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閱讀該指南可瞭解投票方式、投票時間和	
投票地點。

我什麼時候投票？

•  紐約州初選將在6月28日舉行。
• 你可以於6月18日星期六至6月26日星期日	
	 提前投票。

• 6月27日星期一不能提前投票。

我要投票選什麼？

• 美國參議員
• 美國眾議員
• 州長
• 副州長
• 總檢察長
• 審計長
• 州參議員
• 州眾議員
• 最高法院
• 民事法院
• 遺囑檢驗法院（曼哈頓）

要瞭解你選票上的候選人，	
請訪問	voting.nyc/candidates，	
參閱紐約市官方選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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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相關日期 
和截止日期

6月3日 選民登記截止日期

6月13日 申請缺席選票的	
截止日期  
（線上或郵寄）

6月18日 提前投票開始日期

6月26日 提前投票結束日期

6月27日 申請缺席選票的	
截止日期 
（親自到選舉局辦公室）

6月28日 初選日  
（早晨6:00-晚上9:00）

缺席選票的郵戳截止日
期，或將其送到投票站的
最後日期

歡迎閱覽2022年 
紐約市《選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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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投票 
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的風險，紐約市	
所有選民都可以通過申請缺席選票	
來郵寄投票。  
 
線上或通過郵寄提交該申請的截止	
日期為6月13日。

提前投票
你可以在選舉日前親自提前投票！ 

選舉日

如何申請你的缺席選票：

• 請訪問 nycabsentee.com
 • 致電紐約市選舉局 866-VOTE-NYC（866-868-3692）或聽力障 
 礙人士專線 TTY（212-487-5496）。
 • 拜訪你當地的紐約市選舉局辦公室。親自提交申請的截止日期
 是6月27日。 

如果你有視力障礙，或者身有殘疾

你可以在 nycabsentee.com/accessibility，申請一張可以通過屏
幕閱讀器閱讀的無障礙缺席選票或撥打上述電話號碼申請無障礙缺
席選票。  

追蹤你的選票

你可以在 nycabsentee.com/tracking 上追蹤你的選票。

投票站和投票時間 如何找到你的投票站及投票時間：

• 請訪問 findmypollsite.vote.nyc
 • 致電紐約市選舉局：866-VOTE-NYC（866-868-3692）或	
	 聽力障礙人士專線TTY（212-487-5496）

你要瞭解的資訊

投票站開放時間：6月28日選舉日早晨6:00至晚上9:00。 
你必須在指定的投票站投票。

投票站的地點可能會發生變更，因此，請務必在去投票之前	
先查看一下！

你要瞭解的資訊

 • 你會有一個指定的提前投票點，而該投票點可能會與選舉日 
 的投票站不一樣。 
 • 每天的工作時間都不一樣，所以一定要在出發前查看你的 
 投票站並確認其工作時間。 

提前投票日期

6月18日 星期六 
6月19日 星期日 
6月20日 星期一 
6月21日 星期二 
6月22日 星期三 

6月23日 星期四 
6月24日 星期五 
6月25日 星期六 
6月26日 星期日

投票方式

請訪問 voting.nyc 投票站開放時間：選舉日早晨6:00到晚上9:00    3



@nycvotes

關注紐約市投票
（NYC Votes）
以獲取所有最新
更新！

作為選民，我擁有 
哪些權利？
如果你滿足下列條件，你有權在 
初選中投票：
• 你已在一個政黨註冊投票並且這個政黨在你的選區 
 舉行初選。

• 你是年滿18歲的美國公民。

• 在截止時間前，你已經在投票站排隊了。

在任何選舉中，你都有權：
 • 向投票站工作人員尋求幫助，如果你需要，還可以 
 要求口譯協助。  
 致電 866-VOTE-NYC（866-868-3692）或聽力 
 障礙人士專線 TTY（212-487-5496 ）以瞭解口譯 
 工作者的更多資訊。

