許他們申請由委員會進行驗證，符合資格可在 
2020 年以及之後參加計劃。委員會應制定一個程
序，以合理地確保不再符合成為符合資格個人之

必要要求的個人不再進行民主信用捐款，直到該
個人再次符合此類要求為止。

第 17 節。RCW 42.17A.470 和 1993 c 2 s 13 
各修正如下： 

(1) 除了個人以外的人員不得作為捐款的中間人
或代理人。

(2) 個人在代表另一人員或實體進行捐款，或者
作為另一人員或實體的中間人或代理人時，務必
同時告知捐款接收者該個人的全名、街道地址、職
業、僱主姓名（如果有的話）或者經營場所（如果
自僱），以及個人作為其中間人或代理人之每個捐
款人的上述相同資訊。

(3) 根據本法案第 9 條件立的民主信用計劃
中，委員會公開管理符合資格個人的捐款，並且
不作為中間人或代理人（如本節中使用的那些術
語）。

新節。 第 18 節。(1) 在州財政部中建立競
選融資和執行資金。只能在撥款後支出帳戶中的
資金。從帳戶支出的資金只能用於計劃或委員會
的其他授權活動。存入帳戶的資金必須只用於這
些目地。

(2) 委員會應將從競選融資和執行資金撥款給委
員會的任何和所有資金，分配給 (a) 計劃，包括
用於民主信用捐款和計劃管理，或者 (b) 委員會的
持續活動，其中每個財政年度至少有四分之三分配
給計劃。

新節。 第 19 節。RCW 第 82.32 章中新增一
節，行文如下： 

(1) 在 2017 年 3 月 1 日或左右，部門將估計
在州收入中，來自撤銷（根據本法案第 30 節）
非居民銷售稅豁免（根據 RCW 82.08.0273）的
金額，並證明州財政司的估計金額。截至 2017 
年 4 月 1 日，州財政司應將七百五十萬美元的
認可金額，或者認可金額（如果少於七百五十萬
美元），轉移到在本法案第 18 節中建立的競選
融資和執行資金中。如果由於任何原因認可金額
少於七百五十萬美元，則財政司會將差額轉移到
普選的競選融資和執行資金中。

(2) 在 2017 年 6 月 1 日或左右，部門將估
計在現行財政年度的州收入中，來自非居民銷售
稅豁免的剩餘金額，並證明從非居民銷售稅豁免
的廢除導致當前財年，並證明州財政司的估計金
額。截至 2017 年 7 月 1 日，州財政司應將七
百五十萬美元的認可金額，或者認可金額（如果
少於七百五十萬美元），轉移到競選融資和執行
資金中。如果由於任何原因認可金額少於七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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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美元，則財政司會將差額轉移到普選的競選
融資和執行資金中。

(3) 截至 2018 年 6 月 1 日，以及之後的每
年 6 月 1 日，部門將每年估計在現行財政年度
的州收入中，來自非居民銷售稅豁免的金額，並
證明從非居民銷售稅豁免的廢除導致當前財年，
並證明州財政司的估計金額。這些年份估計金額
的調整應以在全州範圍內產生之銷售稅收入總金
額的變更為基礎。截至 2018 年 7 月 1 日，以及
之後每年的 7 月 1 日，州財政司應將三百萬美
元的認可金額，或者認可金額（如果少於三百萬
美元），轉移到競選融資和執行資金中。如果由
於任何原因認可金額少於三百萬美元，則財政司
會將差額轉移到普選的競選融資和執行資金中。

新節。 第 20 節。每一次，在本節的生效日
期和下一個緊隨財雙年度結束的一個日曆月後之
間，這開始於 2017 年 7 月 1 日，結束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將根據本法案第 19 節，將總額
存入競選融資和執行資金，據此存入的總額會從
該資金撥出給委員會，以根據本法案第 18 節進
行使用。從結束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財政年
度，撥出總計一千五百萬美元，其中在 2017 年 
4 月 1 日撥出七百五十萬美元，在 2017 年 7 
月 1 日撥出七百五十萬美元。從結束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財政年度，撥出總計三千萬美元。
從結束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財政年度，撥出
總計三千萬美元。

公開
新節。 第 21 節。(1) 針對根據 RCW 

42.17A.320 或本章之任何部分，包括《前五名捐
款人》資訊在內的任何要求，將單獨確定做出最
大捐款的人員或實體，如下所示： 

(a) 贊助人必須首先確定在公告首次發佈或者
呈現給公眾之前的十二個月期間，提供根據本章
可報告之超過七百美元的最大捐款的前五個人員
或實體； 

(b) 針對符合資格作為根據本第 (a) 子節確認
之前五個捐款人的所有政治委員會，必須確認同一
時期該政治委員會的前五個捐款人，諸如此類，直
到政治委員會之外的個人或實體向所確認公告涉及
的所有政治委員會提供最大捐款為止；以及 

(c) 然後，贊助人的公告必須列出捐款超過七百
美元，且根據本第 (a) 和 (b) 子節確認之所有捐
款中累計金額最大的前五個個人或實體（政治委員
會除外）。

(2) 對贊助人進行之專款專用、已追蹤和用於

所討論之公告之外其他目的的捐款，不得作為根
據本節第 (1) 子節確認前五個捐款之累計。

(3) 委員會被授權根據需要採用規定，防止規
避並實現前五個捐款人資訊要求之目的，旨在通
知選民發起政治公告的個人和實體。

第 22 節。RCW 42.17A.050 和 2010 c 204 s 
201 各修正如下： 

委員會將運營一個網站或網站營運合約，允許
存取報告、報告副本，或者在報告中提交並根據 
RCW 42.17A.205、42.17A.225、42.17A.235、
42.17A.255、42.17A.265、42.17A.600、42.17A.
615、42.17A.625 和 42.17A.630 向委員會申報之
資料和資訊的副本。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
網站必須允許使用者搜尋（包括按所涉及人員、
職位和機構名稱，以及按所涉及金額），並允許
使用者下載使用大量機器可讀取的格式，且根據 
RCW 42.17A.600 和 42.17A.615 報告的資訊。 
此外，委員會將嘗試透過網站提供委員會按本章
要求提交或產生，以供公眾使用或檢查的其他公
共紀錄。

執法和管理
第 23 節。RCW 42.17A.750 和 2013 c 166 s 

1 各修正如下： 
(1) 除了本節第 (2) 子節中的處罰，以及法律

提供的所有其他補償措施之外，法院判令可以利
用下列一項或多項民事補償措施和懲罰： 

(a) 如果法院發現任何候選人或政治委員會違反
本章之任何條款，並且該違規行為可能影響任何選
舉結果，則該選舉結果可能被保留無效，並且在發
現該情況後六十天內進行特別選舉。旨在讓選舉無
效而採取的任何訴訟都將在有問題之選舉之日起的
一年內開始。其目的是在所有適用案例中自由執行
此補償措施，以保護選民的知情投票權。

(b) 如果遊說競選之任何基層的任何遊說人士或
贊助人違反本章的任何條款，則其登記可能被廢除
或暫時取消，並且他或她可能被禁止接收薪酬或進
行遊說支出。執行懲罰並不免除本章對遊說人士申
報聲明和報告之要求。

(c) 因疏忽而違反本章之任何條款的人員，其每
次違規可能處以不超過一萬美元的民事處罰。不計
後果或故意違反本章之任何條款的人員，其每次違
規可能處以不超過五萬美元的民事處罰。 然而，
對於違反 RCW 42.17A.405 的人員或實體，其每次
疏忽違規可能被處以最多一萬美元的民事處罰，而
不計後果或故意違規可能被處以五萬美元的民事處
罰，或者非法進行或接受之捐款金額的三倍，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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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較大者)) 最大者。
(d) 未能在本章要求之時間內申報適當已完成聲

明或報告的人員，其拖欠行為每延遲一天，即被處
以 ((十)) 最多五十美元的民事處罰。

(e) 每個故意不按照 RCW 42.17A.635 的要求
申報聲明的州機構主管將被判以個人責任，並處
以每份聲明 ((一)) 五百美元的民事處罰。這些
處罰是對該機構執行之所有其他民事補償措施或
懲罰的補充。

(f) 未能按本章要求報告捐款或支出的人員，可
能被處以民事處罰，且金額相當於未根據需要報
告的金額。

(g) 對違反 RCW 42.17A.635 (2) 或 (3) 之
行為負責或者故意違反 RCW 42.17A.635 (2) 或 
(3) 而引導或支出公款的任何州機構官員或僱員，
可能被判以個人責任，並處以金額至少相當於違
規行為中支出之公款金額的民事處罰。

(h) 法院可能命令任何人員阻止執行任何據此禁
止的法案，或者強迫執行據此要求的任何法案。

(2) 委員會可以將下列違規行為提呈刑事檢控： 
(a) 有實際惡意且違反本章之條款的人員，根據 

RCW 第 9.92 章構成輕罪； 
(b) 在五年內有實際惡意且違反本章之三個或更

多條款的人員，根據 RCW 第 9.92 章構成嚴重行
為不當；以及 

(c) 有實際惡意且獲得或提供任何虛假或偽造文
件以根據本章向委員會申報、登記或記錄的人員，
根據 RCW 第 9.94A 章構成 C 類重罪。

第 24 節。RCW 42.17A.755 和 2011 c 145 s 
7 各修正如下： 

(1) 委員會可以 (a) 確定是否發生本章的實際
違規行為；以及 (b) 在此類確定之後發出並執行
適當的命令。

(2) 在委員會選擇確定是否發生實際違規行為
時，應根據管理程序法案 RCW 第 34.05 章舉行
聽證會，以進行確定。委員會根據本節發出的任
何命令都應根據此類聽證會。

(3) 代替根據本節舉行聽證會或發出命令，委
員會可以將問題提呈給司法部長或者 RCW 42. 
17A.105 中提供的其他執法機構。

(4) 根據本節向其發出命令的人員將被指定為被
告。命令可能要求被告停止並終止或者採取積極措
施以補救構成違規的活動，以及，或者替代地，可
以強制執行 RCW 42.17A.750(1) (b) 至 (((e))) 
(g) 中提供的一個或多個補救措施。((委員會可能
處以金額不超過一萬美元的處罰。)) 

(5) 委員會有權放棄針對首次違規的罰款。同一
人員和個人第二次違反同一規定時，無論該人員和
個人是否針對不同的政治委員會違規，都將處以罰
款。針對同一規定的持續違規行為將導致連續增加
的罰款。

(6) 根據本節由委員會發出的命令，將根據管理
程序法案（RCW 第 34.05 章）進行司法審查。如
果未對委員會的命令感到滿意，並且未在三十天內
申報請願書以供審查，則委員會可能向法院申請某
個州的合法管轄權，並根據該節申報請願書以供審
查，從而獲得執法命令。委員會請願相關程序應遵
照 RCW 42.17A.760。

(7) 委員會被命令考慮及時執行本章是重中之
重。委員會被命令根據本章使用其執法機構的完
整範圍，無延遲確定並解决違規行為，包括在每
次可能的相關選舉之前，阻止正在進行或即將發
生的違規行為。

(8) 由委員會執行並根據本節收取的所有處罰一
半交予州，一半交予委員會，且該罰金必須用於防
止和調查本章之潛在違規行為。如果違規行為被發
現是故意的，則委員會也可以評估所有相關的調查
和執法費用，包括律師費。如果針對遊說人士評估
罰金，則可能不僅針對遊說人士進行判決，同時將
被發現不計後果或故意發生違規相關行為的所有遊
說人士僱主作為被告加入，並連帶地、分別地（或
者兩者兼顧地）進行判決。

第 25 節。RCW 42.17A.765 和 2010 c 204 s 
1004 各修正如下： 

(1) 本州的司法部長和政治分區檢控機構可能代
表州提起民事訴訟，以對本章的違規行為進行適當
的民事補償，包括但不限於 RCW 42.17A.750 中提
供的特殊補償。在此類民事訴訟中，任何違反本章
而被處罰的金額一半交予州，一半交予委員會，且
該罰金必須用於防止和調查本章之潛在違規行為。 

(2) 本州的司法部長和政治分區檢控機構可能調
查或導致被調查有理由相信正在或已發生違反本章
之行為的任何人員，並且可能要求任何此類人員或
者任何其他有理由相信擁有此類人員活動相關資訊
的人員，在某個時間、在此類人員居住或被發現之
州內指定的地點出庭，以在誓言約束下提供此類資
訊，並上呈基於本章授權之所有調查，所有可能相
關或作為資料的帳戶、帳單、收據、帳簿、紙張和
文件。

(3) 當本州的司法部長和任何政治分區檢控機
構要求任何人員出席以取得此類資訊或上呈基於
本章授權之所有調查，可能相關或作為資料的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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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帳單、收據、帳簿、紙張和文件時，他或她
將發出一項命令，說明要求出席的時間和地點，
並在確定的出席日期之前至少十四天將該命令遞
交或以掛號信方式寄送給該人員。該命令與傳票
具有相同效力，在全州範圍內有效，並且應司法
部長或檢控機構申請發出，接收該命令之人員所
在或被發現所在州的任一高等法院可能強制要求
服從該命令，該強制執行方式與將該命令視為傳
票相同。舉行聽證會後，如果任何人員有正當理
由認為該命令剝奪其正當權益，則經申請，法院
有權改變、修訂、暫時取消或延後其所有或部分
條款。在法院根據其條款未強制執行命令的情况
下，法院將以書面形式清楚地陳述其行為原因，
並且該行為將由上訴法院根據調卷令或其他適用
訴訟進行審查。

(4) 以書面方式通知違規發生所在州之司法部長
和檢控官，有理由相信本章之部分條款正在或已被
違反的人員，可以自行 ((代表州提起訴訟)) 代表
州針對所稱違規者提起民事訴訟（之後稱為公民訴
訟），以獲得本章下授權的任何補償。

(a) 僅在下列情況下，可以提起本公民訴訟： 
(i) 司法部長和檢控官未能在通知後四十五天內

提起訴訟； 
(ii) 之後該人員已進一步通知司法部長和檢控

官，該人員將在無法未採取措施後十天內提起公
民訴訟； 

(iii) 司法部長和檢控官實際未能在收到上述二次
通知後十天內提起此類訴訟；以及 

(iv) 在發生所稱違規行為兩年內申報公民訴訟。
(b) 如果在選舉之前六十天內持續發生或即將

發生所稱的本章違規行為，並且可能影響結果，
則在該期間可能提起公民訴訟，並且與本子節的 
(a) 無關，包括禁制令和任何其他依法授權的補救
措施，但是僅在下列情況下發生： 

(i) 該人員已進一步通知司法部長和檢控官，該
人員將在無法未採取措施後十天內提起公民訴訟；
並且 

(ii) 司法部長和檢控官實際未能在收到上述通知
後十天內提起此類訴訟。

(c) 如果提起公民訴訟的人員獲勝，則裁決處罰
的金額將歸於州，但是他或她有權獲得華盛頓州報
銷的合理費用，以及其產生的律師費。如果公民訴
訟被駁回，並且法院還發現所提起訴訟並沒有合理
原因，則法院可能命令提起訴訟的人員支付所有審
判費用，以及被告產生的合理律師費。

