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民登記活動訓練

加州的選民
登記程序

填寫選民
登記申請表

其他考慮

三藩市選務處
1 Dr. Carlton B. Goodlett Place
City Hall, Room 48
San Francisco, CA 94102
SFVote@sfgov.org
(415) 554-4375

mailto:SFVote@sfgov.org


選舉

2020年3月3日：總統初選
截止登記日期：2020年2月18日

2020年11月3日：總統大選
截止登記日期：2020年10月19日

誰可以
為選民登記？

為選民登記時
有何須知？



沒有年齡限制
沒有居民身份規定
沒有需要是選民

任何人都可以
為他人登記投票！



選民登記工作守則
1. 為所有要求登記成為選民的人登記，不論其政黨偏好或在哪個縣居住

2. 您不得拒絕他人帶走一份登記表，留待稍後才填寫

3. 您不得收取登記費用

4. 您不得提供獎勵作為登記的回報

5.您不得在登記表上預先填寫任何資料

6.您不得更改任何填寫在申請表上的資料

7.您不得複印、收集或分享申請表上的資料

8. 如您協助他人填寫申請表，並且／或者替他人遞交申請表，
您必須同時填寫申請表上的「您是否曾經請其他人幫助您填
寫或遞交此表格？」欄內各項資料

9.在完成選民登記活動的三個工作天內或選民登記截止日期前
把所有填妥的申請表交回選務處，以時間較早者為準

誰人
應該登記？

您需要
什麼材料？

您怎樣
為選民登記？



誰人應該登記？

1. 新的選民 2. 現年16或17歲
預先登記的選民

3. 已經登記的選民，
如需要更改：

a. 姓名
b. 地址
c. 政黨
d. 簽名

資格要求

a. 是美國公民 b. 是加州居民 c. 在選舉日當天
至少年滿18歲*

d. 沒有因為犯重罪被判
入州或聯邦監獄服刑，
或處於假釋期間

e. 沒有被法庭裁定為心智
不健全，沒有能力投票



您需要的材料

選民登記申請表

筆（只可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

用來存放填妥的選民登記
申請表的保密文件袋

選民登記常見問題
（供即場參考）

派發選民登記表格申請書



選民登記程序

1. 向所有要求選民登記的人派發一份登記申請表

2. 如有需要，協助登記人填寫申請表

3. 完成後，檢查表格是否完整填妥

4. 撕下申請表的下半部，交給登記人作為收據

5.把所有填妥的選民登記申請表存放於
一個安全及保密的地方

6.在完成選民登記活動的三個工作天內或
選民登記截止日期前把所有填妥的申請表
交回選務處，以時間較早者為準

＊把剩餘未有使用的選民登記申請表交回選務處



選民登記申請表

填妥申請表

確定您明白選民登記申請表
每一個環節，為登記人解答
問題

交回申請表



郵寄投票：如登記人選擇使用郵寄投票，
請告知選務處將於每次選舉約一個月前
寄出選票給他們。

資格要求：確定登記人選擇其中一個
方格。如登記人並非美國公民，不可
使用此申請表登記為選民。

登記記錄：如登記人曾經以別的姓名、
縣、政黨作選民登記。這些資料有助
選務處更新選民的資料檔案。

地址：確定登記人填寫其住宅地址，
而非郵政信箱／工作地址／庇護中
心地址。如登記人沒有固定地址，
請填寫交界街道，描述在何處居住。

填寫選民
登記申請表
所有選民登記申請表必須用
藍色或黑色原子筆填寫

法定姓名：確定登記人按照「名、中
間名、姓」的先後次序填寫其姓名。

身分識別：如登記人沒有身分證／駕駛
執照／社會安全號碼，請把此項留空。
登記人在首次投票時須提供一種身分證
明文件。

郵寄地址：如登記人擁有一個郵政信箱
或希望把選舉材料寄到別的地址，請在
這裡提供該地址。



選填的資料：雖則是任由登記人決定
填寫與否，但這些資料有助選務處為
登記人提供個人化的資訊及服務。

收據：檢查完畢後，撕下申請表的
下半部的收據，交給登記人保管。
提醒他們在遞交申請表後兩星期內，
將收到選務處的確認選民登記通知。

政黨：登記人可以選擇任何一個他
們喜歡的政黨（申請表上稱為黨派
歸屬），或選擇「無政黨」。登記
人隨時可以更改其所屬政黨，只要
填寫一份新的選民登記申請表便可。

宣誓書：登記人必須閱讀有關聲明，
並於紅格內簽名和寫上日期。請告知
登記人，他們的登記記錄內會附有他
們提供的簽名式樣，將來作為核實身
分的用途。提醒登記人如他們改變簽
名方式，必須提交一份新的選民登記
申請表。

