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哥馬利郡選擧委員會 

2020 年總統大選常見的問題 

(更新截至 2020 年 8 月 29 日) 

 

問: 關於 2020 年總統大選我需要知道最關鍵的事是什麽？ 

       

• 出於對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全球大蔓延對選民及選擧工作人員的的擔憂和影響, 

2020 年 11 月 3 日選擧的訊息是“保持安全, 待在家裡及郵寄投票”     

• 郵寄方式投票的申請已在 2020 年 8 月 24 日寄出.  2020 年 9 月 24 日將開始寄出選

票.  不同於總統初選, 選票不會自動發送給您.  您必須要求一張郵寄投票的選票.  在

完成您的申請及收到選票後, 强烈建議選民選完之後快速將選票寄回. 

• 寄回郵寄選票两種最佳的辦法是將郵寄投票的選票放入提供給您郵資已預付的回郵

信封中經由美國郵政局寄出, 或將回郵信封及選票放入郡内的任一個投遞箱,  如下

面所描述的. 上網投票不包括郵資已付的信封. 選民將需要加上郵資. 

• 請不要等到最後一分鐘才寄回選票.  強烈建議您在 2020 年 10 月 27 日之前寄出已

投的選票, 使美國郵政局有時間即時發送郵件.  選票的郵戳日期不得遲於 2020 年 11

月 3 日選舉日期.  

委員會鼓勵選民將您的選票投到眾多之一的 “郵寄方式投票” 投遞箱.  州選舉委員會將

從 10 月初開始設置投遞箱並且它們將一直開放到選舉日晚上 8 點.  投遞箱將位於所有早

期投票和選舉日的投票中心, 選舉委員會和羅克維爾市 (City of Rockville). 

• 您必須在馬里蘭州登記才能投票選舉美國總統或其他在選票上的候選人.                                                                  

• 如下所述, 從 2020 年 10 月 26 日到 2020 年 11 月 2 日 將進行提早投票. 

• 如下所述,  在 2020 年 11 月 3 日選擧日將有許多投票中心. 

• 可以在提早期投票和選舉日站點進行當天選民登記.  當日登記需要居住證明. 

 

問： 我需要要求一張選票嗎？ 

是的, 您確實需要要求一張選票.  以郵寄方式投票的申請已郵寄給 8 月 24 日尚未提出選票

要求的每個選民. 

 

您現在可以在此網址申請： 

 https://voterservices.elections.maryland.gov/onlinemailinrequest/InstructionsStep1 

在 2020 年 9 月 8 日星期五之前已遷徙的, 暫時離家的, 或尚未收到郵寄方式投票申請的選

民, 應使用馬里蘭州選舉委員會的選民查詢工具(voter lookup tool)查訊, 或輸入 CHECK 發送

至 77788, 以進行驗證他們的信息並要求一張選票. 

 

https://voterservices.elections.maryland.gov/onlinemailinrequest/InstructionsSte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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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您將我的選票寄至何處？ 

我們會將您的選票郵寄到您在申請表中列出的地址.  要確認您的郵寄地址, 請查馬里蘭州

選舉委員會的選民查詢工具 voter lookup tool 或輸入 CHECK 發送至 77788.  如果您更改了

地址, 我們將會寄給您一張新的選票.  您必須在 2020 年 10 月 13 日之前更新地址.    

 

 

問: 如果我没有收到郵寄選票怎麽辦？ 

一旦您完成您的以郵寄選票投票的申請, 從我們的辦公處收到您的郵寄方式投票的申請到

處理過程最多需要 10 天的時間.  使用在線上申請郵寄方式投票的過程需要幾天的時間才

能將 郵寄選票遞交到您所要求的地址.  如果您在 2020 年 10 月 1 日後的 10 天之內仍未收

到您的選票, 請查訊馬里蘭州選舉委員會網站的選民查詢工具  voter lookup tool. 或輸入

CHECK 發送至 77788, 然後單擊鏈接以要求一張新的選票. 

 

問: 我已要求了一張缺席選票.  我會得到两張選票嗎？    

不會.   除非您的選民登記改變, 或您要求一張替換選票, 否則您將只會收到一張選票. 

