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網站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解答委員會，截至2019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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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CA的常見問題 

• 我並未申請成為永久郵寄投票選民，為何我會收到郵寄投票的選票？ 

• 為何Santa Clara縣選擇採納選民選擇法案？ 

• 投票中心是什麼？ 

• 民眾如何瞭解從投票站到投票中心的改變？ 

• 選民選擇法案有何優勢？ 

• 投票中心提供何種投票協助？ 

• 我如何查找離我最近的投票中心？ 

• California州的任何人是否均可在Santa Clara縣投票中心投票？ 

• 投票中心在週末或假日是否開放？ 

• Santa Clara縣需要提供多少個投票中心？ 

• 如何防止選民去不同的投票中心投票兩次？ 

• 選票投放箱是什麼？ 

• Santa Clara縣需要提供多少個選票投放箱？ 

• 選票投放箱是否安全？ 

• 本縣如何選擇投票中心和選票投放箱的地點？ 

• 選擇投票中心和選票投放箱地點時考慮的標準是什麼？ 

• 我有一個地點也許可用作投票中心或選票投放箱地點，該如何告訴您？ 

• 我如何成為選舉工作人員？ 

• Santa Clara縣選民登記處辦公室是否提供任何應用程式供選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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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中心和選票投放箱常見問題的回答 

• 我並未申請成為永久郵寄投票選民，為何我會收到郵寄投票的選票？ 

California州選民選擇法案(VCA)通過後---經縣參事會批准---從2020年3月的選舉開始，將從

選舉之前29天開始向Santa Clara縣每位登記選民自動寄送郵寄投票的選票。這使選民可以

決定投票的方式、時間和地點。 

回到頂部 

• 為何Santa Clara縣選擇採納選民選擇法案？ 

Santa Clara縣採納選民選擇法案是為了實現選舉現代化，以體現如今選民的生活方式。選

民選擇法案為選民提供更多的投票方式、時間和地點的選擇，使投票更為方便。所有選民

將收到郵寄投票的選票，並且現在不僅限於在選舉日到指定的投票站投票，而是您將可以

到Santa Clara縣的任何投票中心（最早在選舉日之前10天開放）或到我們位於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的辦公室（最早在選舉日之前29天開放）親自投票，或

者將您填好的選票放進選票投放箱。 

回到頂部 

• 投票中心是什麼？ 

「投票中心」是一個綜合性投票站，Santa Clara縣任何登記選民均可在這裡投票。簡單地

說，有了投票中心，便不會有錯誤的投票地點。 

回到頂部 

• 民眾如何瞭解從投票站到投票中心的改變？ 

o 我們將透過郵件與每位選民至少聯絡兩次。 

o 我們正在撰寫公眾服務公告，並與包括必要的少數語言的媒體管道密切合作，例如

本地報紙、電台和電視。我們正發佈新聞稿，讓媒體知道有哪些改變，因此他們可

以幫助宣傳。我們還打算利用我們所有社交媒體管道來傳遞消息，例如Twitter、

Instagram和Facebook。 

o 我們全年參加社區活動，並與當地社區、殘障和語言團體合作，以教育公眾。如果

您知道任何活動您認為選民登記處辦公室應當參加，請傳送電子郵件到

Outreach@rov.sccgov.org說明詳情。 

回到頂部 

• 選民選擇法案有何優勢？ 

選民選擇法案要求採用投票中心，使投票更為方便。選民現在可以選擇投票的方式、時間

和地點。所有登記選民將透過郵件收到郵寄投票的選票。投票的天數更長，在選舉日之前

10天開始，包括週末和假日。辦理登記投票的地點更多，並且在選舉日之前親自投票的地

點也更多。選票可以投放到任何選票投放箱，或投票中心。投票中心有更多的地點可以獲

得替換選票，有更多的無障礙投票機和更多的語言協助。 

回到頂部 

mailto:Outreach@rov.scc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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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中心提供何種投票協助？ 

每個投票中心將配備最少三(3)台無障礙選票標記裝置，以便所有選民可獨立且私密地投出

選票。選民最多可帶兩(2)人在投票過程中協助自己，只要這兩人不是選民的僱主或工會代

表。投票中心還提供雙語協助。請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

瞭解您附近的投票中心可以提供哪些語言方面的協助。 

回到頂部 

• 我如何查找離我最近的投票中心？ 

從每次選舉之前40天開始，您可以在我們的縣選民資訊指南中查找投票中心和選票投放箱

地點的清單，該指南將寄給每位選民，並在我們的網站上公佈。 

回到頂部 

• California州的任何人是否均可在Santa Clara縣投票中心投票？ 

否，只有已在Santa Clara縣登記或有資格在本縣登記投票的選民才可以在Santa Clara縣的投

票中心投票。 

回到頂部 

• 投票中心在週末或假日是否開放？ 

投票中心最早將在選舉日之前10天開放。這包括該時間範圍內可能出現的兩個週末和假

期。 

回到頂部 

• Santa Clara縣需要提供多少個投票中心？ 

投票中心的數量根據本縣的登記選民數量確定。根據2020年我們的預計登記選民總數，

Santa Clara縣將提供最多25個開放11天的投票中心，以及最多100個開放4天的投票中心。 

回到頂部 

• 如何防止選民去不同的投票中心投票兩次？ 

California州已實施全州選民登記資料庫，稱為VoteCal。所有縣均連接到VoteCal，並將能確

定選民是否已在California州的任何地方投票。 

回到頂部 

• 選票投放箱是什麼？ 

選票投放箱是一個安全、無障礙且上鎖的容器，供選民從選舉之前28天開始投放裝有郵寄

投票選票的信封。投放箱將在相關地點的正常營業時間內開放。使用投放箱時無需郵資。 

回到頂部 

• Santa Clara縣需要提供多少個選票投放箱？ 

選票投放箱的數量在選舉日之前88天根據本縣的登記選民數量確定。根據2020年3月選舉

的預計登記數量，Santa Clara縣將提供大約79個投放箱，即大約每15,000名登記選民1個投

放箱。這包括位於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的選民登記處辦公室前面的

一個免下車/步行選票投放箱。 

回到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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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票投放箱是否安全？ 

