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曰5日星期二，選舉日 

選舉日當天投票開放時段由早上7點至傍晚8點 

10曰7日開始接受投票 

10曰21日前登記成為選民 

10曰29日前登記郵遞選票  

 

 無黨派選舉資訊 

★ ★ ★ ★ ★ 

本指南由「舊金山婦女選民聯盟」的志工編輯提供，  

作為無黨派的非牟利機構，LWVSF 提供教育協助居民參與民主程序及參與有利社區的公共政策。 

我們的工作需要您的支持，捐款連結 lwvsf.org. 

★ ★ ★ ★ ★ 

 



Join 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of San Francisco or donate to support our work: 

lwvsf.org 

 A提案 發行可負擔房屋債卷 

條例由倫敦·布里德市長和全體市參事投票通過提出放在選票上。 此提案為E提案中的住房提供資金。要求

得到三分之二的選民贊成才能通過。 

疑問:  

三藩市應否通過收取物業稅，大約每$100房值收取$0.019，為可負擔房屋的購買，建造和維修發行高達6

億的一般責任債券? 

投“贊成”票表示：若您投“贊成”票，您希望本市發行6億的一般責任債卷用於為可負擔房屋的購買，建造和

維修。 

投“反對票”表示：若您投“反對票”，表示您不希望本市發行這些一般責任債卷。 

贊成A提案的聲音:  

◼ 能改善低收入及極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水

平，提升中產階級購房力，並且讓長者

及殘障人士得到留住本市的機會。  

◼ 減少無家可歸者的人數，令可負擔房屋

計劃得到長期落實，提升中產階級購房

力，並且讓長者及殘障人士得到留住本

市的機會。 

◼ 協助教師購房，這將提高聯合校區教師

留在本地的居住力，從而舒緩校區壓力

及提高學生的表現。 

◼ 增加建築行業的職位。 

 

 

 

 

反對A提案的聲音: 

◼ 按一個價值$600,000的估值，每年額外

增加$101.57 的稅收，這只會加重生活在

三藩市的生活指數。  

◼ 增加房稅對於來自其他城市的人士來說是

一項負擔，這只會導致更嚴重的可住房問

題。   

◼ 所增加來自中產階級的這一小部份房稅，

對於三藩市的房屋問題只是杯水車薪。 

◼ 這提案是治標不治本，只是起到拖延問題

的效果。 

http://lwvs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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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提案，殘障及長者服務部 

章程的修改得到全體市參事的通過；需要得到簡單多數票通過。 

疑問:  

本市是否應該將原有的長者及成人服務部更名為殘障及長者服務部；將原有的長者及成人服務委員會更名

為殘障及長者服務委員會；並向七個委員會委員裡的三個增加新的職責嗎？  

投“贊成票”表示：若投“贊成”票，表示您希望將原有的長者及成人服務部更名為殘障及長者服務部；將原

有的長者及成人服務委員會更名為殘障及長者服務委員會；並向七個委員會委員裡的三個增加新的職責。 

投“反對票”表示：若您投“反對”票，表示您不同意這些更改。  

贊成B提案的聲音: 

◼ 把“殘障”這個字眼加上部門以及委員

會的名字上，把可提供這類服務的信息

更清晰地傳達給社區，那些殘障的人士

如退伍軍人及長者會因為這個更名而感

到被受尊重，這些人士還包括三藩市內

成年人中有殘障的那10%。  

◼ 更名可改善及增加三藩市居民對已有關

鍵健康服務及人文服務的認識及得到服

務的渠道。 

反對B提案的聲音: 

◼ 在沒有廣泛向公眾通知的前提下，改名有

可能為那些已經熟悉部門系統的人士帶來

不便。  

◼ 這根本就沒有必要去修改章程，因為這涉

及到額外的官僚事務去確保委員會的崗位

分配是否正確，以及需要足夠的力度去教

育民眾這名字上的更改。 

 

 

 

http://lwvs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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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提案 煙霧產品 

由市民提出動議放在選票當中。需要簡單多數票機制通過。 

疑問:  

