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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環境保護局 
物料管理部門 

 
2022 

財政困難豁免申請表 
發泡聚苯乙烯泡沫容器和聚苯乙烯散裝包裝禁令 

 
本表格適用於符合資格的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和設施，以申請豁免《環境保護法》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Law, ECL) 第 27-3003 節第 1 小節關於在紐約州銷售、提供出售或

分銷一個或多個一次性食品服務容器之要求。 
 
在填寫此「發泡聚苯乙烯泡沫容器困難豁免申請表」之前，請查看關於要求與資格的法律。如需

相關法律、法規、困難豁免和免除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s://on.ny.gov/FoamFreeNY。 
有任何疑問嗎？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foamban@dec.ny.gov  
 
I. 一般資訊 
 

根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發泡聚苯乙烯泡沫容器和聚苯乙烯散裝包裝禁令，任何食品服

務提供者或商店均不得在紐約州銷售、提供出售或分銷含有發泡聚苯乙烯泡沫（EPS 泡沫）的一

次性食品服務容器。  然而，符合資格的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和設施可申請 12 個月的財務困難豁

免，以免除某些要求。 
 
銷售或分銷即食調理食品和飲料並符合資格標準的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和設施可透過本表格申請

一次性使用泡沫食品服務容器的財務困難豁免。授予的豁免有效期為一年。提交本豁免申請表並

不保證豁免會獲得批准。  

 

II. 資格標準 
 

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是指從事銷售或分銷調理食品和飲料供在店內或店外使用之業務的任何人。  
 

我是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嗎？請造訪：https://on.ny.gov/FoamFreeNY 
 
若要符合使用此表格的資格，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或設施必須位於紐約州或在紐約州內營運，並

且必須位於紐約市以外。如需關於紐約市泡沫禁令的資訊和豁免申請表，請造訪：

nyc.gov/foamban 
 
此外，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或設施所在的縣必須未實施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後禁止銷售或分銷 
EPS 泡沫容器或包裝的當地縣法律。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絡您所在的縣。  
不符合本節規定標準的個人、企業和組織沒有資格申請財務困難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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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無食物保障的個人提供食物的設施 
 
任何由非營利公司、聯邦、州或地方政府機構營運，為無食物保障的個人提供食物/膳食的設施，

無論收入如何，都可以申請可續期的 12 個月財務困難豁免。 
 

2. 未向無食物保障的個人提供食物的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 
 
每個地點的年總收入低於 $500,000、在紐約的經營點少於 10 個且不是特許專營的涵蓋食品服務

提供者可以申請 12 個月的可續期財務困難豁免。 
 
 
III. 說明 
 
所有符合資格的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和設施必須填寫豁免申請表的第 A 部分和第 C 部分中的證明。

未向無食物保障的個人提供食物/膳食但符合其他資格標準的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還必須填寫表格

的第 B 部分。  
 
必須包括紐約州環境保護局（簡稱保護局）做出決定所需的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和設施的所有資

訊和文件。保護局保留要求提供證明文件以做出決定的權利。請回答本申請表中的每個問題。如

果企業實體（如公司、有限合夥、有限責任公司、有限責任合夥、一般合夥或獨資企業）擁有該

設施或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請註明實體展開或交易業務所在的每個縣向紐約州州務院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和/或縣書記官提交的任何證明上顯示的名稱。   
 
請保留提交申請表後收到的確認電子郵件之副本，以證明您的申請正在等待評估。保護局將向表

格第 A 部分中指明的電子郵件地址發放書面批准或拒絕豁免通知。 

 
根據《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 FOIL)，為豁免請求而提交的資訊可由本保護

局公開共享。如需更多《資訊自由法》的資訊，請造訪：https://www.dec.ny.gov/public/373.html。
保護局還可以與紐約州稅收與財政部 (Department of Taxation and Finance) 或其他相關機構共享

豁免申請中的資訊，以核實表格中所提交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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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財政困難豁免申請表

發泡聚苯乙烯泡沫容器和聚苯乙烯散裝包裝禁令

第 A 部分 

所有符合資格的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和設施均必須填寫。

I. 設施或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資訊

1. 一般資訊

所有者姓名（如果是個人，則為全名）

企業或組織名稱：

主要業務連絡人和職務：

電子郵件： 電話號碼：

企業/組織地址： 

城市/城鎮 州： 郵遞區號：

縣：

企業/組織是否以任何其他名稱展開業務？       □ 是    □ 否

如果是，請列出：

2. 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或設施的類型

請選擇申請此豁免的設施或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的類型。 

□ 餐廳 □ 熟食店 □ 咖啡店

□ 雜貨店

□ 外燴

□ 快餐車 □ 其他流動營業設施

□ 醫院 □ 成人護理設施 □ 療養院

□ 小學 □ 中學 □ 學院或大學

□ 社區膳食計畫 □ 食物庫

□ 其他（請在下方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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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資格

