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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由「三藩市女性选民联盟」的义工编辑提供， 一个捍卫民主的无党派非牟利机构。我们

提供教育，鼓励居民在选举中投票和参与政府决策。我们同时通过倡议去影响有利小区的公共政

策。 请到网页 lwvsf.org上捐款，表示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认可。 

 

贊成 & 反對     

指南 

來自無黨派關於選舉投票措施的資訊 

2022 年 11 月 8 日，週二是選舉日 

投票窗口時間為當天 7:00 am 至 8:00 pm  

提前投票在 10 月 10 日開始 

在 10 月 24 日前，請透過上網或郵政方式登記或更新您的選民資料 

選民將在 10 月初通過郵遞方式自動收取選票 

lwvsf.org/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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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提案 – 退休人員補充生活費調整, 退休委員會與執行總監的合約 

本章程修正案由議會中 11位市參事投票一致通過列入選票。它需要有 50%+1的贊成票才能獲得通過。   

討論問題 

市府是否應修改市憲章規定，允許在 1996年 11月 6日之前退休的市府雇員，即使在退休

系統資金不足的情況下，也能領取其退休金的補充生活費的調整部分，並允許退休委員會

與執行總監訂立個人雇員合約？ 

背景 

市府透過三藩市雇員退休系統（SFERS）向其雇員提供退休金福利。他們合資格獲得，最

高 2%的基本生活費（COLA）調整，幫助對抗通脹。在 1996年 11月 6日的選舉中，選

民通過了退休人員的退休金，一項 1.5%補充生活費調整（COLA），這是在基本生活費

調整金額之上。在 2011年，選民通過一議案要求三藩市雇員退休系統（SFERS）支付補

充生活費調整（COLA），退休基金必須有足夠資金，即系統有足夠資金支付所有現時和

將來市府退休人員的累算退休金福利。一個 2015年的法院裁判，在即使退休基金系統沒

有足夠資金時，也不能扣發 1996年 11月 6日之後退休的員工補充生活費調整

（COLA），但允許其扣發在那日期之前退休的市府雇員的這項補充生活費調整。 

現時，市府退休委員會，其監督三藩市雇員退休系統，與執行總監不得訂立個人雇員合

約。委員會必須遵照市府公務員雇用規則，市府章程，和其備忘錄是需要與市政府管理協

會簽訂。 

建議 

提案 A 將擴展補充 COLA 福利至 1996 年 11 月 6 日之前退休的 SFERS 成員，包括那些養

老金沒有完全到位的年份。對於那些每月收到超過 4,167 美元的人，在 SFERS 未完全資

助的年份，其付款的上限為每月 200 美元。我們會調整他們的基本退休津貼，但考慮到他

們在 2013 年、2014 年、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沒有收到的補充生活成本調整，因為

當時 SFERS 沒有足夠的資金，所以此提案不會向這些退休人員提供追溯補充 COLA 付

款。此外，提案 A還允許委員會與任何在 2023年 1月 1日或之後聘用的執行總監訂立個

人雇員合約。 

市主計官文獻  

https://sfgov.legistar.com/View.ashx?M=F&ID=11020095&GUID=1BBD382A-7546-4AB1-B196-

56E58757B9AD 

https://sfgov.legistar.com/View.ashx?M=F&ID=11020095&GUID=1BBD382A-7546-4AB1-B196-56E58757B9AD
https://sfgov.legistar.com/View.ashx?M=F&ID=11020095&GUID=1BBD382A-7546-4AB1-B196-56E58757B9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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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贊成」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贊成」票，即表示您同意允許在 1996年 11月 6日之

前退休的市府雇員，即使在退休系統資金不足的情況下，也能領取退休金補充生活費調

整，並允許退休委員會與執行總監訂立個人雇員合約。 

 

投「反對」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反對」票，即表示您反對進行這些變更。 

 

贊成提案 A的論據 

■ 現今百物騰貴，而且三藩市的物價一向

都很昂貴。生活費調整（COLA）福利

能夠幫助退休人士繼續安居在本市。 

■ 全額撥款的意思是指在當下，約有 4,400

名退休人員對未來進行規劃時，都不知

道自己是否會年復一年的獲得適度增

加。 

■ 受到這種情況影響的退休人員一般是年

齡較長，包括許多超過 85歲的人。絕大

多數的人的 SFERS年收入不到 5萬美

元。甚至有更低不到 2.2萬美元的。 

反駁贊成提案 A的論據 

■ 擴展補充 COLA 福利會增加市府每年上

百萬的開銷。 

■ 三藩市選民曾決定于 2011年要求市政府

退休金必須得到全額撥款才可以補貼

COLA。 

■ 提案 A將推翻 2015 年法院的裁決，該

裁決認為，在 1996 年 11 月 6 日之前退

休的受益人沒有合同權利來補充 COLA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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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案 – 工務局及委員會、衛生與街道局及委員會 

本章程修正案是由議會市參事 Chan, Dorsey, Mandelman, Melgar, Preston, Ronen, and Stefani投票通過列入選

票。它需要有 50%+1的贊成票才能獲得通過。 

討論問題 

市府是否應修改市憲章，取消衛生與街道局，將其職責移交歸還工務局，並保留衛生與街

道委員會以及工務委員會？ 

背景 

在 2020年 11月，選民通過了 B提案，其修正案授權將工務局一分為二 ---工務局及衛生

與街道局，並設立兩個委員會分別監督各局運作。在 B提案下，工務局（DPW）及其委

員會一般負責設計、建造、及改善市內的基建和公路。而衛生與街道局及其委員會則負責

維護和清潔本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包括建築物、街道、人行道及其公共垃圾桶的清

理，清倒非法垃圾，維護公共衛生間及綠化環境。 

在 B提案下，市府設立的兩個委員會被要求監督兩局的運作，而擔任該委員會的成員必

須具備特定資格及相關行業背景。 

根據提案 B 的過渡規則，工務局、衛生與街道局委員會將於 2022 年 7 月成立，衛生與街

道局將於 2022 年 10 月成立。  

該提議還要求市主計官辦公室進行年度分析，以評估兩個部門的行政、運營或分工是否存

在任何低效或浪費。 

建議 

市憲章修正案會將衛生和街道局的職責移交歸還工務局，取消新設立的衛生和街道局。並

且修改兩個委員會的權力和運作。工務局委員會將保持監督權力，並能夠就部門負責人的

任命或免職向市長提出建議。衛生與街道局委員會將保留有限的權力，僅涉及衛生標準和

做法以及維護街道和人行道以及公共通行權的議題上的權力。 

該修正案將取消兩個委員會所需的資格，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有相應資格的委員成為其成

員。那些已經被任命的人將被允許留任至任期結束。該修正案還取消了市主計官辦公室的

浪費和低效的審計準則。 

市主計官文獻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0B%20-

%20DPW%20Commission%20SAS%20Commission%20-%20VIP.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B%2520-%2520DPW%2520Commission%2520SAS%2520Commission%2520-%2520VIP.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B%2520-%2520DPW%2520Commission%2520SAS%2520Commission%2520-%2520V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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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贊成」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贊成」票，即表示您同意取消衛生和街道局，將其

職責移交歸還工務局，並對工務局及衛生和街道局其委員會作出修改。  

投「反對」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反對」票，即表示您反對進行這些變更。 

 

贊成提案 B的論據 

■ 減少不必要的政府官僚機構。 

■ 這項憲章修正案將 更好地滿足 2020 年

時選民意向，消除行政管理費用的浪

費，通過保留兩個委員會來提高透明度

和問責制，並將資金直接用於清潔三藩

市街道的工作。  

■ 提案 B不會取消本市任何一個工作，反

而讓精力投入最大的時間與資源用於清

潔我們的街道並實施改革的行政工作

上。 

反駁贊成提案 B的論據 

■ 該部門還沒有機會去兌現向選民承諾的

事情就被取消了。 

■ 預算支出並不像支持者所說那麼極端，

它只是三藩市重要議題預算當中的一小

部分。這是政客奪回權力的角力，而不

是預算問題。 

■ 這項措施不允許我們專注于清理街道。

三藩市有著全美國一些最骯髒的街道。

幾乎所有其他主要城市都有一個衛生部

門來處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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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提案 – 無家可歸者監督委員會 

