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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說明 

歡迎申請 2018-19 會計年度 (「FY」) Legacy 企業計劃之企業補助金。 此申請案向所有已註冊

的 Legacy 企業開放， 如 行政法規第 2A.242條 和 行政法規第2 2A.243條 之定義。在完成此申

請之前， 請檢閱以下連結提供的企業補助金規則和條例: 企業補助金規則和條例 。 

 

申請期限為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申請必須於10月1日，星期一之前收到或加蓋郵

戳，才能予以考慮。我們不接受逾期申請案。 

 

 

 

 

 

 

 

 

 

 

 

如有問題, 請連絡Legacy企業計劃工作人員，寄送電子郵件至 legacybusiness@sfgov.org 或撥

號(415) 554-6680。 

 

 

2. 所需文件 

請在開始申請之前準備好下列文件： 

1) 已填寫的全職等值雇員 (FTE) 試算表。連結：2018-19年度 企業補助金 FTE 表 

2) 今年(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之 FTE 驗證。 

 文件必須含有整個會計年度內每位雇員的工作時數， 以及每位雇員受僱用的星期

數。 

 薪資報告是首選。 

3) 驗證今年的補助金 (2018-19 會計年度) 將如何使用的 (可選)。 

4) 驗證去年的補助金 (2017-18 會計年度) 是如何使用的 (如果您去年獲得了補助金 - 2017-

18 會計年度，則必填)。例如，發票、支票或收據等複本。 

5) 2017日曆年度(1月1日至 12月31日) 列於Legacy企業註冊表上的舊金山所有營業地點的

總租金或抵押貸款計算。 

6) 2017日曆年度(1月1日至 12月31日) 列於Legacy企業註冊表上的舊金山所有營業地點的

總收入。 

提交選項 

提交已完成的申請案，並隨附第2節所示的必需文檔： 

 透過電子郵件：legacybusiness@sfgov.org. (截止10月1日晚上11:59) 

 郵寄:Legacy 企業計畫，, 小型企業辦事處（Office of Small Business）, 1 

Dr. Carlton B. Goodlett Place, San Francisco, CA 94102。(必須於10月1日之

前加蓋郵戳)。 

 當面：交付至小型企業辦事處（Office of Small Business）, City Hall, Suite 

110, 1 Dr. Carlton B. Goodlett Place, San Francisco, CA 94102. (截止10月1日

下午 05:00) 

 

http://sfosb.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20Business/San%20Francisco%20Admin%20Code%202A.242.pdf
http://sfosb.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20Business/San%20Francisco%20Admin%20Code%202A.243.pdf
mailto:legacybusiness@sfgov.org
http://sfosb.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20Business/Business%20Assistance%20Grant%20FTE%20Worksheet%202018-19.xlsx
mailto:legacybusiness@sf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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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連絡資訊 

1) Legacy 企業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Legacy企業街道位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Legacy企業遞郵遞區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連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連絡人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連絡人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在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間, 您的企業是否曾歇業？ 

如果是，請註明地點和時間。 

 

是 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__  

 

地點：             

截止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新開業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歇業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截止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新開業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歇業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截止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新開業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歇業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無拖欠本市的款項 

申請者證明，截止申請之日，其無拖欠本市的罰款、處罰、利息、攤款、稅費、費用等款項

或其他法律、法規徵收的應付的財務費用，或欠付的合約款項；或 



1 DR.CARLTON B.  GOODLETT PLACE,  ROOM 110,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94102 -4681  
(415)  554 -6134 /  www.s fos b.org  /  legacybus iness@sfgov.org  

如果您的企業對本市確有應付的財務費用，申請者承認, 截止申請之日，其拖欠的本市的罰

款、處罰、利息、攤款、稅費、費用等款項或其他法律、法規徵收的應付的財務費用，或欠

付合約款項必須於 2019年 3月 31日之前付清, 才能獲得補助金。 

 

是 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  

 

「是」符合要求。如果「是」，繼續。 

如果「否」，申請者不符合申請企業補助金資格。 

 