(5) 在根據本節發現違規行為而提起的任何訴訟

中，法院可能判決州負責所有調查和審判費用，包
括由法院確定的合理律師費。如果違規行為被發現
係故意發生，則判决金額（針對此目地可能包括費
用）可能由法院自由裁量，是懲罰性賠償的三倍。
如果針對遊說人士提起的此類訴訟被處以罰金或三
倍罰金，則可能不僅針對遊說人士進行判決，同時
將被發現不計後果或故意發生違規相關行為的 ((
遊說人士，以及遊說人士的)) 所有遊說人士僱主
作為被告加入，並 ((連帶地、分別地（或者兩者
兼顧地）)) 進行判決。如果被告針對司法部長或
檢控官獲勝，他或她將被判以承擔所有審判費用，
並且可能由法院自由裁量，由華盛頓政府支付法院
確定的合理律師費。

(6) 本州的司法部長和政治分區檢控機構被命令
考慮及時執行本章是重中之重。司法部長和檢控機
構被命令根據本章使用其執法機構的完整範圍，無
延遲確定並解决違規行為，包括在每次可能的相關
選舉之前，獲得判決以阻止所有正在進行或即將發
生的違規行為。

新節。 第 26 節。(1) 人員不得使用捐款支付
由於違反本章或者根據本節而欠下的罰款或其他
金額，除非該人員無法以其他方式支付，或者不
能根據本節的第 (2) 子節收取該金額。

(2) 如果某委員會或其他實體被發現應對違反本
章負責，並且除非該實體使用捐款，否則無法收取
針對該實體評估的金額，並且如果下列其他人員被
發現在訴訟或非訴訟和審判期間不計後果或故意構
成違規，並因此需要責任歸屬，則此類人員應個人
對所欠下金額負責： 

(a) 若為政治委員會違規，則由委員會官員或督
導委員會行為的人員負責； 

(b) 若為公司違規，則由公司董事或官員負責； 
(c) 若為政治委員會、公司或其他實體違規，則

擁有類似權力或控制地位的人員負責。
(3) 針對本節之目的，如果人員已知且無視可能

發生違規的巨大風險，並且無視此類巨大風險與同
一狀況下的合理人員行為有巨大偏差，則該人員行
為係不計後果。

新節。 第 27 節。(1) 委員會將維護並向公
眾提供一個熱線電話，以供報告有關本章潛在違
規行為的跡象。報告此類跡象的人員必須有權保
留匿名。委員會有決定是否調查任何跡象的自由
裁量權。

(2) 任何民選職位、遊說人士或政治委員會如果
擁有僱員，則必須在所有僱員可合理存取的位置，
顯著公佈在本節第 (1) 子節中建立的熱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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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通知必須清楚地指出，該熱線可用於報告有關
競選資金和披露法潛在違規的匿名跡象。委員會
將建立並提供根據委員會指示公佈時合格的樣品
通知。

新節。 第 28 節。RCW 第 42.17A 章增加新
的一節，行文如下： 

(1) 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根據 RCW 
42.17A.635 被要求報告的所有機構，都必須透過委
員會根據 RCW 42.17A.055 提供的資訊，透過網際
網路以電子方式申報本章要求的所有報告。

(2) 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根據 RCW 42.17A.600
、42.17A.615、42.17A.625 或 42.17A.630 申報報告
的所有遊說人士以及遊說人士的僱主，都必須透過
委員會根據 RCW 42.17A.055 提供的資訊，透過網
際網路以電子方式申報本章要求的所有報告。

(3) 委員會應監督並確保電腦軟硬體或其他應用
程式的設計、開發、實施和維護，以承接本節要求
的以電子方式申報報告，以及與現有架構、技術和
作業系統相容的資料庫和查詢系統，向公眾提供隨
時可用的資料以供審查和分析。鼓勵委員會讓利益
相關者參與系統的設計和開發。

第 29 節。RCW 42.17A.125 和 2011 c 60 s 21 
各修正如下： 

(1) 在每個偶數日曆年份開始時，委員會應根
據金融管理辦公室所建議通貨膨脹指數反映的經
濟狀況變更，提高或降低 RCW 42.17A.005(26)
、 42.17A.320、 42.17A.405、 42.17A.410
、 42.17A.445( 3)、 42.17A.475、((和) ) 
42.17A.630(1) ((根據金融管理辦公室所建議通
貨膨脹指數反映的經濟狀況變更))、42.17A.750
、42.17A.765、本法案第 4、13(4) 和 21 節
中的美元金額，隨著時間推移由委員會進行合法
地修訂。委員會根據本節建立的新美元金額將被
捨入為最方便公眾理解的金額，以便在本章提供
之基礎金額的百分之十以內，並經修訂，乘以自 
((2008 年 7 月)) 基礎金額最近一次修訂之後
通貨膨脹指數的增額。

(2) 委員會可能會修訂（至少每五年一次，
但不會超過每兩年一次）本章的貨幣報告最低
金額和報告代碼值。修訂應僅旨在確認金融管
理辦公室所建議通貨膨脹指數反映的經濟狀況
變更，或者向公眾提供更多詳細資訊。通貨膨
脹修訂應以自前次修訂之前的十二月開始，至
採納修訂之前的十二月結束，該期間內的指數
變更為導向。對於本章三大一般種類中的每一
種（競選資金報告、遊說人士活動報告和民選

與任命官員金融活動報告），通貨膨脹修訂應同
樣影響每個種類內的所有閾值。由本子節授權的
通貨膨脹修訂，應反映自影響各代碼或最低金額
最後立法頒佈之時起的經濟變化。

(3) 根據本節第 (1) 和 (2) 子節進行的修訂
應採納作為 RCW 第 34.05 章下的規定。

新節。 第 30 節。已廢除下列每項法案或部分
法案： 

(1) RCW 82.08.0273（豁免 — 銷售給非本地
居民的有形個人財產、數位產品和在州外使用的
數字代碼 — 非本地居民身份證明 — 處罰）和 
2014 c 140 s 17、2011 c 7 s 1、2010 c 106 s 215
、2009 c 535 s 512、2007 c 135 s 2、2003 c 53 
s 399、1993 c 444 s 1、1988 c 96 s 1、1982 1st 
ex.s. c 5 s 1 與 1980 c 37 s 39；以及 

(2) RCW 42.17A.550（出於政治目地使用公
款）和 2008 c 29 s 1 與 1993 c 2 s 24。

闡明
新節。 第 31 節。(1) 本法案的每一部分都實

現了重要目的，且保證獨立實施，即使未考慮到
本法案的其他部分。

(2) 本法案的任一規定、小節或其他部分之失
效都不會限制本法案剩餘部分的應用，並保持法
律所允許的最大範圍，從而實現本法案之目地。
如果本法案的任何條款或其對任何人或情況的適
用性被判定無效，本法案其他部分的效力或條款
對其他人或情況的適用性將不受影響。

(3) (a) 一種捐款限制或其他限制，(b) 將此限
制應用至某類人員，(c) 一個計劃或者計劃參數或
區段，(d) 某類人員參與此類計劃，(e) 一個處罰
或部分處罰，(f) 對某類人員強制執行此類處罰，
或者 (g) 資金條款的失效，不得影響任何其他限
制、計劃、參數、區段、處罰、資金條款或其他
條款的有效性，並且不得影響對任何其他人員或
參與者的應用。

新節。 第 32 節。本法案的條款應從寬解釋以
實現本法案之政策和目的。

新節。 第 33 節。本法案的第 4 和第 5 節均
新增至 RCW 第 42.17A 章，並且子章標題編纂
為《活動捐款限制和其他限制》。 

新節。 第 34 節。本法案的第 9 至 16 節和
第 18 節均新增至 RCW 第 42.17A 章，並且子
章標題編纂為《選舉的公民融資》。 

新節。 第 35 節。本法案的第 21 節新增至 
RCW 第 42.17A 章，並且子章標題編纂為《政治
廣告和競選活動交流》。 

第1464號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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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節。 第 36 節。本法案的第 26 節新增至 
RCW 第 42.17A 章，並且子章標題編纂為《執
法》。 

新節。 第 37 節。本法案的第 27 節新增至 
RCW 第 42.17A 章，並且子章標題編纂為《管
理》。 

--- 完 ---

第1464號動議案 | 第1491 號動議案

第1491號動議案全文

關於極端風險保護令的法案；向華盛頓州修訂
法 (RCW) 第 7 款新增章節；並規定懲罰。

由華盛頓州人民訂立：

新節。 第 1 節。目的。(1) 本法案旨在透過
允許親屬、家庭成員和警察在有證據表明某人會
造成嚴重危險時（包括因危險的心理健康危機或
暴力行為而產生的危險）獲得一份法院命令，從
而暫時阻止有傷害自己或他人的高度風險的此人
不能獲得槍械。

(2) 每年逾十萬人成為槍擊的受害者，而在這
些受害者中，有超過三萬人失去了生命。在過去
有紀錄資料的五年中，美國有 164,821 人因槍擊
死亡 — 平均每天死亡 91 人。

(3) 研究表明，有特定危險行為的個人有明顯更
大的可能性會在近期對自己或他人施加暴力。這些
行為包括其他暴力行為或威脅、自我傷害，或濫用
藥物或酒精，這些都是一個人可能很快施加暴力的
警示信號。

(4) 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危險的個人，通常展現出
警示親屬、家庭成員或執法機構的威脅信號。許多
大規模射殺的槍擊者在射殺前會表現出警示信號，
但聯邦和州法律卻沒有提供清楚的法律程序甚至暫
時地阻止槍擊者獲得槍支。

(5) 在實施此項動議中，人們的意圖和意願是在
尊重憲法權利的同時，為親屬、家庭成員和執法機
構提供法院程序，獲得一份暫時限制某人獲得槍械
的權利，從而減少槍殺死亡和傷害。法院命令的適
用範圍是此人因持有槍械而對自己或他人造成重大
危險的情況，且包括保護被告權利的標準和防護措
施以及正當的法律程序。

新節。 第 2 節。簡標題。本法案可以被視為和
作為極端風險保護令法案。

新節。 第 3 節。定義。除非上下文另有明確規
定，否則本節中的定義適用於本章的所有內容。

(1)《極端風險保護令》表示根據本章頒發的單
方暫時命令或最終命令。

(2)《親屬或家庭成員》表示與被告相關的任
何：(a) 被告血親、姻親或收養人；(b) 被告的戀
愛對象；(c) 與被告共同生育孩子的人，無論此人
是否已與被告結婚或在任何時間同居；(d) 與被
告同居或在過去一年內與被告同居的人；(e) 被
告的家庭伴侶；(f) 與被告具有血緣或法律親子關

登記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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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根據本小節沒有披露地址，那麼請願人必須指
定替代地址，供被告送達任何申請的通知使用。
如果請願人是執法官員或機構，那麼備案地址必
須是該執法機構的地址。

(7) 所有法院秘書辦公室應在收到法院行政辦
公室發出的原件後的九十天內，提供本法案第 16 
節規定的標準化表格、說明和資訊手冊。秘書根
據本節提供的任何協助或資訊不構成執法行為，
且秘書不負責請願書中包含的不正確資訊。

(8) 法院或任何公共機構不得向根據本章尋求救
濟的請願人收取提出申請或傳票送達的費用。請願
人應免費獲得必要數量的認證副本、表格和說明手
冊。

(9) 請願人不必在本節的任何訴訟程序中提交保
證金即可以獲得救濟。

(10) 華盛頓州高等法院擁有本章中訴訟程序的
司法管轄權。另外，區和市法院對根據本法案第 6 
節發行的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的發行和執行擁有有
限的司法管轄權。區或市法院應在高等法院召開符
合本法案第 5 節的全面聽證會，並轉移案件。如
果未及時向被告送達全面聽證會的通知和命令，那
麼發行法院與高等法院共同擁有司法管轄權，可以
延長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

新節。 第 5 節。極端風險保護令聽證會和發
行。(1) 法院在收到請願書後，應命令在不晚於該
命令日期後的十四天召開聽證會，並向被告發送一
份相同事件的聽證會通知。

(a) 法院可以根據當地法院的規定，透過電話安
排聽證會，在合理的範圍內為殘疾人提供方便，或
在例外情況下保護請願人免受潛在傷害。法院應在
進行電話聽證會前，要求確認請願人的身份。

(b) 法院秘書應在開庭日或之前將一份聽證會通
知和請願書轉交給合適的執法機構，以將通知送達
給被告。

(c) 執法機構官員應在聽證會前至少五個開
庭日，將聽證會通知和請願書親自送達給被告。
根據本節發行的傳票優先於其他送達的文件，除
非其他文件具有相似的緊急性質。如果不能實現
及時的直接送達，那麼法院應設定新的聽證會日
期，並要求進行其他嘗試來實現直接送達，或者
根據本法案第 8 節准許透過公示或郵寄送達。
法院不應要求超過兩次實現直接送達的嘗試，且
在兩次嘗試實現直接送達後，應准許透過公示
或郵寄送達，除非請願人要求再嘗試幾次直接送
達。如果法院發行命令，准許透過公示或郵寄送
達，那麼法院應在不晚於發行命令之日期後的二

係的人，包括繼父母和繼子女以及祖父母和孫子
女；以及 (g) 正在作為或曾作為被告合法監護人
之人。

(3)《請願人》表示根據本章申請命令之人。
(4)《被告》表示在根據本章提出的請願書中被

界定為被告之人。

新節。 第 4 節。極端風險保護令之請願書。在
法律上存在被稱為申請極端風險保護令之請願書的
行動。

(1) 極端風險保護令之請願書的提出者可以是 
(a) 被告的親屬或家庭成員，或 (b) 執法機構官
員或機構。

(2) 依據本章的行動必須在請願人居住的國家或
者被告人居住的國家中提出。

(3) 請願書必須： 
(a) 指稱被告由於保管或控制、購買、持有或

接收槍械而對自己或他人有造成嚴重的人身傷害
危險，且伴隨一份在誓言約束下生成的宣誓書，
陳述造成在合理的程度內害怕被告在未來做出危
險行為的具體表述、行動或事實； 

(b) 確認請願人相信被告當前擁有、持有、保管
或控制的任何槍械的數量、類型和存放位置； 

(c) 確認是否已有根據 RCW 第 7.90 章、第 
7.92 章、第 10.14 章、第 9A.46 章、第 10.99 
章、第 26.50 章或第 26.52 章或其他任何適用法
規發行的管控被告的現有保護令；以及 

