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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同批准法令規定之費用豁免的最終指導原則 

第一節：背景 

視同批准酒類外賣使用的所有者必須支付一筆年度費用，用於承擔視同批准酒類外賣使用

教育與外聯項目的管理成本以及市檢察官的成本。這筆年度費用應由財務和稅務辦公室開

立帳單並收取，財務和稅務辦公室應將收取的款項存入視同批准酒類外賣持續專案帳戶之

中。倘若視同批准酒類外賣使用的所有者在既定的財年內未能支付該筆費用，則財務和稅

務辦公室應當通知公共衛生部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DPH)，後者可請求市檢察官對

此徵繳罰金。根據《商業和稅收監管法》第 76.1節的規定，這筆許可費用應當在每年的 

3月 31日當天或之前繳納。 

經視同批准酒類外賣使用之所有者提出申請，公共衛生部可豁免年度費用的繳納，前提是

所有者能夠向公共衛生部證明下列所有各項並令其滿意：  

(1) 視同批准酒類外賣使用至少在過去三年一直處於同一所有權項下；

(2) 至少在過去三年一直及時繳納視同批准酒類外賣使用的年度費用；且

(3) 視同批准酒類外賣使用未曾遭到市政府部門送交的投訴，或是聽證官員、上訴委員會

或監督委員會根據本章之規定而施加的任何行政處罰或條件。

這些指導原則概述了申請費用豁免的流程，以及審核並批准或拒絕申請的行政流程。費用

豁免的申請為免費。申請和審核流程無任何相關的費用。 

第二節：完成費用豁免申請 

申請費用豁免的視同批准酒類外賣使用之所有者必須填寫 H73費用豁免表格，該表格可

在此獲取：https://www.sfdph.org/dph/comupg/oprograms/CHEP/alcoholOrdInfo/DAO.asp。

表格的所有部分均必須填寫完整並簽字，申請方可予以受理。這包括： 

• 登記的所有者姓名

• 經營名稱 (Doing Business As, DBA)

• 企業帳戶號碼 (Business Account Number, BAN)

• H73編號

• 酒精飲料控制 (Alcohol Beverage Control, ABC) 許可號碼

• 證明企業至少在過去三年一直處於同一所有權項下

• 證明企業至少在過去三年一直及時繳納年度費用

• 證明企業未曾遭到市政府部門送交的投訴，或是聽證官員、上訴委員會或監督委員

會根據本章之規定而施加的任何行政處罰或條件

• 申請的日期

• 提出申請之所有者的電話號碼

• 提出申請之所有者的電子郵箱

http://library.amlegal.com/nxt/gateway.dll?f=jumplink$jumplink_x=Advanced$jumplink_vpc=first$jumplink_xsl=querylink.xsl$jumplink_sel=title;path;content-type;home-title;item-bookmark$jumplink_d=california(Business)$vid=amlegal:sanfrancisco_ca$jumplink_q=%5bfield%20folio-destination-name:'76.1'%5d$jumplink_md=target-id=JD_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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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楷書寫提出申請之所有者的全名 

• 提出申請之所有者的簽名 
 

簽署費用豁免申請，即表示所有者理解，申請須經公共衛生部審核，若遭到拒絕，稅務人

員可能會評估額外的費用、稅項和罰金。所有者進一步理解，如有虛假陳述的資訊，會被

處以最高$500的罰金（《San Francisco [SF] 商業和稅收監管法》第 6.17-3節）以及其他依

法適用的罰金。任何虛假陳述都將導致申請立即遭到拒絕。  
 

請將帶有原始簽名的費用豁免表格郵寄至： 

San Francisco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25 Van Ness Avenue, Suite 500 
SF, CA 94102 
收件人：Michael Paquette/DAO 

