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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通告 

 

TEXAS州 § 

HARRIS和MONTGOMERY縣 § 

TOMBALL獨立學區 § 

致所有TOMBALL獨立學區內具資格投票的居住選民： 

茲定於2021年11月2日在TOMBALL獨立學區（下稱"本區"）依據校舍債券選舉命令舉

行選舉，該命令於2021年8月10日經Tomball獨立學區理事會通過和批准，該命令大致內容

如下： 

鑑於，Tomball 獨立學區（下稱"本區"）的理事會（下稱"理事會"）有權根據

Texas州教育法第45章發行債券；以及 

鑑於，理事會已決定那召開並執行債券選舉是必要及合適的，並以保有選民有關發

行該債券之權利；及  

 鑑於，本區將與Texas州Harris縣和Texas州Montgomery縣（下稱"本縣"）簽訂一份

或多份選舉協議（下稱“選舉協議”），由並通過各自縣的選舉行政官（下稱“行政

官”）以及可能的其他政治分區（下稱“參與者”），根據Texas州（下稱"本州”）的法

律和適用的聯邦法律；   

 

故此，TOMBALL獨立學區理事會現命令如下：   

第1節。 選舉的召集；日期；合資格選民；以及時間。一項選舉（下稱“選

舉”）應在2021年11月2日（下稱“選舉日”）舉行，也就是在上述命令（下稱“選舉命

令”）通過超過七十八（78）日後，所有居住於本學區內的合格選民均得以在該日投票。

理事會認為該選舉日期符合公眾利益。投票所應於選舉日當天上午7:00至晚上7:00間開

放。 

第2節。 投票選區；投票站；選舉官員。除另有規定外，特此將全部或部分位

於本學區領土邊界內的各縣選舉區的邊界和領土指定為本學區選舉的投票區，並指定本學

區選區的選區編號應為每個選區對應的縣選區編號。選舉日投票所應如附件A中所示。應

依照Texas州選舉法（下稱“選舉法”）任命本次選舉的選區法官及候補法官。   

本學區總監或其指定人員可隨時認定 (a) 此後指定的投票站無法使用或不適合選

舉用途，或將此類投票站遷移至他處符合學區人民的最佳利益；或者 (b) 此後指定的某

主審法官或後補主審法官不再符合任職資格或無法繼續任職。學區總監或其指定人員現獲

准可在出現上述情況時以書面形式更換投票站或指定並委任主審法官或後補主審法官，並

更正或修改選舉命令的附件，發出通知（如有），須符合選舉法規定並且理由充分。   

第3節。 提案.以下提案（提案）應在選舉中呈交本學區之合資格居民選民： 



 2 

 4153-3748-6385.1 

 

