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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提高教學質量；更換陳舊的取暖，通風和空調系統；修繕日益破損的管道系統；更新教室，洗手間和
學校設施；修繕或更換滲漏的屋頂；更新不合適的電力系統；以及改善學生學習電腦與現代技術的機會；貝肖
(Bayshore)小學校區是否應該以合法利率發行六百萬美元的公債，設立獨立的公民監督委員會，而且，任何錢均不
得用於行政管理人員的薪資，或被州府拿走？”

全文

C 提案

簡介

“為了能提高教學質量；更換陳舊的取暖，通風和空調
系統；修繕日益破損的管道系統；更新教室，洗手間和
學校設施；修繕或更換滲漏的屋頂；更新不合適的電力
系統；以及改善學生學習電腦與現代技術的機會；貝肖
(Bayshore)小學校區是否應該以合法利率發行六百萬美元
的公債，設立獨立的公民監督委員會，而且，任何錢均
不得用於行政管理人員的薪資，或被州府拿走？”

公債授權

經對本提案投票表決的至少百分之五十五的已登記註冊
的選民批准本提案，本校區就將獲得授權，以不超過合
法限定的利率發行和銷售總計本金最高至六百萬美元的
公債，對下述公債項目清單中所列出的具體的學校設施
提供資助，但必須遵循下列具體陳述的所有的有關責任
性規定。

責任性規定

本節中的規定之所以具體地包含在本提案中，是為了讓
校區的選民和納稅人可以確保他們的錢將被明智地加以
使用。用於校區具體的設施需求的開支，將符合加州憲
法第XIIIA條第1(b)(3)節和2000年地方學校建設公債法案
中嚴格的責任性規定(已納入教育法第15264節及隨後之
章節。)

評估需求。校區委員會已經指明了校區對設施的詳細的
需求，而且已經決定在現時以一項地方公債資助項目。
校區委員會茲在此証實，在制訂下列公債項目清單過程
中，它已經對安全性，縮小班級規模，升學率的增長，
以及信息技術需求進行了評估。

獨立的公民監督委員會。校區委員會將按照教育法第
15278節及隨后之章節，設立一個獨立的公民監督委員
會，以確保收入只能用於在下面列出的學校設施項目。
該委員會將在選舉結果登錄在校區委員會紀錄之日期後
的六十天之內，予以成立。

項目執行審計。校區委員會將實行獨立的年度項目執行審
計，以確保公債收入已經僅僅用於下列的學校設施項目。

財政審計。校區委員會將對公債收入實行獨立的年度財
政審計，直至所有這些收入都已經用於下列的學校設施
項目。

政府法規中的責任性規定。按照政府法規第53410節之規
定，(1)公債的具體目的必須在提案的本篇全文中予以說
明，(2)銷售公債之收入必須只能用於在本提案中具體說
明之目的，而非其他任何目的，(3)按照加州教育法之規
定，假如發行公債，那麼，在發行時，公債收入將存入
由聖馬刁縣(San Mateo County)財政局長掌管的一項建設
基金，以及(4)按照政府法規第53410節和第53411節之規
定，校區教育局長應該在每年一月一日之前向校區教育
委員會提交一份年度報告，報告中應包含有關已收集到
的和已支出的資金額的信息，以及在本提案中列出的項
目的進展狀況。

不得用於教師或行政管理人員之薪資

由本提案授權的銷售公債之收入將只能用於獲取，建
造，重建，整修，和/或者更換學校設施，包括學校設施
的家具或設備之配置，以及/或為學校設施獲取或租用不
動產，並且，不得用於任何其他目的，包括教師和行政
管理人員的薪資，以及其他的學校運營開支。

州府配套資金

根據教育法第15122.5節，茲在本提案中包含下列之聲
明：批准本提案並不能保証構成本提案的公債內容的所
提議的項目或多個項目，其超過由本提案產生的地方性
收入部分也將會得到資助。校區認為提議的項目或多個
項目可能會獲得州府配套資金，但那將可能會受州議會
分配之制約，或有待於批准一項全州性的公債提案。

公債項目清單

下列表述的公債項目清單是本選票提案的一個組成部
分，而且，必須附在任何按規定須包含公債提案全部文
本的官方文件中。

項目之規模。公債收入將用於貝肖(Bayshore)小學校區學
校設施的獲取，建造，重建，整修，和/或者更換等各項
開支，包括這些學校設施的家具和設備的配置，以及/
或貝肖(Bayshore)小學校區獲取或租用不動產用於學校設
施。在下列清單中包括的具體內容，只是作為一個例子
予以陳述，其用意並非在於限制對所授權項目類型更廣
義的描述的總體情況。

