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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您可可以以参参加加以以下下的的选选举举

初选和大选的投票，双数年

国国家家

四年任期：总统和副总统.
六年任期：两名参议员.
两年任期：一位代表.

州州

两年任期: 州长,  副州长, 
州秘书, 财务秘书,会计审核师, 
总检察长
.

立立法法区区域域

两年任期：州参议员和代表
(一个或多个,取决于州内人口数) 

 
县县

四年任期：助理法官，遗嘱认证法官，

城城县县

两年任期：地方公证官。  
(人数量取决于地区人口) 

 
一一至至三三年年任任期期

委员会，主持人，秘书,,
财金长，警官，镇代理，大陪审员,
审计员，审计员，登记员.

妇妇女女投投票票人人员员联联盟盟

民主不是一项旁观者的运动 
 

自从 1920 年成立以来，我们就一直承

诺是无党派人士，不支持或反对 

各级政府的候选人或任何一派政党，

并始终鼓励公民在知情的情况下 

积极参与政府的活动。我们的使命是 

推动选民和捍卫民主。 
 


“投票权是我们民主的基本原则.当更多的 

美国人可以参加我们的投票选举时，将会

更好地反映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参加佛蒙特州的投票是佛蒙特州妇女联盟 
     教育基金会的出版物。免费提供其他副本 

 

其其它它市市政政机机构构

任期时间根据章程有所不同。

查看年度报告以查找要填补的职位。

学学区区

任期一至三年不等，

校务委员会成员。

佛佛蒙蒙特特州州妇妇女女投投票票人人联联盟盟

Post OfficeBox 1391
Montpelier, VT 05601-1391

www.lwvofvt.org

©2020佛蒙特州教育基金会妇女投票人联盟.

“当您选择不参加 

投票时这项权 

力就受到威胁.”

~Hon.WilliamK. Sessions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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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您必必须须是是：： 
n   美国公民 
n   是您申请所在的佛蒙特州的城

镇居民 
n   大选时至少年满 18岁 
n   并接受选民誓言的登记 

 
 

 

在您申请或续签您的驾驶执照或州的 

身份证时，您将自动注册投票， 

并有权选择退出。 

 

或者，您可以在您当地市政秘书办公室填写投票人申请表 

（申请添加到投票人列单上），或通过 olvr.vermont.gov. 在
线填写选民登记表。如果您搬到新城镇或更改了姓名，则

需要重新注册。镇和县文书的上述联系网站。 

https://sos.vermont.govmedia/vh1jv3oj/ 
2019townclerkguide.pdf 

 

当地或州的初选没有政党注册。对于全州的初选， 

选民将收到所有政党的选票，只对一张选票进行投票 

然后将另一张选票退还。在总统初选中投票时， 

您必须要求您自己选择的政党选票，并且您只能收到该政

党的选票 

 
在佛蒙特州网站上查看你作为选民的权利，网址 

https://sos.vermont.gov/media/o4lhtc3i/appendix-e-vermont-
voter-bill-of-rights.pdf  或 打 电 话  (800) 439-VOTE (8683). 

 
 

 
   这一信息您可以在佛蒙特州政府办公室在线资源网站上： 

查到。一旦镇秘书做好了选民的 

登记程序，该网站将允许您创建自己的帐户，检查和更新选 

民状况，请求和跟踪缺席选票，找到投票地点， 

查看选票样本等等，网址为 www.mvp.vermont.gov。 

您您可可以以登登记记投投票票，，如如果果: 

n  服务于军队，大学，疗养院或医疗机构，监狱或获释，无

家可归或在国外居住。使用您所居住的最后一个城镇的地

址 

n   目前在上佛蒙特州大学的。  

n  暂时居住在州外。 

n   在即将举行的选举日或之前庆祝您的 18 岁生日的在初选

和大选中都可投票。 

 

       
 除非是通过邮件或在线首次注册，否则无需显示身 

         份即可投票。您必须提供可接受形式的身份证件复 

 印件(佛蒙特州 DMV 签发的驾驶执照，非驾驶员 

 身份证件或护照),最新的水电费账单，银行对 

 帐单或其他政府文件。 
 

 

www.sec.state.vt.us/elections/voters absentee-voting 

在此网站上：您可以在全州选举之前的 45 天申请缺席 

 投票。可以在您的“我的投票页面”上在线申请，也可通 

 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邮件。您的请求必须在选举前 

 一天的市政秘书办公室关闭之前提交。 

 

 参进计数，您的选票必须在办公室关闭时交还给市政职员， 

                    或者在晚 7:00 点之前交付给投票站。 

 

                    要求缺席投票的申请必须在每个选举年提出申请。 

 

 

注册选民可以挑战选举结果，根据澳大利亚大选， 

如选民认为结果无效，可在选举后的 15 天之内向 

高级法院提出书面申诉 
 

 
    蒙蒙特特州州大大选选日日 

双数年八月的第二个星期二。 
 
全全民民选选举举 
 双数年 11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二。 

 

市市政政和和学学区区选选举举 
每年 3 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除非章程  
另有规定或城镇投票, 决定其它日期。  

   

   特特殊殊市市县县或或学学区区县县县县 
           如所须。在当地报纸或帖子中 

                       查找公共通知。 

 

 
  

 

 

 

 

✔   您的姓名和地址将出现在您所居住的城镇选民清单中。可

与您的镇秘书一起查看已发布的选民核对表，以确保您

已在注册上了，或在 www.mvp.vermont.gov.  

  

✔   如果您不希望因家庭暴力，性虐待或缠扰行为而在清单上

注明姓名，请申请参加佛蒙特州的“安全在家”计划

www.sos,vermont.gov/secretary-of-state-services/ safe-at-
home..  安全在家。您将使用替代的蒙彼利埃邮政信箱地

址。 

 

佛蒙特州提供当日注册。您可以在任何一天进行投票登记包

括选举日在内。 

 
 
佛蒙特州的投票点上午 5 点至 10 点之间开放，下午 7 点

后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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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在晚 7:00 点之前交付给投票站。 

 

                    要求缺席投票的申请必须在每个选举年提出申请。 

 

 

注册选民可以挑战选举结果，根据澳大利亚大选， 

如选民认为结果无效，可在选举后的 15 天之内向 

高级法院提出书面申诉 
 

 
    蒙蒙特特州州大大选选日日 

双数年八月的第二个星期二。 
 
全全民民选选举举 
 双数年 11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二。 

 

市市政政和和学学区区选选举举 
每年 3 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除非章程  
另有规定或城镇投票, 决定其它日期。  

   

   特特殊殊市市县县或或学学区区县县县县 
           如所须。在当地报纸或帖子中 

                       查找公共通知。 

 

 
  

 

 

 

 

✔   您的姓名和地址将出现在您所居住的城镇选民清单中。可

与您的镇秘书一起查看已发布的选民核对表，以确保您

已在注册上了，或在 www.mvp.vermont.gov.  

  

✔   如果您不希望因家庭暴力，性虐待或缠扰行为而在清单上

注明姓名，请申请参加佛蒙特州的“安全在家”计划

www.sos,vermont.gov/secretary-of-state-services/ safe-at-
home..  安全在家。您将使用替代的蒙彼利埃邮政信箱地

址。 

 

佛蒙特州提供当日注册。您可以在任何一天进行投票登记包

括选举日在内。 

 
 
佛蒙特州的投票点上午 5 点至 10 点之间开放，下午 7 点

后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