或將帶有原始簽名的費用豁免表格掃描並發送至：H73.DAO@sfdph.org 
 

提交的所有申請均為申請下一日曆年度的費用豁免，且必須在 8月的第四個週五當天或

之前寄達，申請方可予以受理。例如，2019年 8月 30日當天或之前提交的申請將就其是

否符合 2020年的豁免予以審核。  
 

第三節：審核流程 
 

申請將按先來後到的次序進行處理，並且將會審核申請的完整性。含有缺失或不正確資訊

的任何申請將被視為無效，且將不會予以處理。若公共衛生部有責任方的電子郵件地址，

則其將透過電子郵件向該方發送其書面提交材料的副本。鼓勵所有者回覆此電子郵件，以

確保確認其已收到電子郵件。若公共衛生部沒有責任方的電子郵件地址，其將透過電話進

行跟進，以確保進行確認。 
 

公共衛生部將在 45天內審核申請並將決定告知給所有者。在授予費用豁免前，必須驗證

下列資訊。 
 

費用豁免審核項目 驗證流程 

視同批准酒類外賣使用至少在過去三年一直處於同一所

有權項下 

稅務辦公室數據庫 

至少在過去三年一直及時繳納視同批准酒類外賣使用的

年度費用 

稅務辦公室數據庫 

視同批准酒類外賣使用未曾遭到市政府部門送交的投

訴，或是聽證官員、上訴委員會或監督委員會根據本章

之規定而施加的任何行政處罰或條件 

將會考慮至少過去三年內有關以下領域的市政府部門送

交的投訴： 

• 經簽署的書記員宣誓書  

• 向未滿 21歲的任何人出售酒精飲品 

記錄以下數據的 DPH數據

庫：警方的知情商戶預防酒

類相關犯罪行為 (Informed 

Merchants Preventing Alcohol-
Related Crime Tendencies, 
IMPACT) 檢查、菸草製品未

成年人防誘騙計劃以及 DPH

mailto:H73.DAO@sfdp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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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未滿 21歲的任何人出售菸草製品 

• 在經營場所內發生盜竊、襲擊或侵犯他人行為  

• 在經營場所內出售或接收盜竊的贓物 

• 在經營場所內非法出售槍支 

• 在經營場所內進行非法毒品活動 

• 在經營場所內出售吸毒用具 

• 在經營場所內賭博 

• 張貼視同批准法令 (Deemed Approved Ordinance, 

DAO) 營運標準  

• 張貼有 ABC許可 

• 張貼無開封酒精容器標識 

工作人員教育現場訪查表的

數據 

 

經驗證符合上述標準後，公共衛生部工作人員將會判定費用將予以豁免，並簽發一封正式信

函以告知所有者該等豁免。若公共衛生部有所有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則其將透過電子郵件向

該方發送其信函的副本。鼓勵所有者回覆此電子郵件，以確保確認其已收到電子郵件。若公

共衛生部沒有責任方的電子郵件地址，其將透過電話進行跟進，以告知企業。公共衛生部將

為該信函製作副本，供所有者前往以下地址領取：25 Van Ness Avenue, Suite 500。或者，經

所有者請求，公共衛生部可將一份信函副本寄送至申請上所列的郵寄交付地址。公共衛生部

將聯絡財務和稅務辦公室並告知 DAO年度費用將予以無限期地豁免。  
 

在審核過程中，若公共衛生部發現企業不符合該等指導原則中所載的標準，則費用豁免申

請將被拒絕，並將發出一封正式信函以通知企業。若所有者希望針對申請遭拒提出上訴，

可遵循下列上訴流程。 
 

第四節：針對拒絕豁免的上訴流程 

社區衛生平權與促進科將與人口健康司的環境衛生科合作，為希望針對拒絕豁免提起上訴

的所有者提供聽證流程方面的支援。這些規定將規管公共衛生部所舉行的主管聽證會的行

政工作。這些程序已經過修訂，以反映規則 2、規則 10(c) 及規則 14的變更，即關於常規

聽證日、聽證會前提交材料和申請的時間，以及聽證官員之地址的變更。 
 

聽證官員。衛生主管（「主管」）將指定一名聽證官員來主持聽證會。聽證官員應當公

平公正，上訴的結果不涉及任何個人利益。 
 

常規聽證會。主管聽證會面向公衆開放，並根據安排於每個月第三個週四的下午 1:00在

101 Grove Street的 300室舉行。為滿足項目的需求，可能會在其他日期和時間安排額外

的聽證會。 
 

特殊聽證會。根據適用通知的規定，主管可能會隨時召開特殊聽證會。 
 

聽證會的取消。在經通知沒有足夠的業務可開展或是其他原因的情況下，主管可取消任

何常規或特殊聽證會。若聽證會被取消，將會合理盡快地通知各相關方和公衆聽證會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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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另外在原定的聽證會時間之前，取消聽證會的通知將顯眼地張貼在聽證地點的門上或