 

 

問: 缺席選票和郵寄選票有何區别？ 

没有區别. 

 

 

問: 我應該用什麽筆來填寫我的選票?  

建議您用黑色或藍色的圓珠筆.  不要用鉛筆, 記號筆或蠟筆. 

 

 

問: 什麽是寄回以郵寄選票投票的重要步驟？  

在誓言上簽名和在寄回已投選票的回郵信封背面簽署您姓名和日期是至為重要的.  只需在

信封上簽名; 不要在選票上簽名.  用黑色或藍色的墨水筆填寫選票.  在 2020 年 10 月 27 日

之前郵寄或在 2020 年 11 月 3 日晚上 8 點之前遞送選票至投遞箱以確保您的投票計數.  寄

回選擧委員會郵寄選票信封的郵資是預付的.  網上投遞選票在信封上則需要郵資. 

 

 

問: 我要如何寄回選票？ 

說明指示將與您的郵寄投票的選票一起提供給您.  您在選民誓言簽署姓名和日期之後, 將

選票放入回郵信封.  您可簡單的放入郵件中.  我們建議您在 2020 年 10 月 27 日之前完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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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出選票.  經由美國郵政寄回的信封, 或您將選票投入投遞箱則無需郵資.  如果您要求您

的選票以電子方式取得而選擇以美國郵政寄回選票, 您必須支付郵資. 

如果您願意, 您亦可使用位於 18753 N. Frederick Avenue, 馬里蘭州在 Gaithersburg 選擧委員

會設置 24 小時的投遞箱. 

同樣, 我們强烈要求選民在收到選票之後盡速完成程序並使用美國郵政或投遞箱寄回選票.  

投遞箱目前尚未設置在提早投票所或投票中心, 當投遞箱設置之後將會提供列單.  一旦投

遞箱設置, 選民可在任何時間將選票投至任何的一個投遞箱直至 2020 年 11 月 3 日 晚上 8

點. 

 

 

問: 什麽是寄回已投選票的截止日期？ 

如果您是經由美國郵政寄回您的選票, 郵戳必須是在 2020 年 11 月 3 日之前.  不要等待.  將

選票由 11 月 2 或 3 日寄出, 很能會導至郵戳是 2020 年 11 月 4 日.  如果這種情形發生, 您的

選票將被視為逾期投票而不被採用. 

如果您寄回選票到 18753 N. Frederick Avenue, 馬里蘭州在 Gaithersburg 的選擧委員會, 或投

至將在提早投票或投票中心設置的投遞箱之一, 您的選票則必須在 2020 年 11 月 3 日 8 點

投票所關閉之前投入. 

 

問: 我在哪裡可以找到 美國郵政的投遞箱 (USPS) 或郵局? 

您可在這裡 here 找到離您最近的郵局.  無需支付郵資. 

 

 

問: 我如何查詢你們是否收到我的選票？ 

您選票狀態的訊息可經由馬里蘭選擧委員會選民查詢工具 voter lookup tool 查詢或輸入 

CHECK 發至 77788. 

 

 

問: 2020 年總統大選是否會有提早投票? 

會的.  2020 年總統大選將會有提早投票.  提早投票時間是從早上 7 點到晚上 8 點, 2020 年

10 月 26 日開始至 2020 年 11 月 2 日止. 11 個提早投票地點如下： 

• Activity Center at Bohrer Park 

• Damascus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 

• Germantown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https://tools.usps.com/find-loc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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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E. Lawton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 Marilyn Praisner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 Mid-County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 Potomac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 Sandy Spring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The Ballroom) 

• Silver Spring Civic Building 

• Wheaton Library &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問: 我可以在我通常的投票所投票嗎？ 

不行.  社區的投票所皆已關閉.  因為確定以傳統方式投票會使“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 給

公眾健康, 福利, 和安全带來許多風險.” 

如前所述, 减低社區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的傳播和挽救生命, 所有選民都會收到郵寄方

式投票的申請表.  請填寫完畢並寄回您的申請, 一張預付郵資的選票將會郵寄給您. 