室內選票投放箱是牢固、上鎖並且在人們的視野中。本縣有一個24小時開放的免下車/步

行大型選票投放箱，用金屬製成，上鎖，並固定在選民登記處辦公室外面的地面上。 

選票投放箱以耐用材料製作，可抵禦蓄意破壞、拆除及惡劣天氣。選舉工作人員定期取出

選票。 

回到頂部 

• 本縣如何選擇投票中心和選票投放箱的地點？ 

本縣與社區合作，就投票中心和選票投放箱的地點徵求建議和意見。您可以電子郵件傳送

對可能地點的建議到ROV-PrecinctOps@rov.sccgov.org。所有地點在使用前將由選民登記處

辦公室進行勘查，以確保它們對殘障選民無障礙。地點勘查後，我們的辦公室將直接與場

地方合作，確認該地點在選舉法規第4005節規定的時間範圍內可以使用。 

回到頂部 

• 選擇投票中心和選票投放箱地點時考慮的標準是什麼？ 

California州選舉法規第4005節提到了當選擇投票中心和選票投放箱地點時必須考慮的不同

標準。其中包括： 

o 靠近公共交通運輸 

o 郵寄投票使用率歷來較低的社區 

o 人口中心 

o 少數語言社區 

o 殘障選民 

o 家庭車輛擁有率低的社區 

o 低收入社區 

o 未辦理登記投票且可能需要辦理當日選民登記的合格選民社區 

o 偏遠地區的人口 

此外，我們還必須考慮： 

o 投票中心和投放箱地點的無障礙和免費停車 

o 選民乘坐汽車或公共交通前往投票中心和投放箱地點的距離及時間 

o 殘障選民能否獨立而秘密地投出選票 

o 投票中心和投放箱地點附近的交通模式 

o 在既定數量的投票中心之外是否需要設立移動投票中心。  

o 是否需要為較短期的時間內開放額外的投票中心 

o 設施的可用性以及服務選民的承諾 

o 公眾的意見和建議 

回到頂部 

mailto:ROV-PrecinctOps@rov.scc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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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地點也許可用作投票中心或選票投放箱地點，該如何告訴您？ 

我們一直都在尋找可以為社區服務的潛在投票中心或選票投放箱地點！所有潛在地點必須

由選務處勘查，以確保符合無障礙要求。若要推薦地點或取得關於作為投票中心有哪些要

求的更多資訊，請傳送電子郵件到ROV-PrecinctOps@rov.sccgov.org聯絡我們，或致電408-

299-7655。 

回到頂部 

• 我如何成為選舉工作人員？ 

您可以使用以下連結查找如何成為選舉工作人員的資訊：成為選舉工作人員。 

回到頂部 

• Santa Clara縣選民登記處辦公室是否提供任何應用程式供選民使用？ 

是的，SCCVOTE移動應用程式可免費下載到移動設備。提供的一些功能是： 

o 在網上快速輕鬆地辦理登記投票  

o 驗證您的選民登記狀況 

o 從選舉之前30天開始查找距離您最近的投票中心和選票投放箱地點 

回到頂部 

  

mailto:ROV-PrecinctOps@rov.scc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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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常見問題：選民登記 

• 登記投票有哪些要求？ 

• 我是否可以預先登記投票？ 

• 我如何登記投票？ 

• 我在登記時能否使用郵政信箱、企業地址或信件投遞地址作為我的地址？ 

• 我無家可歸。該如何登記？ 

• 登記時需要提供哪些身份證明？ 

• 我如何查詢我的登記狀況？ 

• 我如何查詢我的選民登記狀況？ 

• 何時需要重新登記？ 

• 為何保持我的選民登記處於最新狀態很重要？ 

• 我在上次選舉中沒有投票。我是否需要重新登記？ 

• 我錯過了登記截止日期（選舉日之前15天），我是否還能投票？ 

• 什麼是條件選民登記？ 

• 條件選民登記何時生效？ 

• 我需要在何處辦理條件選民登記？ 

• 我的條件選民登記的處理是否與所有其他登記相同？ 

• 我如何辦理條件登記和投票？ 

• 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是什麼？ 

• 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是否可以郵寄給我？ 

• 我是否可以查詢我的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是否被計入票數？ 

• 我在登記截止日期後成為新公民，我還能登記投票嗎？ 

• 我如何取消在Santa Clara縣的選民登記？ 

• 我如何告知選務處選民已去世？ 

• 我相信我已登記，但使用選民登記查詢工具卻找不到我的記錄。 

• 如果我未登記投票，我是否可以簽署聯名請願書？ 

• 我在家中一直收到政治信件和來電。他們從何處得到我的資料？ 

• 為何車管局(DMV)會參與選民登記？ 

• 選民登記清單被用於選擇公民履行陪審義務，這是真的嗎？ 

• 我為何會收到多份陪審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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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登記常見問題的回答 

