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杉磯縣公民重新劃區 (CRC)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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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縣重新劃區方法

以往的方法

▪洛杉磯監事會指定僅諮詢邊界重新劃區委員會
(BRC) 研究邊界的提議變更。

▪監事會在採用最終重新劃區邊界之前可作出修訂。

2016 加州 SB 新方法

▪成立公民重新劃區委員會，在未來 10 年為 5 
個監管地區繪製邊界線

▪不受臨事會影響

▪該縣多元化的合理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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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新繪製的監管地區



我們的價值觀

負責任：我們對該流程以及彼此之間負責任，服務於洛杉磯縣的所有選民。

透明化：我們承諾將重新劃區流程的各個方面透明化。

客觀性：我們謹慎、公平、公正且有策劃性，在公平确定監管地區邊界時主動抵制不當影
響。

真誠：我們真誠、誠實、講道德、守原則、互相尊重且專業規範。

包容與平等：我們力求建立並培養真正的歸屬感，掃除潛在障礙，有目的地精心策劃且高
效執行全面公眾宣教、參與和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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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重新劃區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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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當地層面來講，定期重新劃區與重新繪製邊界
對以下各項很重要：

▪ 重新平衡地區人口

▪ 确保監事會公平反映該縣的多元化人口

▪ 設計人口合理均衡的地區

▪ 投票支援自己所選監事

▪ 使您能夠投票支援自己所選監事



為何重新劃區很重
要

▪ 監事會應回應居民的喜好和需求：

▪ 公共政策，以改善生活

▪ 您所在社群所提供的服務以及資源

▪ 公共健康和公共醫療中心

▪ 公共社交服務

▪ 縣治安官

▪ 向未合併地區和簽約城市提供
的市政服務

▪ …以及許多其他公共服務

5



美國人口普查預估，
2019  年 7 月 1 日， (V2019)

10,03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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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口最多的縣：一千萬人，
相當於加州人口的 25% 。

美國民族最多的縣之一

88 個城市與 100+ 未合併區域

洛杉磯市是人口最多的第二大城
市，有四千萬居民。

洛杉磯縣將繼續分為 5 個監管地

區。（任何變更均將需要選民核
準。）

最新监督区
最新监督区



何處繪製邊界線？
美國憲法，美國法典第 52 篇. § 10301，加州選舉法令§ 21534

▪ 分配合理均衡的人口
▪ 每隔 10 年，將必須重新繪製地區線，再次均衡每個地區的規模。
▪ 基於 2020 年美國人口普查資料

7

打造您的未来

从此处开始>

打造您的未来
从此处开始 >



重新劃區如何剝
奪少數民族投票
權的範例。

在所有 4 個地區中，少數民族僅占
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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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民族和種族群體提供公平機會



重新劃區如何使各社
群選舉其心儀候選人
之範例。

9

少數民族僅占此地區的
¾。



何處繪製地區線？

▪ 連接一個地區的所有部分（地理毗連
性）

▪ 在劃分地區時請勿繞過附近的人口
（緊湊性）

▪ 保護城市、街區和利益共同體的地理
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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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共同體指擁有共同社會和經濟利益的鄰接人口，為了體現其有效且公正的選舉權，
其應處於同一地區中。利益共同體包括與政治党派、在職者或政治候選人的關係。

非毗連 毗連

緊湊 彎曲的 分散的



何處繪製地區線？

避免党派偏袒 –在何處繪製地區線很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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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個選區

60%黃色的

40%綠色的

5 個地區

5黃色的

0綠色的

5 個地區

3 綠色的

2黃色的



您可做些什
麼

▪ 註冊並參與重新劃區：
https://redistricting.lacounty.gov

▪ 鼓勵參與

▪ 與地理上集中的利益共同體合作

▪ 與居民和其他組織協作，提交所提議的重新劃
區地圖供 CRC 考量

▪ 洛杉磯縣提供免費繪圖軟體供公眾在本夏
季使用。

https://redistricting.lacounty.gov/


我們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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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主席 Daniel Mayeda

聯合主席 Carolyn Williams

委員 Jean Franklin

委員 David Holtzman

委員 Mary Kenney

委員 Mark Mendoza

委員 Apolonio Morales

委員 Nelson Obregon

委員 Priscilla Orpinela-Segura

委員 Hailes Soto

委員 Saira Soto

委員 Brian Stecher

委員 John Vento

委員 Doreena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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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https://redistricting.lacounty.gov

以虛擬方式參加 CRC 會議和公開聽證：

https://us02web.zoom.us/j/82726060927

透過致電聆聽：

(669) 900-9128, 輸入： 827 2606 0927#

在 YouTube 上檢視 CRC 會議與公開聽證：

https://www.youtube.com/LACountyRedistricting/

透過以下網址提交書面評論：

https://publiccomment.redistricting.lacounty.gov/

透過電子郵件： Los Angeles County CRC, P.O. Box 56447, Sherman Oaks, 
CA 91413

https://redistricting.lacounty.gov/
https://us02web.zoom.us/j/82726060927
https://www.youtube.com/LACountyRedistricting/
https://publiccomment.redistricting.lacounty.gov/


洛杉磯縣 CRC 職員

執行董事

Gayla Kraetsch Hartsough，博士學位
(818) 907-0397
ghartsough@crc.lacounty.gov

CRC 職員

Thai V. Le （博士生，美國）
GIS、公共政策與技術支援

Carlos De Alba
行銷、媒體與外展顧問

獨立法律顧問

Holly O. Whatley 先生，股東
Pamela Graham 先生，高級顧問

Colantuono, Highsmith & Whatley, PC
790 E. Colorado Blvd., Suite 850
Pasadena, CA 91101-2109
(213) 542-5700 電話
(213) 542-5710 傳真
hwhatley@chwlaw.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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