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物品販賣商
商品卡車、拖車、車輛、和人行道商販

屋崙市政府

要從公共通行道路、私人或城市擁有的房地產中售賣商品或非食品商品，
您必須擁有屋崙市流動物品販賣遊商許可證。
申 請 詳 見： https://www.oaklandca.gov/topics/food-and-mobile-vending-permits

「非食品商品」
• 指在公共通行權道路
上銷售商品、物品、
分銷手機、提供手機
服務、鮮花或其他非
食品相關商品。*
*特別活動和團體現場
參與者*
如果您參與特殊活動或允
許的現場遊商，則商販之
間的緩衝距離不適用。
申請特殊活動許可證：
https://www.oaklandca.gov/t
opics/special-events
申請團體現場活動：
https://www.oaklandca.gov/t
opics/food-and-mobilevending-permits

商販指從卡車、拖車、車輛、彈出式帳
篷、手推車、公共通行權道路上、私人
或城市擁有的房地產中銷售商品的人。
有兩種類型商販：
• 流動商販從一個地方流動到另一個
地方，停下來進行銷售。
• 固定商販從固定地點銷售，公共通
行權道路上、私人或城市擁有的房
地產中。

我收到許可證後可在哪裡販賣？
非機動手推車流動商販可以在任何
城市人行道上售賣，但需要遵守人行
道間距、緩衝距離和特殊許可。*
固定商販可以在商業或工業區的停車
道、人行道、私人或城市擁有的房地
產中銷售，但需要它們遵守人行道間
距、緩衝距離、停車要求和特殊許
可。*
所有商販都必須遵守所有停車
法，例如，付費停車，不在公
共汽車站前或紅、黃、綠區停

。

車

更多詳情？
請造訪我們的申請網站
https://www.oaklandca.gov/topics/food-and-mobilevending-permits

* 人行道間距*
售賣設施必須在人行道上保持至少 6 英尺
暢通路徑。額外間距要求，比如與公共汽
車站、消防栓、路邊坡道、建築物入口等
處需要的距離。

*特殊許可*
公園：要在屋崙市公園內售賣，商販還必
須獲得屋崙市公園、娛樂和青年發展部的
許可。
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s://www.oaklandca.gov/services/rentals-andreservations。
學校：只有在學校的監督實體批准出售健
康食品和非食品商品的情況下，才允許在
學校 300 英尺範圍內進行販賣。

*緩衝距離*
不允許在特殊活動或團體現場之外從事遊
商活動：
•與任何其他允許遊商保持 300 英尺距離
•與任何其他允許流動商販保持 100 英尺距離
•與實體商店保持 300 英尺距離
•與學校保持 300 英尺距離
•與農貿市場、跳蚤市場或其他特殊活動（如
「第一個星期五」或「脫網」）保持 300 英尺
距離
•有關詳情，請參閱遊商網站

在申請遊商許可證之前，請獲得以下許可證和保險

保險證明

屋崙營業執照

屋崙市營業執照

諮詢保險代理人

在屋崙市內銷售需要營業
執照。

需要一般責任保險；可能
還需要工傷賠償保險

造訪：
https://www.oaklandca.gov/t
opics/oakland-business-

索取樣本檔：
Mobilevending@Oakland
ca.gov

assistance-center
或發送電子郵件索取更多
資訊：jcthomas@oakland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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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在 2023 年 7 月之前，不收取遊商申請或許可費
資源

申請詳見
https://www.oaklandca.gov/topics/food-andmobile-vending-permits

致電

510-238-2273

切記...