• 登記投票有哪些要求？ 

若符合以下條件，您可以登記投票： 

o 您是美國公民 

o 您是California州居民 

o 您已至少年滿18歲（或到下次選舉日期將年滿18歲） 

o 如果您年滿16歲或17歲，您可以預先登記投票。您將在18歲生日時自動登記投

票。 

o 您未被法院判定為心智障礙 

o 您沒有以下情況： 

▪ 目前因被判重罪在州或聯邦監獄服刑 

▪ 處於重罪判決的假釋期 

回到頂部 

• 我是否可以預先登記投票？  

可以，如果您至少年滿16歲，並符合所有其他資格條件。如果您已預先登記，您將在18歲

生日時自動登記投票。若要預先登記投票，請參閱下面的我如何登記投票問題。 

 

回到頂部 

• 我如何登記投票？ 

您有幾種方法可以選擇，您可以： 

o 使用以下連結在網上登記：www.registertovote.ca.gov 

o 填寫選民登記表（可在大多數政府辦公室、公共圖書館和郵局領取表格） 

o 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選民登記處辦公室，要求將選民登記表郵寄

給您 

回到頂部 

• 我在登記時能否使用郵政信箱、企業地址或信件投遞地址作為我的地址？ 

不可以，您只能將郵政信箱、企業地址或信件投遞地址用作郵遞地址。您需要提供住址來

確定您的投票區。 

回到頂部 

• 我無家可歸。該如何登記？ 

您需要提供住址來確定您的投票區： 

o 無家可歸者可使用他們日常所在的地點登記投票。該選民必須提供一份該地點

的描述，其方位必須足夠明確（例如十字路口），以便選民登記處確立該選民

在特定投票區的投票權。這可以確保為該選民提供準確的選舉資料。在這些情

況下，需要提供郵遞地址，以便選民接收選舉資料。 

回到頂部 

http://www.registertovote.ca.gov/
http://www.elections.saccounty.net/Page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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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時需要提供哪些身份證明？ 

在大多數情況下，California州選民不需要出示身份證明。但是，如果您是在辦理郵寄投票登

記後第一次投票，而且沒有在登記表上提供您的California州駕駛執照號碼、California州身份

證號碼或社會安全號碼的四位尾數，那麼當您到投票中心時可能會被要求出示身份證明。 

回到頂部 

• 我如何查詢我的登記狀況？ 

您可以到www.sccvote.org或www.registertovote.ca.gov查詢您是否已登記投票。您也可以致

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 

回到頂部 

• 我如何查詢我的選民登記狀況？ 

您可以使用下面的連結查詢您是否已登記：選民登記查詢工具，或致電408-299-8683或

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 

回到頂部 

• 何時需要重新登記？ 

若變更以下資料，您必須重新登記： 

o 姓名 

o 政黨 

回到頂部  

• 為何保持我的選民登記處於最新狀態很重要？ 

您的選民登記應包含您當前的居住地址和郵遞地址，以確保您收到正確的選票資料。選舉

信件不會轉寄。 

回到頂部 

• 我在上次選舉中沒有投票。我是否需要重新登記？ 

一般而言，只要您保持在同一地址，您不需要 重新登記 ，因為您已經登記投票。若要查

詢您的登記狀況，請瀏覽我們的網站www.sccvote.org，或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

聯絡我們的辦公室。 

回到頂部 

• 我錯過了登記截止日期（選舉日之前15天），我是否還能投票？ 

可以，您可使用新的條件選民登記選項，在選舉日之前14天、直到選舉日當天登記投票。

條件選民登記在選民登記處辦公室和投票中心辦理。 

回到頂部 

• 什麼是條件選民登記？ 

如果您未在15天的選民登記截止日期之前登記投票，您可以在選舉日之前14天內（包括選

舉日當天）到選民登記處辦公室或投票中心辦理條件登記投票，並投出臨時選票。 

回到頂部 

http://www.sccvote.org/
https://pollingplacelookupen.saccounty.net/LookupPollingPlace_VoterRegLooku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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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選民登記何時生效？ 

在2016年批准相關法律後，條件選民登記於2017年1月1日生效。 

回到頂部 

• 我需要在何處辦理條件選民登記？ 

您最早可在選舉日之前10天或選舉日當天到位於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的Santa Clara縣選民登記處或任何投票中心辦理條件選民登記。 您也可以在網上登

記投票；但為了在選舉中投出選票，您必須到選民登記處辦公室或投票中心投票。  

回到頂部 

• 我的條件選民登記的處理是否與所有其他登記相同？ 

是的，條件選民登記將和所有其他臨時選票一樣對待和處理。 

回到頂部 

• 我如何辦理條件登記和投票？ 

您需要填寫選民登記表，然後在選民登記處辦公室或本縣的任何投票中心投出選票。請注

意，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不可帶離投票場所並在日後交回。 

回到頂部 

• 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是什麼？ 

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是臨時選票，將在核驗您的條件選民登記狀況後予以處理。 

回到頂部 

• 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是否可以郵寄給我？ 

不可以，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只能在縣選民登記處辦公室（選舉之前14天至選舉日當天）

或投票中心領取。 

回到頂部 

• 我是否可以查詢我的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是否被計入票數？ 

是的，您可以在選舉結束後30天在www.sccvote.org或https://voterstatus.sos.ca.gov/查詢您的

臨時選票的狀況。您也可以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 

回到頂部 

• 我在登記截止日後成為新公民，我還能登記投票嗎？ 

如果您在下次選舉前15天內成為美國公民，您仍然可以登記投票。為此，您必須在選舉日

當天投票站關閉之前的任何時間前往選民登記處辦公室。您必須提供歸化入籍證書，並簽

署一份表格，聲明您有資格在California州投票。 

回到頂部 

http://www.elections.saccounty.net/Page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aspx
http://www.sccvote.org/
https://voterstatus.so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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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何取消在Santa Clara縣的選民登記？ 

o 您可以使用下面的連結填寫、簽署和提交選民更改資料申請表：

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Register/Documents/VARF_318.pdf。您也可以致電聯