(d) 確認是否有根據華盛頓州法律在請願書各
方之間存在未決的訴訟案件、投訴、請願或其他
訴訟。

(4) 法院行政官驗證管控各方的任何現有命令的
條款。法院不得因各方之間存在未決訴訟或有驗證
現有命令條款之必要性，而延遲頒發救濟令。無論
各方之間是否存在未決訴訟，均可以頒發極端風險
保護令的請願書。

(5) 如果請願人是執法官員或機構，那麼該請
願人應付諸有誠意的努力向被告人的親屬或家庭
成員，以及可能處於暴力風險之中的任何已知第
三方提供通知。該通知必須說明請願人意在向法
院申請一份極端風險保護令或已獲得了保護令，
並納入適當的參考資源，包括心理健康、家庭暴
力和諮詢資源。請願人必須在請願書中證明已提
供此類通知，或證明要提供此類通知而將要採取
的步驟。

(6) 如果請願書說明披露請願人的地址將危及請
願人或請願人家庭的任何成員，那麼請願人的地址
可以從向法院遞送的所有文件中刪除。如果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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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天訂定聽證會日期。
(d) 法院可以根據本法案第 6 節的規定，發行

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推遲根據此第 (1) 小節命
令的聽證會。此類單方命令必須與聽證會通知和
請願書同時送達。

(2) 如果法院在聽證事件時，透過足夠的證據裁
定，被告因保管或控制、購買、持有或接收槍械而
對自己或他人會造成嚴重的人身傷害危險，那麼法
院應發行為期一年的極端風險保護令。

(3) 法院在決定是否存在極端風險保護令的理由
時，可以考慮任何相關證據，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任
何方面： 

(a) 被告在最近對自己或他人施加的暴力行為或
威脅，無論此類暴力或暴力威脅是否涉及槍械； 

(b) 被告在過去十二個月有一系列暴力行為或
威脅，包括但不限於被告對自己或他人施加的暴
力行為或威脅； 

(c) 被告患有的任何危險心理健康問題； 
(d) 被告違反了根據 RCW 第 7.90 章、第 

7.92 章、第 10.14 章、第 9A.46 章、第 10.99 
章、第 26.50 章或第 26.52 章發行的保護令或非
接觸命令； 

(e) 對被告發行的先前或現有極端風險保護令； 
(f) 違反對被告發行的先前或現有極端風險保護

令； 
(g) 對被告犯了構成 RCW 10.99.020 定義的家

庭暴力罪的定罪； 
(h) 被告擁有、可獲得或意在持有槍械； 
(i) 被告非法或不計後果使用、展示或炫耀槍械； 
(j) 被告有對他人使用、企圖使用或威脅使用身

體暴力的歷史，或者被告有潛行跟蹤他人的歷史； 
(k) 被告曾因犯重罪或暴力犯罪而被捕； 
(l) 被告濫用受控物質或酒精的確鑿證據；以及 
(m) 被告在最近獲得槍械的證據。
(4) 法院可能： 
(a) 在誓言約束下審查請願人、被告以及他們可

能找出的任何證人，或者不進行審查，而考慮請願
人、被告和他們可能找出的任何證人的宣誓書；以
及 

(b) 確保對被告相關的犯罪歷記錄進行了合理搜
尋。

(5) 在根據本章召開的聽證會中，證據規則適用
的程度等同於根據 RCW 第 26.50 章進行的家庭
暴力保護令訴訟程序。

(6) 在聽證會中，法院應考慮是否可以評估心理
健康或藥物依賴，並且如合適，可以命令進行此類
評估。

(7) 極端風險保護令必須包括： 
(a) 支援發行命令的理由聲明； 
(b) 發行命令的日期與時間； 
(c) 命令失效的日期與時間； 
(d) 是否需要評估被告的心理健康或評估藥物依

賴； 
(e) 任何回應抗辯應提交至的法院地址； 
(f) 根據本法案第 10 節對放棄槍械的要求描

述；以及 
(g) 以下聲明：《關於本保護令之主旨： 本命

令的有效期截止到上述日期和時間。如果您沒有
遵守要求，則必須根據 RCW 9.41.070 立即向（
插入當地執法機構的名稱）交出您保管、控制或
持有的所有槍械以及頒發給您的任何隱蔽持有手
槍的牌照。在此命令生效期間，您不得保管或控
制、購買、持有、接收或試圖購買或接收槍械。
自本命令的日期起，至任何續期時間，您有權在
本命令生效的每十二個月期限申請一次聽證會來
終止本命令。您可以找一名律師尋求與本命令相
關的任何事宜的建議。》 

(8) 當法院發行極端風險保護令時，法院應通
知被告，他/她有權按本法案第 9 節規定的方式
申請終止命令。法院應向被告提供一份申請召開
終止聽證會的表格。

(9) 如果法院拒絕發行極端風險保護令，那麼
法院應說明拒絕的具體原因。

新節。 第 6 節。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1) 請
願人可以申請在召開極端風險保護令聽證會前發
行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無需通知被告，但要在
請願書中詳細說明基於個人對情況瞭解的指控，
即被告因保管或控制、購買、持有或接收槍械而
在近期對自己或他人構成嚴重的人身傷害危險。

(2) 法院在考慮是否根據本節發行單方極端風
險保護令時，應考慮所有相關證據，包括本法案
第 5(3) 節描述的證據。

(3) 如果法院裁定有合理的原因相信被告因保
管或控制、購買、持有或接收槍械而會在近期對
自己或他人會造成嚴重的人身傷害危險，那麼法
院應發行一份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

(4) 法院應在提交請願書的當天透過本人到場或
電話的方式，或在提交請願書後的第一個開庭日，
召開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聽證會。

(5) 根據本法案第 5(1) 節，法院應在發行
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後的十四天內安排一次聽證
會，確定是否應根據本章發行一份為期一年的極
端風險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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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份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應包括： 
(a) 命令發行的理由聲明； 
(b) 發行命令的日期與時間； 
(c) 命令失效的日期與時間； 
(d) 任何回應抗辯應提交至的法院地址； 
(e) 已安排的聽證會的日期與時間； 
(f) 根據本法案第 10 節對交出槍械的要求描

述；以及 
(g) 以下聲明：《關於本保護令之主旨：本命令

的有效期截止到上述日期和時間。您必須交出保
管、控制或持有的所有槍械。在此命令生效期間，
您不得保管或控制、購買、持有、接收或試圖購買
或接收槍械。您必須立即向（插入當地執法機構的
名稱）交出您保管、控制或持有的所有槍械以及根
據 RCW 9.41.070 頒發給您的任何隱蔽持有手槍的
牌照。將在上述日期和時間召開聽證會，確定是否
應發行極端風險保護令。如果未能出席聽證會，那
麼法院可能發行一份針對您的、為期一年的命令。
您可以找一名律師尋求與本命令相關的任何事宜的
建議。》 

(7) 發行的任何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在召開極
端風險保護令聽證會之時失效。

(8) 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應由執法機構官員送
達，送達方式等同於本法案第 5 節規定的聽證
會通知和請願書的送達方式，並應與聽證會通知
與請願書同時送達。

(9) 如果法院拒絕發行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那
麼法院應說明拒絕的具體原因。

 新節。 第 7 節。送達極端風險保護令。(1) 
根據本法案第 5 節發行的極端風險保護令必須親
自送達給被告，除非本章另有規定以外。

(2) 在被告居住的區域擁有司法管轄權的執法
機構，應親自送達給被告，除非請願人選擇由私
方當事人送達給被告。

(3) 如果將要透過執法機構送達，那麼法院秘
書應在下一個開庭日或之前，將根據本章發行的
一份命令副本轉交至命令中指定的執法機構，從
而送達給被告。送達的根據本章發行的命令優先
於其他送達的文件，除非其他文件具有相似的緊
急性質。

(4) 如果執法機構不能在十天內將傳票送達至
被告手中，那麼執法機構應通知請願人。請願人
應提供准許此類通知的充分資訊。

(5) 如果法院頒佈的命令詳細說明被告須親自
來到法庭，則沒有進一步送達傳票的必要，且不
需要該命令的送達證明。

(6) 如果法院此前頒佈的命令允許按照本法案
第 8 節透過公示或郵寄送達聽證會通知和請願書
或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或者如果法院裁定現在
有理由使用此類替代送達方式，那麼法院可能准
許按照本法案第 8 節透過公示或郵寄送達根據本
章發行的極端風險保護令。法院命令必須說明法
院是否准許透過公示送達或透過郵寄送達。

(7) 必須根據適用的法院規則回覆依據本章送達
的傳票。

新節。 第 8 節。透過公示或郵寄送達。(1) 法
院可以根據 RCW 7.90.052、7.90.053、26.50.123 
或 26.50.085 中准許的情況，命令透過公示或透
過郵寄送達，但任何傳票必須基本上使用以下格
式： 

在華盛頓州 . . . . . .郡的 . . .. . . .法院
. . . . . . . . . . . . . . .，請願人 
訴第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被告 
華盛頓州至 . . . . . . . . . （被告）： 
在此傳召您於（年）. . . .（月）. . . . . 

（日） . . . . ，上午/下午 . . . .到庭，並
對請願書做出回應。如果您未能回應，那麼可能
根據 RCW 第 7 章（在本法案第 18 節建立的新
章節）的極端風險保護令法案的條款，針對您發
行極端風險保護令，有效期為自要求您到庭之日
起的一年。（已向您發行一份單方極端風險保護
令，限制您保管或控制、購買、持有或接收任何
槍械的權利。您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立即向（插
入當地執法機構的名稱）交出您保管、控制或持
有的所有槍械以及根據 RCW 9.41.070 頒發給您
的任何隱蔽持有手槍的牌照。一份聽證會通知、
請願書和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已向本法院的秘書
提交。）（一份聽證會通知和請願書已向本法院
的秘書提交。） 

. . . . 
請願人 

(2) 如果法院命令透過公示或郵寄送達極端風
險保護令聽證會通知，那麼法院也應再發行單方
極端風險保護令，而已發行的該保護令將在極端
風險保護令聽證會的日期失效。

(3) 在透過公示或郵寄完成極端風險保護令聽
證會通知送達後，如果被告未能出席聽證會，那
麼法院可以根據本法案第 5 節發行極端風險保
護令。

新節。 第 9 節。命令終止和續期。(1) 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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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的日期起，至任何續期時間，被告可以在命令
生效的每十二個月期限提交一份召開聽證會的書
面申請，要求終止根據本章發行的極端風險保護
令。

(a) 法院在收到召開終止極端風險保護令的聽證
會申請後，應設定聽證會的日期。必須根據 RCW 
4.28.080 向請願人送達申請通知。聽證會的召開
日期不應早於送達請願書終止申請日期後的十四
天，亦不應晚於該日期後的三十天。

(b) 被告應負責提供足夠的證據，說明被告沒有
因為保管或控制、購買、持有或接收槍械而對自己
或他人造成嚴重的人身傷害危險。法院可能考慮任
何相關證據，包括本法案第 5(3) 節所列的考量因
素證據。

(c) 如果法院在聽證會後裁定，被告已履行了其
責任，那麼法院應終止該命令。

(2) 法院必須通知請願人極端風險保護令將要失
效。請願人必須在命令失效日期前的一百五十個日
曆日接收到通知。

(3) 被告的親屬或家庭成員，或執法機構官員或
機構，可以在命令失效前的一百五十個日曆日內的
任何時間，透過申請來要求續期極端風險保護令。

(a) 法院在收到續期的申請後，應命令在不晚於
發行該命令之日期起的十四天召開聽證會。

(i) 法院可以按照本法案第 5(1)(a) 節規定的
方式，召開電話聽證會。

(ii) 應按照本法案第 5(1) (b) 節和 (c) 節規
定的方式親自送達給被告。

(b) 法院在決定是否續期根據本節發行的極端
風險保護令時，應考慮由請願人呈交的所有相關
證據，並遵守本法案第 5 節規定的相同程序。

(c) 如果法院透過足夠的證據裁定，根據本法
案第 5 節發行極端風險保護令的要求仍被滿足，
那麼法案應續期該命令。但是，如果在通知後無
人未對續期的申請提出爭議，且請願人未尋求命
令修改，那麼可以根據請願人的申請，或根據宣
誓書續期（在書中說明自命令生效後在相關情況
下未發生重大變化，並說明要求續期的原因）。

(d) 極端風險保護令的續期為一年時間，但可
根據本節第 (1) 小節的規定終止或根據法院命令
再次續期。

新節。 第 10 節。交出槍械。(1) 在根據本
章發行任何極端風險保護令後，包括單方極端風
險保護令，法院應命令被告向當地執法機構交出
被告保管、控制或持有的所有槍械以及根據 RCW 
9.41.070 頒發的任何隱蔽持有手槍的牌照。

(2) 送達根據本章發行的任何極端風險保護令
（包括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的執法機構，應要求
被告立即交出其保管、控制或持有的所有槍械和根
據 RCW 9.41.070 發行的任何隱蔽持有手槍的牌
照，並依據法律授權搜尋此類槍械。執法機構官員
應持有屬於被告的、已交出的明顯或根據合法搜尋
發現的所有槍械。或者，如果由執法機構親自送達
不可行，或者由於被告出席了極端風險保護令聽證
會而沒有必要親自送達，那麼被告應在由替代送達
方法送達命令後的四十八小時內，或者在被告出席
的聽證會後的四十八小時內，以安全的方式把槍械
交由當地執法機構控制。

(3) 在交出槍械之時，持有槍械或隱蔽持有手槍
的牌照的執法機構官員，應發行一份確認所有槍械
已提交的收據，並向被告提供一份該收據副本。送
達命令的官員應在送達命令後的七十二小時內，向
法院提交收據原件，且應確保其執法機構保留一份
收據副本。

(4) 在請願人或指稱被告未按照本章發行的命令
交出槍械的任何執法官員說出誓詞或宣誓後，法院
應決定是否存在可能的原因可以相信被告未能交出
其持有、保管或控制的所有槍械。如果存在可能的
原因，那麼法院應發行一份授權令，描述槍械並授
權搜尋以合理的邏輯認為存放槍械的位置，以及繳
獲根據此類搜尋發現的任何槍械。

(5) 如果除被告以外之人聲稱對根據本節交出的
任何槍械擁有所有權，且他/她由執法機構認定是槍
械的合法擁有者，那麼該槍械應返還此人，倘若： 

(a) 該槍械已不再由被告保管、控制或持有，且
合法擁有者同意保管好槍械，不讓被告可以獲取或
控制槍械；以及 

(b) 槍械不是由該擁有者非法持有。
(6) 法院在發行為期一年的極端風險保護令後，

應指定新聽證會日期和時間，並且要求被告在不晚
於命令發行後的三個開庭日出席。法院要求證明
命令制約之人已交出其保管、控制或持有的任何槍
械。法院在證明被告已完滿遵守命令後，可以取消
聽證會。