本章程修正案是由議會 11位市參事投票一致通過列入選票。它需要有 50%+1的贊成票才能獲得通過。 

討論問題 

市府是否應成立一個無家可歸者監督委員會，以監督無家可歸者與支援性房屋署的服務？ 

背景 

在 2016年，市府成立了一個無家可歸者和支持性房屋署（下稱部門）。該部門管理並指

導為無家可歸者提供的住房、計畫和服務，包括街頭外展、無家可歸者庇護所、過渡性住

房以及永久支持性住房。部門是由部門主任直接管理，城市委員成員沒有任何監管作用。

部門有幾個顧問委員會，僅限於政策建議，包括本地無家可歸協調委員會 （LHCB），其

就無家可歸的政策和預算分配提出建議。目前，無家可歸協調委員會成員由市長、市議會

和主計長委任；庇護所監督委員會成員即由市長、市議會和無家可歸協調委員會 

（LHCB）委任。 

這項投票措施以前曾提出過，但在 2022 年 4 月《三藩市紀事報》的一篇調查性文章後又

重新提出。 

建議 

提案 C會設立一個無家可歸者監督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來監督該部門。此委員會將有

七名成員，任期四年。四名成員由市長委任，三名成員由市議會委任。市長委任人選需經

市議會批准。委員會將在任命四名成員後或 2023 年 5 月 1 日（以較晚者為准）生效。 

市長委任的四名人選必須具備以下資格： 

■ 一個席位將由經歷過無家可歸的人擔任；  

■ 一個席位將由具有為無家可歸者服務或代表無家可歸者爭取權益有豐富經驗的人擔

任；  

■ 一個席位將由具有提供心理健康服務或物質濫用治療專長的人擔任；以及  

■ 一個席位將由參加過商會或小企業協會或鄰里協會的人擔任。 

 

 Palomino, Joaquin, and Trisha Thadani. “S.F. Has Spent Millions to Shelter the Homeless in Run-down Hotels. These Are the 

Disastrous Results.”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pril 26, 2022. Retrieved September 26, 2022 

https://www.sfchronicle.com/projects/2022/san-francisco-sros/. 

除了上述資格外，市長委任人選中至少須有一人具備預算、財務和審計的經驗。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www.sfchronicle.com/projects/2022/san-francisco-sros/&sa=D&source=docs&ust=1664044580981377&usg=AOvVaw3dqW2FpQxZJdm6aNrCS0dt
https://www.sfchronicle.com/projects/2022/san-francisco-sros/
https://www.sfchronicle.com/projects/2022/san-francisco-sros/
https://www.sfchronicle.com/projects/2022/san-francisco-s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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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會委任人選必須具備以下資格：  

■ 一個席位將由親身經歷過無家可歸的人擔任；  

■ 一個席位將由具有與有子女的無家可歸家庭或與無家可歸青少年服務有重要經驗的

人擔任；以及  

■ 一個席位將由具有為無家可歸者服務或代表無家可歸者爭取權益有重要經驗的人擔

任。 

委員會有權力審核及批准部門的目標、制定與市和縣一致的目標，以及委員會有權力向市

長推薦 部門負責人或解雇部門負責人。 

委員會將委任本地無家可歸協調委員會的所有成員，該委員會將會是護理監督委員會的管

理機構，並就該計畫向委員會提供建議。庇護所監督委員會和「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家

園」監督委員會也向委員會提供建議。最後，提案 C 將要求城市控制者對無家可歸者服

務進行審計。 

市主計官文獻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0C%20-

%20Homeless%20Oversight%20Commission%20-%20VIP.pdf 

投「贊成」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贊成」票，即表示您同意設立一個無家可歸者監督

委員會，以監督無家可歸者和支持性房屋署，並要求市主計官審計無家可歸者的服務。 

 

投「反對」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反對」票，即表示您反對成立此委員會。 

 

贊成提案 C的論據 

■ 委員會允許來自社區、公開會議和獨立

團體對部門的審查和建議。 

■ 委員會對部門對那些骯髒的散房相關問

題進行監督，找出問題並解決。 

反駁贊成提案 C的論據 

■ 額外的官僚機構不會提供透明度，並且

會減慢部門的工作。 

■ 委員會的席位將交給內部人士，他們會

掩蓋問責制。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C%2520-%2520Homeless%2520Oversight%2520Commission%2520-%2520VIP.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C%2520-%2520Homeless%2520Oversight%2520Commission%2520-%2520V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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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提案 – 可負擔房屋  （創制提案請願書） 

本提案是通過請願書方式放入選票中。如果 D提案以贏得比 E提案更多票數的前提下通過 （競爭提案），E提案將失

去法律效用。它需要有 50%+1的贊成票才能獲得通過。 

討論問題 

市府是否應修改市憲章，簡化可負擔房屋的審批，包括此三項條件：(1)所提供的可負擔

住房均為 100%屬可負擔條件；(2) 有 10個或以上住宅單位和至少 15%場地單位為可負擔

住房，即其要求是超出目前城市法律的要求，以及(3) 在所提供 100%的住房中包括至少一

名三藩市聯合校區或市立大學雇員的家庭，並且至少 80%的住房均為可負擔住房？ 

背景 

目前，根據市法律，市府各董事會、委員會和官員通常必須對新住房開發項目進行審核並

做出批准或拒絕的決定。新住房開發專案必須遵守本市的規劃與建築法規。州法律通常要

求此類專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然後市政府官員和董事會/委員會才能做出酌情決定。環

境審查過程可能需要幾個月到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開始施工的許可證平均需要 4 年，而

租戶通常需要 6 年才能搬入。 

市府有可負擔房屋專案，以低於市場的價格提供出售或出租住房。可負擔房屋是指租戶或

購買者將花費其家庭收入的 30% 或更少獲得居住權。可負擔房屋對家庭申請資格設有限

制，例如家庭收入的上限 

截至 2022年 7月，各家庭人數的地區收入中位數（AMI）如下： 

收入水準 1人 2 人 3人 4 人 

 80% 的 

AMI 

$77,600 $88,700 $99,750 $110,850 

100% 的 

AMI 

$97,000 

$110,850 

$124,700 $138,550 

120% 的 

AMI 

$116,400 $133,000 $149,650 $166,250 

140% 的
AMI 

$135,800 $155,200 $174,600 $193,950 

資料來源: Affordable Housing Production Act | Final Digest (PDF). Ballot Simplification Committee Information – November 

8, 2022, Consolidated General Election. Retrieved September 17, 2022.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ballot-simplification-

committee-information-november-8-2022-consolidated-general-election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ballot-simplification-committee-information-november-8-2022-consolidated-general-election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ballot-simplification-committee-information-november-8-2022-consolidated-general-election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ballot-simplification-committee-information-november-8-2022-consolidated-general-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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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某些帶有可負擔房屋的新開發項目，州法律限制了三藩市批准或拒絕這些專案的自由

裁量權。該市必須對準符合三藩市規劃法規的住房開發專案，在不需審查的情況下，允許

這些開發項目得以直接進行，即至少 50% 的單位列為可負擔房屋供收入不超過該地區中

位數收入 80% 的家庭申請。 

州法律還免除了符合這些標準的項目進行環境審查。 

建議 

只要開發專案符合城市規劃和建築規範，提案 D會簡化以下三類多戶可負擔房屋的審批

以以加快批准： 

1. 當所有住房單位均為可負擔住房，並其家庭收入不超過 AMI 140%的多戶住房，所

有住宅單位的家庭平均收入不得超過 AMI 120%。 

2. 有 10個或以上住宅單位，提供按市法律要求之場地要求可負擔住房的多戶住房，

並加上額外可負擔住房單位相等於至少 15%場地要求之數目要求。 

例如，如果一個專案有 100個住宅出租單位，該專案必須包括有 22個場地要求的可負擔

住房單位。根據提案 D，該專案須在場地提供額外 3個可負擔房屋單位，即 22個場地可

負擔單位的 15%，總計 25個可負擔單位。 

3. 多戶住房，或是包括住房與其他商業用途的開發專案，其所有住宅單位均提供給家

中至少有一名在三藩市聯合校區或市立大學雇員的家庭，但有若干的家庭收入限制

並且 80% 的單元是可負擔住房單位。 

市府會有五至八個月的時間審批這些開發專案，具體時間取決於住房單位數量。 

市議會可修訂市法律將這些簡化審批流程應用於其他類型的住房項目。 

根據這項提案，興建專案達到 10個單元或以上，承包商必須支付雇員的市場工資。開發

專案單位數量為 40個或以上的承包商還須提供醫療保健福利和見習機會。 

市主計官文獻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ndidates/Prop%20D%20-

%20Initiative%20Ordinance%20-%20Affordable%20Housing%20VIP_0.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ndidates/Prop%2520D%2520-%2520Initiative%2520Ordinance%2520-%2520Affordable%2520Housing%2520VIP_0.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ndidates/Prop%2520D%2520-%2520Initiative%2520Ordinance%2520-%2520Affordable%2520Housing%2520VIP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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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贊成」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贊成」票，即表示您同意簡化可負擔房屋的審批，