絡我們的辦公室，要求將該表格郵寄給您。  

o 您還可以傳送一份書面申請，聲明您不再希望在Santa Clara縣登記投票，同時提供

您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和簽名， 

o 郵寄至Santa Clara縣選民登記處，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 

o 將掃描文件用電子郵件傳送到voterinfo@rov.sccgov.org 

o 將文件傳真到408-998-7314 

回到頂部 

• 我如何告知選務處選民已去世？  

選民登記處辦公室每個月會收到本州和本縣關於Santa Clara縣內亡故者的最新資料。若要

申請取消選民登記，請使用下面的連結填寫、簽署和提交選民更改資料申請表：

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Register/Documents/VARF_318.pdf。您也可以致電聯絡我們

的辦公室，要求將選民更改資料申請表郵寄給您。 

回到頂部 

• 我相信我已登記，但使用選民登記查詢工具卻找不到我的記錄。 

當使用選民登記查詢工具時，請輸入您的住址，並按月/日/年格式輸入您的出生日期。如

果您仍找不到您的記錄，請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進行核驗。 

回到頂部 

• 如果我未登記投票，我是否可以簽署聯名請願書？ 

您可以簽署聯名請願書；但是，您必須符合若干條件，您的簽名在核驗過程中才會被視為

有效。 

回到頂部 

• 我在家中一直收到政治信件和來電。他們從何處得到我的資料？ 

這些資料可從多個管道獲取，包括選民登記清單。現行法律允許將選民登記資料提供給獲

授權的人士或團體，用於選舉、政府、學術或政治研究目的。登記時可以不提供電話號

碼，因此若想從登記資料中移除您的電話號碼，請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

我們的辦公室。 

回到頂部 

• 為何車管局(DMV)會參與選民登記？ 

1993年全國選民登記法案允許到DMV辦公室辦理業務的人登記投票或更新選民登記資訊。 

回到頂部 

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Register/Documents/VARF_318.pdf
mailto:voterinfo@rov.sccgov.org
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Register/Documents/VARF_3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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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民登記清單被用於選擇公民履行陪審義務，這是真的嗎？ 

是的，陪審團的傳喚是從選民登記檔案及DMV檔案中遴選。 

回到頂部 

• 我為何會收到多份陪審傳票？ 

如果您駕駛執照上的姓名與選民登記檔案上的姓名不同，您可能會收到多份通知。為了更

正這種情況，請填寫一份新的選民登記表並交還給選民登記處辦公室，該表格上正楷填寫

的姓名必須與您的California州駕駛執照上所顯示的相同，或者在網上填寫新的選民登記

表：www.registertovote.ca.gov。陪審團專員可從DMV及縣選務處提供的清單中選擇陪審

員。更新您的選民檔案，使之與您的California州駕駛執照或身份證相符，可避免收到多份

傳票。 

回到頂部 

 

 

http://www.registertovote.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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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常見問題：郵寄投票 

• 郵寄投票的選票預計何時送達？ 

• 我暫時不在本縣或本州。我能否要求將選票郵寄到別的地址？ 

• 我如何取得替換選票？ 

• 郵寄選票是否需要我支付郵資？ 

• 我如何查詢我的郵寄投票選票的狀況？ 

• 我是美國公民，但暫時在美國境外居住（兵役、工作或學習）。我是否有資格投

票？ 

• 何時郵寄海外選票？ 

• 寄回郵寄投票選票的截止日期是哪一天？ 

• 我的子女平時在學校。我能否領取他們的郵寄投票選票？ 

• 我弄丟了我的郵寄投票選票的信封，我如何郵寄我的選票？ 

 

郵寄投票常見問題的回答 

• 郵寄投票的選票預計何時送達？ 

選票從選舉之前29天時開始寄出。如果您在選舉之前兩週仍未收到選票，請致電408-299-

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 

回到頂部 

• 我暫時不在本縣或本州。我能否要求將選票郵寄到別的地址？ 

可以，請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我們會將選票寄到您的臨

時地址。 

回到頂部 

• 我如何取得替換選票？ 

請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我們會將替換選票郵寄給您。您

也可以到位於Santa Clara縣內的任何投票中心或我們位於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的辦公室領取替換選票。 

回到頂部 

• 郵寄選票是否需要我支付郵資？ 

不需要，您不用支付郵資。所有郵寄投票的選票使用由本縣預付郵資的回郵信封寄回。  

回到頂部  

• 我如何查詢我的郵寄投票選票的狀況？ 

郵寄投票選票的狀況可在每次選舉之前29天開始查詢。您可以使用以下連結查詢郵寄投票

選票的狀況： https://eservices.sccgov.org/rov/?tab=ab  

回到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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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美國公民，但暫時在美國境外居住（兵役、工作或學習）。我是否有資格投

