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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機動車選民」計劃讓選民可以在「機動車部」(DMV) 更方便可靠地登記投票。自 
2018 年 4 月起，完成駕照或身份證 (ID) 申請或地址變動的合格申請人如沒有選擇退出自

動選民登記，將由加州州務卿辦公室 (SOS) 登記投票。 

相關資訊 
自 1993 年起，全國選民登記法（也稱為機動車選民法）已經幫助成百上千萬人在于

加州機動車部 (DMV) 申領駕照或身份證期間登記投票或更新其選民信息。 

「加州機動車選民」計劃適用于年滿 18 歲并滿足以下條件的加州人： 

• 美國公民且為加州居民。 
• 目前并未因重罪在州或聯邦監獄服刑（有關服刑人員權利的更多資訊，請參見州務

卿辦公室的 Voting Rights: Persons with a Criminal History）以及 
• 法庭目前未發現該人有影響投票的精神缺陷（更多資訊請參見 Voting Rights: 

Persons Subject to Conservatorship）。 

16 或 17 歲的加州人可以進行選民預登記。滿 18 歲后，這些人將自動登記投票。在造

訪 DMV 現場辦公室前，建議先預約。也可以使用 DMV 在線服務續訂您的駕照或身份

證，或更改地址。 

如果您指出自己滿足投票條件，則通過在線、郵寄或親自到場完成 DMV 業務后，將通過

電子方式可靠地向加州州務卿辦公室傳送您的選民資訊。一旦確定您有投票資質，將對

您進行投票登記。 

有 AB 60 駕照的人不符合參加「加州機動車選民」計劃的條件，也不滿足投票條件。 
 
 

機動車選民 FAQ 

• 什麽是機動車選民？ 

聯邦法要求加州機動車部 (DMV) 向客戶提供在申領駕照 (DL) 或身份證 (ID) 或更

改地址時登記投票的機會。 

根據州法律和「加州機動車選民」計劃，聲明自己有資質的 DMV 客戶如果在申
領 DL/ID 或更改地址期間未選擇退出，則將自動登記投票。 

• 我如何了解自己是否有資質登記和投票？ 

個人必須具備以下條件才能投票： 

1. 美國公民 

2. 在加州有居住地址 

3. 至少年滿 18 歲（如果是 16 或 17 歲，可以預登記，但必須年滿 18 歲才能

在選舉日投票） 

4. 目前沒有因重罪在州或聯邦監獄服刑，並且 

5. 法庭目前未發現該人有影響投票的精神缺陷 
 

https://www.sos.ca.gov/elections/voting-resources/voting-california/who-can-vote-california/voting-rights-californians
https://www.sos.ca.gov/elections/voting-info/conservatorship
https://www.sos.ca.gov/elections/voting-info/conservat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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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是美國公民？ 

如果您滿足特定的要求，可以在出生時或出生后成為美國公民。要在出生時成為公

民，您必須： 

o 出生在美國、或受美國管轄的某些領土或偏遠領地，并接受美國的司法管

轄；或 

o 在您出生時（如果是在海外出生），父母一方或雙方是美國公民并滿

足其他要求 

要在出生后成為公民，您必須： 

o 申請“取得”或“獲得”該身份 citizenship through parents 

o Apply for naturalization 通過美國海關和移民服務 

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s://www.uscis.gov/us-citizenship。如果您不滿足上述條件，

則不是公民，無法登記投票。 

• 非公民可以登記投票嗎？ 

不可以。 

• 在我申請或續訂駕照時是否將自動登記投票？ 

是。所有完成駕照或身份證申請或地址變動的合格申請人如沒有選擇退出自動選

民登記，將由加州州務卿辦公室登記投票。 

• 在 DMV 完成其他業務時會自動登記投票嗎？ 

不會。「加州機動車選民」計劃涵蓋的範圍是駕照、身份證和地址變動。如果

您不是完成其中的某項業務，仍需造訪 RegisterToVote.ca.gov 線上登記投票。 

• 我未滿 18 歲，在我申請學習駕照時是否會登記投票？ 

16 到 17 歲的人在申請實習駕照時如滿足其他選民資質要求，並且沒有選擇退出，則

將會自動預登記投票。如果您預登記，將在您 18 歲的生日時自動登記投票。 

• 我未滿 18 歲，但將在下一次全州選舉中有投票資質。我是否將會自動登記

投票？ 

是。16 到 17 歲的人在申請駕照或身份證時如滿足其他選民資質要求，並且沒有選

擇退出，則將預登記投票。一旦您預登記，將在您 18 生日時自動登記投票。 

• 我是否能在自動登記時選擇一個黨派？ 

能。您可以在自動登記時選擇黨派。您還可以選擇其他選民偏好，例如是否想通過

郵寄投票，希望接收哪種語言的選舉材料。 

• 如果我搬家會如何？我還會登記投票嗎？ 

是的，但是登記的是您先前的地址，如果想在新地址投票，必須更改地址。如果是

在 DMV 更改地址，將用新地址更新您的選民記錄。但是，您也可以通過 
RegisterToVote.ca.gov 或于所在縣的選舉辦公室、圖書館或美國郵局使用紙質選民

登記申請來更新登記資訊。 

https://www.uscis.gov/node/42030
https://www.uscis.gov/node/42130
https://www.uscis.gov/us-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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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否將得到登記投票確認？ 