其提供： 

1. 所有住宅單位對收入不超過地區收入中位數 140%的家庭均為可負擔房屋的多戶住

宅，而且所有住宅單位的家庭平均收入均不得超過 AMI 120%； 

2. 額外可負擔房屋單位數量相當於至少是場地要求可負擔房屋單位數量的 15%； 

3. 所有住宅單位提供給家中至少有一名校區或市立大學雇員的家庭，但有若干的家庭

收入限制。 

投「反對」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反對」票，即表示您反對進行這些變更。 

 

贊成提案 D的論據 

■ 三藩市是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可

負擔房屋嚴重短缺，因為市府需要七年

的時間審批興建新住宅的許可證。提案 

D 將消除許多障礙，允許更快地興建住

房。 

■ 提案 D要求向建築工人得到市場工資，

並得到醫療保險費用，以及為學徒提供

培訓機會 

■ 提案 D包括中等收入的人，至於收入較

低的人，與提案 E相比 (180% 對 120% 

AMI的提案 E要求，及對整個專案 AMI 

不超過 80%對比 E要求的 40% )更有資

格獲得負擔房屋。  

 

 

反駁贊成提案 D的論據 

■ 提案 D 將允許收入較高的人（180% 對

120% AMI的提案 E要求，及對整個專案 

AMI 不超過 80%對比 E要求的 40%）符

合申請可負擔房屋。  

■ 與提案 E相比，提案 D 對熟練和訓練有

素的勞動力和市場工資的要求不那麼嚴

格，它允許開發商興建任何類型的住房，

例如單房與可多臥室單元視為家庭住房。 

■ 提案 D會取消公眾監督與透明度，使居

民更難參與有關其社區的變化與發展的決

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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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提案 – 可負擔房屋 — 市參事會 

本憲章修正案是由市參事 Chan, Mar, Peskin, Preston, Ronen, Safai, and Walton投票通過列入選票中. 如果 E提案以贏得比

D提案更多票數的前提下通過 （競爭提案），D提案將失去法律效用。它需要有 50%+1的贊成票才能獲得通過 

討論問題 

市府是否應修改市憲章，簡化可負擔房屋的審批，包括：(1)為收入不超過地區收入中位

數（AMI）120%，但家庭平均收入不超過 AMI 80%的家庭提供的住房；(2)提供相當於整

個專案住房單位總數 8%的額外可負擔住房；或(3)為家中至少有一名校區或市立大學雇員

的家庭提供的住房，但有若干的家庭收入限制；如果這些類型的專案使用市府財產或資

金，繼續需要市議會的批准？ 

背景 

現況：根據市法律，市府各董事會、委員會和官員通常必須對新住房發展項目進行審核並

做出批准或拒絕的決定，及新住房發展項目必須遵守本市的規劃與建築法規。州法律通常

要求此類專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然後市政府官員和董事會/委員會才能做出酌情決定。

環境審查過程可能需要幾個月到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開始建設的許可平均需要 4 年，而

租戶通常需要 6 年才能搬入。 

本市府有可負擔房屋專案，以低於市場的價格提供出售或出租型的住房。可負擔房屋通常

是指租戶或購買者將花費其家庭收入的 30% 或更少獲得的住房。可負擔房屋對家庭申請

資格設有限制，例如家庭收入的上限。 

截至 2022年 7月，各家庭人數的地區收入中位數（AMI）如下： 

收入水準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80% 的 

AMI 

$77,600 $88,700 $99,750 $110,850 

100% 的 

AMI 

$97,000 

$110,850 

$124,700 $138,550 

120% 的 

AMI 

$116,400 $133,000 $149,650 $166,250 

140% 的 

AMI 

$135,800 $155,200 $174,600 $19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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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Affordable Housing Production Act | Final Digest (PDF). Ballot Simplification Committee Information – 

November 8, 2022, Consolidated General Election. Retrieved September 17, 2022.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ballot-

simplification-committee-information-november-8-2022-consolidated-general-election 

對於某些帶有可負擔房屋的新開發專案，州法律限制了本市批准或拒絕這些專案的自由裁

量權。本市無需根據州法律進行環境審查，允許這些開發專案得以直接進行，並使至少 

50% 的單元可供收入不超過該地區中位數收入 80% 的家庭申請。 

州法律還免除了符合這些標準的項目進行環境審查。 

建議 

提案 E會簡化審批程式，在開發專案符合規劃與建築法規的情況下，免除某些可負擔房

屋的發展中的一些市府批核流程。當市府租賃其物業或對這些住房項目提供資金時，就可

能需要市議會的批准。 

提案 E會簡化以下三類多戶可負擔房屋的審批： 

1. 當所有住房單位均為可負擔房屋，並其家庭收入不超過 AMI 120%的多戶住房，所

有住宅單位的家庭平均收入不得超過 AMI 80%。 

2. 有 10個或以上住宅單位，提供按市法律要求之場地要求可負擔住房的多戶住房，

並加上額外可負擔住房單位相等整個專案至少 8%的單位總數。這 8%將包括兩房

和三房住房單位的要求。  

例如，如果一個專案有 100個住宅出租單位，該專案必須包括有 22個場地要求的可負擔

住房單位。根據這項提案，該專案必須在場地提供 8個額外可負擔住房單位，即整個專案

住房單位總數的 8%，總計 30個可負擔單位。 

3. 多戶住房，或是包括住房與其他商業用途的發展專案，其所有住宅單位均提供給家

中至少有一名三藩市聯合校區或市立大學雇員的家庭，但有若干的家庭收入限

制。. 

三藩市規劃局將對這些項目進行部長級審查，而不是針對某些項目作出批准，這是目前來

自籌委員會、歷史保護委員會、藝術委員會、市參市會和上訴委員會的要求。 

本修正案還要求專案贊助者在建造 100%可負擔房屋專案、教育工作者住房專案、住房單

位數量為 10個或以上的提升可負擔性住房項目期間支付市場工資。此外，教育工作者住

房專案和住房單位數量為 25個或以上的提升可負擔性住房項目會被要求使用有技能並受

過訓練的員工。這需要市府通過一項法令，允許勞工標準執行辦公室執行這些要求。 

此外，如果開發商未在 24 個月內開始施工，城市規劃局給予的批准將失效。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ballot-simplification-committee-information-november-8-2022-consolidated-general-election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ballot-simplification-committee-information-november-8-2022-consolidated-general-election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ballot-simplification-committee-information-november-8-2022-consolidated-general-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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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計官文獻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0E%20-

%20Board%20of%20Supervisors%20-%20Affordable%20Housing%20-%20VIP.pdf 

投「贊成」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贊成」票，即表示您同意簡化可負擔房屋項目審

批，包括: 

■ 多戶住房，其中所有單位提供給收入不超過地區收入中位數（AMI）120%，而且

所有住宅單位的家庭平均收入不超過 AMI 80%的家庭； 

■ 在專案場地提供相當於整個專案住房單位總數 8%的額外可負擔住房；或 

■ 所有住宅單位提供給家中至少有一名三藩市聯合校區或市立大學雇員的家庭，但有

若干的家庭收入限制。 

使用市府財產或資金的專案會繼續需要市議會的批准。市議會不可修訂市法律將這些簡化

審批流程應用於其他類型的住房項目。 

對於某些項目，承包商必須使用有技能且受過訓練的員工，其中包括須從學徒制計畫畢業

的工作者。 

 

投「反對」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反對」票，即表示您反對進行這些變更。 

贊成提案 E的論據 

■ 與 D提案 相比， E提案為低收入人群保

留可負擔房屋（120% AMI 對比 180% 

AMI，整個項目 AMI 不超過 80% 對比 

140%）。 

■ 簡化審批流程，但仍需通過市長的年度

預算案對年度可負擔房屋報告中提供透

明度。須經市參市會批准。 

■ 要求建造 2 居室和 3 居室可負擔房屋，

並且必須在獲得批准後的 2 年內開始施

工。 

■ 必須使用有技能且受過訓練的員工並支

付市價工資以及提供醫療保險。 

反駁贊成提案 E的論據 

■ 提案 E 允許市參市繼續阻止他們不喜歡

的住房建設專案. 

