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俄勒岡州
選民指南

我們的家庭無時無刻都在變動，出生，死亡，成
長和分離。有各種形狀，尺寸和年齡;　先天和
後天;　世代同堂和跨國居住;　貧富階級;　
有身分，無身分或混合交雜的狀態;有小孩或沒
有。所有家庭都應該獲得可以讓他們蓬勃發展
應有的權利，認可，和資源。

這就是為什麼選舉季節非常的重要。在過去的
一年，APANO追蹤反移民仇恨團體，獲得跨
州的資金，試圖用行動改變俄勒岡州法律。政
府所提倡的政策與APANO的價值觀
不一致的話，可能會損害亞太居民的
社區。

值得慶幸的是，由於我們有強大的聯
盟，許多反移民，反選擇，反工人的提
案並沒有資格出現在今年十一月的選
票單上。加入APANO，跟我們一起在
當地和全國抵抗偏執，不寬容和反移
民的情緒。

只要我們團結同心就可以改變現狀。 
2000年至2010年間，夏威夷原住民
和太平洋島民（NHPI）社區人口增長

61％，而亞裔社區增加了46％。我們的社區是
俄勒岡州第二和第三個人口增長最快的族群。
亞裔和太平洋島民的選民人數可以影響決策
者。但是，我們需要投票，並鼓勵其他人投票！

APANO已與社區成員合作，研究並贊同我們
認可的政策，對API社區的健康，福利和生存
措施的支持，並確保俄勒岡州的政策對所有的
家庭都公平。

2016年對亞洲和太平洋島民（API）來說是個重要的一年，對於我們的家庭和
社區投資是一大賭注。

谁有資格投票？
您必須是美國公民，並在投票時年滿18歲。
俄勒岡州在汽車選民法中表示只要當選民
是有資格投票，尚未登記的話，當去DMV申
請，更新或替換俄勒岡州的駕照，身份證，或
許可證時立即自動註冊投票。

在2016年，20,000 API的選民將會
藉由新通過的汽車選民法註冊投票。

如果你過去有被判重罪，從監獄釋放後可能
可以重新註冊，如果是假釋和緩刑可以投
票。不清楚你自己註冊投票了嗎？可在此查
詢： sos.oregon.gov 。

投票
3個簡單步驟

1. 在10月18日前註冊
   . . . 線上

. . . 通過郵件 . . . 或親自在縣選
舉辦公室，公共圖
書館或郵局做登記

2. 填完選票＆簽名 
    (選票會在10月19日
    寄出)

3. 將簽完名的選票單寄出 . . .
. . . 在11月2日郵件寄出或

. . . 在11月8日
投遞指定投
票箱

指定投票箱開
放至晚上8點

每張投票單
都有影響！



2016年選票政策措施建議

法案 法案內容 對我們社區的影響
APANO  
建議您投...

97 對C類公司的年度銷售額超
過2千5百萬，增加其最低
稅收—目前估計的影響少於
四分之一俄勒岡州1 ％的註
冊公司。

俄勒岡州擁有全美國最低的有效企
業稅收。這項政策將產生三十億的
年收入供給公立學校，醫療照護和
老人服務。

YES

98 從新的未安排的州資金中，
規劃分配每名學生$800。
幫助所有學生都可以獲得
畢業的規劃，如職業技術教
育，大學等級的課程和諮
詢。

當看到我們社區的學生學業成績，
很多亞裔和太平洋島民的學生學業
落後。NHPI學生輟學率最高，老撾
和柬埔寨學生很難可以獲得較高的
學歷。

YES

99 致力於將部分彩票的金費放
入全州計劃的戶外教學。讓
每一位俄勒岡州五年級或六
年級的學生得到一週以實
踐科學基礎的戶外教學。

戶外教學有助於讓孩子對上學有興
趣，提高出席率，並提高對STEM領
域的興趣，同時有增加孩子們和俄
勒岡州的自然環境的連結。由於目
前各學區的資源，不到俄勒岡州一
半的學生有機會有戶外教學課程。

YES

100 禁止對瀕臨滅絕的12種動
物作買賣，如海龜，鯊魚，
和大象，比照最近在華盛頓
州，加利福尼亞州和夏威夷
通過的野生動物販賣禁令。
證明有意圖販賣或運送違
禁動物會受罰款。

雖然許多API文化中認為某特定的
動物產品有醫藥和文化的用途，物
種的滅絕會破壞已經受到氣候變化
而改變的生態系統，影響到全球和
各地社區。這項政策可以長遠性的
保護生物多樣化，確保永續發展。

YES

如果不能投票怎麼辦? 