協助：如您協助登記人填寫，並且
／或者替他們遞交選民登記申請表，
請必須填寫此部份，提供您的資料。



申請表是預付郵費的！只需填妥申請表投進信箱，毋須擔心郵票！
記得選民登記申請表必須在截止登記日期前交回選務處！

登記人須保留收據！把申請表的收據撕下來，妥為保存作記錄之用。
大約兩星期內會寄出一張選民通知卡。

交回選民登記申請表

登記人可以：

1. 把填妥的選民登記申請表交給您
（在三個工作天內交到選務處）

2. 親自遞交申請表，或
3. 把申請表郵寄回選務處



登記只是第一步！

提醒登記人即將舉行的選舉，以及如何取得有關候選人和
提案的更多資料

SFELECTIONS.ORG
就地方候選人和提案提供無黨派的資訊，協助選民作出選擇

三藩市選民資料手冊
在選舉前大約一個月寄給所有的登記選民。網上版可以到
voterguide.sfelections.org 讀取

SOS.CA.GOV/ELECTIONS
您可以找到加州的選舉投票，包括州政府公職候選人和
提案的全面資訊

加州選民資訊指南
在選舉前大約一個月寄給所有的登記選民。網上版可以到
voterguide.sfelections.org 讀取

最佳做法：組織
選民登記活動

提早投票及招募
投票站工作人員



最佳做法：組織您的選民登記活動

確定時間及活動次數或
新登記選民人數的目標

為您的選民登記活動定下
日期、地點及時間

物色有機會接觸最多
未曾登記或首次選民的場地

找尋人流眾多的理想位置。考慮室內
或室外的因素，以及可能出現的障礙

聯絡負責人尋求許可使用或進入場地

組織您的主要成員或義工

確定您需要的義工人數，以及
如何招攬人手

確定日期、地點及時間訓練義工

接觸主要和潛在的合作夥伴

與學校的團體或家長教師會，地區
團體，和新公民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早日與選務處聯絡
填寫一份派發選民登記表格申請書

準備所有材料和活動前期的統籌工作

收集所有您需要的材料和物資

進行活動前，接觸義工和合作夥伴，
落實細節安排

宣傳您的選民登記活動

運用您的社交媒體平台



供選民使用的提早投票方法

到市政廳投票中心投票
選舉日之前29天起開放

星期一至星期五
2月3日至3月2日
（2月17日假期除外）
上午8時至下午5時

星期六和星期日
2月22日至23日以及
2月29日至3月1日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從Grove Street進入）

選舉日
3月3日（星期二）
上午7時至晚上8時

申請使用郵寄投票
選擇永久或單一次選舉均可

在2月25日或之前
申請使用郵寄選票

您可以上網sfelections.org/vbm

或親臨市政廳48室的選務處

或致電(415) 554-4367申請

到另外兩個投票中心投票

三藩市州立大學投票中心
地址為 798 State Dr. 或

Joseph Lee 康樂中心
地址為 1395 Mendell St.

星期六和星期日
2月29日至3月1日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星期一
3月2日
上午8時至下午5時

選舉日
3月3日（星期二）
上午7時至晚上8時

提早投票讓選民避免在選舉日排隊投票！



到編配給您的指定投票站投票

在選舉日到編配給您的
指定投票站投票

選舉日
3月3日（星期二）
上午7時至晚上8時

如要查看您的投票站地址及
該處是否無障礙方便出入：
可參考選民資料手冊的封底頁，或
上網sfelections.org/tools/pollsite，
或致電 (415) 554-4367查詢。

無障礙投票

身有殘障的選民可選擇使用無障礙投票
系統，取用並標記可在電腦屏幕上閱讀
的選票。通過sfelections.org/access
取用選票。

各投票中心及投票站均備有無障礙器材、
工具及服務。

多種語言服務

如要索取翻譯版的選舉材料，可
通過sfelections.org/language ，
或致電 (415) 554-4367申請。

提供中文、 西班牙文、 菲律賓文、
越南文、 韓文，及其他多種語文
的材料和服務。

要知道有哪些自助服務可供使用，請瀏覽 sfelections.org/voterportal！



招募投票站工作人員！
每次選舉，我們需要 3,000 名投票站工作人員

• 加州選民
• 永久合法居民，18歲以上
• 三藩市的高中學生（至少16歲）

最高可得$240。請致電 (415) 554-4395 或上網到 sfelections.org/pw 申請或查詢詳情

為選務處工作！
有興趣選務處的短期臨時工作嗎？
瀏覽人力資源處網站 sfdhr.org



謝謝！
三藩市選務處
1 Dr. Carlton B. Goodlett Place
City Hall, Room 48
San Francisco, CA 94102
SFVote@sfgov.org
(415) 554-4375

外展組
sfoutreach@sfgov.org
(415) 554-5685

mailto:SFVote@sfgov.org
mailto:sfoutreach@sf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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