(7) 所有執法機構必須在 2017 年 6 月 1 日
前，制定關於接收、儲存和返還按照本章要求交
出的槍械的政策和程序。

新節。 第 11 節。返還與處理槍械。(1) 如果
極端風險保護令沒有續期而終止或失效，那麼持
有已按照本章要求交出的任何槍械的執法機構，
應返還被告要求的任何已交出的槍械，但必須先
透過背景調查，確認被告根據聯邦和州法律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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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格擁有或持有槍械，並且與法院確認極端風
險保護令沒有續期便已終止或失效。

( 2) 如有要求，執法機構必須按照 RCW 
9.41.340 和 9.41.345 規定的方式，向被告的親
屬或家庭成員提供事先通知，告知將槍械返還給
被告。

(3) 如果被告按照本法案第 10 節的要求交出
的任何槍械沒有合法擁有者認領，則該槍械應按
照執法機構關於處理由警察保管的槍械的政策和
程序進行處理。

新節。 第 12 節。命令報告。(1) 法院秘書應
在根據本章發行極端風險保護令或單方極端風險
保護令的同一天，將此類命令輸入全州範圍的司
法資訊系統。
（2）法院秘書應在根據本章發行命令的當天，

將一份此命令的副本轉發給在命令中指定的合適
執法機構。執法機構在收到命令後，應將此命令
輸入到全國即時犯罪背景核查系統、其他任何由
執法機構或其他方使用的基於電腦的聯邦或州系
統，確認槍械的禁止購買者；以及輸入到由執法
機構在本州使用的任何基於電腦的犯罪情報資訊
系統，列出未執行的逮捕證。該命令必須在每個
系統中保持命令中陳述的期限，且執法機構僅應
從系統中刪除已失效或終止的命令。錄入基於電
腦的犯罪情報資訊系統，即構成對所有執法機構
說明存在此命令的通知。該命令在本州的任何郡
均可以完全執行。
（3）發行法院應在發行極端風險保護令或單

方極端風險保護令後的三個開庭日內，向牌照
部轉發一份被告的駕駛執照或身份證或者相當的
資訊，另附命令發行的日期。牌照部在收到資訊
後，應確定被告是否有隱蔽持有手槍的牌照。如
果被告確實擁有隱蔽持有手槍的牌照，那麼牌照
部應立即通知發放牌照的機構，而該機構在收到
此類通知後應立即廢除此牌照。

(4) 如果極端風險保護令在失效日期前終止，
那麼法院秘書應在當天把一份終止命令轉發給牌
照部以及在終止命令中指定的合適執法機構。執
法機構在收到命令後，應及時把此條命令從根據
本節第 (2) 小節輸入資訊的任何基於電腦的系統
中刪除。

新節。 第 13 節。懲罰。(1) 根據本章提交請
願書的任何人，如知道此類請願書 中的資訊有嚴
重虛假性，或故意騷擾被告，則此人犯了嚴重的
輕罪。

(2) 保管或控制、購買、持有或接收槍械的且
知道他/她被根據本章發行的命令禁止這樣做的任
何人，均犯了嚴重的輕罪，並且進一步禁止他/他
在現有命令失效的日期起的五年內保管或控制、
購買、持有或接收，或者企圖購買或接收槍械。
但是，如果曾兩次或更多次認定此人違反了根據
本章發行的命令，則此人構成犯 C 級重罪。 

新節。 第 14 節。執法機構保留其他權力。本
章不影響執法機構官員根據其他合法權力沒收任
何人的槍械或隱蔽持有手槍的牌照的能力，或進
行任何搜尋和沒收槍械的能力。

新節。 第 15 節。責任。除了本法案第 13 節
另有規定，否則本章不對任何人或實體因關於獲得
極端風險保護令或單方極端風險保護令的行為或疏
漏而施加刑事或民事責任，這些行為或疏漏包括根
據本章報告、拒絕報告、調查、拒絕調查、提交或
拒絕提交請願書。

新節。 第 16 節。說明性和資訊性材料。(1) 
法院的行政辦公室應制定和準備說明與資訊手
冊、標準請願書和極端風險保護令表格以及關於
極端風險保護令程序的法院工作人員手冊。在 
2017 年 6 月 1 日後，所有提交的請願書和根
據本章發行的命令必須使用標準請願書和命令表
格。說明、宣傳冊、表格和手冊應與相關人員（
包括預防槍支暴力組織的代表、法官和執法機構
工作人員）協商後準備。材料為必須基於最佳慣
例，並應提供線上電子版本向公眾開放。
（a）說明須能夠協助請願人填寫請願書，並且

必須包括一份標準請願書和保護令表格樣本。
（b）說明和標準請願書必須包括讓僅擁有非

專業知識的請願人也能夠識別被告可能擁有、持
有、接收或保管或控制的槍械的方法。說明必須
提供槍械類型的圖片供請願人選擇，識別相關槍
械；或者提供同等方式允許請願人無需擁有關於
槍械的特定或專業知識即可以識別槍械。

(c) 資訊宣傳冊必須描述獲得、修改和終止根據
本章發行的極端風險保護令的使用和流程，並且提
供相關表格。

(d) 極端風險保護令表格必須在明顯的位置加入
因違反命令而導致的刑事犯罪懲罰通知，以及以下
聲明：《您全權負責避免違反本命令的條款。僅法
院可以更改命令，且只能透過書面申請之形式。》 

(e) 法院工作人員手冊必須允許由法院秘書新
增社區資源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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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法院秘書都可以建立一份社區資源清
單，其中包括危機干預、心理健康、藥物濫用、
口譯服務、諮詢服務和服務於法院所在郡的其他
相關資源。法院可以將社區資源清單用作本節第 
(1) 小節描述的資訊宣傳冊的一部分或補充。

(3) 法院的行政辦公室應向所有法院秘書分發一
份請願書原件和命令書、說明和資訊宣傳冊，並應
向所有高等法院、區法院和市法院分發一份請願書
原件和命令書。所有文件應至少使用電子格式或本
州內所有法院和法院秘書可使用的格式分發。

(4) 在本章中，《法院秘書》表示擁有有限
司法管轄權的法院的法院行政官以及民選法院
秘書。

(5) 法院的行政辦公室應確定本州內的大量不使
用英語或英語能力有限的人群。然後，行政官應安
排將本節要求的說明和資訊宣傳冊（包含一份標準
請願書和保護令表格的樣本）翻譯為大量不使用英
語人群使用的語言，並在 2017 年 12 月 1 日前
向所有法院秘書分發一份說明和資訊宣傳冊的譯文
原件。

(6) 法院的行政辦公室應更新說明、宣傳冊、標
準請願書和極端風險保護令表格，並視需要更新法
院工作人員手冊，包括因法律變更而需要更新的情
況。

新節。 第 17 節。分割性。如果本法案的任何
條款或其對任何人或情況的適用性被判定無效，
本法案其他部分的效力或條款對其他人或情況的
適用性不受影響。

新節。 第 18 節。本法案第 1 至 16 節構成
了 RCW 第 7 款的全新章節。

--- 完 ---

第1491號動議案 | 第1501號動議案

第1501號動議案全文

一部關於保護長者和弱勢群體免受金融犯罪和
侵害的法案；修訂 RCW 9.35.005、9.35.001、 
及 9.35.020；RCW 第 42.56 章和 RCW 第 43.17 
章新增章節；新建章節；及制定處罰規定。 

由華盛頓州人民訂立：

新節。 第 1 節。本法案可以被視為和作為針
對長者和弱勢群體的安全和金融犯罪預防法案。

新節。 第 2 節。本動議案的目的在於保護長
者和弱勢群體的安全和穩定，具體透過：(1) 對
以長者和弱勢群體為目標的身份資訊盜竊犯罪加
大刑事處罰力度；(2) 對以長者和弱勢群體為目標
的消費欺詐行為加大處罰力度；以及 (3) 禁止披
露某些可能使長者和弱勢群體成為身份資訊盜竊犯
罪及其他金融犯罪目標的公共記錄。

第 3 節。RCW 9.35.005 和 2001 c 217 s 1 
各修訂如下： 

除非上下文另有明確規定，否則本節中的定義
適用於本章的所有內容。

(1) 《財務資訊》指下列涉及個人資產、負債或
信用額度及狀況的可識別個人身份的任何資訊： 

(a) 帳戶號碼和餘額； 
(b) 有關帳戶的交易資訊；以及 
(c) 各類驗證碼、密碼、社會安全號、稅務識別

號、駕駛牌照或許可證號、由牌照部頒發的州身份
證號，以及為存取帳戶和啟動交易而持有的其他資
訊。

(2) 《財務資訊受託人》指從事為持有信用、儲
蓄、信託、股票或其他財務帳戶的消費者提供服務
業務的人員，或與此消費者存在某種關係的人員。

(3) 《身份識別工具》指未描述具體財務或信用
狀況、但屬於某人或其他人士個人所有或可識別此
人身份的資訊或項目，包括：此人的現用名或曾用
名、電話號碼、電郵地址，或個人或其家人（包括
其祖先）的識別特徵；與此人或其家人的姓名、地
址、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或識別特徵變更相關之資
訊；此人或其家人的社會安全號、駕駛牌照或稅務
識別號；以及可用於識別此人身份的其他資訊，包
括獨一無二的生物特徵資料。

(4)《個人》指 RCW 9A.04.110 中定義的個
人。

(5)《長者》指年滿 65 歲者。 
(6)《受害者》指身份識別工具或財務資訊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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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或轉讓後意圖用於實施或協助或教唆實施任何
違法活動的人。

(7)《弱勢群體》指下列人群： 
(i) 年滿 60 歲或以上，患有功能性、心理或身

體疾病，而無力照顧自己者； 
(ii) 依據 RCW 第 11.88 章之規定，被認為喪

失能力者； 
(iii) 依據 RCW 71A.10.020 之規定，患有發育

性障礙者； 
(iv) 入住任何護理設施者； 
(v) 接受居家保健、善終護理服務或居家照護

機構（如第 70.127 RCW 章所述，已獲得牌照或
需要獲得牌照）服務者； 

(vi) 從個人服務提供者（如 RCW 74.39A.240 
所定義）處獲得服務者；或 

(vii) 自行指導自己的照護事宜並接受私人助理
服務者（如 RCW 第 74.39 章所述）。

第 I 部分
對以長者和弱勢群體為目標的身份資訊盜竊犯罪

加大刑事處罰力度
第 4 節。RCW 9.35.001 和 2008 c 207 s 3 各

修訂如下： 
(1) 立法機構認為，身份識別工具和財務資訊是

個人敏感資訊，若被他人非法獲取、佔有、使用或
轉讓，可能對個人隱私、財務安全及其他利益造成
嚴重損害。立法機構認為，不擇手段的人找到一些
看似更加聰明的犯罪方法，包括盜竊身份資訊，以
不當獲取、佔有、使用及轉讓其他人的身份識別工
具或財務資訊。立法機構擬對不當獲取、佔有、使
用或轉讓身份識別工具或財務資訊的各種違法行為
予以處罰。針對利用身份識別工具或財務資訊盜竊
身份資訊的一組檢控，將針對非法使用任何人的身
份識別工具或財務資訊的每項罪行提起檢控。對於
懷有必要意圖，非法獲取、佔有或轉讓任何人的身
份識別工具或財務資訊的犯罪，將分別針對每個受
害者和獲取、佔有或轉讓個人身份識別工具或財務
資訊的每項罪行提起一組檢控。

(2) 人們認為，需要採取更多措施保護長者和弱
勢群體免受身份資訊盜竊行為的侵害，因為此類群
體的自身保護能力較差，且可透過公共資源獲得的
可用資訊（包括可識別此類群體或其居家護理人員
身份的公開可用資訊）成為犯罪目標。

第 5 節。RCW 9.35.020 和 2008 c 207 s 4 各
修訂如下： 

(1) 任何人均不得蓄意獲取、佔有、使用或轉讓

他人（無論此人是否健在）身份識別工具或財務資
訊，而意圖實施或協助或教唆實施任何犯罪。

(2) 當被告或共犯違反本節第 (1) 小節之規
定，獲取信用、金錢、商品、服務或任何其他價值
超過 $1,500 的有價物，或當被告蓄意針對長者或
弱勢群體實施違反本節第 (1) 小節的行為，則視
為違反本節之規定，構成一級身份資訊盜竊罪。一
級身份資訊盜竊罪屬於 B 類重罪，可依據 RCW 
第 9A.20 章之規定進行處罰。

(3) 違反本節第 (1) 小節之規定者，但未達到
一級身份資訊盜竊罪的情況下，則犯有二級身份資
訊盜竊罪。二級身份資訊盜竊罪屬於 C 類重罪，
可依據 RCW 第 9A.20 章之規定進行處罰。

(4) 依據本節之規定提起檢控的每項罪行應按照
第 9.94A 章之規定進行處罰，除非該犯罪行為與 
RCW 9.94A.589 中所述之任何其他犯罪行為相同。

(5) 無論何時，若涉及個人身份識別工具和財
務資訊的任何系列的交易構成身份資訊盜竊，則
在對此犯罪行為進行單獨審議時，可能因交易價
值而裁定構成二級身份資訊盜竊罪，若該系列交
易為共同密謀或犯罪計劃的一部分，之後可將交
易匯總得出一個總值，在裁定所涉之身份資訊盜
竊罪的級別時，應將所有交易的總值納入考量。

(6) 在實施身份資訊盜竊行為的同時，實施任何
其他犯罪的每個人可能會連同身份資訊盜竊罪一起
接受懲處，且可能分別對每項罪行提起檢控。

(7) 違反本節規定者需承擔 $1,000 的民事損
害賠償或實際損害賠償責任，以較高者為準，包
括恢復受害者的信用記錄、承擔法院認定的合理
律師費等。

(8) 在依據本節提起的訴訟中，若某人的身份識
別工具或財務資訊在任何地點被不當挪用，或任何
部分資訊被侵佔，則將視為被告在該地實施了犯罪
行為，無論被告是否曾實際在該地出現。

(9) 若任何人的目的僅為蓄意偽造年齡而獲取他
人的駕駛牌照或其他形式的身份識別資訊，在此情
況下，本節條款不適用。

(10) 在依據本節提起的訴訟中，若在未經某人
授權的情況下使用此人的身份識別工具或財務資
訊，且在已定罪的情況下，量刑法院可能會簽發
必要命令，以糾正因違反本節規定而造成包含虛
假資訊的公共紀錄。

第 II 部分
對以長者和弱勢群體為目標的
消費欺詐行為加大處罰力度

第1501號動議案



162

新節。 第 6 節。新增一節，行文如下： 
(1) 本節旨在對以長者和弱勢群體為目標的消費

欺詐犯罪加大民事處罰力度。
(2) 以長者或弱勢群體（如 RCW 9.35.005 所

定義）為目標的任何消費欺詐行為，將按實際損
失金額的三倍接受民事處罰。

(3) 本節並未提出新的訴因。若原告依據法規
或普通法中的任何現有訴因提起訴訟，並成功證
明其作為長者或弱勢群體而成為消費欺詐行為的
受害者，本節將從重處罰。

第 III 部分
禁止披露某些可能被用於侵害
長者和弱勢群體的公共紀錄

新節。 第 7 節。本法案第三部分旨在透過阻止
披露可能被用於侵害長者和弱勢群體的公共記錄，
保護他們免受身份資訊盜竊及其他金融犯罪行為的
侵害。關於弱勢人群居家護理人員的敏感個人資訊
應受到保護，因為披露此類資訊可能使長者、弱勢
群體及護理人員照護的其他弱勢人群成為身份資訊
盜竊犯罪的受害者。