TOMBALL獨立學區 - 提案A 

是否授權TOMBALL獨立學區（下稱"本區"）理事會（下稱"理事會"）按照

TEXAS州憲法與法律以及美國憲法與法律，發行金額為466,640,000美元的學

校大樓債券，用於建造、收購、復原、翻修、擴展和改善本區校舍並配備設

備，購置新建學校大樓所必需的土地及購置新的校車，用應急、安全和安保

設備改造校車，該債券可透過不同系列或批次發行，按系列到期，其利率、

發行價格及銷售價格應以發行時的法規為準，且是否授權理事會按照上述法

律，不限稅率或稅額，對本區所有可徵稅財產徵收充足的年度從價稅，對本

區所有可徵稅財產徵收充足的年度從價稅，以償付本息及因本債券而簽訂或

授權的所有信貸協議的費用？ 

TOMBALL獨立學區 - 提案B 

是否授權TOMBALL獨立學區（下稱"本區"）理事會（下稱"理事會"）按照

TEXAS州憲法與法律以及美國憲法與法律，發行金額為27,820,000美元的債

券，用於設計、建造、收購、復原、翻修、擴展、改進和升級新技術系統、

技術基礎設施和教學技術，該債券可透過不同系列或批次發行，按系列到

期，其利率、發行價格及銷售價格應以發行時的法規為準，且是否授權理事

會按照上述法律，不限稅率或稅額，對本區所有可徵稅財產徵收充足的年度

從價稅，對本區所有可徵稅財產徵收充足的年度從價稅，以償付本息及因本

債券而簽訂或授權的所有信貸協議的費用？ 

TOMBALL獨立學區 - 提案C 

是否授權TOMBALL獨立學區（下稱"本區"）理事會（下稱"理事會"）按照

TEXAS州憲法與法律以及美國憲法與法律，發行金額為8,100,000美元的債

券，用於設計、建造、收購、復原、翻修、擴展、改進、配備、修理和更換

本區的體育場館設施，包括但不限於擋球圍欄、座椅和相關結構的安全網，

該債券可透過不同系列或批次發行，按系列到期，其利率、發行價格及銷售

價格應以發行時的法規為準，且是否授權理事會按照上述法律，不限稅率或

稅額，對本區所有可徵稅財產徵收充足的年度從價稅，對本區所有可徵稅財

產徵收充足的年度從價稅，以償付本息及因本債券而簽訂或授權的所有信貸

協議的費用？ 

TOMBALL獨立學區 - 提案D 

是否授權TOMBALL獨立學區（下稱"本區"）理事會（下稱"理事會"）按照

TEXAS州憲法與法律以及美國憲法與法律，發行金額為17,200,000美元的債

券，用於設計、建造、收購、復原、翻修、擴展、改進本區的高中游泳館，

該債券可透過不同系列或批次發行，按系列到期，其利率、發行價格及銷售

價格應以發行時的法規為準，且是否授權理事會按照上述法律，不限稅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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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對本區所有可徵稅財產徵收充足的年度從價稅，對本區所有可徵稅財

產徵收充足的年度從價稅，以償付本息及因本債券而簽訂或授權的所有信貸

協議的費用？ 

TOMBALL獨立學區 - 提案E 

是否授權TOMBALL獨立學區（下稱"本區"）理事會（下稱"理事會"）按照

TEXAS州憲法與法律以及美國憲法與法律，發行金額為47,800,000美元的債

券，用於設計、建造、收購、和配備本區內每所高中的娛樂設施（包括但不

限於建造、收購、和配備(I) 用於運動、樂隊、啦啦隊和足球的場地，(II) 

洗手間，(III) 行政辦公室和 (IV) 存儲空間），該債券可透過不同系列或

批次發行，按系列到期，其利率、發行價格及銷售價格應以發行時的法規為

準，且是否授權理事會按照上述法律，不限稅率或稅額，對本區所有可徵稅

財產徵收充足的年度從價稅，對本區所有可徵稅財產徵收充足的年度從價

稅，以償付本息及因本債券而簽訂或授權的所有信貸協議的費用？ 

第4節。 選票。該選票應符合選舉法規定，且應寫有或印有以文字： 

 

TOMBALL獨立學區 - 提案A 

[  ]  贊成 

 

 

 

[  ]  反對 

 

) 

) 

) 

) 

) 

) 

發行金額為466,640,000美元的學校大樓債券，用於建造、收

購、復原、翻修、擴展、改善並配備本學區學校大樓，購置學校

大樓所必需的土地，購置新校車及用應急、安全和安保設備改造

校車，並課徵及徵收充足的稅款以償付債券的本金及利息和任何

信貸協議的費用。房產稅有所增加。根據TEXAS州教育法第

45.003節，所有學區債券提案所需的聲明。 

 

TOMBALL獨立學區 - 提案B 

[  ]  贊成 

 

 

 

[  ]  反對 

) 

) 

) 

) 

) 

發行金額為27,820,000美元的學校大樓債券，用於設計、建造、

收購、復原、翻修、擴展、改善和升級新技術系統、技術基礎設

施和教學技術，並課徵及徵收充足的稅款以償付債券的本金及利

息和任何信貸協議的費用。房產稅有所增加。根據TEXAS州教育

法第45.003節，所有學區債券提案所需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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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BALL獨立學區 - 提案C 

[   ]  贊成 

 

 

 

[  ]  反對 

) 

) 

) 

) 

) 

) 

發行金額為8,100,000美元的學校大樓債券，用於設計、建造、

收購、復原、翻修、擴展、改善、配備、修理和更換本學區的體

育場館設施，包括但不限於擋球圍欄、座椅和相關結構的安全

網，並課徵及徵收充足的稅款以償付債券的本金及利息和任何信

貸協議的費用。房產稅有所增加。根據TEXAS州教育法第45.003

節，所有學區債券提案所需的聲明。  

 

TOMBALL獨立學區 - 提案D 

[  ]  贊成 

 

 

 

[  ]  反對 

) 

) 

) 

) 

) 

發行金額為17,200,000美元的學校大樓債券，用於設計、建造、

收購、復原、翻修、擴展、改善及配備本學區的一個高中游泳

館，並課徵及徵收充足的稅款以償付債券的本金及利息和任何信

貸協議的費用。房產稅有所增加。根據TEXAS州教育法第45.003

節，所有學區債券提案所需的聲明。 

TOMBALL獨立學區 - 提案E 

[  ]  贊成 

 