 

6. 未觸犯城市勞動法或無相關裁定 

申請者證明其當前未觸犯任何城市勞動法或無相關裁定，且未拖欠任何未繳的罰款或勞動標

準辦事處(OLSE)命令的款項；或 

 如果您的企業的確觸犯了城市勞動法或有相關裁定，且欠付罰款或勞動標準辦事處(OLSE)命

令的款項，自申請之日起，申請者確認，任何此類裁定，違法行為，處罰和/或款項都必須

於 3月 31日之前結清或解決，才能獲得補助金。 

 

是 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 

 

「是」符合要求。如果「是」，繼續。 

如果「否」，申請者不符合申請企業補助金資格。 

 

 

7. 「全職等值」雇員證明 

根據下列計算，2017-18 會計年度舊金山共僱用了多少位全職等值僱員(FTE) ？_____________

                                                                                             必須為整數 

 

如何計算 FTE 

要計算 FTE 人數，請使用提供的試算表。說明如下: 

1. 確定試算表中的哪個標籤最匹配工資資料： 

 如果您有每位雇員的總年度工時，請使用選項 1； 

 如果您有每位雇員的半年度工時，請使用選項 2； 

 如果您有每位雇員的月工時，請使用選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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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試算表的相應標籤中，驗證每位雇員是否受雇於 6月 30日之前。對 於 FTE 計算中

的所有雇員，答案必須為「是」。包括全職、兼職和季節性雇員。如果雇員於 2018

年 6月 30日之前離開公司，或於 2018年 6月 30日之後開始為公司工作，則不得將

此雇員計入試算表。 

 

3. 根據所選的資料和試算表選項卡，指明每位雇員全年、半年或月工作的總小時數。包

括帶薪休假、假日、病假、加班等。不含無薪休假或無薪請假。 

4. 指明每名雇員在過去 12個月 (2017年 7月 1日至 2018年 6月 30日)里被僱用的星期

數。請參閱僱用正式開始和結束的日期。包括季節性雇員，但務必考慮其被僱用的開

始和結束日期，正如其他雇員一樣。 

 例如，季節性雇員 Alex在 2010年被僱用，並且現在仍被您的企業僱用，但每年一周

只工作 40小時。在過去的 12個月裡， Alex被僱用的星期數是 52，而不是 1。 

5. 試算表自動將所有雇員的平均每週工時相加。 

6. 試算表自動將結果除以 40。 

7. 試算表將自動四捨五入成整數，以確定「全職等值」雇員的人數。 

 

 

8. 確認補助金金額 

1) 您企業申請的補助金金額是多少？如需計算，請用#7中的FTE數字乘以500。  可獲得最高

金額為$50,000。 

 

$      

 

誰可被視為「雇員」？ 

 如有雇員的薪資表，申請者則應運用 IRS 確定雇員 (例如，企業主不得視

為雇員，除非其列於薪資表上)。 

 如果沒有薪資表也沒有雇員，則企業主可被視為與補助金有關的雇員，

因為企業主亦是服務於企業的雇員。請提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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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助金含3.1%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申請者確認，基於可用資金或其他因素，如可支付

給所有受補助者的補助金總額超過可用資金，企業補助金數額可能少於上述金額 (如，少於

$500 + 每個FTE的CPI)。 

 

是 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  

 

「是」符合要求。如果「是」，繼續。 

如果「否」，申請者不符合申請企業補助金資格。 

 

 

9. 「全職等值」雇員(FTE)驗證 

申請者必須提供雇員工時驗證，以顯示 FTE工時如何獲得的。驗證包括 2017年 7月 1日至

2018年 6月 30日期間的薪資報告或同等資料。您是否已提供 FTE驗證？ 

 

是 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  

 

如果「否」，請解釋：          

             

              

 

 

10. 今年補助金的預定用途 (2018-19 會計年度) 

企業補助金的運用應能促進Legacy企業的長期穩定，或幫助Legacy企業在舊金山持續經營。

授權的用途包括租用戶改善、資本改善、租金、舊金山市內改址、市場營銷、專業服務以及

其他支持Legacy企業持續經營的活動。 

 