■ 根據三藩市規劃局可負擔住房可行性策

略研究，提案 E要求的可負擔房屋單位

數量是不可行的。 

■ 要求承包商採用勞動力隊伍的排除標

準。整個加州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住宅

建造工人符合這項標準。  

■ 提案 E 對可負擔房屋有更嚴格的收入資

格要求。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E%2520-%2520Board%2520of%2520Supervisors%2520-%2520Affordable%2520Housing%2520-%2520VIP.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E%2520-%2520Board%2520of%2520Supervisors%2520-%2520Affordable%2520Housing%2520-%2520V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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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提案 – 圖書館保護基金 

本章程修正案是由議會 11位市參事投票一致通過列入選票，需要有 50%+1的贊成票才能獲得通過。  

討論問題 

市府是否應修改市憲章，將圖書館保護基金延續期限 25年(至 2048)，撥出資金給予總館

和 27 個分館設施維持圖書館服務？ 

背景 

最近一次的審閱是在 2007 年，獲得 74% 的選票通過將圖書館保護基金延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以每 100美元物業估值撥出 2½美分的比例給基金。 

委員會需要將基金將持續支付圖書館服務以及圖書館設施的建造和維修的費用。 

與預留資金分開，市憲章要求市府每年提供的最低撥款外，對圖書館服務、材料、設施和

設備提供支援，還要求市府基於其可支配收入的改變進行調整基準資金數額。 

建議 

提案 F是一項市憲章修正案，將基金延續 25年，（從目前的 15 年期限延長）直到 2048

年 6月。基金的資金仍將來自於同樣的年度物業稅，稅率不會提高。基金將持續支付圖書

館服務以及圖書館設施的建造和維修的費用。  

提案 F還會：  

■ 當市府預計預算赤字超過 3億美元時，允許市府暫時凍結提高對圖書館的年度最低

撥款，然後在之後的兩個財政年度內恢復到沒有資金凍結時的水準；以及  

■ 將每週服務時間延長 16%，直到 2028 年，要求圖書館每週至少開放 1,400小時。

每五年，圖書館委員會在每一個市議員的選區舉行公聽會後，重新評估並可能修改

未來五年的服務時間。 

市主計官文獻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0F%20-

%20Library%20Perservation%20Fund%20-%20VIP.pdf 

 

 

 

投「贊成」票的意思是：若您投「贊成」則表示您希望修改章程：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F%2520-%2520Library%2520Perservation%2520Fund%2520-%2520VIP.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F%2520-%2520Library%2520Perservation%2520Fund%2520-%2520V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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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一項經選民批准的要求，即每 100美元物業估值撥出 2½美分的比例給基金，

將由圖書館專門用於服務和置購物品，並將該財產稅預留的期限延長 25 年，一直

至 2047-2048財政年度(FY). 

■ 增加本市分配給圖書館服務的可自由支配撥款要求。（2022-2023 財政年度的基準

金額約為每年 1.128 億美元。考慮到整體可自由支配收入金額的變化，未來幾年將

發生調整） 

■ 當市府預計預算赤字超過 3億美元時，允許市府暫時凍結提高對圖書館的年度最低

撥款。 

■ 到 2028 年，將每週永久性全系統服務時間和現有永久性分部機構的服務小時數從 

1,211 增加到 1,400小時。 

投「反對」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反對」票，即表示您反對進行這些變更。 

 

贊成提案 F的論據 

■ 該憲章修正案令三藩市公立圖書館能繼

續從現在到未來 25年內向所有三藩市市

民提供重要的服務。 

■ 通過再次恢復圖書館現有的財產稅，基

金和其他城市收入的用途，預計對政府

成本的影響最小。 

反駁贊成提案 F的論據 

■ 目前選民批准的圖書館保護基金續期 15 

年令人滿意。. 

■ 推高了財產稅收，但又不可以靈活使用

在其他城市的項目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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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提案 – 學生成功基金 — 對三藩市聯合校區的撥款 

本章程修正案是由議會 11位市參事投票一致通過列入選票，需要有 50%+1的贊成票才能獲得通過。  

討論問題 

市府是否應修改市憲章在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部門 (DCYF)下 設立學生成功教育基金，

向三藩市聯合校區提供額外撥款，以提高學生的學業成績和社交／情緒健康；並要求根據

本市在指定的財政年度對超額教育收入所增加的基金作分配的計算，並在 15 年內每年向

基金發出指定撥款？ 

背景 

三藩市目前通過公共教育充實基金 (PEEF) 向三藩市聯合學區 (SFUSD) 提供資金。這筆資

金分為三部分，用於支付 1) 豐富專案，如藝術、音樂、體育和圖書館，2) 普及學前班，

以及 3) 普通教育目的。  

不過，三藩市聯合學區在過去幾年中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挑戰，包括成本增加、入學人數下

降和資金不足。 學區內的流行病和員工流動率高企只會加劇這些挑戰。結果，許多學區

學生發現自己在學業上苦苦掙扎，且得不到必要的資源來克服他們面臨的學習障礙，包括

心理健康問題、持續貧困和系統性種族主義等問題。 

三藩市聯合學區缺乏社區學校框架來解決這些持續存在的問題。只要在此框架內，家長和

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下，可找出如何最好地幫助學生在學業和個人方面茁壯成長。之後，

可以讓家長和教育工作者，與來自與相關利益關係的政府機構和各界社區組織共同合作，

執行他們的建議。  

建議 

提案 G會修改市憲章，從市府現有基金提供額外資金(ERAF) 給校區，將其放入一項新的

學生成功基金 (SSF)（下稱基金）。該基金由兒童、青年及其家庭部門專職管理，將用作

支付學校和學區補助金，旨在幫助受機會差距影響最大的學生達到學業水準並改善他們的

社會和情感健康。 

提案 G 將要求市府在最初幾年每年向基金撥款特定金額。在 2023至 2024財政年度（下

稱財年），市府會撥款 1,100萬美元到基金，接下來的兩年分別增加到 3,500萬美元和 

4500 萬美，從 2026-2027 財年到 2037-2038 財年，市府會繼續向基金撥款 6,000萬美元，

每年根據市府整體的可支配收入的變化調整撥款，依每個財政年度不超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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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府預計預算赤字超過 2億美元的年度，市政府將不要求增加金額至基金(SSF)。額

外，在這些年度，市政府對該基金的撥款可減至最少 3,500萬美元，低於城市憲章的要

求。同樣地，也可應用於當多出的教育儲備金增收金額對比上一個財政年度或三年前財政

年度少於 50%時。 

該修正案還要求成立一個工作組，就學生成功基金的替補收入來源需向董事會和市長提供

建議。將來，如果選民批准對 學生成功基金徵收特別稅，該市的年度撥款可能會減少。 

市主計官文獻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0G%20-

%20Student%20Success%20Fund%20-%20VIP.pdf 

投「贊成」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贊成」票，即表示您想修改章程，為學校和學區撥

款設立學生成功基金，該基金由市教育增收基金 (ERAF) 的剩餘資金資助。 

投「反對」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反對」票，即表示您反對進行這些變更。 

贊成提案 G的論據 

■ 學生成功基金可以幫助解決受多種障礙

影響學習的學生的需求，因為它將優先

考慮學業成績低、貧困和/或以英語為入

學率高的學校、寄養青年和無住房的學

生。 

■ 通過為學校提供額外的資源和社區合作

夥伴，基金可以幫助減輕負擔過重的教

師和工作人員的工作量，從而減少員工

流失率。 

■ 基於在全國學區取得成功的社區學校框

架，基金可以為當地確定的循證干預措

施提供資源，並通過資料收集和分析確

保持續改進。 

反駁贊成提案 G的論據 

■ 學生成功基金將通過重新分配本應進入

普通基金的撥款，反而增加城市運作的

成本。  

■ 該修正案不符合提案 S ，該提案是 2008 

年選民通過的一項城市政策，旨在限制

減少普通基金資金的預留。  

■ 從擬議的學生成功基金獲得資助的每所

學校都必須有一名全職社區學校協調員

來實施新資助的計畫。鑒於學區已經存

在的需求，創建這麼多新的行政職位似

乎是不明智的。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G%2520-%2520Student%2520Success%2520Fund%2520-%2520VIP.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G%2520-%2520Student%2520Success%2520Fund%2520-%2520V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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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提案 – 在偶數年舉行的市府選舉 

本憲章修正案是由市參事 Chan, Melgar, Peskin, Preston, Ronan, Safai, and Stefani.投票通過列入選票中.它需要有 50%+1

