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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特区

选举委员会
华盛顿特区20003-4733 

不到场选票申请表 
(仅限于非军事或非海外投票者)

军事人员或海外选民：在网站https://www.fvap.gov/district-of-columbia

l. 您所申请选票的选举（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I.  □我所申请选票的选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日/年 选举类型（初选、大选或特殊选举）

2. □ 我就（日历年）所举行的全部选举申请选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请将我列入永久不到场选票清单，以便在我有资格就未来的所有选举投票时，我将能收到不到场选票。本人了解，
 若出现以下情况，本人的名字将从该列表中移除： a）我提交了书面移除申请；b） 我因故无法投票； 
 c）选举委员会寄给我的邮件因故无法寄达；或 d） 在两次有资格参与的背靠背选举中，我均未能通过邮件进行投票。

ll. 投票者信息（请清晰打印）：

姓名（名、中间名字、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C DMV签发的身份证号或社保号码的后四位数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C当前居住地址（不接受邮政信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意，若您所提供的居住地址与委员会记录不符，则此申请将被视为更改地址的申请。）

选票邮寄地址（若与上述地址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ll. 投票者声明/证明：
本人依据《伪证处罚法》发誓或确认：尽本人所知，此表格中的信息真实、准确且完整；本人为哥伦比亚特区的注册选民，有资格
在本人所申请不到场选票的选举中进行投票；且我不会在美国其它州或地区申请不到场选票或投票。本人了解，若在知道所提供的
信息不真实的情况下我仍签署此表格，则可能被定罪并处以高达10,000美元的罚款和/或判处最高五年的监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票者的签字或其它标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IV. 助理人声明/证明 （若申请人需要帮助，则为必填项）：

本人特此证明，由于生病、受伤或残疾，我无法签名。本人已阅读或获得了阅读和理解该表格上陈述的帮助，
并在此宣誓或确认该表格上的陈述正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票者的签字或其它标记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助理人地址

助理人电话号码

仅供办公室使用:  □ Registered □ EDCA □ Not Registered-Rejected □ Party Primary-Ineligible to Vote Ballot Issue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 

Ward: _______ Precinct: __________Party: ________ ANC/SMD: _______ Local ID No.: ________Processed by/Transmitted by (Initials):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助理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Simplifie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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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特区

选举委员会
华盛顿特区20003-4733 

不到场投票信息

在哥伦比亚特区注册进行投票的选民在有资格投票的任何选举中可使用不到场选票进行投票。若您尚
未登记为选民，请访问www.dcboe.org, 以获取有关如何注册登记的说明，或通过以下地址访问哥伦比
亚特区选举委员会（DCBOE）。

• 我如何申请不到场选票? 完整填写此表并签名，然后通过亲自返还、邮寄、传真至202.347.2648
或扫描成电子邮件的附件发送至选举委员会，电子邮件地址为DCabsentee@dcboe.org 。

• 我必须使用DCBOE不到场选票申请表吗? 不，您无需使用“不到场选票申请表”来申请不到场选票 -
任何申请不到场选票的签名文件均可以被接受。 请确保您的不到场选票申请包含以下信息：

o 您的姓名
o 您所申请的选票对应的选举
o 您的注册地址
o 您当前的地址（若与上述地址不同）
o 您的联系信息（电话号码和/或电子邮件地址）
o 您的出生日期
o 选票的邮寄地址
o 您的亲笔签名 （以电子方式发送的已签名的不到场选票申请要求包含亲笔签名）
o 可选: 您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虽然不是必需的，但若我们需要与您联系，

此信息将加快您的申请处理速度）

• 如何收取不到场选票? 您将通过不到场选票申请表上所提供的邮寄地址收取不到场选票。

• 如何使用不到场选票?  选票将包含有关如何投票和返还选票的完整说明。

• 须何时返还选票? 您已投票并邮寄的选票必须加盖邮戳或以其它方式证明已在选举日或之前寄出，
且必须在选举日之后7天内送达。您可通过https://www.dcboe.org/voter/info/absentee ballot/ab
status.asp跟踪不到场选票的状态。

您的不到场选票申请必须在您所希望进行投票的选举举行至少7天前收到。若您有任何疑问或疑虑，请
通过以下信息联系我们。

(Rev. 8/04/2020) 

http://www.vote4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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