1. 請註明設施/涵蓋食品服務提供商根據哪些資格標準進行申請：

□ 第 1 組：為無食物保障的個人提供食物的設施

該設施符合以下要求（勾選所有適用項），因此有資格獲得財務困難豁免：

□ 該設施免費或以極少的費用為無食物保障的個人提供食物

□ 該設施由以下任一機構營運：

□ 聯邦政府機構

□ 州政府機構

□ 地方政府機構

□ 授權在紐約州展開活動的非營利公司

□ 第 2 組：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為非特許專營小企業

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有資格獲得財務困難豁免，因為其符合以下所有標準（勾選所有適用項）：

□ 根據最近納稅年度的所得稅申報，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在每個營業點的年總收入低於

$500,000。

□ 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在紐約州內的營業點不超過 10 個。

□ 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不是根據特許專營協議營運。

2. 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或設施是否位於紐約州或在紐約州內營運？

□ 是    □ 否

3 a. 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或設施是否位於紐約市以外？ 

□ 是    □ 否

b. 如果上述問題 3.a. 的答案為「是」，請與您所在的縣進行核實，以確保他們沒有實施禁止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後銷售或分銷 EPS 泡沫容器的地方法律。如果您所在的縣在此日期後將實施

地方法律，您可能無法申請此豁免，並應諮詢該縣以瞭解當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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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要求豁免的一次性 EPS 泡沫食品服務容器

1. 請提供設施或涵蓋食品服務提供商希望繼續在紐約州分銷的所有含有 EPS 泡沫的一次性食品

服務容器的清單和說明，包括相關容器的類型、尺寸、單位成本和每個日曆年購買的數量。如果

您需要額外的空間來列出您需要豁免的所有容器，請提交附加頁面。請遵循以下提供的範例進行

填寫。

□ 如果您要提交附加證明文件，請勾選此處（選填） 

*以電子方式提交時，請隨本申請表附上證明文件 

容器類型 1 容器尺寸 成本/單位 2 每個日曆年購買的數

量（單位） 

每個日曆年的

成本 

例如，泡沫杯子 8 盎司 $0.04/單位 50,000 $2,000.00 

1. 

2. 

3. 

4. 

5. 

1. 容器類型範例：杯子、盤子、托盤、碗等。
2. 一個單位等於一件物品。如果要列出每箱的價格，請在「附加說明」方塊中顯示每箱的價格，並在表格中計算每單位

的價格。

附加說明： 

2. a.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或設施尋求豁免是否僅為了使用其目前現有的 EPS 泡沫容器存貨，而不

是購買新的替代容器？

□ 是   □ 否

b. 如果是，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或設施預計在以下日期截止之前用盡其目前擁有的容器：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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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替代產品分析

1. 請列出每個容器的類似替代產品，並提供相關容器的類型、材料、尺寸、單位成本、數量和購

買替代容器的年成本。必要的話，請附加其他頁面。請遵循以下範例進行填寫。

□ 如果您要提交附加證明文件，請勾選此處。（選填） 

*以電子方式提交時，請隨本申請表附上證明文件 

容器類型 1 材料類型 2 容器

尺寸 

成本/單位 3 每個日曆年購買的數量 

（單位） 

每個日曆年的

成本 

例如，保溫熱杯 紙類/PLA 8 盎司 $0.12/單位 50,000 $6,000 

1. 
2. 

3. 

4. 