新節。 第 8 節。RCW 第 42.56 章新增一節，
行文如下： 

(1) 關於弱勢群體的敏感個人資訊和關於弱勢群
體居家護理人員的敏感個人資訊可依據本章之規定
免於接受檢查和複製。

(2) 下列定義適用於本節： 
(a)《弱勢群體的居家護理人員》指：(i) RCW 

74.39A.240 中定義的個人服務提供者；(ii) RCW 
18.88B.010 中定義的家居護理助理，以及 (iii) 
RCW 41.56.030 中定義的家庭兒童保育提供者。

(b)《敏感個人資訊》指姓名、地址、GPS 坐
標、電話號碼、電郵地址、社會安全號、駕駛牌照
號或其他識別個人身份的資訊。

(c)《弱勢群體》的含義如 RCW 9.35.005 中所
述。

新節。 第 9 節。自本節生效之日起 180 日
內，社會及衛生服務部應向州長和司法部長報告 
免於公開披露的其他記錄，以最大限度地保護長者
和弱勢群體免於遭受欺詐、身份資訊盜竊及其他形
式的侵害行為。 

新節。 第 10 節。RCW 第 43.17 章中新增一
節，行文如下： 

(1) 為保護弱勢群體及其子女免於遭受身份資訊

盜竊犯罪及其他形式的侵害行為，州或任何機構均
不得披露弱勢群體居家護理人員（請參見本法案第 
8 節的術語定義）敏感的個人資訊。

新節。 第 11 節。在下列情況下，本法案中的
任何內容均不得阻礙公共資訊的披露： 

(a) 向政府機構披露資訊，包括負責老年人事務
的州地區機構，資訊接收者應同意保護資訊的機密
性； 

(b) 資訊涉及被告或因虐待、忽視、剝削、遺棄
或涉及侵害他人的其他行為或職業不當行為而被處
罰者； 

(c) 作為司法或准司法程序一部分而予以披露的
資訊，且法院會簽發命令保護此類資訊的機密性，
使其僅用於該法律訴訟程序； 

(d) 依據 RCW 41.56.080 之規定向經認證或
認可的代表提供相關資訊，或為向公職人員提供
額外福利而有必要提供資訊，資訊接收者應同意
保護資訊的機密性； 

(e) 聯邦法律要求披露； 
(f) 州與第三方簽訂之合約要求披露，資訊接收

者應同意保護資訊的機密性； 
(g) 依據與州簽訂之合約，向某人或實體披露資

訊，以面向弱勢居民管理、執行或提供服務，或依
據與州簽訂之合約，針對向弱勢居民提供的州服務
開展研究或分析，資訊接收者應同意保護資訊的機
密性；或 

(h) 向正當新聞機構披露關於特定公職人員的資
訊，該新聞機構出於開展調查或報告此/這些公職
人員的行為之目的而索取此類資訊。

(2) 若出於履行 RCW 74.39A.056(3) 和 RCW 
74.39A.250 之目的，本法案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
阻礙相關機構提供所要求的聯絡資訊。本法案中
的任何內容均不得妨礙相關機構以個人為基礎確
認護理人員所持牌照或證書的狀態 ，以使消費者
能夠確保個體護理人員所持牌照或證書的狀態。

新節。 第 12 節。應毫無限制地對本法案進行
解釋，以推廣保護長者和弱勢群體的公共政策，從
而使此類人群免於遭受身份資訊盜竊、消費欺詐及
其他形式的侵害行為。

新節。 第 13 節。如果本法案的任何條款或其
對任何人或情況的適用性被判定無效，本法案其他
部分的效力或條款對其他人或情況的適用性不受影
響。

--- 完 ---

第1501號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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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2號動議案全文

一項關於稅收的法案；修訂 RCW 82.04.240
、82.04.240、82.04.2404、82.08.020 及 82.08. 
0206；重新頒佈和修訂 RCW 82.32.790 和 
82.04.260；在 RCW 第 82 款中新增章節；註明
生效日期。

由華盛頓州人民訂立：

新節。 第 1 節。目的。(1) 本法案的目的旨在
鼓勵持續的經濟發展，按 1% 的比例分階段減少
州銷售稅稅率、減少製造企業的商業和職業稅，
以及針對合格的低收入人群實施和完善現行勞動
家庭銷售稅減免，上述各項舉措均透過針對在本
州出售或使用的化石燃料及針對在本州內耗電和
發電企業（採用化石燃料發電）分階段徵收的碳
污染稅提供資金支援。

(2) 本法案第 4 節至第 8 節主要介紹了碳污染
稅及本法案的總體影響；本法案第 9 節至第 13 節
規定削減參與這些活動（歸入 RCW 82.04.440(5)
(c)(i) 中所規定的「製造稅」類別）的製造企業所
繳納的商業和職業稅；本法案第 14 節規定減少州
銷售稅；本法案第 15 節規定修改和增加勞動家庭
的稅費減免。

(3) 根據 RCW 82.32.380 的規定，碳污染稅的
收入並不計劃用於修建公路，而必須存入州常務
資金。本章並非意欲免除任何其他法律賦予任何
人的納稅責任。

新節。 第 2 節。事實與政策聲明。人們發現，
減少華盛頓州徵收的高額銷售稅將會促進本州的
商業發展；減少針對製造企業徵收的商業和職業
稅將減輕稅賦，從而鼓勵創業和擴大企業規模；
實施和完善勞動家庭的銷售稅減免將提供推行該
計劃之初所承諾的福利；徵收碳污染稅旨在為這
些舉措提供資金支援，從而使華盛頓州在解決氣
候變化和海洋酸化方面奠定在全美的領導地位。

新節。 第 3 節。定義。除非上下文另有明確規
定，否則本節中的定義適用於本章的所有內容。

(1)「飛機燃料」的含義如 RCW 82.42.010 所
述。

(2)「碳排放計算」是指由稅務局依據本法案第 
4 節為計算稅費而執行的計算。在各種其他資源
中，稅務局可考慮利用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或美
國環境保護署的資源測量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
含量。

(3)「電力中固有的碳含量」是指因採用化石燃
料發電而產生的二氧化碳。

(4)「碳污染稅」是指依據本法案第 4 節所建立
的稅項。

(5)「煤」是指任何類型的煤，包括無煙煤、生
煤、次煙煤、褐煤、廢煤、合成煤及任何一種焦
煤。

(6)「消費者價格指數」是指在任何日曆年期
間，針對華盛頓州、工薪階層及文職人員的各類
商品當年的年度平均消費者價格指數，由美國勞
工部勞工統計局編製。如果勞工統計局針對州內
的各個地區編製了多份消費者價格指數，那麼在
本節中，指數涵蓋州範圍內最大數量的群體、涵
蓋州界範圍內的所有地區，以及包括用於調節通
貨膨脹的所有必需商品。

(7)「直接服務工業用戶」的含義如 RCW 82.16. 
0495 所述。

(8)「化石燃料」是指石油產品、汽車燃料、特
種燃料、飛機燃料、天然氣、石油、煤或由這些
產品製成的任何形式的固體、液體或氣體燃料，
包括（但不限於）釜餾氣、丙烷及石油殘留物，
包括船用重油。

(9)「汽車燃料」的含義如 RCW 82.38.020 所
述。

(10)「天然氣」是指自然產生的烴類氣體和
水蒸氣的混合物，主要包含氣態或液態形式的甲
烷，包括甲烷水合物。

(11)「納稅人」是指任何個人、部門或政府執
行機構、企業、公司、合夥企業或信託公司。

(12)「石油產品」的含義如 RCW 82.23A.010 
所述。

(13)「合格封存」是指依據 RCW 80.70.020 之
規定或根據稅務局訂立的方法（參考經美國環境
保護署或其接替機構審批的方法）進行的封存，
符合獲得抵免的資格。

(14)「合格公用事業單位」是指任何電力公
司，即：

(a) 「電力公司」的含義如 RCW 80.04.010 中
所定義；

(b) 在第 35.92 章或 87.03 RCW 或 RCW 第 54 
款的授權下營運；或

(c) 在本州內營運、以向其他方銷售或分銷電力
為主的營利、非營利、合作或相互合作機構。

(15) 「特種燃料」的含義如 RCW 82.38.020 所
述，包括出售或用於驅動船舶的燃料。

(16) 「年度」是指 12 個月週期，從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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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至 12 月 31 日結束，除非另有說明。

新節。 第 4 節。碳污染稅。(1) 稅務局將針對
下列情況徵稅 (a) 在本州內銷售或使用含碳化石燃
料，包括（但不限於）銷售或使用用於航空或航
海的化石燃料，以及 (b) 在本州內使用產生二氧化
碳的電力，包括在華盛頓州內所發電力；向華盛
頓州輸送的電力（透過轉運或其他方式）；或從
邦尼維爾電力局購入的電力。

(2)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稅率相當於每排
放 1 公噸二氧化碳，需繳納 15 美元稅款；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上調至每公噸 25 美元；在
此之後，每年將自動上調 3.5%，另加通貨膨脹率
(利用最近一年資料可用的消費者價格指數進行衡
量，每年從 7 月 1 日算起），但稅率最高不超過
每公噸 100 美元，相當於不超過 2016 美元（透
過利用消費者價格指數，根據通貨膨脹作相應調
整後轉換得來）。

(3) 稅務局必須應用如下碳排放計算方法確定各
種情況下的稅率：

(a) 對於在本州內使用的電力，稅務局必須頒佈
用於碳排放計算的規則標準，同時在其他資訊中，
還須考量依據本法案第 7 節提交的報告；

(b) 對於用於提煉化石燃料的化石燃料，稅務局
必須頒佈用於碳排放計算的規則標準，同時在其
他資訊中，還須考量依據本法案第 7 節提交的報
告；以及

(c) 對於由任何人在華盛頓州內銷售或使用的所
有其他化石燃料，稅務局必須頒佈用於碳排放計
算的規則標準。

(4) 稅務局必須採納相關規定並針對如下化石
燃料的使用情況提供報告格式：

(a) 汽車燃料，根據 RCW 第 82.36 章及其中所
述之時間間隔進行報告；

(b) 特種燃料，根據 RCW 第 82.36 章及其中所
述之時間間隔進行報告，對於該章節中未包含的
部分，可根據 RCW 第 82.38 章進行報告；

(c) 飛機燃料，根據 RCW 第 82.42 章及其中所
述之時間間隔進行報告；

(d) RCW 第 82.23A 章中所定義之從原油提煉
而來的每種其他產品，根據 RCW 第 82.23A 章及
其中所述之時間間隔進行報告；

(e) 未在該子節其他處列出的化石燃料，根據 
RCW 第 82.08 和 82.12 章進行報告，除非在本
節中另行說明；以及

(f) 依據本法案第 7 節的規定，煉油商必須報告
因煉油廠使用化石燃料而排入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情況，且依據稅務局採納的法規之規定，必須自
報告之日起 15 日內向稅務局支付所報告的碳稅。

(5) 稅務局必須採納相關規定並針對使用化石燃
料發電的情況提供報告格式（如本法案第 7 節之
規定）。稅務局和商務部可共同合作，以便納稅
人在向兩部門提交報告時採取統一的形式。

(6) 若能證明所使用的化石燃料並未增加大氣中
的二氧化碳濃度，例如由於採取了合格封存，那
麼可減少或退還繳納的碳污染稅。若能證明並未
增加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在此情況下，必須
依據排放量按比例減稅。不得轉讓、交易或累積
本子節所賦予的削減碳污染稅權利。

(7) 必要時，稅務局必須採納相關規定，以實施
本節所規定的碳污染稅。稅務局必須編製和製作
適當的工作表和指導文件，用於計算不同化石燃
料的碳污染稅。

(8) 本章規定向電力用戶徵稅，與電力使用方面
的徵稅有所關聯，但若銷售企業位於本州內，則
銷售企業必須向用戶徵收全額稅款。如果任何銷
售企業未能徵收本章所規定的稅款或徵稅後未能
按規定將稅款上繳給稅務局，則銷售企業將承擔
向州支付稅款的責任。

新節。 第 5 節。減免、分階段及抵免。(1) 依
據本法案第 4 節徵收的稅款不適用於下列情況： 

(a) 利用汽車、船舶、機車或飛機的燃料供應罐
將化石燃料帶入本州；

(b) 根據本州憲法或美國法律，禁止本州進行徵
稅的燃料；或

(c) 擬用於向州外出口的燃料。出口至位於本州
內的印第安部落不視為向州外出口。

(2)(a) 如本子節所述，依據本法案第 4 節針對
下列燃料分階段徵稅：

(i) 僅用於農業用途的柴油燃料、生物柴油燃料
或飛機燃料，如 RCW 82.08.865 條款所定義。僅
當購買企業能夠按稅務局規定的格式和形式向銷
售企業提交證明時，才允許分階段逐步徵稅。

(ii) 購買用於公共交通的燃料，購買企業有權依
據 RCW 82.38.080(1) (f) 和 (g) 或 82.38.180(3)(b) 
申請退稅或減免；

(iii) 由私人非營利性運輸服務供應商（依據 RCW 
第 81.66 章獲得認證）購買的燃料，購買企業有權
依據 RCW 82.38.080(1)(d) 或 82.38.180(3)(a) 申請退
稅或減免；

(iv) 由華盛頓州輪渡系統購買用於州營渡輪的燃
料；以及

(v) 購買用於校車（如 RCW 46.04.521 中所定

第732號動議案



165165

義）及此處所述之其他用途的燃料。
(b) 如本法案第 4 節所述，上述燃料的稅率將

為 5%，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如本法案第 
4 節所述，稅率將上調為 10%，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如本法案第 4 節所述，此後，將按 5% 
的比例繼續每兩年上調一次稅率，直至稅率達到 
100%（自 2055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3) 本章中的任何規定均不得視為免除州或任何
政治分支機構的納稅義務。

(4) 該稅項由位於本州內的第一納稅人在首次應
稅時間和地點繳納，僅徵收一次。在納稅人依據
本章繳納在發電過程中使用之燃料的稅費時，若
按稅務局採納的規定向稅務局提供相關證明，證
明稅費已由使用該燃料發電的一方繳納完畢，那
麼發電或用電將無需再行納稅。