票？ 

是的，只要您符合投票條件，並填寫聯邦明信片申請表 (FPCA)，然後寄回我們的辦公室。

您可以透過下面列出的任一選項獲取該申請表： 

o 選民登記處辦公室 

o 任何軍事基地的投票援助辦公室 

o 美國大使館或領事館 

o 下面的連結：https://www.fvap.gov/uploads/FVAP/Forms/fpca2013.pdf 

o 若您的郵遞地址有任何變更，您必須通知我們的辦公室 

回到頂部 

• 何時郵寄海外選票？ 

海外選票可在選舉之前60至45天寄出。作為海外選民，您可透過三種方式之一接收選票：

電子郵件連結、郵件或傳真。 

如果您是海外選民，並且未在選舉之前四(4)週收到選票，請聯絡我們的辦公室獲取替換選

票。您可透過以下方式聯絡我們：電話408-299-8683或866- 430-8683，傳真408-998-7314，

及電子郵件votebymail@rov.sccgov.org 

回到頂部 

• 寄回郵寄投票選票的截止日期是哪一天？ 

如果郵寄已填好的選票，郵戳日期必須是選舉日當天或之前的日期，並且選民登記處辦公

室必須在選舉結束後三天內收到選票。 

您也可以在選舉日晚上8:00之前將選票投放到Santa Clara縣任何選票投放箱或投票中心，

或交到我們位於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的辦公室。 

回到頂部 

• 我的子女平時在學校。我能否領取他們的郵寄投票選票？ 

選票將自動郵寄至他們的郵遞地址。如果您需要為他們領取替換選票，您可以在您的子女

簽署授權您代領的情況下代領。 

他們可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我們會將選票寄到他們的地

址。 

回到頂部 

https://www.fvap.gov/uploads/FVAP/Forms/fpca2013.pdf
mailto:votebymail@rov.scc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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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弄丟了我的郵寄投票選票的信封，我如何郵寄我的選票？ 

您可以到我們位於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的辦公室，或致電我們的免

費電話866-430-8683，也可以到Santa Clara縣的任何投票中心領取一個新的郵寄投票信封。 

另外，您還可以在Santa Clara縣的任何選票投放箱地點領取替換選票信封。每個選票投放

箱地點將提供額外的空白信封。請按要求填寫資料，並在指定處簽名。 

或者 

使用普通信封，並在信封外面註明以下資料：您的姓名、住址和簽名。在信封上寫下以下

聲明：「我聲明願受偽證罪處罰的情況下：我是我投票所在的California州Santa Clara縣投

票區的居民；信封上所示姓名是我本人；我未曾且無意從其他司法管轄區申請本次選舉的

郵寄投票選票。」將填好的選票放進註明以上資料的普通信封封好，將裝有已填選票的普

通信封放進另一個郵寄信封，貼上合適的郵票並寄至：Registrar of Voters’ Office, 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 

回到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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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常見問題：候選人服務 

• 誰是我的民選代表？ 

• 我如何競選民選職位？ 

• 我在何處查詢以往的選舉結果？ 

• 我如何將議案列入選票？ 

• 我如何罷免民選官員？ 

 

候選人服務常見問題的回答 

• 誰是我的民選代表？ 

若需您的民選代表的資料，您可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或

使用以下連結：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Info/Documents/Office-Holders-List.pdf 

回到頂部  

• 我如何競選民選職位？ 

您可使用以下連結查詢如何競選民選職位的資訊：

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Info/Pages/CandidateINFO.aspx 

回到頂部 

• 我在何處查詢以往的選舉結果？ 

您可使用以下連結查詢以往的選舉結果：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Pages/Registrar-

of-Voters.aspx 

 

回到頂部 

• 我如何將議案列入選票？ 

您可使用以下連結查詢關於議案的資訊：

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Info/Pages/Recalls.aspx 

 

回到頂部 

• 我如何罷免民選官員？ 

您可使用以下連結查詢關於罷免的資訊：

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Info/Pages/Recalls.aspx 

 

回到頂部 

 

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Info/Pages/Recalls.aspx
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Info/Pages/Recal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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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防止選民去不同的投票中心投票兩次？
	California州已實施全州選民登記資料庫，稱為VoteCal。所有縣均連接到VoteCal，並將能確定選民是否已在California州的任何地方投票。

	 選票投放箱是什麼？
	選票投放箱是一個安全、無障礙且上鎖的容器，供選民從選舉之前28天開始投放裝有郵寄投票選票的信封。投放箱將在相關地點的正常營業時間內開放。使用投放箱時無需郵資。

	 Santa Clara縣需要提供多少個選票投放箱？
	選票投放箱的數量在選舉日之前88天根據本縣的登記選民數量確定。根據2020年3月選舉的預計登記數量，Santa Clara縣將提供大約79個投放箱，即大約每15,000名登記選民1個投放箱。這包括位於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的選民登記處辦公室前面的一個免下車/步行選票投放箱。

	 選票投放箱是否安全？
	室內選票投放箱是牢固、上鎖並且在人們的視野中。本縣有一個24小時開放的免下車/步行大型選票投放箱，用金屬製成，上鎖，並固定在選民登記處辦公室外面的地面上。
	選票投放箱以耐用材料製作，可抵禦蓄意破壞、拆除及惡劣天氣。選舉工作人員定期取出選票。

	 本縣如何選擇投票中心和選票投放箱的地點？
	本縣與社區合作，就投票中心和選票投放箱的地點徵求建議和意見。您可以電子郵件傳送對可能地點的建議到ROV-PrecinctOps@rov.sccgov.org。所有地點在使用前將由選民登記處辦公室進行勘查，以確保它們對殘障選民無障礙。地點勘查後，我們的辦公室將直接與場地方合作，確認該地點在選舉法規第4005節規定的時間範圍內可以使用。