 • 請某個人來幫你投票（你的雇主或工會代表除外）。

 • 隨身攜帶材料，包括本《選民指南》。

• 即使投票機壞了，也可繼續投票。

 • 如果你的名字不在投票站的選民名單上，則可以通過 
 宣誓選票（affidavit ballot）進行投票。

•  可以享用沒有物理障礙的無障礙投票站。

 • 可以使用無障礙投票機進行投票。

• 無論你的能力或殘疾狀況如何，均有權投票。

需要援助時的聯繫方式：
• 如果你的投票站有問題，請告訴投票站工作人員， 
 或致電 1-866-Vote-NYC（1-866-868-3692）或 
 聽力障礙人士專線 TTY（212-487-5496）聯繫紐 
 約市選舉局。

• 如果你的權利受到侵犯，請致電選舉保護熱線， 
 與訓練有素的選舉保護志願者交談，並通過  
 866-OUR-VOTE（866-687-8683）獲得免費 
 法律援助。

 • 通過 ag.ny.gov/election-hotline 讓紐約總檢察長 
 瞭解你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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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功能

每位紐約選民都有權私下獨立投票。如果你
因殘疾或英語水準有限而需要別人幫助填寫
選票，你會獲得援助。

無障礙缺席投票
如果你有視力障礙或無法在紙質選票上填寫選票， 
你仍然可以通過郵寄方式投票。你可以申請無障 
礙缺席選票，該選票可以通過屏幕閱讀器讀取及 
使用電腦填寫。要申請無障礙缺席選票，請訪問
nycabsentee.com/accessibility 或致電  
866-VOTE-NYC（866-868-3692）或聽力 
障礙人士專線 TTY（212-487-5496）。

填票機

所有投票站都備有填票機（BMD），以便
為選民（包括盲人、視力受損人士或者身有
殘疾或身患疾病，而很難甚至無法用筆填寫
選票的人士）提供更好的無障礙服務。

如果你想要使用填票機，只要詢問投票站工作人員 
就可以了！ 你可以使用填票機查看顯示幕上的選票， 
將其翻譯為其他語言，或者通過耳機聆聽你的選擇。

該設備提供了下面四種方式來記錄
你的選票：

 • 你可以按下 “放大”（ZOOM IN），將文字放大； 
 按下 “縮小 ”（ZOOM OUT），將文字恢復為原始 
 大小；或者選擇 “高對比”（HIGH CONTRAST）以 
 黑色背景白色文字顯示選票。

 • 此外，你還可以重複並調整耳機上音頻的速度和 
 音量。

 • 切記！只有在你將填好的選票插入掃描器並投下 
 你的選票之後，你的選擇才算數。

•  如果你需要幫助才能將選票插入掃描器，投票站的
工作人員將為你提供幫助。 

語言和口譯服務
整個紐約市的許多投票站都有翻譯人員。你有權讓 
包括家人、朋友或翻譯人員在內的人幫助你理解及 
填寫選票。 

你可以通過 voting.nyc/accessibility 瞭解有哪些
投票站提供翻譯人員。你也可以致電 1-866-VOTE-
NYC（1-866-868-3692）。

吹吸設備

觸摸屏

搖杆扳鈕

鍵盤 
 (Bra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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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選官員 
要做哪些工作？

我們的民選官員的日常工作就是做出影響就
業、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決定。請瞭
解更多關於選票上的職位的資訊。 

要查找選票上你所屬政黨的相關職位，請訪
問	findmypollsite.vote.nyc 或致電選舉局
1-866-Vote-NYC（1-866-868-3692）或
聽力障礙人士專線	TTY（212-487-5496）。   
 
聯邦職位

美國參議院

參議院是美國國會的上議院。參議院有100名成員， 
每個州兩名。任期六年。

法案在參眾兩院投票通過並經總統簽署後成為法律。

• 起草法律及就立法進行辯論和投票。

•  確認總統任命，例如內閣成員、最高法院法官和 
聯邦法官等職位。

• 對政府所有部門進行監督。

美國眾議院

美國眾議院是美國國會的下院。共有435名成員，每
個州的代表人數與其在美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成正
比。2023年，紐約州將在美國眾議院中有26名代表。
任期兩年。