(5) 根據本章規定，若在其他州發電，而在本州
內用電，則納稅人在針對發電過程中所使用的化
石燃料向其他州支付任何類似的碳污染稅時可獲
得抵免。抵免金額不得超過本章針對在本州內使
用此類電力而規定的納稅金額。依據稅務局採納
的規定，申報此類抵免的納稅人必須向稅務局提
交相關證明，證明已向其他州繳納了稅費。

新節。 第 6 節。程序。RCW 第 82.32 章的規
定適用於本章。如果本章與 RCW 第 82.32 章之間
的規定存在衝突，則以本章規定為準。

新節。 第 7 節。公用事業單位、電力用戶及煉
油廠的報告。(1) 每個公用事業單位、使用並非在
本州內所發電力及未從合格公用事業單位購電的
每位用戶必須在每月第 10 日之前向稅務局提交燃
料組合報告，報告中必須包含 RCW 19.29A.060 
中所列的資訊及稅務局依循本章規定而需要的關
於先前日曆月的其他資訊和基於稅務局採納的稅
表計算的稅費。如果公用事業單位或電力用戶報
告，電力產品中不含有 RCW 19.29A.060(1)(b) 中
所列的資源，或未能提供電力資源的來源，稅務
局必須將電力中固有的碳含量假定為每兆瓦時排
放 1 公噸二氧化碳。

(2) 使用化石燃料提煉化石燃料的納稅人必須在
每月第 10 日之前向稅務局提交一份燃料使用情況
報告，類似於美國環境保護署關於溫室氣體工具
報告的設施水平資訊，其中包含燃料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及稅務局依據本章規定而需要的關於先前
日曆月的其他資訊及基於稅務局採納的稅表計算
的稅費。

(3) 若未能提供本節第 (1) 或第 (2) 子節所需的資

訊，那麼公用事業單位、電力用戶或煉油廠可基
於預算提交一份臨時報告，並據此臨時報告支付
預估稅款，之後可提交一份最終報告。依據 RCW 
第 82.32 章之規定，將對欠繳費用收取利息和罰
款。

新節。 第 8 節。稅務局的報告。2017 年至 
2027 年期間，每年的 12 月 31 日或之前，稅務
局必須向州長和立法機構提交一份包含下列內容
的報告， 此後則每兩年提交一次，報告應涵蓋報
告日期之前的一年或兩年時間（截至 7 月 1 日結
束），在兩年期報告中則按年計算： 

(1) 報告期內徵收的碳污染稅總額；
(2) 支出的州收入總額，其中包括由於實施勞

動家庭稅費減免及實施本章所頒佈的削減銷售
稅、使用稅及商業和職業稅措施而發生的支出，
並參照 2017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的稅率和報告日
期之前的一年或兩年（截至 7 月 1 日結束）期間
適用的稅率衡量商業和職業稅的削減情況；

(3) 由於實施分階段徵稅（如本法案第 5 節所
述）而支出的州收入金額，並在本法案第 5(2)(a) 
節的每個子節中分別列出支出金額；

(4) 由於碳污染稅管理而直接發生的費用，以美
元金額和州常務資金百分比的形式表示；以及

(5) 獲得或損失的淨收入總額，透過對比本節的
第 (1) 和第 (2) 子節計算所得，以美元金額和州常務
資金百分比的形式表示。

第 9 節。RCW 82.04.240 和 2004 c 24 s 4 各
修正如下： 

(1) 在本州內作為製造企業進行業務的每個納稅
人均應納稅，但依據本章其他規定應納稅的製造
企業納稅人除外；對於此類納稅人，針對此類業
務的應稅金額（（應為））等於製成品（包括副
產品）的價值乘以 ((0.484)) 0.001% 的稅率。

(2) 主要依據製成品（包括副產品）的價值來衡
量稅費，無論銷售地點位於何處或交貨地點是否
位於州外。

第 10 節。RCW 82.04.240 和 2010 c 114 s 
104 各修正如下： 

(1) 在本州內作為製造企業進行業務的每個納稅
人均應納稅，但依據本章其他規定應納稅的製造
企業納稅人除外；對於此類納稅人，針對此類業
務的應稅金額等於製成品（包括副產品）的價值
乘以 ((0.484)) 0.001% 的稅率。

(2)(a) 在本州內進行半導體材料製造業務的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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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均應納稅；對於此類納稅人，若為製造商，
針對此類業務的應稅金額等於製成品的價值乘以 
((0.275)) 0.001% 的稅率，若為主營出租業務的加
工商，則針對此類業務的應稅金額等於業務總收入
乘以 ((0.275)) 0.001% 的稅率。對於本子節而言，
「半導體材料」是指矽晶體、矽錠、原材料拋光
的半導體晶片、化合物半導體、整合電路及微晶
片。

(b) 根據 RCW 82.32.534 的規定，報告時採用
第 (2) 子節稅率的納稅人，必須向稅務局提交一份
完整的年度報告。

(c) 自本法案生效之日起 12 個年後，第 (2) 子
節失效。

(3) 主要依據製成品（包括副產品）的價值來
衡量稅費，無論銷售地點位於何處或交貨地點是
否位於州外。

第 11 節。RCW 82.32.790 和 2010 c 114 s 
201 各重新制訂並修正如下： 

(1)(a) 2015 年法律（本法案第 10 節）第 ... 章
第 10 節、2010 年法律第 106 章第 206 節、2010 
年法律第 114 章第 104 節、第 110 節、第 117 
節、第 123 節、第 125 節、第 129 節、第 131 節
及第 150 節、2009 年法律第 461 章第 3 節、2006 
年法律第 300 章第 7 節，以及 2003 年法律第 149 
章第 4 節取決於大型半導體微晶片製造工廠在華
盛頓州內的選址和商業營運情況。

(b) 對於本節而言：
(i) 「商業營運」的含義與 RCW 82.08.965 中

使用的「開始商業生產」的含義相同。
(ii) 「半導體微晶片製造」是指「製造半導體微

晶片」，如 RCW 82.04.426 中所定義。
(iii) 「大型」是指在商業營運開始，新大樓和

大樓內的新機械和設備的總投資將至少為 10 億
美元。

(2) 2003 年法律第 149 章自本月首日起生效，
依據稅務局局長的決定，應在該日就此大型半導
體製造工廠的建造簽署合約。

(3)(a) 稅務局必須向受影響的納稅人、立法機
構及其認為適當的其他方下發關於 2015 年法律
（本法案第 10 節）第 ... 章第 10 節、2010 年
法律第 106 章第 206 節、2010 年法律 (([,])) 第 
114 章第 104 節、第 110 節、第 117 節、第 123 
節、第 125 節、第 129 節、第 131 節及第 150 
節、2009 年法律第 461 章第 3 節、2006 年法律
第 300 章第 7 節，以及 2003 年法律第 149 章第 
4 節生效日期的通知。

(b) 在確定已簽署合約且 2003 年法律第 149 
章生效之後，如果稅務局發現，自合約簽署之日
起三年內並未開始商業生產，稅務局必須決定 
2003 年法律第 149 章不再生效，所有應繳稅款
均視為遞延稅，且應立即執行評估，而依據 RCW 
82.04.240(2) 進行報稅或依據 2003 年法律第 149 
章第 2 節或第 5 節至第 10 節申報減免或抵免的任
何人應及時繳納稅款。稅務局無權對 2003 法律第 
149 章的生效日期進行二次判定。

第 12 節。RCW 82.04.2404 和 2010 c 114 s 
105 各修正如下： 

(1) 在本州內進行製造或加工用於出租的半導
體材料業務的每個納稅人均應納稅；對於此類納
稅人，若為製造商，針對此類業務的應稅金額等
於製成品的價值乘以 ((0.275)) 0.001% 的稅率，
若為主營出租業務的加工商，則針對此類業務的
應稅金額等於業務總收入乘以 ((0.275)) 0.001% 
的稅率。

(2) 對於本節而言，「半導體材料」是指矽晶
體、矽錠、原材料拋光的半導體晶片及化合物半
導體。

(3) 根據 RCW 82.32.534 的規定，報告時採用
本節稅率的納稅人，必須向稅務局提交一份完整
的年度報告。

(4) 本節將於 2018 年 12 月 1 日失效。

第 13 節。RCW 82.04.260 和 2014 c 140 s 6 
及 2014 c 140 s 4 各重新制訂並修正如下： 

(1) 在本州內進行製造業務的每個納稅人均應納
稅：

(a) 將小麥製成麵粉、將大麥製成珍珠麥、將大
豆製成豆油、將油菜製成油菜籽油、油菜粉或油
菜副產品，或將葵花籽製成葵花籽油；對於此類
納稅人，針對此類業務的應稅金額等於製成的麵
粉、珍珠麥、豆油、油菜粉或油菜副產品價值乘
以 ((0.138)) 0.001% 的稅率；

(b)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在由納稅人完成
生產環節後，仍處於生鮮、生鮮冷凍或生鮮醃製
狀態的海鮮製品；或向購買者銷售在完成生產後
仍處於生鮮、生鮮冷凍或生鮮醃製狀態的海鮮製
品，而購買者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將貨物運往州
外；對於此類納稅人，針對此類業務的應稅金
額等於製成品的價值或從此類銷售中獲取的總
收益乘以 ((0.138)) 0.001% 的稅率。根據 RCW 
82.32.070 的規定，銷售企業必須保留和保存在此
期間的相關記錄，證明購買者在日常業務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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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貨物運往州外；
(c)(i)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乳製品；或由生

產乳製品的納稅人向購買者銷售的乳製品，而購
買者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將貨物運往州外或將此類
乳製品作為配料或成分用於乳製品的生產；對於
此類納稅人，徵稅金額等於製成品的價值或從此
類銷售中獲取的總收益乘以 ((0.138)) 0.001% 的
稅率。根據 RCW 82.32.070 的規定，銷售企業必
須保留和保存在此期間的相關記錄，證明購買者
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將貨物運往州外或銷售給製造
商，以將此類乳製品作為配料或成分用於乳製品
的生產。

(ii) 對於第 (1)(c) 子節而言，「乳製品」是指：
(A) 自 2001 年 9 月 20 日起，在 21 C.F.R. 第 

1 章第 131 款、第 133 款及第 135 款中認定的不
含任何大麻味的產品，包括由乳製品製成的副產
品，如乳清和酪蛋白；以及

(B) 符合本子節 (c)(ii)(A) 中所述的乳製品含量不
低於 7% 的產品，按重量或體積計算。

(iii) 於 2023 年 7 月 1 日或之後銷售的乳製品，
若購買者在華盛頓州內將此類乳製品作為配料或
成分用於乳製品的生產，則依據第 (1)(c) 子節向納
稅人提供的優惠稅率不適用；

(d)(i)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由新鮮水果或蔬
菜經罐裝、保鮮、冷凍、加工或脫水處理製成的
水果或蔬菜，或由銷售企業將新鮮水果或蔬菜經
罐裝、保鮮、冷凍、加工或脫水處理製成的水果
或蔬菜批發銷售給購買者，而購買者在日常業務
過程中將貨物運往州外；對於此類納稅人，針對
此類業務的應稅金額等於製成品的價值或從此類
銷售中獲取的總收益乘以 ((0.138)) 0.001% 的稅
率。根據 RCW 82.32.070 的規定，銷售企業必須
保留和保存在此期間的相關記錄，證明購買者在
日常業務過程中將貨物運出州外。

(ii) 對於第 (1)(d) 子節而言，水果和蔬菜均不含
大麻、可用大麻或大麻味產品；

(e) 截至 2009 年 7 月 1 日，乙醇燃料、生物
柴油或生物柴油原料，如 RCW 82.29A.135 中對
這些術語的定義；對於此類納稅人，針對此類業
務的應稅金額等於所製造的乙醇燃料、生物柴油
或生物柴油原料的價值乘以 ((0.138)) 0.001% 的稅
率；以及

(f) 木質生物質燃料，如 RCW 82.29A.135 中
所定義；對於此類納稅人，針對此類業務的應稅
金額等於所製造的木質生物質燃料的價值乘以 
((0.138)) 0.001% 的稅率；以及

(2) 在本州內進行乾豌豆粉碎或加工業務的每
個納稅人均應納稅；對於此類納稅人，針對此類
業務的應稅金額等於粉碎或加工豌豆的價值乘以 
((0.138)) 0.001% 的稅率。

(3) 在本州內進行研發工作的每個非營利性組
織和非營利性協會均應納稅；對於此類組織和協
會而言，針對此類活動的應稅金額等於從此類活
動中獲得的總收入乘以 0.484% 的稅率。

(4) 在本州內進行易腐肉類產品屠宰、粉碎及/
或加工業務，以及僅從事批發而不零售的每個
納稅人均應納稅；對於此類納稅人而言，徵稅金
額等於從此類活動中獲得的總收入乘以 ((0.138)) 
0.001% 的稅率。

(5) 在本州內作為旅行社或旅遊營運商進行業
務的每個納稅人均應納稅；對於此類納稅人而
言，針對此類活動的應稅金額等於從此類活動中
獲得的總收入乘以 0.275% 的稅率。

(6) 在本州內作為國際貨運代理、國際海關經
紀人、國際轉運代理、對外貿易中的船舶和/或
貨物租船經紀人及/或國際航空貨運代理進行業
務的每個納稅人均應納稅；對於此類納稅人而
言，僅國際活動的應稅金額等於從此類活動中獲
得的總收入乘以 0.275% 的稅率。

(7) 在本州內進行裝卸業務及在州際水域或對
外貿易中從事貨物或商品搬運等相關活動的每個
納稅人均應納稅；對於此類納稅人而言，針對此
類業務的應稅金額等於從此類活動中獲得的總收
入乘以 0.275% 的稅率。依據本子節納稅的納稅
人，可免繳 RCW 第 82.16 章所徵收的稅款，
因為上述業務部分應依據本子節納稅。「裝卸及
在州際水域或對外貿易中從事貨物或商品搬運等
相關活動」被定義為具有人力、服務或運輸性質
的所有活動，包括從途經、停靠或停泊在港口、
碼頭或類似地點的船舶或駁船上裝卸貨物；可
將貨物運送至倉庫或類似存放地點或貯藏場或區
域，以待進口或出口的進一步運送，或者還可運
送至聯合貨運站，可裝滿、不裝滿、以集裝箱裝
運、單獨或分開或集中裝入任何類型的交通工具
上，以交付給收貨人。此定義中包含的具體活動
如下：碼頭、貨物的裝卸、裝載、卸載或運送至
便於交付給收貨人的地點或便於進一步運送以進
行出口的地點；貨物運輸過程中所需的收貨、發
貨、檢查、看護、保管及控制等相關文件服務；
在交付給收貨人之前的進口汽車裝卸；碼頭裝卸
和附帶的容器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插拔集裝
箱、拖車及其他貨物冷藏容器的製冷機服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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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船舶艙口蓋緊。
(8)(a) 在本州內進行低級廢物處理業務（如 RCW 

43.145.010 所定義）的每個納稅人均應納稅；對於
此類納稅人而言，針對此類業務的應稅金額等於業
務總收入（不包括依據 RCW第 43.200 章徵收的任
何費用）乘以 3.3% 的稅率。