三藩市是否應該推翻禁止銷售未經FDA批准的電子煙法律，從而採用三藩市對電子煙的銷售，廣告和分銷

而制訂的新法規？  

投“贊成票”表示：您希望推翻市參事已通過的禁止銷售未經FDA審核和批准的電子煙法律，您希望採用在

三藩市對電子煙於銷售，生產，分銷及廣告的新規例，並且您想要求進一步的規定對此進行投票表決。  

投“反對票”表示：您希望保留禁止銷售未經FDA批准的電子煙的法律，您想保留現有對電子煙監管的法律，

並且您希望繼續允許市參事對此制定進一步的法規。  

 

 

 

 

贊成C提案的聲音: 

◼ 該措施落實到銷售和分銷電子煙的實

體店商店，因此可以限制青少年接觸

電子煙的渠道，同時也保護了成年人

的選擇，還有將網絡銷售也封閉起來

，防止21歲一下的人士有機可乘。  

◼ 通過此提案可以令沈迷於香煙的成年

人使用電子煙，有助於由可燃的香煙

轉向使用電子煙的過度。 

◼ 對公眾的教育以及年齡/身份上的要求

，能放映出更有常理性以及綜合性的

方法與青少年接觸，而不是一味地追

求廢除。  

◼ 新法例對電商的銷售管制能有效打擊

黑市電子煙與青少年的交易狀況。  

◼ 三藩市小商業主辦公室表示這新例的

實施並沒有對現有銷售菸草產品構成

實質性的財務影響。 

 

反對C提案的聲音: 

◼ 該動議可能會影響在2018年佔68%市

民選民投票通過禁止銷售帶味型的菸草

製品禁令，而這動議並未見得可以遏制

青少年吸煙的現象：根據Dartmouth 的

一項研究，針對每一位有可能戒煙的成

年人，因為有電子煙作為代替品，將會

有80%的機會青少年及年輕人都會開始

轉用電子煙。  

◼ 若通過這項提案，意味著推翻由市參事

們通過的並由選民投票採用禁止銷售電

子煙的現有法例，而未經FDA批准的這

類產品由此可以重新回到貨架上買賣。  

◼ 若此例得到通過，將令市參事日後無法

追加新法從而保護青少年們沈迷於電子

煙，因為新法例的增加或修改都需要進

行投票，通過才可以採用。  

◼ 這提案的通過會讓那些菸草和煙草公司

在對青少年使用他們產品的廣告上更容

易造成影響。  

◼ 三藩市現有的法例允許地方商戶銷售經

過FDA批准的電子煙產品。 

http://lwvs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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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提案 – 紓緩交通堵塞稅 

動議條列由市參事提放至選票上；必須得到三分之二的選票方可通過。 

疑問:  

 本市應否對商業出租車公司以及對私人出租車就共乘費上分別徵收1.5%和3.25%的營業稅，以資助改善三

藩市公交車及行人和單車安全的服務上？  

投“贊成票”表示: 您允許並授權本市對商業出租車公司以及對私人出租車所收取的商業稅，用在改善三藩市

公交車及行人和單車安全的服務上。 

 投“反對票”表示: 您不允許並授權收取這些稅項。 

贊成D提案的聲音: 

◼ D提案將減輕三藩市的交通壓力，並為街

道行人及單車使用者提供一個更安全環

境。  

◼ 這小許對共乘費徵收的稅額可以幫助公

交車服務的招聘，保留以及培訓司機的

事務上，還可以購買更多的交通工具以

提高其服務和設施。  

◼ 這措施可以鼓勵更多的人士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步行，駕單車，或使用共乘車

。 

反對D提案的聲音: 

◼ 這稅額遠遠不夠需求而且並不會對三藩市

擁擠的交通情況有任何實際的改善。  

◼ 這稅收的最終結果只會逼使更多的人駕駛

自己的車，並沒有增加共乘車的發生，從

而導致更嚴重的交通堵塞。  

◼ 這稅項只會加劇三藩市的生活開支。  

http://lwvs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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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提案-可負擔房屋和教育工作者房屋 

