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橙縣

2020年11月縣選舉執行報告 - 2020年6月15日到期

縣： 電話： 

聯繫人: 尼爾•凱利 (Neal Kelley) 電子郵件： 

 2020年11月大選縣府執行 

請說明您計畫如何進行11月的選舉： 

 

您將要實行： 

投票中心？ 

傳統式投票站？ 

超級合併投票站 (10,000)？ 

將超級合併投票站與投票中心類型的服務結合？ 

您需要有多少個地點？ 

您計畫有多少個？ 

您已確認可以使用多少個？ 

您想請州務卿協助獲取地點嗎？ 

投票中心/投票地點 

選舉事務處計劃根據選舉法典第4005條的要求，按照投票中心模式進行2020年11月3日的總統大選。根據COVID-19，將對選舉計劃進行多
項調整，例如：增加在線候選人登記能力、擴展電子郵寄投票處理、重新配置選務工作人員的招募和入職、開發在線培訓和視頻、重新設計
投票中心佈局和選舉後審計以支持社交安全距離，以及完成綜合的選民普遍意識執行計劃以告知選民這些改變。沒有為期11天的投票中心運
營計劃；取而代之的是，所有投票中心將計劃運營5天，包括選舉日(尚在等待立法院和州府的指示)。 

Neal.Kelley@rov.ocgov.com 

(714) 567-5139

是 

否 

否 

否 

166 

166-188

1 

是 

mailto:Neal.Kelley@rov.ocgov.com


若是，您對這些地點有什麼尺寸和其他規格的要求？ 

我們仍在對實際的規格和尺寸要求做最終確定。橙縣將僅運營5天的投票中心 (尚在等待立法院和州府的指示)。我們將要求預約保留10/28 (星期三) 到11/4 (星期三)，以備

之前的準備工作和之後的拆除使用。 

選務工作人員 

您計劃招募和僱用多少位選務工作人員？ 

您已與多少位選務工作人員確認？ 

您想請州務卿協助招募選舉工作人員嗎？ 

1200 

0 

否 

投遞箱 

您需要有多少個投遞箱？ 

您計畫有多少個？ 

您是否需要購買更多的投遞箱？ 

如果是，您要購買什麼類型及多少個？ 

您有多少個已確認的地點？ 

您想請州務卿協助獲取投遞箱地點嗎？ 

110 

110-112

否 

不適用 

110 

否 

郵寄投票處理過程 

在三月您核發了多少份郵寄選票？ 

其中有多少份是補發郵寄選票？ 

其中有多少份遞交回的郵寄選票有不一致的簽名？ 

其中有多少份能夠完成糾正？ 

您寄出的郵寄選票是經由人工打包處理的嗎？ 

您的簽名糾正通知的流程是什麼？ 

1,675,655 

10,844 

928 (僅計算最終不一致的數據) 

1,728 

否 

選票上缺少簽名或簽名不一致的選民將收到 

一封信通知他們這個問題。選民有機會使用 

提供的信件來糾正他們的簽名，並在認證的法定截
止日期之前將信件繳回我們的辦公室。 



請提供您寄出的郵寄選票、回郵信封及選民說明樣本。 

若是，您希望州務卿採購哪種PPE及金額多少？ 

 類型 敘述/規格 數量 

手套 

口罩 

面罩 

濕巾 

衛生洗滌劑 

其他 (說明) : 

資源 

您需要更多資源來進行11月的選舉嗎？ 不適用 

若是，您還需要哪些其他資源？ 

2020年3月3日總統初選的樣本已提供。所有內容都將進行重新設計以便包括2020年11月3日總統大選的特定訊息。

個人防護裝備 (PPE) 

