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與預算辦公室 (OMB) 批准文號 0607-1006: 有效期至 11/30/2021

2020年人口普查指南
如何回答2020年人口普查紙質問卷

歡迎參加2020年人口普查
每個人都應該被統計上。
本次人口普查的目標是統計住在美國的每一個人，而且每個人都
在正確的地方只被算上一次。我們需要您的幫助，以便確保算上
您所在社區的每一個人。

人口普查資料很重要。
美國憲法要求每十年開展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結果會被用於確定
每個州在美國眾議院中的席位、劃分投票區界限和確定逾 6,750
億美元的聯邦資金每年如何在社區分配使用。

參加人口普查是您的居民責任。
您必須填寫人口普查問卷。這是您參與民主並表達“算上我！”
的一種方式。

您的資訊會得到保密。
聯邦法律為您在普查問卷上的回答保密。您的回答只能被用於生
成統計資料，政府機構或法院不得根據您的回答作出對您不利的
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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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本指南填寫2020年人口普查紙質問卷。
2020年人口普查紙質問卷將寄到或送到全美各地的信箱和家中。

Start here

OR go online to complete your 2020 Census questionnaire.

Use a blue or black pen.

2.
Before you answer Question 1, count the people living in this
house, apartment, or mobile home using our guidelines.

Children, related or unrelated, such as newborn babies,
grandchildren, or foster children
Relatives, such as adult children, cousins, or in-laws
Nonrelatives, such as roommates or live-in babysitters
People staying here temporarily

The census must also include people without a permanent
place to live, so:
• If someone who does no t have a permanent place to liv e is
s taying here on April 1, 2020, count that person.

No additional people

3.

• L eave these people off your questionnaire, even if the y will
return to live here after they leave college, the nursing home ,
the military, jail, etc. Otherwise, they may be counted twice.

1.

Is this house, apartment, or mobile home — Mark ONE box.
Owned by you or someone in this household with a mortgage
or loan? Include home equity loans.

The Census Bureau also conducts counts in institutions and
other places, so:
• Do no t count anyone living away from here, either at college
or in the Armed Forces.
• Do no t count anyone in a nursing home, jail, prison, detention
facility, etc., on April 1, 2020.

Were there any additional people staying here on April 1, 2020
that you did not include in Question 1?
Mark all that apply.

• Coun t all people, including babies, who live and sleep here
mos t of the time.
• If no one liv es and sleeps at this address most of the time , go
online or call the number on page 8.

Owned by you or someone in this household free and clear
(without a mortgage or loan)?
Rented?
Occupied without payment of rent?

4.

What is your telephone number?
We will only contact you if needed for official Census Bureau
business .
Telephone Number

How many people were living or staying in this house,
apartment, or mobile home on April 1, 2020?

–

–

Number o f peo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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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口普查局

開始填寫之前
1. 找到您的問卷，翻到問卷的第一頁。
2. 使用本中文版指南中的資訊在英文版紙質問卷中標出您的答案。
請勿在本指南中填寫您的回答。
3. 在您回答第一個問題之前，請根據以下指南統計住在這個房子、
公寓或移動式房屋中的人數。

算上誰
請算上住在這個房子、公寓或移動式房
屋中的人：

人口普查局還在機構和其他地點統計
人數：

•

請算上大多數時間在此處居住和留宿
的所有的人，包括嬰兒。

•

請不要算上2020年4月1日在安養中
心/養老院、牢房、監獄、拘留所等
地的任何人。

•

如果大多數時間沒有人在這個地址居
住或留宿，請在網上回答普查問卷。

•

請不要在問卷中填寫這些人，即使他
們在離開大學、安養中心/養老院、
軍隊、牢房等地後將回到此處居住，
也請不要填寫這些人。否則，他們可
能會被統計兩次。

人口普查還必須包括沒有固定住址的人：
•

如果沒有固定住址的人2020年
4月1日在此處暫住，請算上這個人。

請閱讀下一頁中的問題和說明。
請勿在本指南中填寫您的回答。
美國人口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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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首頁的問題
請勿在本指南中填寫您的回答
在2020年4月1日那天，有幾個人在這所房子、公寓或移動
式房屋里居住或暫住?