(b) 如果納稅人的總收入源於州內和州外的業務
活動，則必須依照 RCW 82.04.460 所規定的分攤
方法確定在本州獲得的總收入。

(9) 在本州內作為保險商或產權保險代理（依據 
RCW 第 48.17 章獲得授權許可）或溢額保險經紀
（依據 RCW 第 48.15 章獲得授權許可）進行業務
的每個納稅人均應納稅；對於此類納稅人而言，
針對此類獲授權活動的應稅金額等於此類業務總
收入乘以 0.484% 的稅率。

(10) 在本州內作為醫院（如 RCW 第 70.41 章
所定義）進行業務的每個納稅人均應納稅，此類
醫院為非營利性組織或由州或其任何政治分支機
構營運；對於此類納稅人而言，1995 年 6 月 30 
日之前，針對此類活動的應稅金額等於業務總收
入乘以 0.75% 的稅率，此後則乘以 1.5% 的稅
率。

(11)(a) 自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在本州內進行
商用飛機或此類飛機零件製造業務或銷售（零售
或批發）由銷售企業製造的商用飛機或此類飛機
零件的每個納稅人均應納稅；對於此類納稅人而
言，若為製造商，針對此類業務的應稅金額等於
製成品的價值和銷售製成品的總收益乘以如下稅
率（ 若為主營出租業務的加工商，則應稅金額等
於業務總收入乘以如下稅率）：

(i) 2005 年 10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為 0.4235%；以及

(ii) 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為 ((0.2904)) 0.001%。
(b) 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依據第 (11) 子

節 (a) 的規定，不符合報告資格及在本州內進行
工具（專用於商用飛機或此類飛機零件製造的工
具）製造業務或銷售（零售或批發）由銷售企業
製造的此類工具的每個納稅人均應納稅；對於此
類納稅人而言，若為製造商，針對此類業務的應
稅金額等於製成品的價值和銷售製成品的總收益
乘以 ((0.2904)) 0.001% 的稅率，若為主營出租
業務的加工商，則應稅金額等於業務總收入乘以 
((0.2904)) 0.001% 的稅率。

(c) 對於第 (11) 子節而言，「商用飛機」和
「零件」的含義如 RCW 82.32.550 所述。

(d) 除本條款中所有其他規定外，報告時採用第 

(11) 子節稅率的納稅人必須依據 RCW 82.32.534 
的規定向稅務局提交一份完整的年度報告。

(e)(i) 除第 (11) 子節 (e)(ii) 中的規定外，第 (11) 
子節於 2040 年 7 月 1 日及之後不再適用。

(ii) 對於商用飛機的製造或銷售（批發或零售）
，若稅務局確定商用飛機的任何版本或變體之最
終組裝或機翼組裝（原本是按照 RCW 82.32.850 
之規定，作為大型商用飛機製造計劃在本州選址
的依據）並未在華盛頓州內完成，則第 (11) 子節
於今年 7 月 1 日及之後不再適用。僅當按照 RCW 
82.32.850 之規定，將商用飛機的製造和銷售作為
大型商用飛機製造計劃在本州選址的依據時，第 
(11) 子節 (e)(ii) 適用。

(12)(a) 截至 2024 年 7 月 1 日，在本州內進行
木材開採或出租用木材開採業務的每個納稅人均
應納稅；對於此類納稅人而言，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間，若為開採商，針
對此類業務的應稅金額等於開採的木材（包括副
產品）價值乘以 0.4235% 的稅率，若為主營出租
業務的開採商，則應稅金額等於業務總收入乘以 
0.4235% 的稅率；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則採用 0.2904% 的稅率。

(b) 截至 2024 年 7 月 1 日，在本州內進行製造
或出租用木材加工業務的每個納稅人均應納稅：(i) 
將木材製成木材產品或木製品；或 (ii) 將木材產品
加工為其他木材產品或木製品；對於此類納稅人
而言，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
期間，若為製造商，針對此類業務的應稅金額等
於製成品（包括副產品）的價值乘以 0.4235% 的
稅率，若為主營出租業務的加工商，則應稅金額
等於業務總收入乘以 0.4235% 的稅率；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則採用 ((0.2904)) 
0.001% 的稅率。

(c) 截至 2024 年 7 月 1 日，在本州內進行下
列木材批發業務的每個納稅人均應納稅：(i) 由該
納稅人開採的木材；(ii) 由該納稅人以木材或其他
木材產品為原料製造的木材產品；或 (iii) 由該納稅
人以木材或其他木材產品為原料製造的木製品；
對於此類納稅人而言，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間，針對此類業務的應稅金額等
於木材、木材產品或木製品銷售的總收益 乘以 
0.4235% 的稅率；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則採用 0.2904% 的稅率。

(d) 截至 2024 年 7 月 1 日，在本州內進行活立
木銷售的每個納稅人均應納稅；對於此類納稅人
而言，針對此類業務的應稅金額等於業務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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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以 0.2904% 的稅率。對於第 (12)(d) 子節而言，
「活立木銷售」是指銷售土地上生長的樹木，
無論購買木材採用何種支付方式，無論在伐木之
前、期間或之後是否享有木材的轉讓權，購買者
均需自最初簽訂合約之日起 30 個月內完成伐木工
作。

(e) 對於本子節而言，下列定義適用：
(i)「具有生物複合材料表面的產品」是指產品

表面材料（按重量或體積計算）含有 50% 以上的
再生紙，也可使用非石油基的酚醛樹脂作為黏著
劑。

(ii)「紙和紙製品」是指在很大程度上透過氫鍵
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纖維素纖維製成的產品。「紙
和紙製品」包括新聞紙；辦公紙、列印紙、精細
紙及壓敏紙；紙巾、毛巾及衛生紙；牛皮紙袋、
建築用紙及其他工用牛皮紙；紙板、液體包裝容
器、硬紙板、瓦楞紙和固體纖維容器，包括瓦楞
紙箱面紙和瓦楞原紙；以及主要含有纖維素材料
（按重量或體積計算）的相關類型的纖維素產
品。「紙和紙製品」不包括書籍、報紙、雜誌、
期刊及其他印刷品、廣告材料、日曆和類似類型
的印刷品。

(iii)「再生紙」是指 50% 或以上的纖維含量來
自消費後廢物的紙和紙製品。對於第 (12)(e)(iii) 子
節而言，「消費後廢物」是指通常作為固體廢物
丟棄，已完成作為消耗品生命週期的成品材料。

(iv)「木材」是指在私人或公有土地上生長或倒
下的林木。「木材」不包括利用農業方法培育的聖
誕樹或速生硬木（如 RCW 84.33.035 所定義）。

(v)「木材產品」是指：
(A) 木料、木屑、鋸末、木材廢料及完全從木材加

工得到的類似產品、速生硬木（如 RCW 84.33.035 
所定義），或二者皆包括；

(B) 紙漿，包括從回收的紙或紙製品中提取的商
品漿和紙漿；以及

(C) 再生紙，僅在生產具有生物複合材料表面的
產品時使用。

(vi)「木製品」是指紙和紙製品；規格材；實木
產品，如刨花板、定向刨花板、中密度纖維板、
膠合板；木門；木窗；及具有生物複合材料表面
的產品。

(f) 除小型收割機（如 RCW 84.33.035 所定
義）之外，根據 RCW 82.32.585 的規定，報告時
採用第 (12) 子節稅率的納稅人，必須向稅務局提
交一份完整的年度報告。

(13) 在本州內對由其他納稅人所有的罐裝鮭魚
進行檢測、測試、貼標籤及儲存業務的每個納稅

人均應納稅；對於此類納稅人而言，針對此類業
務活動的應稅金額等於從此類活動中獲得的總收
入乘以 0.484% 的稅率。

(14)(a) 在本州內進行報紙印刷、報紙出版業務
或二者兼之的每個納稅人均應納稅；針對此類業
務的應稅金額等於業務總收入乘以 0.2904% 的稅
率。

(b) 根據 RCW 82.32.534 的規定，報告時採用
第 (14) 子節稅率的納稅人，必須向稅務局提交一
份完整的年度報告。

第 14 節。RCW 82.08.020 和 2014 c 140 s 12 
各修正如下： 

(1) 在本州將針對下列各種零售情況按售價的 6.5% 
進行徵稅，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下調至 6%，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再行下調至 5.5%：

(a) 有形個人財產，除非 RCW 82.04.050 的零
售定義中將此類銷售特別排除；

(b) 數位產品、數位代碼、自動化數位服務，如
果 RCW 82.04.050 的零售定義中包含此類銷售；

(c) 除自動化數位服務之外的服務，包含在 RCW 
82.04.050 的零售定義中；

(d) 延長對消費者的保固服務；以及
(e) RCW 82.04.050 零售定義中包含的任何其

他銷售。
(2) 在本州將針對各類零售汽車租賃情況按售價

的 5.9% 徵收額外稅費，無論車輛是否於華盛頓
州獲得牌照。依據本子節徵收的稅款必須存入依 
RCW 47.66.070 建立的多式聯運帳戶。

(3) 自 2003 年 7 月 1 日起，在本州將針對各類
機動車輛零售情況按售價的 0.3% 徵收額外稅費，
依據本節第 (2) 子節徵稅的零售汽車租賃除外。依
據本子節徵收的稅款必須存入依 RCW 47.66.070 
建立的多式聯運帳戶。

(4) 對於本節第 (3) 子節而言，「機動車輛」的
含義如 RCW 46.04.320 所述，但不包括：

(a) RCW 46.04.180 和 46.04.181 中定義的農
用拖拉機或農用車輛，除非農用拖拉機或農用車
輛用於大麻的生產；

(b) RCW 46.04.365 中定義的越野車輛；
(c) RCW 46.09.310 中定義的非公路車輛；以及
(d) RCW 46.04.546 中定義的雪地機動車。
(5) 自 2005 年 12 月 8 日起，依據本節第 (1) 

子節徵收之稅費的 0.16% 必須用於資助 RCW 
43.09.470 所要求的綜合業績審計。本子節確定的
收入必須存入依 RCW 43.09.475 創建的政府業績
審計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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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據本章徵收的稅費適用於同一財產的後續
零售。

(7) 本節所列稅率適用於依據 RCW 第 82.12 章
徵收的稅費，如 RCW 82.12.020 所述。

第 15 節。RCW 82.08.0206 和 2008 c 325 s 2 
各修正如下： 

(1) 2008 年 1 月 1 日之後，符合資格的低收入
納稅人在依據本章繳納銷售稅時，可依據本章和 
RCW 第 82.12 章之規定，以獲得到期應付稅匯款
的形式享受勞動家庭稅費減免。

(2) 為獲得本節所規定的減免，符合資格的低收
入納稅人應為：

(a) 個人（（，或個人及其配偶，若二人聯合提
交聯邦所得稅申報））在依據本節第 (3) 子節提交
完整的匯款申請時依然健在；

 (b) (([個人]））符合資格的個人 ((被授予））已
申報抵免，如 U.S.C. 第 26 款第 32 節所述；以及

(c) ((個人])) 作為華盛頓州居民正確提交聯邦
所得稅申報的個人，在申報稅費減免所屬年度成
為華盛頓州居民的時間已超過 180 天。

(3) 在 2009 年和 2010 年獲得的匯款中，針
對上一年度的勞動家庭稅費減免為零售稅減免，
相當於所申報之抵免額（（ 因而准予））的 5%（可
依據最近一年頒佈的 U.S.C. 第 26 款《聯邦國家
稅務法》第 32 節進行申報，其中提供了相關資
料）或 25 美元，以較高者為準。((2011 年及之
後 2017年，針對上一年度的勞動家庭稅費減免相
當於所申報之抵免額（（  因而准予））的 ((10)) 15%
（申請者可依據最近一年頒佈的 U.S.C. 第 26 款
《聯邦國家稅務法》第 32 節（（ 提供可用資料或 
50））向美國國家稅務局提交聯邦收入稅申報）或 
100 美元。2018 年及之後，針對上一年度的勞動
家庭稅費減免相當於所申報之抵免額的 25%（申
請者可依據最近一年頒佈的 U.S.C. 第 26 款《聯
邦國家稅務法》第 32 節向美國國家稅務局提交聯
邦收入稅申報）或 100 美元。

(4)（（  對於任何財政年度而言，在納稅人於財政
年度期間申報稅費減免之前，依本節授權的勞動
家庭稅費減免必須獲得州公共撥款法中所指的立
法機構的批准。

(5)））（（   應））必須依據本子節之規定管理勞動
家庭稅費減免計劃。

(a) 符合資格的低收入納稅人在依據本節申報減
免時，必須繳納依 RCW 第 82.08 章、第 82.12 章
及第 82.14 章之規定徵收的申報減免所屬年度的
稅費。之後，符合資格的低收入納稅人可向稅務

局申請依據本節第 (3) 子節計算的匯款。
(b) 向稅務局提交的申請 ((應)) 必須附帶與申請

相關之真實完整的申請者聯邦收入稅申報副本，包
括依據 U.S.C. 第 26 款《聯邦國家稅務法》第 32 
節進行的申報材料，否則將遭受偽證罪處罰，所有
材料必須遵循稅務局確定的格式和形式，但稅務局
必須為無法透過電子方式申報的申請者提供替代申
報方式。依據本節提出的稅費減免匯款申請必須附
帶允許稅務局進行相關查詢和從美國國家稅務局獲
取相關資訊的授權，因為稅務局認為有必要獲取此
類資訊或具有適當性，以驗證稅費減免匯款申請中
所列資訊的真實性。

(c) 依據本節提出的稅費減免匯款申請須於提交
聯邦稅務申報的次年提出，但在任何情況下，均
不會在 2008 年 1 月 1 日之前提供任何匯款。稅
務局將參照最為有效的資料處理稅費減免匯款。
稅務局 ((應)) 必須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接受
申請。

(d) 稅務局 ((應)) 必須對申請進行審查並基於
申請者提供的資訊、透過審計及其他行政記錄（
包括在必要時參照美國國家稅務局的資料）確定
其是否符合獲得勞動家庭稅費減免的資格。

(e) 稅務局 ((應)) 必須向提出申請且符合資格
的低收入納稅人匯出減免的金額。稅務局將採用
電子資金轉帳或其他方式匯款。

(f) 稅務局將與其他機構或組織合作，籌劃和實
施公共宣傳活動，以便讓有可能符合資格的納稅
人瞭解此項稅費減免政策及其相關要求。

(g) 在此條件下，應美國國家稅務局依法提出的
要求，稅務局在收到美國國家稅務局提供的資訊
後會聯絡可能符合資格的低收入納稅人。

(((6))) (5) RCW 第 82.32 章的規定適用於本節所
述之稅費減免。

(((7))) (6)  為採納本節規定，稅務局可頒佈一些
必要的規定。

(((8) 稅務局應將稅費減免計劃的成本限制為實
施該計劃的初始啟動成本。州公共撥款法應指定
用於此項計劃的未來行政管理成本金額。未來的
行政管理成本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成本： 處理
網路和郵件申請、驗證申報申請、合規和徵稅、
稅務局呼叫中心聘請更多全職員工、處理保固服
務、更新印刷材料和網路資訊、發佈媒體廣告及
支援和維護電腦系統。））