您是否已經為11月的選務工作人員和選民購買了PPE？ 是 

您想讓請州務卿協助您採購貴縣在11月份需要的全部或部分PPE嗎？ 否 



實施新的流程和軟件技術以確保身體的距離。例如Zoom\Webex\自助計劃表服務\遠程學習。實施新的網
絡防禦措施，以增強我們在2020年11月的網絡安全狀況。 

是 

其他 

員工和選民的健康與安全。 

   提交表格 

您將在11月實施/使用新的供應商或新技術嗎？ 

若是，哪個供應商/技術？ 

您對實施11月的選舉還有其他需求或擔憂嗎？ 



ORANGE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圈選、密封，並在您的信封上簽名 
 
1. 圈選您的選票 

• 按照選票上的指示進行。 

2. 密封您的信封 
• 確認您的回郵信封上有您的名字。 
• 把您的選票放進信封裡並密封信封。 

3. 在信封上簽名 
• 在信封背面用原子筆寫上日期和簽您的名字。 

• 工整書寫您的名字和住宅地址。 

4. 交回您的選票之選項 
• 將您的選票放入已付郵資的信封內寄回。 
• 將您的選票交回任何橙縣投票中心或機動投票單位 (投票中心地點

和時間，請造訪 ocvote.com/votecenter)。 

• 將您的選票交回任何選票投遞箱                          

(選票投遞箱地點，請造訪 ocvote.com/dropbox)。 

重要的額外訊息！ 
• 如果您圈選錯誤，在選舉日前致電714-567-7600。 

• 您的選票郵戳必須為選舉日當天或之前並且於選舉日後3天內寄達。 
• 選民可要求獲得翻譯的選舉資料及無障礙語言格式選舉資料。有關

更多信息，請致電714-567-7600。 
 

 

 

 

 

BALLOT EXPRESS 
可在此網址上全程追蹤您的選票處理過程 ocvote.com/track 

 
在您交回您的選票後 — 

我們附上了我已投票"I Voted" 
貼紙讓您可以貼在身上！ 

 

 

尼爾．凱利 (Neal Kelley)， 橙縣選務處主任 | 1300 S. Grand Ave., Bldg. C, Santa Ana CA 92705 | 714-567-7600 



如何圈選您的郵寄選票
並確保隱密性的提示。 

 

 

 
使 用

藍筆或
黑筆。 

不要使用
鉛筆！ 

 

 

不要在 
選票上寫
或簽您的
姓名。 

 

 

 

 

 

 

 

 

請不要 
有多餘的標記！ 

不要有數字，不要
有圖案，及不要有 

姓名縮寫。 
 

 

 

 

 

 

保持這欄空
白，除非您
想投選 

合格的
加填 

候選人。 



1300 S. Grand Ave., Bldg. C  Ave., Bldg. C  A
P.O. BOX 11298
SANTA TA TANA, CA 92711-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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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ge County Registrar of Voters
(Mailing address on reverse).

Drop Off
Drop off your ballot at any polling place on Election Day.

Vote-by-Mail
Return your ballot by mail. 

Online
ocvote.com

Live Chat
ocvote.com/chat

Call
714-567-7600

Contact Information How to return your ballot

Track your ballot from start to finish at ocvote.com/track
BALLOT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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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地址在背面)。

網址
ocvote.com

在線諮詢
ocvote.com/chat

電話
714-567-7600

如何 交回你的選票聯繫資訊

橙縣選舉事務處  郵寄選票
通過郵件交回你的選票。

親自交回
在任何投票站交回你的選票。

可在此網址上全程追踪你的選票處理過程 ocvote.com/track



OFFICIAL
RETURN
BALLOT
ENVELOPE

To be opened only
by an Elections
Canvassing Board

!

MMDDYYYY //

ATTN USPS: Delivery address on other side.

官方選票回郵信封

我無法交回選票故授權:

工整填寫代交選票人士姓名

代交選票人士簽名

關係

在你的選票上圈選錯誤?

電洽714-567-7600
或瀏覽ocvote.com/replacement

謹此保證我為信封上所列名之居住於本選區內選民 , 如有不實則受偽證處罰 。

我並沒有也不會申請本次選舉在任何其他轄區的郵寄選票。

警告: 你必須在此信封上親筆簽名才能使你的選票列入計算。重複投票屬犯罪行為。

選民簽名 。法定代理人不予接受 。

在此 
簽名

橙縣

簽名日期

選民，在此填寫你的資料 。

姓名

住址

市、州、郵遞區號

在此工整填寫

在此工整填寫

在此工整填寫

此信封必須有簽名、日期及選舉日當天或之前的郵戳。你的郵寄選票必須

於選舉日後三天內寄達。

沒有在本信封背面簽名將導致你的選票作廢。

F400C (R01/19)



提醒你:

你的信封必須有選舉日當天或之前的郵戳
及於選舉日後三天內寄達

你是否 …
在你的信封簽名？

工整填寫你的名字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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