其附近。 
 

聽證會的通知。 關於聽證會日期和時間的通知應當按照適用法規所要求的方式作出。若

法規未指定提供聽證會通知的具體方法，則公共衛生部應當在聽證會預設日期的至少 10

個日曆日之前親自、透過第一類郵件或電子郵件送達聽證會通知的一份副本。 
 

聽證會的日期。 有待主管審議的上訴和其他事宜，應當按照適用法規所要求的時間線來

安排聽證會。若適用法規未指定必須安排聽證會的截止日期，則公共衛生部應當將聽證會

安排在收到聽證會申請之日起的 60天內。主管聽證會針對主管聽證會重新安排或繼續舉

行的時間和地點作出的公告應當被視為充分的通知，無須再就任何該等重新安排或繼續舉

行的聽證會作出任何其他通知。  
 

聽證會的繼續。 經請求，主管可全權決定，將一場已安排好的聽證會繼續至下一個可用

日期。 
 

議程的順序。 聽證書記員將安排對個案進行聽證的順序。 
 

宣誓。 在聽證會開始時，聽證官員將要求所有計劃提供證詞的人士根據偽證罪的處罰宣

誓或聲明其將會陳述事實。 
 

書面提交材料。各方可在聽證會之前先將書面簡報提交給聽證官員，但前提是該等書面

提交材料須符合下列要求： 
 

a. 長度：書面提交材料的長度不得超過八頁，雙倍行距，但可包含不限數量的證物。 

b. 證物：證物可包括照片、地圖、圖紙或與上訴相關的任何其他資訊。 

c. 截止日期：書面提交材料是可選的，但必須在聽證會舉行前至少提前四個工作日遞

交給聽證官員。例如，假如一場聽證會安排在週四下午 1點舉行，則書面提交材

料必須在聽證會前的週五下午 1點之前遞交。書面提交材料的一份列印副本必須

遞送至 

DPH-Environmental Health Hearing Officer, c/o Department of Police 
Accountability 
收件人：Paul Henderson 

25 Van Ness Ave, Suite 700 
San Francisco, CA 94102 

或透過電子方式遞送給聽證官員：Paul.Henderson@sfgov.org。在截止日期之後收

到的書面提交材料將被拒絕。  

d. 遞送給對方。書面提交材料的副本，包括證物，均必須在提交給聽證官員的當天遞

送給所有相關方。書面提交材料可寄送或遞送至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Environmental Health Branch  
1390 Market Street, Suite 210 
San Francisco CA 94102 

mailto:Paul.Henderson@sf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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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透過電子方式遞送給聽證書記員：Marylou.Remo@sfdph.org。若公共衛生部有

責任方的電子郵件地址，則其將透過電子郵件向該方發送其書面提交材料的副

本。若公共衛生部沒有責任方的電子郵件地址，則其將為書面提交材料製作副

本，供上訴人在以下地址領取：1390 Market Street, Suite 210。或者，公共衛生部

可應請求將書面提交材料的副本寄送至上訴人的聽證會申請上所列的郵寄地址。  
 

陳述的順序和時間限制。 除非聽證官員有正當理由以另行安排陳述的順序，否則上訴的

陳述順序應當如下： 

a. 在所有個案中，環境衛生管理員、檢查員或其他工作人員應首先發言，且應有七分

鐘的時間可用來陳述事件的時間線、相關的證詞、證據以及一項建議。 

b. 接下來，申請人或責任方應有七分鐘的時間可用來陳述相關的證詞和證據。 

c. 各方應獲得三分鐘的反駁時間，並將按照同樣的順序進行。在情況允許的情況下，

且為了公平起見，聽證官員可增加提供給各方的時間。聽證書記員將負責管理每位

發言人的計時和時間限制。每個分配的發言時間段結束時，將會有提示音。  
 

證據規則。 聽證會不必根據與證據和證人相關的技術規定進行。任何相關的證據只要具

有合理的可靠性，則均應被承認。 

傳聞證據可被承認，且可用於補充或說明任何直接證據的目的，但其本身不足以支持某項

認定，除非其在擁有合法管轄權的法庭上的民事訴訟中被承認，或是如果該等傳聞證據所

針對的一方未反對。不相關的和過度重複的證據將被排除在外。 
 

證人。 各方可就與聽證會事件相關的任何事宜傳喚並詢問證人。聽證官員將考慮證人的

可信度。 
 

語言口譯服務。 如需口譯服務，則必須在已排定的聽證會前提前四個工作日提出申請。

例如，對於在週四下午 1點舉行的聽證會，口譯員服務的申請必須在前一個週五下午 1

點之前提出。上訴人可透過聯絡聽證書記員來申請翻譯服務，其郵箱為：

Marylou.Remo@sfdph.org。 
 

聽證會的決定。 主管將在聽證會後的 30天之內下達最終決定，除非適用法規要求或許可

一個不同的時間限制。該等決定將採用書面形式，並將透過第一類郵件或透過電子郵件寄

送給責任方。該等決定應當包含對事實的認定，以及針對所陳述之事件的決定。 
 

音頻錄製。 聽證書記員將會錄製聽證會的音頻，該等音頻錄製是每場聽證會的行政管理

記錄。 
 

第五節：年度費用的重新徴收 

如果視同批准酒類外賣使用的所有者可證明所有上述各項，則公共衛生部將無限期豁免此費

用，但前提是，如果視同批准酒類外賣使用變更所有權，或是遭到市政府部門送交的投訴，或

是聽證官員、上訴委員會或監督委員會根據本章之規定而施加的任何行政處罰或條件，則將立

即重新徴收年度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