無論您的投票狀態，你仍然可
以有所作為！

• 鼓勵和教育其他人投票。
• 分享此指南在您的教堂或是你的

鄰居。
• 寫下所關心的議題，投稿給當地

報紙。



麥諾瑪縣

法案 法案內容 對我們社區的影響
APANO  
建議您投...

縣警長職位 提議現任縣警長職位由民選
位置改為從現任縣領導人
指派。

可以允許對此職位與縣行政辦公更
好的內部評估。

沒有立場

憲章修正案:正
直選舉

每一輪縣內競選中，個人捐
款限制在$ 500以內。

俄勒岡州的民選官員並不反映俄勒
岡州的人口結構的變化。設定競選
運動的捐款限制可以創造一個更公
平的競爭環境，以及提升低收入者
與有色人種謀求官職的人的機會。

YES

波特蘭市

法案 法案內容 對我們社區的影響
APANO 
建議您投...

26-179 債券將支持新的低收費房
屋和穩定現有的低收費房
屋，可建造超過2000戶低
收費房屋給最需要的家庭。
低收費被定義為家庭收入
在中位數（城市中收入）的
60 ％以下。例如，一家四口
的一年收入少於$43,980 
以下才有資格申請低收費房
屋。

波特蘭正面臨的住房費上升。40 ％
亞洲人是租房子住，而NHPI 61％
的租房者。在NHPI家庭和美籍越南
人租房住戶有一半成承受住房成本
負重擔。更多的低收費房屋可以幫
助這些家庭減少被遷移的風險。

YES

大都市地區

法案 法案內容 對我們社區的影響
APANO 
建議您投...

26-178 更新城市公園和徵收自然區
域一直到2023年 ，保存和
保護該地區乾淨的水源，清
新的空氣，和野生動物的棲
息地。包括增加資金至改善
公共措施，教育計畫，和社
區資助計劃針對長期被邊緣
化的社區。

無論是公園可使用，狀態良好與否，
或是有沒有社區活動，都可以決定
誰從中受益。一項全國性調查發現，
低收入和有色人種的社區比起白人
和高收入地區，少50％設有休閒娛
樂設施。

YES



地區性

法案 法案內容 對我們社區的影響
APANO 
建議您投...

學校債卷 學校債券分配錢到某地區
或特定的建築物。這筆錢往
往資助翻修，環境改善，抗
震升級，即刻維修等。

有涉及具體的學區多種措
施。我們鼓勵您了解您所在
學區，是否需要投票！

整個州我們的社區大部分學校資金
都不足。俄勒岡偏鄉地區也面臨著
獨特的資金困難。老舊的，不安全的
建築物影響的教師，學生和工作人
員的健康和安全，並對學生的學習
造成干擾。

YES

大麻稅 俄勒岡州的各個地方政府都
在提出新的稅法於娛樂用
的大麻。

資金的分配可能不同。例
如，那些在波特蘭將將創造
年收入大約$ 300萬的稅收
投票，對藥物和酒精的教育
和治療方案，康復服務，為
小企業的鄰里支持等專用

潛在的新的收入可以分配給地方服
務機構，戒毒服務，並支助對未成年
毒品犯罪的不成比例監禁或罰金。

YES

俄勒岡州亞太裔網 (APANO)是一個草根基層組
織，服務範圍廣至全厄勒剛州，旨在團結亞裔和太平
洋島民，實現社會正義。APANO重視集結團體的力
量，通過授權，組織，和倡導的方式來促進社會公平。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聯繫我們的公民參與經理Kathy 
Wai 電郵kathy@apano.org 和電話（971）340-
4861 。

STRONG FAMILIES是Forward Together的一
個計畫。 APANO是STRONG FAMILIES的一員，
超過170多個團體合作，藉由改變我們的思維，感覺，
行為，做出家庭有關的政策。 

在臉書上找尋 FB / APANONews 或             
FB / StrongFamiliesFBPage，並且按讚喔！

Follow us on Twitter at @APANONews 或  
@StrongF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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