 

 

[  ]  反對 

 

) 

) 

) 

) 

) 

) 

) 

發行金額為47,800,000美元的學校大樓債券，用於設計、建造、

收購、和配備本學區內每所高中的一個娛樂設施（包括但不限於

建造、收購、和配備(I)用於運動、樂隊、啦啦隊和足球的場

地，(II) 洗手間，(III) 行政辦公室和 (IV) 存儲空間），並課

徵及徵收充足的稅款以償付債券的本金及利息和任何信貸協議的

費用。房產稅有所增加。根據TEXAS州教育法第45.003節，所有

學區債券提案所需的聲明。   

第5節。 投票。選舉日舉行或執行選舉時可使用電子投票機；然而，若使用該

等電子投票機不可行，則可通過使用紙質選票來執行選舉（本條另有規定的情況除外）。

電子投票機或紙質選票可用於親自出席提前投票（本條另有規定的情況除外）。根據選舉

法規定，本區應在本選舉所用之各投票所提供至少一個無障礙投票系統。該提前投票系統

應符合就允許肢體殘障選民投出無記名投票之投票系統作出規定的Texas州與聯邦法律。

紙質選票可用於郵寄提前投票。   

選民如欲支持某提案，應在選票上該提案標記"贊成"；如欲反對某提案，請為其標

記"反對"。投票均應按照選舉法進行。   

第6節。 提前投票.為了那些依據法律規定有資格做提前郵寄投票的選民得以

投票，提前投票書記應提供每位選民選票說明以讓選民在他或她的選票上標記"贊成"或"

反對"該提案。無論以親自出席還是郵寄方式參加提前投票，都必需遵守選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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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親自投票必需在附件B所指定的地點，日期和時間進行。親自出席提前投票時

間為2021年10月18日（週一）至2021年10月29日（週五）。  

(b) Harris縣選舉行政官，Isabel Longoria，在此被指派為Harris縣提前投票

書記官根據Harris縣州法和聯邦法之下得以為那些本區合乎資格的選民行使其職責。郵寄

選票申請應寄至： 

 

普通郵件寄至： 普通快遞或合約快遞： 

  

選舉行政官 選舉行政官 

Attention: Isabel Longoria Attention: Isabel Longoria 

P.O.Box 1148 1001 Preston, 4th Floor 

Houston, TX 77251-1148 Houston, Texas 77002 

  

(c) Montgomery縣選舉行政官，Suzie Harvey，在此被指派為Montgomery縣提前

投票書記官根據Montgomery縣州法和聯邦法之下得以為那些本區合乎資格的選民行使其職

責。郵寄選票申請應寄至： 

普通郵件寄至： 普通快遞或合約快遞： 

  

選舉行政官 選舉行政官 

P.O.Box 2646 9159 Airport Road 

Conroe, TX 77305-2646 Conroe, Texas 77303 

 選舉行政官在此被授權並指示可爲進行提前投票指派提前投票選票委員會和其他

工作人員。   

第7節。 執行選舉。本選舉應由選舉官員依據本區與各縣簽訂的合約、教育

法、選舉法以及美國與州憲法和法律執行，這些官員包括理事會所委任的選舉法官和後補

選舉法官或書記員。根據選舉法的適用規定，理事會主席、學區總監及其各自的指定人員

有權簽訂、執行和交付一份或多份選舉協議。每份選舉協議的條款和規定特此納入本選舉

命令。如果本選舉命令與選舉協議之間存在任何衝突，則以選舉協議的條款和規定為準，

理事會主席、學區總監及其各自指定的人員有權進行此類更正、更改、修訂和修改，包括

此處的附件，如本選舉命令所證明的那樣，為了符合選舉協議、遵守適用的州和聯邦法律

以及執行理事會的意圖是必要的或適當的。行政官還應負責建立各自的中央計票站以統計

上述選舉中的投票，並任命計票站工作人員。 

第8節。 雙語選舉材料。    Harris縣選舉通知用英語、西班牙語、越南

語和中文發布，Montgomery縣用英語和西班牙語發布，Harris縣有能力擔任英語、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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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越南語和中文的翻譯人員及在Montgomery縣擔任英語和西班牙語的翻譯人員，應幫助

