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民登记申请表
此表可用于登记投票，或更新您的姓名、地址以及政党登记。

(请使用笔填写此表格)
1 

1a 

请选：您是否为美国公民？    
如果您选择“否”，请勿填写此表格。 

 是     否 请选: 您是否需要关于下次选举的民意调查信息？ 2

填写此表格的原因 

全新登记   更换政党

地址变更  姓名变更

选民ID号码

登记日期 办事人员 

3 
姓氏 名字 中间名            后缀 

4 
您的居住地址 选一个：   NE     NW     SE     SW 公寓号 邮编

5 
邮件接收地址  （如果与#4不一致，请填写） 邮编 电子邮箱地址 （选填）

6 
出生日期

7 
日间电话号码 
（选填） 8 

哥伦比亚特区机动车辆管理局（DC DMV）已签发的身份证号码。如果您没有此
号码，请输入您社保号的后4位数字：

9 

政党登记 — 请选择其中一项

  民主党
 共和党 

 哥伦比亚特区建州绿党 
 自由党
 无党派（独立）

 其他政党（请写出具体名称）

请注意
如想要在哥伦比亚特区初
选中投票，您必须登记以
下其中一个政党：民主
党、共和党、
哥伦比亚特区建州绿党或
自由党。

8a 

13 

 我没有驾驶证号或社保号。

选民声明 — 请阅读、核对，并在下面签名

我宣誓：

我是美国公民；
我住在哥伦比亚特区的上述地址（#4）；
我已年满16周岁；
我未被法院认定为在法律上不具备选举权，且；
我尚未在美国其他州或地区

登记为选民

警告：如您知道该陈述不实，仍在声明上签字，您有可能被定罪并
处以最高$10,000的罚款和/或最高五年的监禁。

 签字 日期

10 选填:  如您需要投票方面的帮助，请指明帮助的类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您的主要语言（如果不是英语）是什么？

12
上一次登记的姓名和地址

（如在哥伦比亚特区之外，请具体至州县）

虚线处折叠，封印并邮寄。
注意：选民登记信息是公开的，但完整/部分社保号、哥伦比亚特区DMV签发的ID号、选民登记号、出生日期、电子邮件以及电话号码除外。根据联邦和/或特区的法律规

定，其他信息也有可能做保密处理。（哥伦比亚特区官方代码§ 2-531及以下；3 DCMR § 510.5）。

哥伦比亚特区 
选举委员会 

(Jr., Sr., 
II, III, IV)

请完成本表格的所有待填项。在选举委员会批准该申请之前，您尚未完成选民登记。您会在提交这个申请的三周内，通过信箱收到
一张选民登记卡。如果您是初次在哥伦比亚特区登记投票，并通过邮寄提交申请，您可能需要提供显示姓名和当前住址的身份证
明。截至下个选举日21天前，选举委员会须收到您邮寄的申请材料。如逾期未邮寄，您也可前往1015 Half Street SE, 750室，进行
现场投票。 携有效居住证明当天即可登记并投票，但在前往投票站前提前登记可为您节约时间。

如果您没有收到您的选民登记卡，或您有任何问题，欢迎致电（202）727-2525，（866）328-6837或711，或访问www.dcboe.org

想要在哥伦比亚特区投票，您必须：

•是一名美国公民
•且居住在哥伦比亚特区
•在选举开始前，您必须在哥伦比亚特区住满至少30
天

•尚未在美国其他州或地区登记为选民
或在美国其他州或地区不具备选举权

•年满17周岁*
•未被法院认定为在法律上不具备选举权

想要在初选中投票，您必须：

•在不晚于选举前21天，进行初选政党登记，首次登记除外。

*在初选时，至少已满17周岁，且在下一次普选前将满18周岁。如果
您已年满18周岁，您可以参加普选或特殊选举。

 是      否 

¿Necesita ayuda en su idioma?  Llame al (202) 727-2525

需要以您的语言帮助？拨打Call (202) 727-2525

Avez-vous besoin d'aide dans votre langue ? Appelez le (202) 727-2525
모국어로 도움이 필요하세요? (202) 727-2525로 전화해주세요
Cần sự trợ giúp ngôn ngữ của bạn? Hãy gọi (202) 727-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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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特区 
选举委员会

如果您使用信封邮寄此表格，则必须添加邮资并将其邮寄到下列地址：

District of Columbia Board of Elections
1015 Half Street SE
Suite 750
Washington, DC 20003-4733

稍等！在邮寄此申请之前，请确保您已经：

DISTRICT OF COLUMBIA
BOARD OF ELECTIONS
1015 HALF ST SE STE 750
WASHINGTON DC 20077-0859

NO POSTAGE
NECESSARY
IF M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SINESS REPLY MAIL
FIRST-CLASS MAIL    PERMIT NO. 10976    WASHINGTON, DC

POSTAGE WILL BE PAID BY ADDRESSEE

完整地填写了申请

提供了您的全名、地址和出生日期
提供了DMV签发的ID号码，或者，如果您没有DMV签发的ID号码，则请提供您社保账号的后

四位

如果您打算在初选中投票，请注册加入一个政党

在选民声明（Voter Declaration）中的每个框里打钩

在申请表上签字及注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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