學校設施項目。予以資助的具體的學校設施項目包括以
下內容：

• 按建築法規和節能高效系統更換陳舊的取暖，通
風和空調系統

• 修繕/更換日益破損的管道和排污系統

• 更新，整修和擴建陳舊的教室，洗手間和學校設
施，包括更換日益破損的地板，天花板，牆壁，
照明，電路和管道，以及為教室和相關設施配置
的家具和設備，以提供一個現代化的學習環境

• 修繕或更換滲漏的或陳舊的屋頂

• 更新不合適的電力系統

• 改進技術基礎設施，並為學生提供學習電腦與現
代技術的機會，包括電腦實驗室和設備

• 整修和更新多功能廳和室內/室外的體育教育設
施，包括改進和重鋪戶外設施

• 提供與時俱進的21世紀的技術需求

• 改進學生的安全性，包括更新火警和安全系統，更
新通訊系統，加強防震能力以及設置籬笆和照明

• 加強和更新學校設施的防震能力，以確保學校的
結構性安全

• 整修，修繕，擴建和/或更新現有教室和其他學
校設施的內部和/或外部的狀況，包括基礎設施
的改進，新的油漆，門，硬件，櫃櫥，地毯/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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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窗簾/遮窗，空間分隔和排風機，餐廳和廚
房的設施與設備，以及改進綠化和戶外學習環境

• 改進停車/學生下車和接人的區域，包括輔設路
面，改進人行道，標識，照明，籬笆和其他安全
性改進工作

• 以永久性教室替代臨時的活動教室

• 實行設施改進工作，以提高校區的節能效率，包
括裝設屋頂和牆壁的絕緣物，以及更換陳舊與低
效的照明和窗戶

• 按照聯邦和加州規定的殘障人士保障法(ADA)進
行通行性更新，包括校園進出，停車和操場和運
動場的通道

• 在建設前或建設過程中，清理和搬走有害物質

 每個項目都包括以下開支，添置家具和設備，
建築設計，工程，與類似的設計與規劃成本，項目/工
程管理開支(包括由校區工作人員實行的項目管理)，以
及一項常規的為未可預見的設計與建設費設置的應急費
用。若一個項目早已經臨時性地得到資助，在這種情況
下，公債項目將包括對臨時資助的付款。每一個公債項
目均包括上述的具體項目全部所必要的與相關工作，包
括但不限於，拆除現有的結構，租用或建造儲存設施和
其他的臨時空間，以及為學生和為學校工作所用的臨時
教室，或作為在建設過程中需搬動的教室材料的儲存空
間，解決在建設/更新和其他必要的按規定要遵循現有
的建設法規的改進工作中，所暴露出來的不可預見的情
況，包括場地法，以及實行殘障人士保障法的通行性規
定。某些項目可能會作為與其他地方政府或非牟利機構
合作的共同使用的項目。

 上述所列出的學校設施項目的次序並不意味著項
目的優先順序。項目的優先順序將由校區委員會決定。
校區不可能預見到所有未能預見的情況，那些情況有可
能會使得上述某些項目將不可能啟動或完成。

本半頁有意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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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法第15100節授權校區可以為具體之目的發
行公債，如果由選民先在一項選舉中批准發行該項公
債。教育法第15266節規定，如果55%對此投票的選民批
准了提案，該提案就獲通過。

 貝肖(Bayshore)小學校區教育委員會提議了本提
案，該提案將授權校區發行數額不超過六百萬美元的公
債。公債的利率將不超過法定最高限度，並且根據公債
發行的情況，將自發行日起最多25年或40年予以償還。
校區對平均年利率最精確的估算為，為了資助本項公
債，在2014-2015年財政年，以及在2017-2018財政年，
對每100,000美元估值的稅率是30美元。校區對平均最
高年利率的最精確的估算為，為了資助本項公債，對每
100,000美元估值的稅率是30美元。

 加州憲法規定，必須列出以公債收入資助的具體
的學校設施項目的清單，並認證，校區教育委員會在制
訂該清單過程中，已經對安全性，縮小班級規模，和信
息技術方面的需求進行了評估。本校區的公債“項目清
單”已附在提案全文上，而且列出了項目，包括：更換取
暖，冷氣和通風系統；改進管道/下水道，電力和屋頂系
統；更新，整修和擴建教室，洗手間和其他設施；改進
技術基礎設施和設備；改進多功能室和體育設施；防震
強固；改進教室和其他設施之內部與外部。改進停車和
學生上下車區域；更換臨時教室，代之以永久性教室；
改進能源效率；改進通行性，按美國殘障人士保護法予
以更新；以及合適地處置有害物質。對項目清單應該進
行審閱以便進一步具體化。