 

 

 

重要提示：請在提交之前，編校非必需人員資料，如稅務資訊、社會保險號碼、薪

金、住家住址和個人連絡資訊。請清楚表明提交的資料是否含有商業機密。請注

意，依據「公共記錄法」（Public Records Act）和/或「陽光條例」（Sunshine 

Ordinance）之要求，雇員姓名和工作時數可能會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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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企業將如何利用今年的補助金 (2018-19 會計年度)？總百分比必須為100%。 

請使用整數。 

 

補助金的預期用途                     建議的補助金百分比 

顧問 (例如，財務；法律)       ____________________% 

非正式會員       ____________________% 

設備/技術       ____________________% 

外墻改進 (即建築物改進)       ____________________% 

人力資源       ____________________% 

庫存        ____________________% 

行銷/促銷       ____________________% 

辦公用品       ____________________% 

租金        ____________________% 

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__% 

租用戶改進 (即企業改進)     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計                        100%   

 

11. 去年補助金的實際用途（2017-18會計年度） 

1)  您去年是否獲得了企業補助金 (2017-18會計年度)？ 

 

是 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  

 
如果「是」，繼續。 

如果「否」，請跳至問題 12。 

 

2) 補助金金額是多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請表明如何使用補助金。總金額必須與問題 11(B)的答案相同。四捨五入成整數： 

 

補助金的實際用途 (2017-18會計年度)                            金額 

顧問 (例如，財務；法律)            $ ____________________  

非正式會員                        $ ____________________   

設備/技術                        $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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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墻改進 (即建築物改進)                                          $ _________________ 

人力資源                  $ _________________ 

庫存                   $ _________________   

行銷/促銷                  $ _________________ 

辦公用品                               $ _________________  

租金                    $ _________________ 

安全                    $ _________________ 

租用戶改進 (即企業改進)                                                      $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    

其他        $    

其他        $    

總計        $_________________  

  

4) 申請者確認，必須提供能表明往年企業補助金用途的文件，以作為申請者再獲得補助金的

條件。文件包括發票、支票或收據的複本。 

 

是 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  

 

「是」符合要求。如果「是」，繼續。 

如果「否」，申請者不符合申請企業補助金資格。 

 
5) 申請者是否提供了能表明往年企業補助金用途的文件？ 

 

是 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  

 
如果「否」，請解釋：          

             

              

 

12.年補助金 

申請者瞭解企業補助金為年（一年）補助金，除重新驗證截至 6月 30日之前的全職等值雇

員外，申請者還必還須每年重新申請補助金。 

 

是 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  

 

「是」符合要求。如果「是」，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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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否」，申請者不符合申請企業補助金資格。 

 

 

13.企業穩定補助金 

在過去三個會計年度內，您的企業是否已收到或打算申請其他企業穩定補助金 (例如，

Nonprofit Mitigation Fund；SF Shines；Invest in Neighborhoods)？不含一般或計畫運作的補助

金。 

 

是 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  

 

如果「是」，繼續。 

如果「否」，請跳至問題 14。 

 

資助方：             

資助名稱：              

金額或預計金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助期限：              

 

資助方：             

資助名稱：              

金額或預計金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助期限：              

 

資助方：             

資助名稱：              

金額或預計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助期限：              

 

 

14. 城市供應商 ID 

為獲得根據企業補助金撥發的資金，申請者必須為舊金山註冊的供應商。要成為供應商，申

請者必須首先成為投標者。不能或拒絕成為城市供應商的企業將由小型企業辦事處（Office 

of Small Business）選定的合約第三方支付。 

 

1) 您的企業是否已註冊為舊金山市與縣的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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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  

 

如果「是」，繼續。 

如果「否」，請跳至問題14(C)。 

 

2) 您的供應商 ID 是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確定 _____________

    

請跳至問題15。 

 

3) 你的企業是否註冊為舊金山市與縣的供應商？ 

 