 

 

問: 關於選舉日我可以在哪裡投票？ 

親自投票將受到限制, 並且僅適用於無法通過郵寄方式投票的選民.  如果您必須在選舉日

投票, 則可以在我們的 11 個早期投票中心中的任何一個, 在蒙哥馬利郡公立高中或其他選

定的以下地點投票: 

➢ Albert Einstein High School 

➢ Bethesda-Chevy Chase High School 

➢ Clarksburg High School 

➢ Colonel Zadok Magruder High School 

➢ Damascus High School 

➢ Gaithersburg High School 

➢ James Hubert Blake High School 

➢ John F. Kennedy High School 

➢ Montgomery Blair High School 

➢ Montgomery County Conference Center at North Bethesda Marriott 

➢ Nancy H. Dacek North Potomac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 Northwest High School 

➢ Northwood High School 

➢ Paint Branch High School 

➢ Poolesville High School 

➢ Quince Orchard High School 

➢ Richard Montgomery High School 



➢ Rockville High School 

➢ Seneca Valley High School 

➢ Sherwood High School 

➢ Springbrook High School 

➢ Thomas S. Wootton High School 

➢ Walt Whitman High School 

➢ Walter Johnson High School  

➢ Watkins Mill High School 

➢ Wheaton High School 

 

問： 我必須在離家最近的高中投票嗎？ 

不必，您可以在任何蒙哥馬利郡公立高中, 提早投票中心或 Nancy H. Dacek North Potomac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或 White Oak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進行投票. 

 

 

問; 我有殘障而且很難通過郵寄方式投票. 我有什麼選擇？ 

如果您希望在家中投票, 您可能會發現要求網絡遞送一張選票很方便, 並使用州選舉委員會

提供的在線工具來幫助您圈選選票.  該工具與殘障人士使用的大多數常用軟件兼容, 並且

您可以將自己的輔助設備與此工具一起使用. 

如果您是通過其他人的幫助, 他們不能建議您如何投票, 也不能是您的雇主或工會的官員或

代理人，而且此人必須簽署一份援助證明並隨同選票一起寄回. 

提早投票和選舉日投票中心也將提供選票圈選設備, 該選票中心提供帶有頭戴式耳機和鍵

盤, 高對比度和大字體打印功能的音頻選票, 以及旨在讓選民私下獨立進行選票的其他功

能. 

可以通過郵寄方式投票的選民被要求參加郵寄投票, 以幫助避免排長隊, 並保護那些必須親

自投票的人的健康和安全. 

 

 

問: 我在哪裡可以找到選民登記表格可以打印和與選民分享？  

選民登記表格可在位於 18753 N. Frederick Avenue, Gaithersburg MD 20877 的選舉委員會辦公

室或致電 240-777-8500 選舉委員會辦公室獲得. 

選民登記表格申請還可以在線上使用以下語言： 

• 英語  

• 西班牙文  



• 繁體中文  

• 簡體中文  

• 韓語 

使用這些表格來登記或更新其選民記錄的選民將會收到一張郵寄的選民通知卡, 以確認其

登記.  

 

 

問: 什麽是更改我的地址或黨派的截止日期? 

登記投票或更改您的居住地址或黨派的截止日期是 2020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三. 要驗證您

的選民登記, 請查詢馬里蘭州選舉擧委員會的選民查詢工具 voter lookup tool 或輸入 CHECK

發送至 77788.  

 

 

問: 什麽是申請一張郵寄方式投票選票的截止日期? 

在請求選票之前，請使用馬里蘭州選舉委員會的選民查詢工具 voter lookup tool , 或輸入

“ CHECK”至 77788 來確認您的郵寄地址. 

如果您確實需要一張選票, 則要求郵寄選票的截止日期為 202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 

如果您有一台打印機及所需的郵資則您可在家打印自己的選票並將其郵寄, 申請網絡投遞

選票的截止日期為 202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 如果您要求進行網絡投遞選票, 您將收到登

錄名和密碼以打印您自己的選票, 並且必須支付您自己的郵資才能寄回.  州選舉委員會將

通過 800-222-VOTE 解決您的問題. 