條列由多數市參事投票通過後提放至選票上。需要得到多數票方可通過。 

疑问:  

應否允許市政府修改城市規劃法規，使允許在公共劃地上實現100%的可負擔房屋項目及教育工作者房屋項

目，並加快城市對這些項目的審批？ 

投“贊成票”表示： 您希望市政府修改城市規劃法規，使允許在公共劃地上實現100%的可負擔房屋項目及

教育工作者房屋項目，並加快城市對這些項目的審批。 

 

投“反對票”表示：如果您投反對票， 即您不希望市府有這些改變。  

贊成E提案的聲音: 

◼ 將會加快審批及興建急需的可負擔房屋

，特別是市內的閒置用地，興建更多房

屋單位並在混合使用型的發展項目中獲

得更多的好處。  

◼ 將會幫助市內的聯合校區及市立大學吸

引及留住高質素的教師，同時讓更多家

庭有能力可以居住在三藩市市內。  

◼ 縮短可負擔項目的審批時間意味著節省

費用 

反對E提案的聲音: 

◼ 公共用地已经在規劃興建房屋的進程內，

因此不需要更多地修改城市規劃法規。  

◼ 讓更多唯利是圖的發展商有更多途徑去獲

得公共用地的使用權。 

◼ 剝奪社區對建設項目的意見權，及繞過城

市規劃發展委員會的審批程序，降低對發

展項目的監督力。 

 

http://lwvs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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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提案， 選舉的捐贈及廣告 

本提案經大部分市參事成員投票而獲得通過放在選票上；需要簡單多數票機制通過。 

疑問:  

本市是否需要建立新的規定限制該市官員及候選人的選舉捐贈，並對競選廣告制訂新的免責聲明規定？  

投“赞成票”表示： 如果您投赞成票， 您希望建立新的規定限制該市官員及候選人的選舉捐贈，並對競選廣

告制訂新的免責聲明規定。 

 

投“反對票”表示： 如果您投反對票， 您不希望做出這些改變。 

贊成F提案的聲音: 

◼ 在現時的大環境裡，透過第三方增加競

選資金的情況日益嚴重，本提案能為選

民披露更多有關參選人廣告的資金來源

。 

◼ 對有限法律責任公司和有限責任合夥模

式經營類型的公司，要求執行與其他法

團實體一樣的選舉捐獻標準。 

◼ 在有關城市用地的事務上，可以杜絕個

人與其利益的衝突。 

反對F提案的聲音: 

◼ 在決定使用公開土地的決策中，該措施禁

止某人參與相關的政治進程。 

◼ 增加了透明度可能讓更多接受捐贈的政治

行動委員會成員面對公眾騷擾。 

◼ 沒有明確包括日漸起到關鍵作用的數

字及網絡廣告。 

http://lwvsf.org/


 

 

 

如果符合以下條件，就具有在三藩市投票的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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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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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非公民? 可以選擇在校區上投票，詳情請參閱 sfelections.org/noncitizenvoting. 

想了解更多資訊? 請遊覽網頁 sfelections.sfgov.org 或致電 415-554-4375. 

 

 

 

 

這份由無黨派政治組織舊金山婦女選民聯盟提供的讚成與反對意見指南只是本聯盟提

供的眾多資源之一，目的都在於協助您成為具有更充分資訊，更活躍的選舉參與者。

我們還提供: 

◼ 候選人論壇 

◼ 候選人聲明 

◼ …以及其他! 

遊覽網頁 lwvsf.org 瞭解選舉的更多內容。 請緊貼我們在臉書上的動態 

(facebook.com/LWVSanFrancisco) 以及 Twitter (twitter.com/LWVSF). 

 

 

 

 登記成為選民! 

 

 獲得更多選舉資訊 

http://registertovote.ca.gov/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non-citizen-registration-and-voting
https://sfelections.sfgov.org/
http://lwvsf.org/
http://facebook.com/LWVSanFrancisco
http://twitter.com/LWVS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