的贊成票才能獲得通過 

討論問題 

市府是否應修改市憲章，在總統選舉年的 11月舉行市長、縣警長、地方檢察官、市府律

師和財政官的選舉，將這些官員的現屆任期延長一年至 2025年 1月，規定在 2023年不舉

行定期選舉，只在偶數年或特別選舉中舉行地方選票提案的選舉，並更改選民將法令和政

策聲明列入選票所要求的最低簽名數目？ 

背景 

市長、警長、地區檢察官、市檢察官和市財政官在每四年一次的常規市政選舉中選出，而

選舉在奇數年份舉行。這四個職位的最後一次定期選舉是 2019 年 11 月。所有四個職位的

下一次選舉定於 2023 年 11 月。當選這四個職位的人任期四年。 

過去十年的三藩市選民投票率: 

偶數年大選 # 選票 # 登記選民 % 選民投票率 

2020 年 11 月 3 日 449,866 521,099 86.33% 

201811 年月 6 日 372,848 500,516 74.49% 

2016 年 11 月 8 日 414,528 513,573 80.71% 

2014 年 11 月 4 日 231,214 436,019 53.03% 

2012 年 11 月 6 日 364,875 502,841 72.56% 

偶數年大選的平均投票率: 73.42% 

 

奇數年大選 # 選票 # 登記選民 % 選民投票率 

2019 年 11 月 5 日 206,122 495,050 41.64% 

2015 年 11 月 3 日 203,069 446,828 45.45% 

2013 年 11 月 5 日 128,937 440,037 29.30% 

2011 年 11 月 8 日 197,242 464,380 42.47%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november-3-2020-election-results-summary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november-6-2018-election-results-summary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november-8-2016-election-results-summary
https://www.sfelections.org/results/20141104/
https://sfelections.org/results/20121106/index.php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november-5-2019-election-results-summary
https://sfelections.org/results/20151103/
https://sfelections.org/results/20131105/
https://sfelections.org/results/201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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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數年大選的平均投票率: 39.72% 
 

 

 

資料來源：San Francisco Department of Elections. Past Election Results | Department of Elections. Retrieved September 7, 

2022, from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past-election-results 

目前，為了使得條例得到入選票的條件，請願書必須包括三藩市選民的簽名，其數量相當

於至少是上一次市長選舉中所有候選人所投票的 5%。 

目前，要在特別選舉中向選民提交一項條例，請願書必須包含最近一次市長市政選舉中所

有市長候選人投票數的 10%。 

建議 

提案 H會要求市府在總統選舉年的 11月舉行市長、縣警長、地方檢察官、市府律師和財

政官的選舉。因此，市府將只會在偶數年舉行所有地方官職人員的選舉。 

如果本提案獲得通過，2023年將沒有定期選舉。現屆的市長、縣警長、地方檢察官、市

府律師和財政官的任期會延長一年。下一次選舉這些官職人員的時間將在 2024年 11月。

根據《法典》第 3.101 節的任期限制。提案 H 將“常規市政選舉”的定義更改為所有偶數年

的 11 月選舉。所有奇數年的選舉都將被定義為特別選舉。 

根據 H 提案，三藩市只能在偶數年將投票議題置於選票上，或對投票議題的支持者明確

要求召集特別選舉對其議題進行投票。 

提案 H還會改變市府定期安排偶數年選舉中投票的創制法令，和政策聲明所要求的最低

簽名數目門檻，從上次市長選舉中投票的 5% 更改為三藩市登記選民的 2%。 

提案 H 將改變納入特別選舉投票所需的簽名數量。儘管這個門檻仍然是最近一次選舉中

市長候選人票數的 10%，但提案 H 的目的是增加所有地方選舉的選民投票率。 

市主計官文獻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0H%20-

%20City%20Elections%20in%20Even%20Numbered%20Years%20-%20VIP.pdf 

投「贊成」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贊成」票，即表示您同意市府在總統選舉年的 11月

舉行市長、縣警長、地方檢察官、市檢察官和財政官的選舉，只在偶數年或特別選舉中舉

行地方選票提案的選舉。所有其他選舉將被指定為特別選舉。 

投「反對」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反對」票，即表示您反對進行這些變更。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past-election-results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past-election-results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H%2520-%2520City%2520Elections%2520in%2520Even%2520Numbered%2520Years%2520-%2520VIP.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H%2520-%2520City%2520Elections%2520in%2520Even%2520Numbered%2520Years%2520-%2520V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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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提案 H的論據 

■ 通過取消每 4 年一次奇數年的選舉，三

藩市將在 2023 年節省 690 萬美元，未來

四年平均每年節省 170 萬美元。 

■ 在偶數年的選舉中，三藩市的選民參與

度明顯更高，從 2011 年到 2020 年平均

增加了 34%。 

■ 將所有選舉推遲到偶數年，確保所有登

記選民更公平地參與. 

■ 其他加州城市已將市長和地方競選改為

偶數年選舉，地方選舉的選民投票率有

所增加。提案 H 將增加所有市長候選人

的票數，從而通過降低更多特別選舉的

可能性，增加在任何奇數年或特別選舉

中將條例列入選票所需的有效簽名數

量。 

反駁贊成提案 H的論據 

■ 有太多的選擇，選民將缺乏時間和精力

仔細研究所有問題和候選人，導致選民

產生更多不滿，更多的召回，更多的特

別選舉，投票率更低。 

■ 切換的時間線太短了。已經計畫在 2023 

年開展活動和投票活動。 

■ 提案 H 讓現任公職人員再任職一年.  

■ 三藩市選民在奇數年選舉中的投票率已

經超過了大多數加州城市在偶數年選舉

中的投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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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提案 – 金門公園內甘迺迪大道（JFK Drive）以及大公路（Great Highway）的車

輛 

本提案是通過請願書方式放入選票中。它需要有 50%+1的贊成票才能獲得通過。 

討論問題 

市政府是否取消將高速公路用作休閒目的，即週末和公眾假期開放雙向通行，改為應要

求私人機動車輛在任何時候都可雙向通行？並且，市政府是否應廢除市議會條例並要求

市政府允許私人機動車輛任何時間在金門公園內的甘迺迪大道和連接街道上行駛，但全

年的星期日和法定假日，以及 4月至 9月的星期六上午 6時至下午 6時除外？ 

背景 

大公路（Great Highway）是一條公共道路，沿著 Ocean Beach 從 Lincoln Way 到 Skyline 

Boulevard。金門公園內甘迺迪大道（JFK 大道）是一條在金門公園內從東向西延伸的公

共街道。 

大公路（Great Highway） 

2020 年 4 月，本市在週末和節假日臨時限制私家車對大公路（Great Highway）的使用，

將其保留為給行人、騎自行車者、輪椅使用者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娛樂活動作為開放空間。

在除節假日以外的工作日，Great Highway 雙向開放，供從林肯大道（Lincoln Way）到

Skyline Boulevard的私人機動車通行。 

為了解決海平面上升對環境的影響，並改善沿海通道，三藩市正在制定計劃，每週 7 天關

閉 Sloat Boulevard 和 Skyline Boulevard 之間的高速公路，並將該區域保留為開放空間。三

藩市將沿 Skyline Boulevard 和 Sloat Boulevards將車輛交通改道到三藩市動物園的另一

邊。海洋海灘氣候變化因應計畫是一項多機構創制提案，旨在推行全面海岸線管理與保護

方案，以解決海平面上升問題，拆除海岸防禦結構，改善公共通道與康樂，以及建造一個

低海堤來保護重要污水基礎設施。 

該市目前的首選專案需要經過審查和批核，要求關閉高速公路禁止車輛行駛。該法令如果

獲得通過，將需要對專案採取不同的方法以維持車輛交通，根據當前的規劃假設，最有可

能的替代方案是建造常規海堤。 

金門公園內甘迺迪大道（JFK Drive） 

在 2022年 5月，市議會（下稱市議會）通過了一項法令，禁止私人機動車輛在任何時間

進入金門公園內的部分甘迺迪大道（JFK Drive）和某些連接街道，將這些街道保留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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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空間供休閒使用。這些禁止進入規定不適用於緊急救援車輛、政府公用車、公園內接駁

公車和授權運載乘客的類似車輛，以及送貨到迪揚博物館（de Young Museum）的車輛。 

 