講西班牙語、越南語和中文的選民理解和參與選舉過程。 

第9節。 遞交已投選票；計票；統計；審核選票報告；宣佈結果。選票應由首

席法官指派的一個或多個選舉官員小組計票，每個小組由兩名或兩名以上選舉官員組成。

在根據選舉法之下完成他的職責之後，包含計算已投選票以及結果列表，主持法官應根據

選舉法以書面回覆該選舉結果至本區。理事會應進行選票結果調查已急宣布選舉結果。  

若大多數居民，該行政區在選舉中投票的合乎資格選民，包括那些提前投票選民，

應投一個贊成的議案，然後該議案說明的債券發行和銷售應由其中多數贊成與否而被授權

與否，以及該債券應由理事會決定對本行政區最佳利益的價錢面額被發行及售出。      

第10節。 選舉官員培訓。根據選舉法，為所有選舉官員及書記官的公立學校的

指示可以按照行政官的安排或合同進行。   

第11節。        選舉通告。選舉通知應以選舉法和其他適用法律規定的方式發

出。根據選舉法和其他適用法律的要求應準備和發布關於提案的選民信息文件。 

第12節。 會議通告。理事會正式認定、決定、宣讀並宣佈：已將採納本選舉命

令之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和主題的書面通告張貼在便於本區公眾查閱的公告板上，張

貼時間為預定會議時間的至少七十二(72)小時之前；已將上述會議的電話或電報通告提交

給同意支付本區因提供上述通告而承擔的所有費用的所有新聞媒體，上述兩項行動均依照

公開會議法、Texas州政府法（修訂版）第551章之規定進行；上述會議已依法全程向公眾

公開，並且本選舉命令及會議主題已經過討論、商議及正式執行。  

第13節。 信息強制性聲明。   

(a)  根據Texas州選舉法第3.009條：（i）本選舉命令第4節規定之內容將作為提

案文字載於選票，（ii）本選舉命令第3節規定了擬批准發行債券之用途，（iii）本選舉

命令第3節規定了擬批准發行債券之本金總額，（iv）本選舉命令第3節若債券之發行獲選

民批准，稅費（不限稅率或稅額）足以支付債券的本息及相關信貸協議的費用，（v）根

據本選舉令授權的債券可發行至不超過40年或法律授權的最長年限的指定年數，並按授權

的利率（不超過15%）計息由法律規定並由理事會決定，（vi）截至本選舉命令通過之

日，本區未償還債務本金共計564,985,000美元，本學區未償還債務利息共計299,799,456

美元，（vii）在採納本選舉命令時，本學區的從價償債稅的稅率為每100美元可徵稅財產

徵稅0.35美元。  

(b) 根據本選舉命令採納之日的市場情況，債券的任何系列的最大淨實際利率估

計為4.25%。此預估最大利率是作為信息提供，亦不限制債券或任何系列債券出售時的利

率。此外，本款(b)中包含的預估是：（i）基於一定的假設（包括對發行債券時市場和經

濟狀況於的假設）及從學區的財務顧問獲得的預測，（ii）在債券發行時，實際事實、情

況和條件可以不同於假設和預測，（iii）此類預測僅為僅滿足Texas州選舉法第3.00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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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而做出，不得用於其他用途，亦不保證其能否實現，及（iv）無意也不會與選民簽

訂合約或限制理事會依照本選舉命令之提案而發行債券的權力為目的。  

第14節。 學區總監的職權。學區總監有權採取或促使採取一切合理或必要的行

動，以確保選舉公平舉行，並對選舉結果正確計票和統計供理事會進行审核，特此批准和

確認這些行動。在不限制前一句的一般性的情況下，特此授權學區總監及其指定人員在必

要時完成和更新隨附的有關投票地點和其他信息的附件，使其於本縣發布的一致。    

第15節。 授權簽署。理事會的主席和副主席授權執行以及理事會秘書授權代表

理事會證實此選舉命令；以及理事會的主席或副主席授權執行其它與完成選舉法律上相關

及必要的事務。  

第16節。 生效日期。此選舉命令經通過和批准後立即生效。 



簽名頁 

TOMBALL獨立學區 

關於舉行債券選舉的命令 

 4153-3748-6385.1 

 

於2021年8月10日通過並批准   

 

 

        

          /簽名/Matt Schiel                      
      理事會主席 

 

見證： 

 

 

 

     /簽名/Lee McLeod              
理事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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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選舉日投票地點 

（在上午 7:00 和下午7:00之間） 

本縣選區編號 
 

投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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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提前投票的投票地點和時間  

 

主要提前投票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