新節。 第 16 節。制定規定。(1) 為實施和妥善
管理本章規定，稅務局和牌照部負責人必須採納
一些必要的規章和法規，在必要情況下，還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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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規定制定相關的流程、時限及文件等方面相
互合作。

(2) 如有必要，稅務局和牌照部可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著手進行實施本法案所必需的管理工
作，包括制定相關規定。

新節。 第 17 節。本章可被稱為和視為碳污染
稅法案。

新節。 第 18 節。本法案第 1 至第 8 節、第 16 
節及第 17 節構成了 RCW 第 82 款的全新章節。

新節。 第 19 節。本法案自 2017 年 7 月 1 日
起生效。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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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5號動議案全文

一部關於企業和金錢在美國政治體制中所發揮之
影響的法案；以及制定新的章節。

由華盛頓州人民訂立： 

新節。第 1 節。目的 

本法案聲明，華盛頓州人民對修正《美國憲法》
給予支援，以消除 集中的金錢和政治權力對選舉
和政府政策的不良影響。此修正案將推翻美國最
高法院的裁決，將憲法權利延伸至企業及其他法
人實體，以及推翻那些將金錢支出與言論自由等
同看待的裁決。此外，本法案還頒佈了相關法規
並要求披露政治捐款和支出。

新節。第 2 節。事實 

1. 自由公平的選舉及誠實的代表對於實現自決權和
自治權至關重要，如《獨立宣言》所述和《美國
憲法》中所規定。

2. 美國人民對政治過程已喪失信心，因為在此過
程中未能聽取他們的意見和代表他們的利益。
因此，會主動投票的美國人越來越少。

3. 《美國憲法》並未提及企業或其他法人實體；
亦未規定將權利延伸至此類實體。然而，美國
最高法院透過做出一系列裁決，將「企業」與
「個人」等同對待，將僅賦予人的憲法權利和
保護延伸至企業。

4. 企業與人不同，企業可以永久存在，且可同時
分佈在許多國家中。因此，許多國內外大型企
業為規避保護公眾利益的監管法律或使其無效
而在競選活動中大肆投入資金。因此，企業參
與政治過程往往與公眾利益相衝突。

5. 金錢是財產，而非言語。《美國憲法》中無一
處將金錢與言論等同對待。由於廣告有限且花
費昂貴，因此將金錢支出與言論自由等同對待
將導致有錢人享有更多話語權。

6. 每當涉及特殊利益群體（包括富商巨賈）時，
他們總能夠揮金如土地發表政治言論，候選人
和政府公職人員可能遭受恐嚇並貪汙受賄，而
大多數公民的言論自由將被剝奪，無處發聲。
壟斷式的公共演講既不宣導，也會不保護言論
自由。

更新您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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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謀求政治利益的匿名捐款和支出，將導致欺詐
和腐敗，使選民無法判斷發言者的動機。當證
明他們的言論虛假或具有誤導性時，公眾須能
夠讓出資者對此類政治言論負責。充分和及時
披露資金來源對於選民的知情權、公平選舉及
有效治理至關重要。

8. 根據《美國憲法》第五章的規定，美國公民和
各州有權利用修正流程糾正由美國最高法院做
出的顛覆我們代議制政府的錯誤裁決。

新節。第 3 節。政策及推廣 

華盛頓州選民敦促現任和繼任華盛頓州國會代表
團立即採取行動，針對《美國憲法》修正案提出
聯合決議： 

1. 在《美國憲法》中所列舉和承認的權利僅是個
人享有的權利。

2. 司法機關不應依《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述
將金錢支出視為言論自由。聯邦、州及地方政
府應充分授權管理政治捐款和支出，以確保無
任何人或法人實體在政府和政治過程中獲得不
應有的影響力。

3. 所有政治捐款和支出均須及時披露，以便選民
在選舉前能夠清晰瞭解。

4. 本法案不限制公民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宗教
自由或結社自由等權利。

新節。第 4 節。向國會提出的建議

根據《美國憲法》的規定，華盛頓州選民敦促華
盛頓州國會代表團和美國國會選擇一種修正案審
批方法，以便在審批流程中全面確保公民出席並
聽取公民意見。

新節。第 5 節。向州立法機構提出的建議 

當修正案在美國國會獲得通過並交由各州進行審
批後，華盛頓州選民將敦促華盛頓州立法機構的
現任和繼任議員批准該修正案。

新節。第 6 節。向州務卿作出的指示 

在此動議案獲得通過後，授權和指示華盛頓州州
務卿盡快向下列人員提交此動議案的副本：華盛
頓州州長、華盛頓州立法機構的所有現任議員、
美國國會的所有現任議員及美國總統。

第735號動議案

新節。第 7 節。闡明條款。

本法案的條款應從寬解釋以實現本法案之意圖、
政策和目的。

新節。第 8 節。分割性。

如果本法案的任何條款或其對任何人、實體或情
況的適用性被判定無效，本法案其他部分的效力
或對其他人、法人實體或情況的適用性不受影
響。

新節。第 9 節。其他。

本法案被讚譽和引述為「一部由人民制定、為人
民服務的政府法案」。

查看您的網上選民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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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第8210號聯合決議案全文

由華盛頓州參議院和眾議院在召開的立法會議
上提出如下決議；

在本州舉行的下一次大選中，州務卿須向符合
條件的州選民提交此決議案，供其審批和批准或
拒絕，針對《華盛頓州憲法》第二章第 43 條的修
正如下：

第二章第 43 條。(1) 在以 1 結尾的每個年份之 
1 月，應建立一個委員會，以負責重新劃分州立法
和國會選區。

(2) 該委員會應由 5 名委員組成，按如下程序選
舉產生： 在以 1 結尾的每個年份之 1 月 15 日之
前，立法機關各院中兩個最大政黨的立法領袖應
各任命一位具有表決權的委員會委員。在以 1 結
尾的每個年份之 1 月 31 日之前，這四位被任命的
委員應透過至少三票讚成的方式完成其餘委員的
任命。委員會的第五名委員無表決權，由其擔任
委員會主席。如果任何指派機構未能在本子節規
定之日前完成規定的任命，那麼最高法院將在截
止日期後的 5 日內負責完成規定的任命。

(3) 當選官員和當選為立法選區、縣或州政黨官
員者不得在委員會供職。委員會委員在任職於委
員會之前的兩年內不得為當選官員，亦不得為立
法選區、縣或州政黨的當選官員。本子節的規定
不適用於選區委員會辦公室的工作人員。

(4) 立法機構應頒佈用於實施本節規定的法律，
包括制定委員應符合的其他資格條件和管理委員
會的其他標準。立法機構應適當撥款，以使委員
會能夠履行其職責。

(5) 每個選區均應包含與任何其他選區盡可能相
當的人口數量，但不包括非居民的軍事人員。在
合理可行的範圍內，每個選區應包含毗連地區，
緊湊便利，應採用自然地理屏障、人工屏障或政
治細分界限與鄰近選區分隔開來。委員會計劃中
所列的立法選區數量必須與立法機構所確立的一
致。在起草委員會的計劃時，不得蓄意偏向或歧
視任何政黨或團體。

(6) 在聯邦人口普查結束後，委員會應盡快完成
重新劃區工作，一般不遲於以 1 ((2)) 結尾的每個年
份之的 11 月15 日（（1 月 1日））。至少需有三
名有表決權的委員批准此重新劃區計劃。在該委
員會中，如果其中三名有表決權的委員未能在本
子節所規定之限期內批准一項計劃，那麼最高法
院應依據本節第 (5) 子節中所述之標準在以 2 結尾
的年份之 4 月 30 日前採納一項計劃。

(7) 立法機構可對重新劃區計劃進行修訂，但在
立法機構各院中必須獲得選舉或任命產生的立法議
員三分之二的選票。自該委員會向立法機構提交計
劃之後，立法機構舉行首次會議，任何修正案須於
會後第 30 日結束前在兩院獲得通過。之後，該計
劃及任何立法修正案將構成州選區劃分法律。

(8) 立法機構應制定重新召集委員會的相關法
律，以修訂依據本節之規定採納的選區劃分法
律。需獲得立法機構各院選舉或任命產生的立法
議員三分之二的選票，才能重新召集委員會。委
員會應遵守本節第 (5) 子節中規定的標準及由立法
機構依法制定的任何其他標準或程序。在具有表
決權的委員中，至少獲得三票讚成才能通過此類
修訂。如要對委員會採納的任何修訂進行修改，
則需獲得立法機構各院選舉或任命產生的立法議
員三分之二的選票。州選區劃分法律應包含對修
正案（如有）的修訂。

(9) 立法機構應依法出台委員會委員遵行的條款
及填補委員會空缺的辦法。

(10) 最高法院對於涉及國會和立法選區重劃的
所有案件享有獨家管轄權，其有權對此類案件進
行審理和做出裁決。

(11) 除非依據本節規定，否則不得更改或建立
立法和國會選區。選區劃分計劃及針對該計劃的
任何立法修正案不受《憲法》第三章第 12 條的約
束。

茲進一步決議，州務卿應在選舉前的四週內
將此憲法修正案的通知刊登在本州每份法律報紙
上，至少四次。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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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s County
210 W Broadway, Ste 200 
Ritzville, WA 99169 
(509) 659-3249 
heidih@co.adams.wa.us

Asotin County
PO Box 129 
Asotin, WA 99402 
(509) 243-2084 
dmckay@co.asotin.wa.us

Benton County
PO Box 470 
Prosser, WA 99350 
(509) 736-3085 
elections@co.benton.wa.us

Chelan County
350 Orondo Ave, STE 306 Level 3 
Wenatchee, WA 98801 
(509) 667-6808 
elections@co.chelan.wa.us

Clallam County
223 E 4th St, Ste 1 
Port Angeles, WA 98362 
(360) 417-2221 
auditor@co.clallam.wa.us

Clark County
PO Box 8815 
Vancouver, WA 98666-8815 
(360) 397-2345 
elections@clark.wa.gov

Columbia County
341 E Main St, Ste 3 
Dayton, WA 99328 
(509) 382-4541 
sharon_richter@co.columbia.wa.us

Cowlitz County
207 N 4th Ave, Rm 107 
Kelso, WA 98626-4124 
(360) 577-3005 
elections@co.cowlitz.wa.us

Douglas County
PO Box 456 
Waterville, WA 98858 
(509) 745-8527 
elections@co.douglas.wa.us

Ferry County
350 E Delaware Ave, Ste 2 
Republic, WA 99166 
(509) 775-5225 ext. 1139 
delections@co.ferry.wa.us

Franklin County
PO Box 1451 
Pasco, WA 99301 
(509) 545-3538 
elections@co.franklin.wa.us

Garfield County
PO Box 278 
Pomeroy, WA 99347-0278 
(509) 843-1411 
ddeal@co.garfield.wa.us

Grant County
PO Box 37 
Ephrata, WA 98823 
(509) 754-2011 ext 2743 
elections@grantcountywa.gov

Grays Harbor County
100 W Broadway, Ste 2 
Montesano, WA 98563 
(360) 964-1556 
elections@co.grays-harbor.wa.us

Island County
PO Box 1410 
Coupeville, WA 98239 
(360) 679-7366 
elections@co.island.wa.us

Jefferson County
PO Box 563 
Port Townsend, WA 98368-0563 
(360) 385-9119 
elections@co.jefferson.wa.us

King County
919 SW Grady Way 
Renton, WA 98057 
(206) 296-8683 
elections@kingcounty.gov

Kitsap County
614 Division St, MS 31 
Port Orchard, WA 98366 
(360) 337-7128 
auditor@co.kitsap.wa.us

Kittitas County
205 W 5th Ave, Ste 105 
Ellensburg, WA 98926-2891 
(509) 962-7503 
elections@co.kittitas.wa.us

Klickitat County
205 S Columbus Ave, Room 203 
Goldendale, WA 98620 
(509) 773-4001 
voting@klickitatcounty.org

聯絡您的郡選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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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 County
PO Box 29 
Chehalis, WA 98532-0029 
(360) 740-1278 
elections@lewiscountywa.gov

Lincoln County
PO Box 28 
Davenport, WA 99122-0028 
(509) 725-4971 
sjohnston@co.lincoln.wa.us

Mason County
PO Box 400 
Shelton, WA 98584 
(360) 427-9670 ext 470 
elections@co.mason.wa.us

Okanogan County
PO Box 1010 
Okanogan, WA 98840-1010 
(509) 422-7240 
elections@co.okanogan.wa.us

Pacific County
PO Box 97 
South Bend, WA 98586 
(360) 875-9317 
jkidd@co.pacific.wa.us

Pend Oreille County
PO Box 5015 
Newport, WA 99156 
(509) 447-6472 
elections@pendoreille.org

Pierce County 
2501 S 35th St, Ste C 
Tacoma, WA 98409 
(253) 798-VOTE (8683) 
pcelections@co.pierce.wa.us

San Juan County
PO Box 638 
Friday Harbor, WA 98250-0638 
(360) 378-3357 
elections@sanjuanco.com

Skagit County
PO Box 1306 
Mount Vernon, WA 98273 
(360) 416-1702 
scelections@co.skagit.wa.us

Skamania County
PO Box 790 
Stevenson, WA 98648-0790 
(509) 427-3730 
elections@co.skamania.wa.us

Snohomish County
3000 Rockefeller Ave, MS 505 
Everett, WA 98201-4060 
(425) 388-3444 
elections@snoco.org

Spokane County
1033 W Gardner Ave 
Spokane, WA 99260 
(509) 477-2320 
elections@spokanecounty.org

Stevens County
215 S Oak St, Rm 106 
Colville, WA 99114-2836 
(509) 684-7514 
elections@co.stevens.wa.us

Thurston County
2000 Lakeridge Dr SW 
Olympia, WA 98502-6090 
(360) 786-5408 
elections@co.thurston.wa.us

Wahkiakum County
PO Box 543 
Cathlamet, WA 98612 
(360) 795-3219 
tischerd@co.wahkiakum.wa.us

Walla Walla County
PO Box 2176 
Walla Walla, WA 99362-0356 
(509) 524-2530 
elections@co.walla-walla.wa.us

Whatcom County
PO Box 369 
Bellingham, WA 98227-0369 
(360) 778-5102 
elections@co.whatcom.wa.us

Whitman County
PO Box 191 
Colfax, WA 99111 
(509) 397-5284 
elections@co.whitman.wa.us

Yakima County
PO Box 12570 
Yakima, WA 98909-2570 
(509) 574-1340 
iVote@co.yakima.wa.us

聯絡您的郡選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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