是 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 

 

如果「是」，繼續。 

如果「否」，請跳至問題15。 

 

4) 您的投標者 ID 是多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確定 ______________

   

 

15.租金/抵押貸款占總收入的百分比 

2018-19會計年度或未來年份可運用計算來確定申請授予補助金的百分比。計算可依據租金/

抵押貸款與總收入的比值。 

 

請根據上一日曆年度 (2017年1月至12月) 補助金申請所報告的舊金山所有地點的全職等值雇

員（FTE）回答以下問題。如果某個特定地點僅在一年中部分時間段開放，則使用部分年份。 

 

1) 年度總商業租金或商業抵押貸款 

表明列於 Legacy 企業註冊表上的每個舊金山地點的企業在 2017日曆年度的年度總商業租金

或商業抵押貸款： 

供應商設置援助 

如果您尚沒有供應商 ID，請查閱以下網站開始投標者註冊流程，這是成為供應商的第一步：

https://bit.ly/2KWs5UX 

 

有關供應商設置的問題，請呼叫 (415) 944-2442，寄送電子郵件  

sfcitypartnersupport@sfgov.org，或在https://sfcitypartnersupport.sfgov.org上開票。 

 

https://bit.ly/2KWs5UX
mailto:sfcitypartnersupport@sfgov.org
https://sfcitypartnersupport.sf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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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地點                                 2017年總租金/抵押貸款 

地點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計         $ ____________________ 

 

2) 全年總收入 

什麼是列於Legacy企業註冊表上的所有舊金山地點的企業在2017日曆年度的年度總商業租金

或商業抵押貸款？ 

 

$        

 

可選按地點排序的工作表： 

舊金山地點                                 2017年總收入 

地點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 

總計         $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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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租金/抵押貸款占總收入的百分比 

租金/抵押貸款占總收入的百分比：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以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乘以 100 = 

       15(A)  總租金/抵押貸款                       15(B)  總收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租金/抵押貸款占總收入的百分比) 

 

16. 證明 

請證明以下聲明是否屬實： 

 我有權代表企業提交此申請案。  

 Legacy企業註冊和適用的監管許可證都是最新的。 

 截止申請之日，Legacy企業未拖欠本市的罰款、處罰、利息、攤款、稅費、費用等款項

或其他法律、法規徵收的應付的財務費用，若有拖欠款項，同意於2019年3月31日之前

付清。 

 Legacy企業未觸犯任何城市勞動法和/或未拖欠勞動標準辦事處(OLSE)的任何未繳的罰款

或款項；或者，如有違反，同意於 

2019年3月31日前解決相關問題。 

 

17. 附件 

提交的附件如下： 

 

1) 已填寫的全職等值雇員 (FTE) 試算表。 

連結到試算表:2018-19年企業補助金 FTE 工作表 。 

 

2) 將FTE 驗證備份至試算表，包括7月1日至6月30日期間每位雇員的工作時數，以及每位雇員

被僱用的星期數。文件必須含有在整個會計年度中每位雇員的工作時數, 以及每位雇員受僱

用的星期數。薪資報告是首選。 

 

3) 驗證今年補助金 (2018-19 會計年度) 將如何使用 (可選)。 

 

4) 驗證去年補助金 (2017-18 會計年度) 是如何使用的。文件包括發票、支票或收據的複本。

如果您收到了2017-18會計年度企業補助金，此項必填。 

 

 

18. 聲明和簽名 

http://sfosb.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20Business/Business%20Assistance%20Grant%20FTE%20Worksheet%202018-19.xlsx


1 DR.CARLTON B.  GOODLETT PLACE,  ROOM 110,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94102 -4681  
(415)  554 -6134 /  www.s fos b.org  /  legacybus iness@sfgov.org  

 

我，申請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確認，此申請中的陳述準確，且完全屬實。我瞭解，虛假陳述可能導致企業補助金申請案被

拒絕。 

 

 

         

申請者的印刷體姓名 

 

 

         

申請者簽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