	 選擇投票中心和選票投放箱地點時考慮的標準是什麼？
	California州選舉法規第4005節提到了當選擇投票中心和選票投放箱地點時必須考慮的不同標準。其中包括：
	o 靠近公共交通運輸
	o 郵寄投票使用率歷來較低的社區
	o 人口中心
	o 少數語言社區
	o 殘障選民
	o 家庭車輛擁有率低的社區
	o 低收入社區
	o 未辦理登記投票且可能需要辦理當日選民登記的合格選民社區
	o 偏遠地區的人口
	此外，我們還必須考慮：
	o 投票中心和投放箱地點的無障礙和免費停車
	o 選民乘坐汽車或公共交通前往投票中心和投放箱地點的距離及時間
	o 殘障選民能否獨立而秘密地投出選票
	o 投票中心和投放箱地點附近的交通模式
	o 在既定數量的投票中心之外是否需要設立移動投票中心。
	o 是否需要為較短期的時間內開放額外的投票中心
	o 設施的可用性以及服務選民的承諾
	o 公眾的意見和建議

	 我有一個地點也許可用作投票中心或選票投放箱地點，該如何告訴您？
	我們一直都在尋找可以為社區服務的潛在投票中心或選票投放箱地點！所有潛在地點必須由選務處勘查，以確保符合無障礙要求。若要推薦地點或取得關於作為投票中心有哪些要求的更多資訊，請傳送電子郵件到ROV-PrecinctOps@rov.sccgov.org聯絡我們，或致電408-299-7655。

	 我如何成為選舉工作人員？
	您可以使用以下連結查找如何成為選舉工作人員的資訊：成為選舉工作人員。

	 Santa Clara縣選民登記處辦公室是否提供任何應用程式供選民使用？
	是的，SCCVOTE移動應用程式可免費下載到移動設備。提供的一些功能是：
	o 在網上快速輕鬆地辦理登記投票
	o 驗證您的選民登記狀況
	o 從選舉之前30天開始查找距離您最近的投票中心和選票投放箱地點


	2. 一般常見問題：選民登記
	 登記投票有哪些要求？
	 我是否可以預先登記投票？
	 我如何登記投票？
	 我在登記時能否使用郵政信箱、企業地址或信件投遞地址作為我的地址？
	 我無家可歸。該如何登記？
	 登記時需要提供哪些身份證明？
	 我如何查詢我的登記狀況？
	 我如何查詢我的選民登記狀況？
	 何時需要重新登記？
	 為何保持我的選民登記處於最新狀態很重要？
	 我在上次選舉中沒有投票。我是否需要重新登記？
	 我錯過了登記截止日期（選舉日之前15天），我是否還能投票？
	 什麼是條件選民登記？
	 條件選民登記何時生效？
	 我需要在何處辦理條件選民登記？
	 我的條件選民登記的處理是否與所有其他登記相同？
	 我如何辦理條件登記和投票？
	 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是什麼？
	 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是否可以郵寄給我？
	 我是否可以查詢我的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是否被計入票數？
	 我在登記截止日期後成為新公民，我還能登記投票嗎？
	 我如何取消在Santa Clara縣的選民登記？
	 我如何告知選務處選民已去世？
	 我相信我已登記，但使用選民登記查詢工具卻找不到我的記錄。
	 如果我未登記投票，我是否可以簽署聯名請願書？
	 我在家中一直收到政治信件和來電。他們從何處得到我的資料？
	 為何車管局(DMV)會參與選民登記？
	 選民登記清單被用於選擇公民履行陪審義務，這是真的嗎？
	 我為何會收到多份陪審傳票？
	選民登記常見問題的回答

	 登記投票有哪些要求？
	若符合以下條件，您可以登記投票：
	o 您是美國公民
	o 您是California州居民
	o 您已至少年滿18歲（或到下次選舉日期將年滿18歲）
	o 如果您年滿16歲或17歲，您可以預先登記投票。您將在18歲生日時自動登記投票。
	o 您未被法院判定為心智障礙
	o 您沒有以下情況：
	 目前因被判重罪在州或聯邦監獄服刑
	 處於重罪判決的假釋期

	 我是否可以預先登記投票？
	可以，如果您至少年滿16歲，並符合所有其他資格條件。如果您已預先登記，您將在18歲生日時自動登記投票。若要預先登記投票，請參閱下面的我如何登記投票問題。

	 我如何登記投票？
	您有幾種方法可以選擇，您可以：
	o 使用以下連結在網上登記：www.registertovote.ca.gov
	o 填寫選民登記表（可在大多數政府辦公室、公共圖書館和郵局領取表格）
	o 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選民登記處辦公室，要求將選民登記表郵寄給您

	 我在登記時能否使用郵政信箱、企業地址或信件投遞地址作為我的地址？
	不可以，您只能將郵政信箱、企業地址或信件投遞地址用作郵遞地址。您需要提供住址來確定您的投票區。

	 我無家可歸。該如何登記？
	您需要提供住址來確定您的投票區：
	o 無家可歸者可使用他們日常所在的地點登記投票。該選民必須提供一份該地點的描述，其方位必須足夠明確（例如十字路口），以便選民登記處確立該選民在特定投票區的投票權。這可以確保為該選民提供準確的選舉資料。在這些情況下，需要提供郵遞地址，以便選民接收選舉資料。

	 登記時需要提供哪些身份證明？
	在大多數情況下，California州選民不需要出示身份證明。但是，如果您是在辦理郵寄投票登記後第一次投票，而且沒有在登記表上提供您的California州駕駛執照號碼、California州身份證號碼或社會安全號碼的四位尾數，那麼當您到投票中心時可能會被要求出示身份證明。