三藩市娛樂及公園部門 (Rec & Park) 管理該市的公園和娛樂設施，包括公園內或公園沿線

的某些街道，例如大公路（Great Highway）和 金門公園內甘迺迪大道（JFK Drive）。三

藩市公共工程部（Public Works）目前負責維護該市的其他街道和人行道，並於 2022 年 

10 月將之移交給新的衛生和街道部。 

建議 

該法令將取消在週末和公共假期將高速公路用作娛樂目的的開放空間，要求私人機動車輛

始終雙向通行。該法令不允許三藩市按計劃關閉 Sloat 和 Skyline Boulevards 之間的高速公

路，以實施 Ocean Beach 氣候變化因應計畫。該法令還要求公共工程部從三藩市娛樂及公

園部接管大公路（Great Highway）的管理。市府可因應緊急情況、街道修繕和社區活動

暫時限制使用這些街道。 

該條例將廢除《市議會條例》，並要求三藩市允許私人機動車輛任何時間在金門公園內的

甘迺迪大道和連接街道上行駛，但全年星期日和法定假日，以及 4月至 9月的星期六上午

6時至下午 6時除外。本市只能限制私人機動車輛以應對緊急情況，用於建築、維護或街

道維修；或用於允許的遊行、慶祝活動、音樂會、社區活動或類似活動。 

市主計官文獻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ndidates/Prop%20I%20-

%20Uses%20of%20the%20Great%20Highway%20and%20JFK%20-%20VIP%20final.pdf 

投「贊成」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贊成」票，即表示您同意要求市府允許私人機動車

輛任何時間在金門公園內的甘迺迪大道和連接街道上行駛，但全年的星期日和法定假日，

以及 4月至 9月的星期六上午 6時至下午 6時除外。您還同意要求市府允許機動車輛在大

公路上任何時間雙向行駛，而且不允許市府按照建議拆除 Sloat大道和 Skyline大道之間

的大公路。 

投「反對」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反對」票，即表示您反對進行這些變更。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ndidates/Prop%2520I%2520-%2520Uses%2520of%2520the%2520Great%2520Highway%2520and%2520JFK%2520-%2520VIP%2520final.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ndidates/Prop%2520I%2520-%2520Uses%2520of%2520the%2520Great%2520Highway%2520and%2520JFK%2520-%2520VIP%2520final.pdf


 

 

登录网站 lwvsf.org 成為三藩市女性選民聯盟的會員或为其捐款 24 

贊成提案 I的論據 

■ 為 Great Highway沿線和金門公園內的所

有車輛提供車輛通道。 

■ 對來更遠鄰里的三藩市民眾來說，開車

是唯一的實際選擇。 

■ 重新開放 Great Highway允許用作往返工

作、學校、VA醫院等的通勤路線。 

■ Great Highway沿線的封閉已將車輛交通

推向周邊社區。 

反駁贊成提案 I的論據 

■ JFK Drive Promenade 是步行者、跑步

者、騎自行車者和其他人的熱門空間，

為所有人提供安全的空間。v 

■ 停止海洋海灘氣候變化因應計畫將花費

三藩市納稅人數百萬美元，並要求對該

專案進行修改。 

■ 允許大公路星期一至星期五開放汽車行

駛，並在週末為民眾提供安全、受保護

的使用。 

■ 我們的城市需要更多安全、受保護的開

放空間，而不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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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提案 – 金門公園內甘迺迪大道（JFK Drive）的休閒使用 

本憲章修正案是由市參事Dorsey, Mandelman, Melgar, and Ronen投票通過列入選票中。它需要有 50%+1的贊成

票才能獲得通過。 

討論問題 

市政府是否應修改三藩市市公園法令，以廢除之餘並重新授權金門公園通行和安全計畫，

其中包括通過限制私人車輛在金門公園的某些街段（包括甘迺迪大道）建立新的休閒與開

放空間，使某些街/路段單向行車，建立自行車道，並敦促進行額外的改變以改善公眾進

入金門公園的通道；並根據加州車輛法規做出相關調查？ 

背景 

市府已將金門公園內甘迺迪大道（JFK Drive）和金門公園內其他連接街道的某些路段關

閉，將之保留給週六、周日和節假日給予非車輛通行，以便公眾在公園內的道路安全。 

從 2020年 4月開始，康樂和公園局作為應對 COVID-19 大流行在全市實施的慢街計畫的

一部分，休閒和公園部門將休閒開放日臨時延長至每週 7 天。在 2022 年 3 月 10 日聯合休

閒和公園委員會和三藩市交通局 (SFMTA) 董事會會議準備工作人員的報告發現，這些限

制符合並適用市內政策，亦適用于金門公園 (公園) 的使用。 

■ 《憲章》第 4.113 條規定，公園應用於休閒目的。 

■ 金門公園總體規劃於 1998 年通過，“金門公園疏通系統的管理應作為首要目標，創

建和維護一個休閒通道、行人道和道路系統，優先順序應為行人、自行車和以享受

公園為目的的車輛”，並且該市應“把商業、購物和通勤交通與公園體驗完全分開的

方式，將非公園機動車交通限制在應有的公路上。” 

■ 金門公園振興法案於 1998 年 6 月由選民通過，以“在位於 deYoung博物館和科學

院之間的音樂廣場區域創建步行綠洲”，並“採取措施減少汽車對公園的影響，同時

仍為公園遊客（包括其文化機構）長期保證下提供安全可靠和方便的區域。”作為

該法案的一部分，在大堂區建造了一個地下停車場，以解決對汽車進入該地區而衝

擊其他文化機構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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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和公園部門與 SFMTA 合作制定了一系列提案，旨在通過限制 JFK Drive、MLK 

Drive 和其他附近街道段的私家車來往從而提高街道的安全性、改善自行車道路的連通

性，並擴大公園的公共開放空間，使某些街道單向，建立新的自行車道，並敦促休閒和公

園部門實施其他改變，以改善公園內的通道環境和安全性。這些提案和公眾意見已在 

2022 年 3 月 10 日的會議上提出。此外，市政府工作人員還與毗鄰的居民和業主進行了外

展和接觸，並提供了有關金門公園通行和安全計畫的資訊的網站。一張描繪街道通行和交

通限制的地圖在市議會記錄處存檔，檔號為 220261。 

在 Transverse Drive 和 Music Concourse 的 Bandshell 停車場以東提供了額外的無障礙停車

位，並且在 JFK Drive 的封閉路段常規安排無障礙公園內通勤班車。在封閉區域之外提供

了額外的指定下車區。 

該條例的豁免包括緊急救援車輛、政府公用車、公園內接駁公車和被休閒和公園部門授權

運載乘客的類似車輛，以及送貨到迪揚博物館（de Young Museum）的車輛。 

2022 年 5 月 3 日，市議會通過了第 74-22 號法令，採用了金門公園通行和安全計畫，該

計畫於 2022 年 6 月 7 日生效。 

這項措施的目的是讓選民直接表達他們對休閒和公園部門已開始與金門公園一起實施的金

門公園安全交通改善、自行車連通性的增強，和擴大公共開放空間訪問的認可。此類安全

計畫希望得以繼續存在。 

建議 

提案 J 是一項修訂公園法的法令，旨在廢除和重新授權金門公園通行和安全計畫，其中包

括通過限制私人車輛使用甘迺迪大道和其他街道路段、將某些街道路段改為單向行駛、設

立自行車道，並敦促推行額外變更，以改善公眾進入金門公園的體現，也是根據加州車輛

法規做出相關調查後的結果。 

市主計官文獻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ndidates/Prop%20J%20-

%20Recreational%20Use%20of%20JFK%20Drive%20in%20Golden%20Gate%20Park%20-

%20VIP%20final.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ndidates/Prop%2520J%2520-%2520Recreational%2520Use%2520of%2520JFK%2520Drive%2520in%2520Golden%2520Gate%2520Park%2520-%2520VIP%2520final.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ndidates/Prop%2520J%2520-%2520Recreational%2520Use%2520of%2520JFK%2520Drive%2520in%2520Golden%2520Gate%2520Park%2520-%2520VIP%2520final.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ndidates/Prop%2520J%2520-%2520Recreational%2520Use%2520of%2520JFK%2520Drive%2520in%2520Golden%2520Gate%2520Park%2520-%2520VIP%25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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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贊成」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贊成」票，即表示您同意確認市議會在 2022年 5月

通過的法令，將金門公園內的部分甘迺迪大道和某些連接街道保留為開放的休閒空間，除

了少數例外情況，每週七天禁止私人機動車輛進入這些街道。 

投「反對」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反對」票，即表示您反對確認市議會 2022年 5月的

法令。 

 

贊成提案 J的論據 

■ 相比在疫情發生之前的那段期間，人們

到訪金門公園的次數上升 36%，同時有

70%的調查受訪者贊成有一條永久性甘

迺迪步行大道。 

■ 甘迺迪步行大道為兒童、長者、殘障人

士、行人以及騎摩托車和騎自行車的人

提高安全使用性，並擴大了無障礙停車

場的停車位。 

■ 每 15分鐘一班，沿著甘迺迪步行大道行

駛，連接園內所有主要景點到Muni站。 

反駁贊成提案 J的論據 

■ 關閉措施已經消除了近 1,000個免費停

車位，並將車輛推進公園四周的鄰里

內。. 