法案在參眾兩院投票通過並經總統簽署後成為法律。

• 起草法律及就法案進行辯論和投票。 

• 對政府所有部門進行監督。

州府職位
州長

州長是紐約的行政長官。他們的任期為四年。 

• 簽署或否決法案。

• 制定紐約州的年度預算。

 • 任命教育部等州機構的負責人。

 • 對州罪犯給予赦免和減刑。 

副州長

副州長是紐約州僅次於州長的高級別行政人員。 
任期四年。

 • 擔任州參議院議長。

  • 如果州長在任期結束前離任，副州長將接任州長。

總檢察長

總檢察長是紐約州的首席法官。任期四年。

  • 保護紐約州公民、組織和自然資源的合法權利。

  • 為州政府的行政部門提供法律顧問。

  • 監督紐約州有組織犯罪特別工作組和醫療補助 
 欺詐控制部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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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長

審計長是紐約的首席財政官。任期四年。

   • 確保州和地方政府有效、高效地使用納稅人資金 
 來促進共同利益。

   • 管理州公務員退休制度。

  • 審查州合同及審計付款。

州參議院

州參議院是州立法機構的上議院。有63名成員。 
州參議員每屆任期兩年，無任期限制。

• 撰寫立法及就立法投票表決。

• 批准州開支標準。

• 支持或推翻州長的否決權。

 • 確認州長對州官員和州法院法官的任命。

州眾議院

州眾議院是州立法機關的下院。有150名成員。 
州眾議員每屆任期兩年，無任期限制。

• 撰寫立法及就立法投票表決。

• 批准州開支標準。

• 支持或推翻州長的否決權。

欲瞭解選票上司法職位的詳情，	
請訪問	voting.nyc/elected-offices。

瞭解 
候選人
要瞭解選票上的候選人，請訪問
voting.nyc/candidates，查閱紐
約市官方的《選民指南》。 

 
你可查閱：

• 候選人簡介
 • 候選人的社交媒體和網站連結
 • 所有內容的西班牙語、中文、	
	 韓文和孟加拉語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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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紐約市
投票（NYC 
Votes）”
“紐約市投票” 是紐約市競選財務委員會
的一項舉措，該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的市
府機構，確保地方選舉公平、包容和公
開。

我們一直在努力提高選民和候選人的參
與度，這樣，民選官員才能滿足我們不
同社區的需求，解決選民關心的問題。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賦予那些不太
可能投票的紐約人權力，減少候選人的
競選障礙，並提出適當的解決方案來改
善我們的選舉制度。“紐約市投票”與
社區組織、志願者和其他市府機構展開
了密切的合作，在全市範圍內登記、教
育和吸引選民。

該機構成立於	1988 年，除了上述目標
之外，該機構還會為紐約人提供選票上
候選人的相關資訊以及他們的競選資金
的籌集方式。我們的匹配資金計劃在每
位當地捐助者捐出	1 美元時，候選人就
會得到市府資助的	8 美元，鼓勵紐約市
的候選人更關注他們的社區而非特殊利
益集團的利益。

聯繫選舉局

選舉局主要負責管理我們的選舉活動，維護登記選

民的資料庫，監督投票站，計算和清點核對選票，

以及報告選舉結果。你可以通過紐約市選舉局更新

你的選民資訊，申請一張缺席選票，申請成為投票

站工作人員或口譯人員，以及更多的幫助。

欲瞭解更多資訊，請訪問 vote.nyc。

致電 866-VOTE-NYC 或聽力障礙人士專線  
TTY（212-487-5496）。 

總辦公室

32-42 Broadway  
7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4 
電話：212-487-5400

布朗士

1780 Grand Concourse  
5th Floor 
Bronx, NY 10457 
電話：718-299-9017

布碌侖

345 Adams Street  
4th Floor 
Brooklyn, NY 11201 
電話：718-797-8800

曼哈頓

200 Varick Street  
10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4 
電話：212-886-2100

皇后

118-35 Queens Boulevard 
11th Floor 
Forest Hills, NY 11375 
電話：718-730-6730

斯坦登島

1 Edgewater Plaza  
4th Floor 
Staten Island, NY 10305 
電話：718-876-0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