1. 容器類型範例：杯子、盤子、托盤、碗等。
2. 材料類型範例：#1 PET 透明塑膠、紙板、模制纖維、鋁材等。
3. 一個單位等於一件物品。如果要列出每箱的價格，請在「附加說明」方塊中顯示每箱的價格，並在表格中計算每單位

的價格。

附加說明： 

2. □ 如果您已盡一切努力尋找成本最低的替代產品，請勾選此處。

3. 請解釋購買或使用並非由 EPS 泡沫組成的替代產品將如何為設施或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造成

不必要的財務困難。必要的話，請附加其他頁面。

□ 如果您要提交附加證明文件，請勾選此處。（選填）

*以電子方式提交時，請隨本申請表附上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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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財政困難豁免申請表

發泡聚苯乙烯泡沫容器和聚苯乙烯散裝包裝禁令

第 B 部分 

僅當您勾選第 A 部分資格部分中的「第 2 組 - 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非特許專營小企業」時，才需

填寫第 B 部分。 

I. 替代容器的可比成本

除了第 A 部分中的要求之外，根據「第 2 組：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非特許專營小企業」 尋求豁

免的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必須證明沒有非 EPS 泡沫組成的可比成本產品。 

可比成本是指以下任何一項：

• 替代品的採購成本與含有發泡聚苯乙烯泡沫的類似產品的採購成本相同。

• 替代品的採購成本低於含有發泡聚苯乙烯泡沫的類似產品的採購成本。

• 替代品的採購成本不超過含有發泡聚苯乙烯泡沫的類似產品採購成本的 10%。

1. 請解釋並在需要時提供文件證明沒有非 EPS 泡沫組成的可比成本的替代產品，並且替代產品

的採購價格高於類似泡沫產品採購成本的 10%。

□ 如果您要提交附加證明文件，請勾選此處。（選填）

*以電子方式提交時，請隨本申請表附上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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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過度的財務困難

除了第 A 部分中的要求之外，根據「第 2 組：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非特許專營小企業」尋求豁免

的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必須更具體地證明購買、分銷或使用替代產品將如何造成過度的財務困難。

1. 可以透過展示以下一項或多項來證明過度的財務困難。

請勾選適用的選項。

a. □ 成本增加預計將導致業務營運成本至少增加百分之五 (5%)
• 公式：（使用替代品的成本–使用泡沫的成本）÷ 使用泡沫的成本 x 100 = 百分比變化

從使用替代容器的業務營運成本中減去使用泡沫容器的業務營運成本；將該金額除以使用泡沫容器的業務

營運成本；然後將這個數字乘以 100。

• 如果該數字等於或大於 5，則您的企業可以證明業務營運成本會增加 5% 或更多。

b. □ 成本增加預計將導致營業利潤至少減少百分之五 (5%)
• 公式：（使用替代品的利潤–使用泡沫的利潤）÷ 使用泡沫的利潤 x 100 = 百分比變化

從使用替代容器的業務營運利潤中減去使用泡沫容器的業務營運利潤；將該金額除以您使用泡沫容器的業

務營運利潤；然後將這個數字乘以 100。 
• 如果數字為 5 或更大，則您的企業可以證明營業利潤會減少 5% 或更多

c. □ 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可以證明其特有的情況會造成過度的財務困難

2. 請解釋上述選擇的依據，包括任何計算。

□ 如果您要提交附加證明文件，請勾選此處。（選填）

*以電子方式提交時，請隨本申請表附上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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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財政困難豁免申請表 
發泡聚苯乙烯泡沫容器和聚苯乙烯散裝包裝禁令 

 
第 C 部分：證明 

 

*所有符合資格的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和設施均必須填寫  
 
完整的豁免申請必須包括一份由負責官員簽署的證明表格。負責官員是指總裁、副總裁、秘書、

財務長、一般合夥人、業主、執行長，或為申請免除財務困難的設施或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實施

政策或使用決策職能並經授權對其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任何其他人。如果未完成此證明，豁免請求

將遭到拒絕。如果設施或涵蓋食品服務提供者在表格或證明文件上提供嚴重虛假、誤導性或不準

確的陳述，則豁免請求將遭到拒絕或撤銷。   
 
證明 
 
本人根據法律規定證明，本表格及所有附件中提供的資訊均由本人或在本人的指導或監督

下編制，並據本人所知和所信為真實、準確且完整。本人理解，本表格或附件中包含的嚴

重虛假、誤導性或不準確資訊將導致本豁免請求被拒或豁免被撤銷。本人知道，提交虛假

資訊會受到嚴重處罰，包括可能因知情違規而被處以罰款和監禁，並且根據刑法第 

210.45 條，此處做出任何虛假陳述都將作為 A 級輕罪受到處罰。 

 

 

簽名：  

 

姓名（印刷體書寫）：  

 

職稱：   

 

日期：  

 

 

請確保完整填寫您的豁免申請表，並將此申請表和任何證明材料提交至 

foamban@dec.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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