	 我如何查詢我的登記狀況？
	您可以到www.sccvote.org或www.registertovote.ca.gov查詢您是否已登記投票。您也可以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

	 我如何查詢我的選民登記狀況？
	您可以使用下面的連結查詢您是否已登記：選民登記查詢工具，或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

	 何時需要重新登記？
	若變更以下資料，您必須重新登記：
	o 姓名
	o 政黨

	 為何保持我的選民登記處於最新狀態很重要？
	您的選民登記應包含您當前的居住地址和郵遞地址，以確保您收到正確的選票資料。選舉信件不會轉寄。

	 我在上次選舉中沒有投票。我是否需要重新登記？
	一般而言，只要您保持在同一地址，您不需要 重新登記 ，因為您已經登記投票。若要查詢您的登記狀況，請瀏覽我們的網站www.sccvote.org，或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

	 我錯過了登記截止日期（選舉日之前15天），我是否還能投票？
	可以，您可使用新的條件選民登記選項，在選舉日之前14天、直到選舉日當天登記投票。條件選民登記在選民登記處辦公室和投票中心辦理。

	 什麼是條件選民登記？
	如果您未在15天的選民登記截止日期之前登記投票，您可以在選舉日之前14天內（包括選舉日當天）到選民登記處辦公室或投票中心辦理條件登記投票，並投出臨時選票。

	 條件選民登記何時生效？
	在2016年批准相關法律後，條件選民登記於2017年1月1日生效。

	 我需要在何處辦理條件選民登記？
	您最早可在選舉日之前10天或選舉日當天到位於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的Santa Clara縣選民登記處或任何投票中心辦理條件選民登記。 您也可以在網上登記投票；但為了在選舉中投出選票，您必須到選民登記處辦公室或投票中心投票。

	 我的條件選民登記的處理是否與所有其他登記相同？
	是的，條件選民登記將和所有其他臨時選票一樣對待和處理。

	 我如何辦理條件登記和投票？
	您需要填寫選民登記表，然後在選民登記處辦公室或本縣的任何投票中心投出選票。請注意，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不可帶離投票場所並在日後交回。

	 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是什麼？
	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是臨時選票，將在核驗您的條件選民登記狀況後予以處理。

	 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是否可以郵寄給我？
	不可以，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只能在縣選民登記處辦公室（選舉之前14天至選舉日當天）或投票中心領取。

	 我是否可以查詢我的條件選民登記的選票是否被計入票數？
	是的，您可以在選舉結束後30天在www.sccvote.org或https://voterstatus.sos.ca.gov/查詢您的臨時選票的狀況。您也可以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

	 我在登記截止日後成為新公民，我還能登記投票嗎？
	如果您在下次選舉前15天內成為美國公民，您仍然可以登記投票。為此，您必須在選舉日當天投票站關閉之前的任何時間前往選民登記處辦公室。您必須提供歸化入籍證書，並簽署一份表格，聲明您有資格在California州投票。

	 我如何取消在Santa Clara縣的選民登記？
	o 您可以使用下面的連結填寫、簽署和提交選民更改資料申請表：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Register/Documents/VARF_318.pdf。您也可以致電聯絡我們的辦公室，要求將該表格郵寄給您。
	o 您還可以傳送一份書面申請，聲明您不再希望在Santa Clara縣登記投票，同時提供您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和簽名，
	o 郵寄至Santa Clara縣選民登記處，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
	o 將掃描文件用電子郵件傳送到voterinfo@rov.sccgov.org
	o 將文件傳真到408-998-7314

	 我如何告知選務處選民已去世？
	選民登記處辦公室每個月會收到本州和本縣關於Santa Clara縣內亡故者的最新資料。若要申請取消選民登記，請使用下面的連結填寫、簽署和提交選民更改資料申請表：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Register/Documents/VARF_318.pdf。您也可以致電聯絡我們的辦公室，要求將選民更改資料申請表郵寄給您。

	 我相信我已登記，但使用選民登記查詢工具卻找不到我的記錄。
	當使用選民登記查詢工具時，請輸入您的住址，並按月/日/年格式輸入您的出生日期。如果您仍找不到您的記錄，請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進行核驗。

	 如果我未登記投票，我是否可以簽署聯名請願書？
	您可以簽署聯名請願書；但是，您必須符合若干條件，您的簽名在核驗過程中才會被視為有效。

	 我在家中一直收到政治信件和來電。他們從何處得到我的資料？
	這些資料可從多個管道獲取，包括選民登記清單。現行法律允許將選民登記資料提供給獲授權的人士或團體，用於選舉、政府、學術或政治研究目的。登記時可以不提供電話號碼，因此若想從登記資料中移除您的電話號碼，請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

	 為何車管局(DMV)會參與選民登記？
	1993年全國選民登記法案允許到DMV辦公室辦理業務的人登記投票或更新選民登記資訊。

	 選民登記清單被用於選擇公民履行陪審義務，這是真的嗎？
	是的，陪審團的傳喚是從選民登記檔案及DMV檔案中遴選。

	 我為何會收到多份陪審傳票？
	如果您駕駛執照上的姓名與選民登記檔案上的姓名不同，您可能會收到多份通知。為了更正這種情況，請填寫一份新的選民登記表並交還給選民登記處辦公室，該表格上正楷填寫的姓名必須與您的California州駕駛執照上所顯示的相同，或者在網上填寫新的選民登記表：www.registertovote.ca.gov。陪審團專員可從DMV及縣選務處提供的清單中選擇陪審員。更新您的選民檔案，使之與您的California州駕駛執照或身份證相符，可避免收到多份傳票。