■ 創建甘迺迪步行大道並不能解決自行車

和行人之間的安全問題. 

■ 消除甘迺迪大道上的車輛交通使長者、

殘障人士、希望使用野餐/派對和運動器

材的家庭，以及遠離該地區的居民更難

進入公園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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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提案 

本提案已由三藩市高等法院廢除。你將不會在選舉中對此提案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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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提案 – 用於交通項目的銷售稅 

本章程修正案是由議會 11位市參事投票一致通過列入選票，需要有 66 2/3% 的贊成票才能獲得通過。 

討論問題 

市府是否應繼續徵收半美分的銷售稅至 2053年，估計每年可產生 1億至 2.36億美元收

入，用於支付新的 30年支出計畫中所述的交通項目，允許交通局發行高達 19.1億美元的

債券來支付這些專案，並增加交通局在未來四年的每年可支出的總金額？ 

背景 

根據選民在 2003年 11月 4日選舉批准的 30年交通支出計畫，本市課徵收半美分的銷售

稅，用於支付交通項目。該稅將於 2034年 3月 31日到期。三藩市縣交通局（下稱交通

局）負責監督這些銷售稅收入的使用。交通局可能發行高達 18.8億美元的債券，由稅收

中償還。迄今為止已發行約 2.5 億美元的債券。交通局與市府的債券承受力是獨立分開

的。州法律限制交通局每年可以支出的收入，包括稅收。州法律授權三藩市選民批准增加

這個限額，為期最多四年。由於當前在限額內需要資助的許多計畫都出現資金不足的情

況，包括輔助運輸和街道安全，因此要求選民現提高限額。 

建議 

提案 L 將繼續徵收現有的半美分銷售稅，持續到 2053年。提案 L 還將在稅收延長期限結

束前，用新的 30年計畫取代目前的交通支出計畫。在完成任何必須的環境審查後，新計

畫將資助，例如 

■ 街道維修和改善、行人安全、自行車設施，以及交通標誌和信號； 

■ 支援長者和殘障人士的輔助交通服務；  

■ 社區性專案，包括那些在服務不足的社區和弱勢人群地區的專案； 

■ 對Muni、灣區捷運（BART）和加州火車（Caltrain）的維修和改善；;  

■ 加州火車市中心鐵路延伸至 Salesforce公交中心;  

■ 建造灣景區加州火車站（Bayview Caltrain）和Mission Bay渡輪碼頭； 

■ 改善高速公路安全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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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提案 L，交通局可發行高達 19.1億美元的債券來支付這些專案。這些債券將由銷售

稅收入償還。提案 L將提高交通局由州法律規定的支出限額，增加徵收的半美分銷售稅

率，並持續四年。所有未來的支出都要接受獨立的審計和監督。半美分銷售稅率將保持不

變。 

市主計官文獻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ndidates/Prop%20L%20-

%20%20Sales%20Tax%20for%20Transportation%20Projects%20-%20VIP_0.pdf 

投「贊成」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贊成」票，即表示您希望繼續征 0.5%的銷售稅持續

未來的 30年，並授權交通局發行高達 19.1億美元的債券，以償還稅收的收益。這項稅收

的收入將資助 2022 年交通支出計畫下的交通改善項目，包括交通專案、交通維護、輔助

交通服務、自行車和行人到改進、減少擁堵項目和其他改善工程。 

投「反對」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反對」票，則 0.5% 的銷售稅率將根據 2003 

年的授權持續到 2034 年 3 月 31 日，除非未來有新的或對其提案的交通支出計畫有

更新，否則，此提案被否決意味著 2022 年交通支出計畫將沒有運作資金。 

贊成提案 L的論據 

■ 利用州和聯邦配套資金，不提高稅收，

便可提供三藩市所需的準時及可靠的捷

運系統服務。  

■ 新交通計畫旨在資助計畫，而不是特定

專案，使其在未來 30 年靈活應對社區，

修復和重建道路和人行道，使交通更安

全、更方便。  

■ 該計畫通過使公共汽車電氣化、改善城

市的交通、步行和自行車路線來關注氣

候變化。  

反駁贊成提案 L的論據 

■ 銷售稅是一種累退稅。不公平的是，無

論收入或資產如何，每個人都支付相同

的金額。 

■ 選民剛剛拒絕了 4 億美元的 Muni 債

券。市政廳沒有聽取選民的意見。 

■ 疫情後的居家工作、通勤、乘車和觀光

人數減少。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ndidates/Prop%2520L%2520-%2520%2520Sales%2520Tax%2520for%2520Transportation%2520Projects%2520-%2520VIP_0.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ndidates/Prop%2520L%2520-%2520%2520Sales%2520Tax%2520for%2520Transportation%2520Projects%2520-%2520VIP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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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提案 – 住宅單位的空置稅 

本提案是通過請願書方式放入選票中。它需要有 50%+1的贊成票才能獲得通過。 

討論問題 

市府是否應對擁有三個或更多單位的建築中的空置單位的業主徵稅，如果這些業主在一個

日曆年中保持這些單位空置超過 182天，在 2024年每個空置單位稅費為 2,500至 5,000美

元，在往後的年份中，根據通貨膨脹調整，最高可達 20,000美元，估計每年產生 2,000萬

至 3,700萬美元的收入，該稅收持續到 2053年 12月 31日，資金將用於租金補貼和可負

擔房屋？ 

背景 

目前市府向一些商業物業空置的業主徵稅。如果這些業主在一個日曆年中保持這些單位空

置超過 182天，則對某些商業走廊中對其底層商業空間單位的業主或租戶要求繳納稅款。 

建議 

建議的法令將修訂市府的商業和稅收條例法規和行政法規，對擁有三個或更多單位的建築

物中的空置單位的業主徵收消費稅，如果這些業主在一個納稅年度內保持這些單位的空置

時間超過 182天。從 2024年開始，稅收在 2,500至 5,000美元之間，取決於單位的大小。

在 2025年，稅收將增加到 2,500至 10,000美元，取決於單位的大小和業主是否在前一年

保持物業空置。在 2026年，如果業主連續三年讓同一單位保持空置狀態，稅收將增加至

最高 20,000美元。稅率將根據消費者價格指數的增加每年調整，並將於 2053年 12月 31

日到期。 

提案M為業主具有業主物業稅豁免的主要住宅，以及具有現行住宅租賃物業可獲得豁

免。提案M也允許在某些情況下，在開始徵稅前有更多時間去租出空置單位，包括維修

現有單位、新施工、自然災害或業主死亡等情況。 

市府將把這些稅收存入住房啟動基金，用於租金補貼和資助購買、修復及運營可負擔房

屋。 

市主計官文獻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0M%20-

%20Tax%20on%20Keeping%20Residential%20Units%20Vacant-%20VIP.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M%2520-%2520Tax%2520on%2520Keeping%2520Residential%2520Units%2520Vacant-%2520VIP.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M%2520-%2520Tax%2520on%2520Keeping%2520Residential%2520Units%2520Vacant-%2520V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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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贊成」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贊成」票，表示您希望對擁有三個或更多單位的建

築中的空置單位的業主徵稅，如果這些業主在一個日曆年中保持這些單位空置超過 182

天，並將這些稅收資金用於租金補貼和可負擔房屋。 

投「反對」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反對」票，即表示您反對進行這些變更。 

 

贊成提案M的論據 

■ 降低空置率，將會有更多住房。。 

■ 收取的稅收將專門用於可負擔房屋基金

和低收入家庭和長者的租金補貼。 

反駁贊成提案M的論據 

■ 目標是小業主和跨代家庭，而不是企業

房東。 

■ 在不增加城市服務的情況下增加稅收。 

■ 對空置單位數量的估計不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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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提案 – 金門公園地下停車設施， 金門公園廣場管理委員會 