是否有意在城市擁有的房地
產中銷售？
更多資訊，請聯絡屋崙市房地產部：
https://www.oaklandca.gov/resources/use-

遊商的正常允許時間是每天早上 7
點到晚上 10 點。如果相鄰的商家
營業到很晚，則可能允許深夜販
賣。

city-owned-outdoor-property

電 子 郵 箱 Mobilevending@oaklandca.gov
舉報未經許可的販賣
電子郵箱: Mobilevending@oaklandca.gov

或
向 Jinnhua Su 發送電子郵件至
JSu@oaklandca.gov

企業援助中心 為位於屋崙的小企業主
和企業家提供免費幫助和推薦：
https://www.oaklandca.gov/topics/oa
kland-business-assistance-center

或

您還需要營業執照！您在收到遊商許可
證後，可以獲得執照。聯絡企業稅務辦
公室，請造訪：
https://www.oaklandca.gov/services/applyfor-a-business-license-online了解更多資
訊。
250 Frank H Ogawa Plaza,
Suite 1320, Oakland, CA
(510) 238-3704

向 Juno Thomas 發送電子郵件至
JThomas@oaklandca.gov

查看我們的網站並註冊電子郵件更新
https://www.oaklandca.gov/topics/food-and-mobile-vending-permits

流動物品販賣商
許可證申請流程
屋崙市政府

申請詳見：https://www.oaklandca.gov/topics/food-and-mobile-vending-permits

有問題嗎？
如有問題，請隨時聯絡
特殊活動許可證部門。
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Mobilevending@oaklandc
a.gov
資源
是否有意在城市擁有的
房地產中銷售？
請聯絡屋崙市房地產部：
https://www.oaklandca.go
v/resources/use-cityowned-outdoor-property
或向 Jinnhua Su 發送電
子郵件至：
JSu@oaklandca.gov
企業援助中心為位於屋
崙的小企業主和企業家
提供免費幫助和推薦。
造訪：
https://www.oaklandca.go
v/to pics/oaklandbusiness- assistancecenter

商品商販

第1步
獲得一般責任保險。
索取樣本檔電子郵箱：
mobilevending@oaklandca.gov

現在您已準備好申請流動物品販賣許可證！

流動販賣申請*
https://www.oaklandca.gov/t
opics/food-and-mobilevending-permits
*注意*
是否在私人房地產中售賣？：

隨申請提交您的租賃協議副
本和所有檔

*注意*
在私人房地產中售賣必
須在商業或工業區進行。
如果您有一名或以上員
工，則需要工人賠償保
險。
公共通行權，例如商業
或工業區的人行道或停
車道。

最後一步
屋崙市營業執照。
https://www.oaklandca.gov/topics/oak

land-business-assistance-center

現在您準備好開始販賣了！

流動物品販賣商
安全要求
屋崙市政府

申請詳見：https://www.oaklandca.gov/topics/food-and-mobile-vending-permits

人行道間距
•
•

6 英尺直線路徑間距
從商店牆壁到最遠的
本市設置障礙物，例
如燈桿、停車計時器
等。

在人行道和停車道上售賣商品的安全要求

緩衝區要求
•
•
•

距離商店 300 英尺
除非學校授權，否則
距離學校 300 英尺。
距離其他允許的人行
道商販 100 英尺

停車道售賣：
•

商販有責任遵守所有
停車法和執行好鄰居
政策

6 英尺的人行道
間距

固定商販
•

可以在有緩沖和安全
要求的商業和工業區
售賣。

許可商販的售
賣安全要求

流動商販
•

僅停留售賣所需時間，
然後繼續前往其他地
點，而無需固定並遵
守安全要求。

公共通行權
•

人行道或停車道。

距離其他非機
動允許的人行
道商販 100 英
尺的緩衝區

距離商店和學
校 300 英尺的
緩衝區

.

有關允許販賣區地圖，請造訪：

https://www.oaklandca.gov/topics/food-and-mobile-vending-permits
在城市公園販賣：
本許可證不允許在城市公園（例如美麗湖、莫斯伍德公園等）土地上販賣。
請造訪屋崙市公園、娛樂和青年發展部了解有關獲得販賣許可的更多資訊
https://www.oaklandca.gov/services/rentals-and-reserv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