	3. 一般常見問題：郵寄投票
	 郵寄投票的選票預計何時送達？
	 我暫時不在本縣或本州。我能否要求將選票郵寄到別的地址？
	 我如何取得替換選票？
	 郵寄選票是否需要我支付郵資？
	 我如何查詢我的郵寄投票選票的狀況？
	 我是美國公民，但暫時在美國境外居住（兵役、工作或學習）。我是否有資格投票？
	 何時郵寄海外選票？
	 寄回郵寄投票選票的截止日期是哪一天？
	 我的子女平時在學校。我能否領取他們的郵寄投票選票？
	 我弄丟了我的郵寄投票選票的信封，我如何郵寄我的選票？
	郵寄投票常見問題的回答

	 郵寄投票的選票預計何時送達？
	選票從選舉之前29天時開始寄出。如果您在選舉之前兩週仍未收到選票，請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

	 我暫時不在本縣或本州。我能否要求將選票郵寄到別的地址？
	可以，請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我們會將選票寄到您的臨時地址。

	 我如何取得替換選票？
	請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我們會將替換選票郵寄給您。您也可以到位於Santa Clara縣內的任何投票中心或我們位於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的辦公室領取替換選票。

	 郵寄選票是否需要我支付郵資？
	不需要，您不用支付郵資。所有郵寄投票的選票使用由本縣預付郵資的回郵信封寄回。

	 我如何查詢我的郵寄投票選票的狀況？
	郵寄投票選票的狀況可在每次選舉之前29天開始查詢。您可以使用以下連結查詢郵寄投票選票的狀況： https://eservices.sccgov.org/rov/?tab=ab

	 我是美國公民，但暫時在美國境外居住（兵役、工作或學習）。我是否有資格投票？
	是的，只要您符合投票條件，並填寫聯邦明信片申請表 (FPCA)，然後寄回我們的辦公室。您可以透過下面列出的任一選項獲取該申請表：
	o 選民登記處辦公室
	o 任何軍事基地的投票援助辦公室
	o 美國大使館或領事館
	o 下面的連結：https://www.fvap.gov/uploads/FVAP/Forms/fpca2013.pdf
	o 若您的郵遞地址有任何變更，您必須通知我們的辦公室

	 何時郵寄海外選票？
	海外選票可在選舉之前60至45天寄出。作為海外選民，您可透過三種方式之一接收選票：電子郵件連結、郵件或傳真。
	如果您是海外選民，並且未在選舉之前四(4)週收到選票，請聯絡我們的辦公室獲取替換選票。您可透過以下方式聯絡我們：電話408-299-8683或866- 430-8683，傳真408-998-7314，及電子郵件votebymail@rov.sccgov.org

	 寄回郵寄投票選票的截止日期是哪一天？
	如果郵寄已填好的選票，郵戳日期必須是選舉日當天或之前的日期，並且選民登記處辦公室必須在選舉結束後三天內收到選票。
	您也可以在選舉日晚上8:00之前將選票投放到Santa Clara縣任何選票投放箱或投票中心，或交到我們位於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的辦公室。

	 我的子女平時在學校。我能否領取他們的郵寄投票選票？
	選票將自動郵寄至他們的郵遞地址。如果您需要為他們領取替換選票，您可以在您的子女簽署授權您代領的情況下代領。
	他們可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我們會將選票寄到他們的地址。

	 我弄丟了我的郵寄投票選票的信封，我如何郵寄我的選票？
	您可以到我們位於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San Jose, CA 95112的辦公室，或致電我們的免費電話866-430-8683，也可以到Santa Clara縣的任何投票中心領取一個新的郵寄投票信封。
	另外，您還可以在Santa Clara縣的任何選票投放箱地點領取替換選票信封。每個選票投放箱地點將提供額外的空白信封。請按要求填寫資料，並在指定處簽名。
	或者
	使用普通信封，並在信封外面註明以下資料：您的姓名、住址和簽名。在信封上寫下以下聲明：「我聲明願受偽證罪處罰的情況下：我是我投票所在的California州Santa Clara縣投票區的居民；信封上所示姓名是我本人；我未曾且無意從其他司法管轄區申請本次選舉的郵寄投票選票。」將填好的選票放進註明以上資料的普通信封封好，將裝有已填選票的普通信封放進另一個郵寄信封，貼上合適的郵票並寄至：Registrar of Voters’ Office, 1555 Berger Drive, Building 2,...


	4. 一般常見問題：候選人服務
	 誰是我的民選代表？
	 我如何競選民選職位？
	 我在何處查詢以往的選舉結果？
	 我如何將議案列入選票？
	 我如何罷免民選官員？
	候選人服務常見問題的回答

	 誰是我的民選代表？
	若需您的民選代表的資料，您可致電408-299-8683或866-430-8683聯絡我們的辦公室，或使用以下連結：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Info/Documents/Office-Holders-List.pdf

	 我如何競選民選職位？
	您可使用以下連結查詢如何競選民選職位的資訊：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Info/Pages/CandidateINFO.aspx

	 我在何處查詢以往的選舉結果？
	您可使用以下連結查詢以往的選舉結果：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Pages/Registrar-of-Voters.aspx

	 我如何將議案列入選票？
	您可使用以下連結查詢關於議案的資訊：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Info/Pages/Recalls.aspx

	 我如何罷免民選官員？
	您可使用以下連結查詢關於罷免的資訊：https://www.sccgov.org/sites/rov/Info/Pages/Recalls.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