 

 

問: 選票申請沒有郵寄給無效選民.  為什麼不? 如果我認為我的選民登記無效, 該怎麼辦？ 

選票申請不會郵寄給無效選民, 因為在馬里蘭州如果選民的郵件無法投遞被退回或其他州

通知我們您已經搬家, 選民才會被視為“無效”. 

如果您擔心您的選民登記可能處於無效狀態, 請使用馬里蘭州選舉委員會的選民查詢工具

voter lookup tool 或輸入 CHECK 發送到 77788, 然後驗證您的地址.  如果您的地址已更改, 請

立即更新.  您也可以在以下網站申請選票 

https://voterservices.elections.maryland.gov/onlinemailinrequest/InstructionsSte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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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是否允許選民代表另一名選民領取和遞送將已蓋章密封投票選票以郵寄方式寄給選舉

委員會辦公室, 郵箱或投遞箱？ 

沒有聯邦或州法律禁止個人收集其他選民的已投選票, 並將其交付給當地的選舉委員會, 選

票投寄地點, 或信箱.  州法律制定了委任某人代為領取並將選票交付給選民的程序, 但是該

程序不適用於僅將已投的選票退還給選票所在地的情況.  禁止某人退還其他選民的已投選

票, 需要馬里蘭州大會採取行動. 

 

 

問: 在選舉日的提前投票期間可以進行當天登記嗎？ 

可以.  但是, 選民登記的截止日期是 10 月 13 日, 因此很少有選民需要利用當日登記的優勢.  

作為一項公共衛生措施, 蒙哥馬利郡選舉委員會要求選民在選舉日之前進行登記, 以便您可

以通過郵寄方式接收和寄回選票.  當天選民登記將在早期投票和所有選舉日投票中心進行. 

 

 

問: 選舉委員會為防止欺詐採取什麼措施？ 

選舉委員會正在採取所有相同的保護措施, 以防止我們每次選舉都遭受欺詐.  所有系統的

設計均確保每個選民都有機會投票一次和僅一次選票.  任何有關欺詐的指控或證據都將被

調查並移交起訴. 如果您發現或聽到有任何企圖的選民欺詐行為, 請致電 410-575-6300 或 

En Espanol 410-230-1712 或 馬里蘭州免費電話 1-888-743-0023, 或通過 TDD 致電 800.735-

2258 與總檢察長辦公室聯繫. 

 

 

問: 選舉委員會正在採取什麼措施防止駭客入侵？ 

選舉委員會正在採取與每次選舉相同的所有網絡安全保護措施.  州選舉委員會已投入大量

資金來確保全州選民登記系統的安全, 其中包括選票要求和送票功能.  選舉將在選舉日之

後的幾週內不會對選舉進行認證, 以留出時間進行審核, 調查投訴並確保計算出每張合格的

選票. 

 

 

問: 如何在提早投票或選舉日投票中心報名參加工作？ 

蒙哥馬利郡選舉委員會正在招募選民, 讓他們接受選舉法官的培訓, 以進行 11 月 3 日的總

統大選.  您可以在此處報名參加選舉工作. 

 

 

問: 如何註冊成為選票審核工作者？  

蒙哥馬利郡選舉委員會正在招募選民, 充當選票審核工作人員, 以處理郵寄方式投票的選票

和臨時選票.  您可以在此處註冊以充當選票審核工作人員. 



問: 如何索取選民登記卡的複印件？ 

您不需要選民登記卡即可投票.  但是, 如果您還是希望獲得一張, 則可以使用馬里蘭州選舉

委員會的選民查詢工具 voter lookup tool 或通過輸入 CHECK 發送到 77788 

 

 

問：我可以去哪裡獲取更多信息？ 

馬里蘭州選舉委員會提供的有關 2020 年 11 月 3 日總統大選的信息可在此處找到.  蒙哥馬

利郡公共衛生服務部提供了有關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的信息可在此處 找到. 

https://voterservices.elections.maryland.gov/Voter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