本提案是由市長放入選票中。它需要有 50%+1的贊成票才能獲得通過。 

討論問題 

市府是否應被允許使用公共資金收購、經營或補貼金門公園音樂廳地下停車場的公共停車

位，並指示金門公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解散，將停車場的管理權移交給市府的康樂和公園委

員會？ 

背景 

康樂和公園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監督並制定康樂和公園管理局的政策。康樂和公園管理

局負責管理本市的公園、遊樂場和康樂中心。 

在 1998年 6月，選民批准了一項提案，建立一個稱為金門公園廣場管理委員會（下稱管

理委員會）的非營利組織，負責在音樂廳下面建造一個不使用公共資金的地下停車場。該

提案並未提及使用公共資金來經營停車場的問題。 

管理委員會和委員會將地下停車場的空間租給一個非營利組織，由它負責管理並使用停車

場的收入用作支付營運費用和償還建築貸款。市議會制定停車場的收費率。 

建議 

提案 N將允許市府使用公共資金收購、營運或補貼音樂廳地下停車場的公共停車位。提

案 N還提議解散管理委員會，將職責移交給委員會。 

 

市主計官文獻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0N%20-

%20Golden%20Gate%20Park%20Underground%20Parking%20Facility%20and%20Concourse

%20Authority%20-%20VIP.pdf 

投「贊成」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贊成」票，即表示您希望允許市府使用公共資金來

收購、營運或補貼金門公園音樂廳地下停車場的公共停車位，並指示管理委員會解散。 

投「反對」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反對」票，即表示您反對進行這些變更。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N%2520-%2520Golden%2520Gate%2520Park%2520Underground%2520Parking%2520Facility%2520and%2520Concourse%2520Authority%2520-%2520VIP.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N%2520-%2520Golden%2520Gate%2520Park%2520Underground%2520Parking%2520Facility%2520and%2520Concourse%2520Authority%2520-%2520VIP.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N%2520-%2520Golden%2520Gate%2520Park%2520Underground%2520Parking%2520Facility%2520and%2520Concourse%2520Authority%2520-%2520V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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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提案 N的論據 

■ 康樂和公園委員會改善停車管理和更靈

活的定價。 

■ 移交給市府能更好的管理和靈活的定價

將有助於償還建設停車場的未償債務。 

反駁贊成提案 N的論據 

■ 購買停車場和相關債務並不是公共資金

的最佳用途。 

■ 市部門已經不堪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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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提案 – 用於市立大學的額外地塊稅 

本提案是通過請願書方式放入選票中。它需要有 50%+1的贊成票才能獲得通過。 

討論問題 

市府是否應對三藩市一些物業業主根據其物業的面積和用途徵收額外地塊稅，稅率為每地

塊 150至 4,000美元之間，並根據通貨膨脹調整，從 2023年 7月 1日持續到 2043年 6月

30日，估計每年可產生約 3,700萬美元的收入，並將這些資金轉移市立大學，用於學生和

勞動力發展計畫？ 

背景  

三藩市市立大學 (City College) 每年為數以萬計的學生服務，提供獲得學位和接受有價值

的勞動訓練的可負擔機會。市立大學的經濟流動性使得學生不需要背負貸學金可以獲得生

活技能，使其成為整個社區的重要資源，特別令到中低收入家庭也得到平等的教育機會。 

三藩市市立大學（下稱市立大學）是一所兩年制的公立社區大學，從州政府、聯邦政府和

市府獲得資金。三藩市的業主每年為每個物業地塊（parcel）繳納 99美元的統一稅，以資

助市立大學。這些稅收包括對教師、輔導員和圖書館的資助。這項稅收將於 2032年 6月

30日到期。州法律限制市府每年可以支出的收入金額，包括稅收。州法律授權三藩市選

民批准增加這個限額，最多四年。 

建議 

提案 O將在目前對三藩市業主徵收的 99美元統一稅之外，徵收額外的地塊稅，從 2023

年 7月 1日持續到 2043年 6月 30日。該稅項將根據通貨膨脹每年調整。擬議的 2023年

稅率是:  

物業類型 稅率 

單戶住宅  $150 

住宅，一個住宅單位  $150 

住宅，兩個或以上的住宅單位 每單位$75  

非住宅， 5,000平方英尺以下  $150 

非住宅，5,000 - 24,999平方英尺 $1,250 

非住宅，25,000 - 100,000平方英尺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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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住宅，超過 100,000平方英尺 $4,000 

 

 

稅率是根據建築物的面積或未開發地塊的面積來計算的。對於商住混合的物業，將採用不

同的稅率。 

這稅項不適用於在財政年度 7月 1日前年滿 65歲的人擁有並居住的物業以及 不需要支付

標準物業稅的物業，例如某些非營利組織擁有和使用的地塊。 

提案 O將要求市府收集和轉交來自額外地塊稅的所有收入給市立大學，而市立大學必須

將這些稅收用於以下目的: 

■ 25%用於支持學生入學註冊、基本需求、留職和就業安置的服務和計畫； 

■ 25%用於滿足基本技能需求的計畫，包括輔助英語水準和科技使用以及獲得美國公

民身份; 

■ 25%用於支持就業訓練和安排的勞動力發展計畫；以及 

■ 25%用於支持向來代表性不足的學生的學業成功和領導力發展計畫。 

在收到這些稅收之前，市立大學必須向市長和市議會提交一份支出計畫。提案 O將要求

市主計官在稅收的首五年進行年度審計，並在此後仍週期性審計。如果市立大學沒有採納

主計官的審計建議，市長或市議會可以暫停轉交來自額外稅收的收入。提案 O將要求市

立大學成立一個獨立的監督委員會。提案 O將增加市府由州法律規定的支出限額，為期

四年。 

市主計官文獻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0O%20-

%20Additional%20Parcel%20Tax%20for%20City%20College%20-%20VIP.pdf 

投「贊成」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贊成」票，即表示您希望根對三藩市的一些物業業

主根據其物業的面積和用途徵收額外的地塊稅，並將這些稅收資金轉交到市立大學，用於

學生和勞動力發展計畫。 

投「反對」票的意思是：如果您投「反對」票，即表示您反對進行這些變更。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O%2520-%2520Additional%2520Parcel%2520Tax%2520for%2520City%2520College%2520-%2520VIP.pdf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sites/default/files/Prop%2520O%2520-%2520Additional%2520Parcel%2520Tax%2520for%2520City%2520College%2520-%2520V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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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提案 O的論據 

■ 由於疫情，市立大學的入學率下降，課

程削減。市立大學需要額外的資金恢復

課程和服務並滿足教育需求。  

■ 這項措施產生的稅收收入將由一個獨立

的監督委員會監督，並接受主計官的審

計。  

反駁贊成提案 O的論據 

■ 這是 10 年來為市立大學相關提議的第三

次地稅徵收。市立大學獲得大量的州和

聯邦資金、包括財產稅收入、13 億美元

的債券和市府的普通基金中撥款。 

■ 市立大學十年來一直在財政上管理不

善，導致九位元校長的預算危機，幾乎

失去認證資格，並且自 2020 年以來受到

認證機構的加強監督。這項措施並未解

決持續問題所需的額外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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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選民! ★ 

在三藩市只要您符合以下條件即可登記成為選民投票: 

✔ 身為美國公民 

✔ 三藩市居民 

✔ 在選舉日當天必須年滿 18 歲 

✔ 不在監獄中服役或非假釋期中的重罪犯  

✔ 非被法院判決因精神能力而不能投票者 

並非公民? 可以選擇在校區上投票，詳情請參閱 

sfelections.org/noncitizenvoting. 

您的年紀是 16 或 17 歲? 您可以在這個網站 registertovote.ca.gov 作

預先登記 

想瞭解更多資訊? 請遊覽網頁 sfelections.sfgov.org 或致電 415-554-

4375. 

★ 瞭解更多選務資訊 ★ 

這“贊成&反對 指南” 是眾多沒黨派資料中的其中一份，由三

藩市女性選民聯盟，為幫助大家瞭解選務資訊及活躍參加投票

而出版。我們同時也提供： 

■ 候選人論壇 

■ 候選人宣言 

■ …還有更多! 

遊覽 lwvsf.org/vote 瞭解更多選舉相關的資訊.  

並緊貼我們的公眾號[臉書] (facebook.com/LWVSanFrancisco), 

Instagram (instagram.com/lwvsf), 以及推特 (twitter.com/LWVSF) 

瞭解更多資訊關於民主的運作。 

https://lwvsf.org/vote
http://facebook.com/LWVSanFrancisco
https://www.instagram.com/lwvsf/
http://twitter.com/LWVS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