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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為：

 • 年滿 18 歲或以上，及  • 為阿伯達省居民  • 加拿大公民

18+

選民資格

登記
如欲投票，您必須登記成為選民。您可以預先登記，或在投票地點登記。

選項 1 ‒ 預先登記：

網上登記請瀏覽 voterlink.ab.ca

使用您的阿伯達省駕駛執照或阿伯達
省身份證存取網上系統。

如果您沒有這種身份證明文件，請致電
1-877-422-8683。

您必須出示有您

 • 法定完整姓名，以及
 • 現居住址的證明文件

您亦將要簽署一份表格，聲明您是一位
合資格的選民。

請參閱下一頁，了解哪些身份證明文件可獲接納。

選項 2 ‒ 在投票地點登記：

當您前往投票時



身份證明

完整的身份證明文件列表，可到網頁
elections.ab.ca/voters/id-required-to-vote/ 取得

CANADA

PASSPORT

PASSEPORT

顯示姓名的身份證明文件例子：

Alberta Personal  Heal th Card

Personal  Heal th  Number

You are el ig ib le for  heal th insurance coverage provided you are a resident of  Alberta.

Gender Bir thdate

Please protect  your card.

護
照

僱
員

證
 / 

學
生

證

阿伯達省醫療保健卡

銀行卡

顯示姓名及地址的身份證明文件例子：

水電費 / 公共事業帳單

0

10

20

30

40

50

60

70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Electricity

0

10

20

30

40

50

60

70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Gas

Your usage:
Total Owing: $127.35
After March 31, pay      $135.42

Account Number 00000-000

Name Surname
123 Main Street
Alberta T1X 1E1

IMPORTANT:
Remember to Vote!
Thank you for paying your bill.

銀
行

結
單

VALIDATION NUMBER
APPEARING ON YOUR TAB

88888888888

LICENCE PLATE NO. CLASS LICENCED MASS VEHICLE STATUS

EXPIRY DATE (Y/M/D) TYPE OF OPERATION

ABC 123 5 2000 kg. active

2022/09/30 Restricted

REGISTRATION NUMBER IF LEASED, LEASING COMPANY NAME AND MVID

NAME & ADDRESS OF  TYPE:
REGISTRANT(S):  CLIENT’S MVID

R123456789

NAME SURNAME
123 MAIN STREET
ALBERTA  T1X 1E1

ISSUED 2020/09/30
MAXIMUM SERVICE AMOUNT           * * * * * * * * 2 3 . 3 5

車輛登記

要證明閣下的身份，您必須出示至少一張由政府所發出，附有照片的身份證明文件。

如果情況不許可的話，您必須出示出示兩張身份證明文件。但是，兩張身份證明文件必
須附有您的全名，而其中一張必須顯示您目前的實際居住地址，方為有效。

若您完全沒有身份證明文件的話，另一位人士或可為您作出擔保。要了解更多關於此程
序，敬請與我們聯絡。



投票選項

 • 於您本區的學校、教堂或社區中心投票
 • 所有投票地點的開放時間為：上午 9 時至晚上 8 時
 • 您只可於指定的選舉地點投票

 • 於鄰近的商場、圖書館或大學投票
 • 大部份投票地點的開放時間為上午 9 時至晚上 8 時， 
  但時間可能會有所不同
 • 您可以到您所選擇的預先投票地點，進行投票          
 • 預先投票地點會在選舉日之前的一個星期，從星期二
  到星期六運作

 • 於您本區的選舉辦事處、或採用郵寄形式的選票
  進行投票
 • 此乃專為無法採用上述方式投票的人士而設
 • 由於處理需時，採用郵遞投票方式的選民，應預早
  索取選票
 • 必須於選舉日之前將選票包裝寄回
 • 從選舉期開始直至投票日（28 日期間）可供索取

 透過網上要求索取郵遞選票，請瀏覽 
 elections.ab.ca 或致電 1-877-422-8683。

投票日

預先投票

特別投票

SCHOOL

Print either the name of the candidate  

OR  the name of the political party  you 

wish to vote for - on the line below. 

I vote for:



親身投票

投票過程按照這些步驟：

1) 當您到達投票站時，您將會跟一位選舉官員
 會面，官員會確認您已作登記。

2)  若您已登記成為選民，選舉官員將會指示您
 前往一個開放式的投票站。

3) 然後，您需要提供身份證明文件來核實您的
 姓名，以及您接收選票的地址。

4) 前往私隱屏障物的後方。在選票上您希望投
 下信心一票的候選人名字旁邊，以「X」作為
 標記，或把圓圈填滿。

5) 將選票交還給選舉官員，投入選票箱中，然後
 慶賀投票完成！

親身投票

登記

出示身份
證明文件

領取選票

慶賀

投票如果您填錯了，請與將選票交給您的人員聯絡。他
們可以給您另一張替代的選票。 

我填錯了…… 

您所投下的選票是保密的。除非您需要協助，否則
切勿向任何人士展示您如何投票。請勿拍攝選票
照片，或將您選票的圖片發放到網上分享。 

保密



以郵遞方式投票

以郵遞方式投票

要以郵遞方式投票，請遵從這些步驟：

1) 前往 elections.ab.ca，預早申請領取您的
 選票包。 

2) 通過郵件收取您的選票包。 

3)  在選票上填寫您希望投下信心一票的候選
 人或政黨名稱 （候選人資料可到
 elections.ab.ca 查閱）。 

4) 填妥及簽署聲明表格，並附上您的身份證明
 文件副本。 

5) 將選票包裝整理好，準備寄回。  

6) 在投票日前將選票包寄出。  

申請及收取
選票

投票

以郵遞方式
寄回

準備選票包

填寫表格
並包括身份

證明文件



我們提供多種選項來協助您投票：

攜帶您的個人設備
有助視障人士自行閱讀選票

VOTER TEMPLATE(VOTE ANYWHERE)

This template is for the use of those helping vision impaired voters who wish to mark their own ballot.
Detach the ballot from the book: place a ballot into the template ensure that the top of the ballot is uniform with  the top of the template and
 ensure that the white circles on the ballot are  clearly shown through the holes of the template
Reading from the top of the ballot, inform the elector of the order of the candidate’s name and poli�cal party or independent status.

Direct the elector to:
 mark the ballot by filling in the circle opposite  the name of the candidate of his or her choice remove the marked ballot from the template place the ballot in the secrecy folder, return the ballot to the deputy returning officer

Ask the voter if he or she wishes to deposit the ballot in the ballot box.

E-18-540
Election Act
Section 96

選民範本
有助視障人士在投票時保障其私隱

手提式放大鏡
讓視力退減人士可清楚地看到文字

無障礙

大號鉛筆
讓掌握物件有困難的人士

可舒適地填寫選票

暢通無阻
以改善選民進入投票地點的體驗

E-18-302

選民協助
提供幫助，或容許一位選民

信任的朋友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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