在 DMV 處理完您的業務后， 您將在四周內收到所在縣的官員或州務卿辦公室發來

的選民通知卡。如果您在此時間段內尚未收到通知卡，應聯絡當地的縣選舉官或造

訪 VoterStatus.sos.ca.gov。 

• 我如何確定自己是否已登記投票？ 

造訪 https://voterstatus.sos.ca.gov/ 驗證您的選民登記狀態。也可以聯絡所在縣的

選舉辦公室。通過以下網址查找距您最近的縣選舉辦公室 
造訪： https://www.sos.ca.gov/elections/voting-resources/county-elections-offices   

• 如果我不想登記投票又會如何？ 

如果您滿足選民資質要求，但 不 想登記投票，可以選擇退出自動登記投票。 

• 登記投票是否會讓我更可能承擔陪審義務？ 

不一定，但 DMV 會向陪審團專員提供年滿 18 歲的駕照和身份證持有人的當前清

單。所有為陪審服務選定的人員都是隨機選擇的，來源包括客戶郵寄清單、電話簿

或公共事業公司清單。 

• 我如何退出？ 
在向 DMV 申領駕照 DL/身份證或更改地址時，將問您是否滿足選民資質要求。如

果您指出自己有資質，則將向您提供選民登記退出選項。 

• 如果我退出，DMV 是否仍會將我的資訊發給州務卿辦公室？ 

州法律要求 DMV 將所有合格申請人的資訊發給州務卿辦公室。州務卿辦公室會向所

有選擇退出的合格選民發送明信片，提醒登記投票。除非您決定登記投票或有另一

項合格的 DMV 業務，否則州務卿辦公室不會進一步與您聯絡。 

• 如果我指出自己沒有投票資質，DMV 是否仍會將我的資訊發給州務卿辦公室？ 

不會。如果您指出自己沒有投票資質，DMV 不會將您的資訊發給州務卿辦公室。 

• 如果我因失誤登記投票，而我不想這樣，是否可以將其撤消？ 

可以。您可以完成取消申請表https://elections.cdn.sos.ca.gov/pdfs/cancellation-
request-form.pdf，并將其返回給您所在縣的選舉官，隨後將取消您的登記。如果有

更多問題，可以聯絡您所在縣的選舉官。 

• DMV 系統如何確保只有美國公民才能登記投票？ 

要具備投票資質，您必須是美國公民和加州居民，在選舉日已年滿 18 歲，目前未因

重罪服刑，目前也未被法院認定為在精神上無投票能力。 

州法律禁止 DMV 向州務卿辦公室發送 AB 60 申請人（無證駕照申請人）的資訊。

對於其他申請人，州法律要求每個人聲明自己滿足所有選民資質要求，包括公民

身份，如做偽證，當受懲罰。 

 

https://voterstatus.sos.ca.gov/
https://www.sos.ca.gov/elections/voting-resources/county-elections-offices
https://elections.cdn.sos.ca.gov/pdfs/cancellation-request-form.pdf
https://elections.cdn.sos.ca.gov/pdfs/cancellation-request-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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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罪犯人可以登記投票嗎？ 

目前因重罪在州或聯邦監獄服刑（有關服刑人員權利的更多資訊，請參見州務卿辦

公室的 Voting Rights: Persons with a Criminal History）的人員不能登記投票。 

• DMV 和加州務卿辦公室如何處理我的選民登記資訊？ 

州法律要求 DMV 將所有合格駕照和身份證申請人的資訊提交給州務卿辦公室來處

理您的選民登記，如果您選擇退出選民登記，則發送登記投票提醒。如果您的選民

登記資訊不完整，州務卿辦公室會通過郵件跟進。一旦處理并接受了您的選民登

記，將與您所在縣的選舉官分享您的資訊。您將可以在當地、縣、州和聯邦選舉中

投票。 
 

• 距我最近的 DMV 現場辦公室在哪裡？ 

您可以在www.dmv.ca.gov搜索距自己最近的現場辦公室。主頁前面有一個 Field 
Office Finder（現場辦公室查找器）選項。 

 
 
 

機動車選民公共服務通告 

「加州機動車選民」計劃使得可以更方便地在 DMV 登記投票。 

現在，所有在 DMV 完成駕照或身份證 (ID) 申請或地址變動的合格申請人如果未選擇退

出，均將由加州州務卿辦公室登記投票。 

年滿  16 或17 歲的合格加州選民還可以預登記。造訪以下網址了解更多資訊 

MotorVoter.sos.ca.gov 

 
單頁宣傳單： 

如果您具備資質，可以在 DMV 從事以下活動時自動登記： 

• 申請駕照或身份證 

• 更新駕照或身份證 

• 更改地址 

除非您選擇退出。這包括 16 和 17 歲合格人員的預登記。造訪以下網址更多了解「加州機

動車選民」計劃和資質要求： https://www.sos.ca.gov/elections/california-motor-voter 

https://www.sos.ca.gov/elections/voting-resources/voting-california/who-can-vote-california/voting-rights-californians
http://www.dmv.ca.gov/
http://motorvoter.sos.ca.gov/
https://www.sos.ca.gov/elections/california-motor-vo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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