 加州憲法和教育法規定，校區必須採取某些步
驟，對公債收入承擔責任。相應的，校區將指定要把資
金存入一個特別的帳號，委派一個公民監督委員會，實
行年度獨立的執行情況審計和財政審計，以確保資金只
能用於列入的改進工作，而且，不得用於其他目的，以
及要準備年度報告，列出已收到和開支的資金額，以及
任何得到資助的項目的狀況。

投票“贊成”本提案將授權貝肖(Bayshore)小學
校區發行數額不超過六百萬美元的公債，用
於“項目清單”上列出的目的。

投票“反對”將停止貝肖(Bayshore)小學校區發
行公債。

如果55%對本提案投票的選民投票“贊成”，本提案將獲
通過。

在2014年6月3日，貝肖(Bayshore)小學校區(下稱“校區”)
將舉行一次選舉，為了授權銷售普通責任債券公債六百
萬美元。按照加州選舉法第9400-9404節之規定，茲提供
下列信息。

根據在提交本聲明之時所具有的估算的估值，在首期公
債銷售後的第一個財政年，為資助發行本項公債所需的
稅率，其最精確的估算是，在2014-15財政年度，每100
美元的估值為0.0300美元(每100,000美元為30美元)。

根據在提交本聲明之時所具有的估算的估值，在最後一
期公債銷售後的第一個財政年，為資助發行本項公債所
需的稅率，其最精確的估算是，在2017-18財政年度，每
100美元的估值為0.0300美元(每100,000美元為30美元)。

根據在提交本聲明之時所具有的估算的估值，為資助本
項公債所需的最高稅率，其最精確的估算是，每100美
元的估值為0.0300美元(每100,000美元為30美元)。

這些估算的根據是從官方資源所獲得的信息中推定的預
測。實際的稅率和它們將予以應用的年份有可能會不
同，這將依賴於公債銷售的時間，每次銷售所售出的公
債額，以及估值的實際增長。公債銷售的時間和在每一
規定時間所銷售的公債額則將由校區根據需求予以決
定。實際的估值將依據校區範圍內可徵稅的地產的數額
及其價值而定，將由評估和平稅過程予以決定。

/簽名/ Audra Pittman      2014年2月2日
 教育局長，貝肖(Bayshore)小學校區

對 C 提案公正的分析C 提案稅率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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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或反對所提法案的觀點純屬作者個人意見
貝肖(Bayshore)小學校區

贊成 C 提案的論據 對贊成 C 提案論據的反駁
當校區委員會要求選民們的許可，以像C提案這樣的公
債舉債時，他們在說什麼呢？他們在承認，他們現時用
我們稅錢所花費的東西，比本提案中的項目更加重要。

預算反映優先事項。

貝肖(Bayshore)小學校區正在說的是，今天花費在某些東
西上的每一美元的教育經費比“改進學生使用…現代技
術”要優先得多。

你同意嗎？

教育合作夥伴資料(www.Ed-Data.K12.ca.us)顯示，貝肖
(Bayshore)小學校區只有大約389名學生，所以，這項公
債可能超過15,400美元/每名學生－利息和行政管理開支
還不計算在內。

你是否願意用25年的貸款來購買一台使用壽命只有3-5年
的電腦？

不？那卻是校區正在要求你去做的。

什麼對你更為重要？
1. 使用已經在學校預算中的錢，現在就為“現代

技術”支付合理的錢款。

2. 通過支付本金和利息－將新的稅錢支付給大
銀行，投資掮客，和其他購買這些公債作為
避稅之用的人們。

如果你把孩子們“使用電腦”比資助避稅看得更重要，投
票反對C提案。

如果你把孩子們使用“現代技術”比支付25年的本金和利
息看得更重要，投票反對C提案。

欲知詳情：
www.SVTaxpayers.org/2014-06-bayshore-elementary-sd-bond

/簽名/  Mark W. A. Hinkle     2014年3月24日
         矽谷納稅人協會主席

我們的學校是我們社區最重要的資產，而且應該是我們
的首要大事。從成績更優秀的學生，到街坊更大的安全
性和升值的房地產，優質學校發揮了作用。當我們的教
師和員工出色地在教育我們孩子之時，貝肖(Bayshore)小
學校區的許多教室和學校設施卻已經過時，不適合作為
學生們成功所需的設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孩子需要
你投票贊成C提案！

雖然我們學校多年來得到良好的維修，但是，由於許多
並沒有達到21世紀的標準，年久的教室和設施必須加以
更新。我們孩子使用的許多建築物的年份在30-50年之
間！C提案將讓校區可以改進學校和為本地學生提供的
優質教育。通過投資學校，我們可以達到今天的安全
性，技術和教育標準，使我們的社區更加美好。

如果C提案獲得通過，它將在貝肖(Bayshore)學校提供設
施改進工程的資金，內容如下：

• 更換過時的取暖，通風和空調系統
• 修繕正在破損的水管和排污系統
• 更新過時的教室，洗手間和學校設施
• 修繕或更換滲漏的屋頂
• 更新不合適的電力系統

C提案在財政上合理，也保護納稅人。

• 所有的資金都必須在本地使用，並且是州府拿不
走的。

• 根據法律，開支必須由一個獨立的公民監督委員
會審閱，並每年審計。

• 資金只能用於改進本地小學學校，不得用於教師
或行政管理人員的薪資。

C提案更新和整修陳舊的和不合適的學校設施，改進本
地學生的教育，而且維持我們社區的品質。這是我們大
家都能支持的事。請和我們一起，投票贊成C提案！

/簽名/ Martha Padilla      2014年3月12日

/簽名/ Su Hu              2014年3月12日

/簽名/ Teresa Hinojosa      2014年3月12日



5

贊成或反對所提法案的觀點純屬作者個人意見
貝肖(Bayshore)小學校區

反對 C 提案的論據 對反對 C 提案論據的反駁
C提案的資金將直接用於需要它們的地方－改進課堂教
學和支持貝肖(Bayshore)的學生們。

不要讓我們的反對者們誤導你。他並沒有事實，也不在
我們的社區生活。

這裡是事實：

• C提案提供本地學生成功所需要的安全，現
代化的教室，

• C提案由本地控制，每一美元都就留在這
裡，使本地學校，本地學生和本地房地產的
價值獲益，

• 現在沒有其他的資金來源可用於修繕我們的
學校，

• C提案還提高效率，消除昂貴的修繕，節省
稀少的資源，支持教師和課堂教學項目。

為了保護優秀的本地學校和確保學生們具有安全的和最
新的教室，投票贊成C提案。

雖然我們的學校在管理不斷緊縮的預算方面的工作很出
色，但是，陳舊的管道和下水道系統必須加以修繕，過
時的和低效的取暖，通風和空調系統必須加以更換，而
且教室裡需要21世紀的教學技術，以便為學生提供現代
技能。

C提案是為我們學校的唯一解決辦法。我們等待越久，
這些改進措施就將越昂貴。

C提案十分簡單－它保護本地學校的優質教育。嚴格的
責任性規定保證了所有的資金都只能用於選民批准的項
目。任何錢都不准用於教師的，或行政管理人員的薪
資，福利或退休金。

我們的學生理應得到優質教育。請和我們一起－投票贊
成C提案。

/簽名/  Audra Pittman      2014年3月21日
         教育局長

/簽名/  Irene G. Cuellar  2014年3月21日

當校區委員會要求選民許可C提案這樣的公債來舉債
時，他們在說什麼呢？他們在承認，他們用我們的稅錢
來支付眼前的一切，比本提案中的項目更加重要。

預算決定事項優先順序。貝肖(Bayshore)小學校區正在
說，今天花費每一美元的教育經費的地方，在他們看來
比“改進學生對…現代技術的使用”更應優先。

你是否同意?

教育合作夥伴數據(www.Ed-Data.K12.ca.us)顯示，在貝肖
(Bayshore)小學校區大約只有389名學生，所以，這項公
債將是每名學生超過15,400美元--還不算利息和行政管理
開支。

當我們購買住房時，借貸真實法律規定，我們必須被告
知那些住房的真實成本，比如：

以5%利息期限30年借貸600,000美元，意即每
年的本金和利息是38,651美元--整個借貸成本是
1,159,534美元。

消費者保護法是否應該也運用到公債上？我們作為納稅
人理應知道關於C提案的全部真實情況。我們並不知道
這筆債自何時開始，更不用說它的利率是多少。

誰會以25年的付款計畫來買電腦？其實，不用在超過20
年時間的支付貸款，只要以所提議的借貸的一小部分
(>1/6)，我們就可以為每一名現在入學的學生購買足夠的
電腦－而且，每4年可以升級到更新的模式！

對你來說，什麼更加重要？

1. 現在用早已在學校預算中的錢，支付合理的
錢款用於“現代技術”。

2. 通過支付本金和利息--將新的稅錢--支付給大
銀行，投資客，和其他的購買這些公債用於
避稅的人。

如果，你將孩子們“使用電腦”比資助避稅看得更加重
要，投票反對C提案。

如果你將孩子們的學習“現代技術”比支付20年利息看得
更加重要，投票反對C提案。

欲知詳情請查閱：
www.SVTaxpayers.org/2014-06-bayshore-elementary-sd-bond

/簽名/ Mark W. A. Hinkle
 主席：矽谷納稅人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