人數

除了在第1題中已包括的人以外，是否還有人在2020年
4月1日那天住在這個地址？
請用

來選擇所有適用的選項。

 兒童（有或沒有親屬關係），例如新生兒、 (外)孫子孫女
或政府寄養兒童
 親屬，例如成年子女、堂/表兄弟姐妹或姻親
 非親屬，例如室友或住家保姆
 暫住在這個地址的人
 沒有其他人

這個房子、公寓或移動房屋是 —
請用

來選擇一個適用的選項。

 屬於您或此地址住戶的某個人，有房貸（mortgage）或
房屋淨值貸款（home equity loan）
 屬於您或此地址住戶的某個人， 沒有任何債務（無房貸或
房屋淨值貸款）
 租用
 免租金住用

您的電話號碼是什麼？
我們只有在人口普查局工作需要時，才會與您聯繫。

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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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第2頁左面的問題
請勿在本指南中填寫您的回答
請提供有關居住在此處的每個人的資訊。如果屋主或租房人
住在這裡，請將此人填寫為第一個人。如果屋主或租房人不
住在這裡，請將任何一位居住在這個地址的成年人填寫為第
一個人。
第一個人的姓名是什麼？
請用英文填寫第一個人的姓名。

名
(First Name)

姓
(Last Name)

中間名縮寫
(MI)

第一個人的性別是什麼？
請用 來選擇一個適用的選項。
 男性

 女性

第一個人的年齡及出生年月日是什麼?
如果嬰兒不滿周歲，請填 0 歲。

2020年4月1日
的年齡

月

日

出生年份

第一個人是西班牙裔、拉美裔或西班牙後裔嗎？
 否，不是西班牙裔、拉美裔或西班牙後裔
 是，墨西哥人、墨西哥裔美國人、奇卡諾人
 是，波多黎各人
 是，古巴人
 是，其他西班牙裔、拉美裔或西班牙後裔 — 請在格子裡
工整填寫，例如，薩爾瓦多人、多明尼加人、哥倫比亞
人、瓜地馬拉人、西班牙人、厄瓜多爾人等。
美國人口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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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第2頁右面的問題
請勿在本指南中填寫您的回答

第一個人的種族是什麼？
請用

來選擇所有適用的選項，並在格子裡工整填寫後裔。

 白人 — 請工整填寫，例如，德國人、愛爾蘭人、英格蘭
人、義大利人、黎巴嫩人、埃及人等。
 黑人或非洲裔美國人 — 請工整填寫，例如，非裔美國
人、牙買加人、海地人、奈及利亞人、衣索匹亞人、索馬
里人等。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 請工整填寫登記或主
要部落名稱。例如，納瓦霍族、黑腳部族、瑪雅人、阿茲
特克人、貝羅因努派克傳統政府原住民村落、諾姆愛斯基
摩人社區等。





華人
菲律賓人
印度人
其他亞裔 —
請工整填寫，
例如，巴基斯
坦人、柬埔寨
人、苗族人
等。

 越南人
 韓國人
 日本人






夏威夷原住民
薩摩亞人
夏莫洛人
其他太平洋島民 —
請工整填寫，例
如，東加人、斐濟
人、馬紹爾人等。

 其他種族 — 請工整填寫種族或後裔。

6

美國人口普查局

請為此住戶的其他每個人填寫問題
針對此住戶的其他每個人，我們會多問以下兩個問題：
請勿在本指南中填寫您的回答

這個人是否通常居住或暫住在其他地方？
請用

來選擇所有適用的選項。

 否
 是，為了上大學
 是，為了執行軍事任務
 是，為了工作或業務
 是，在安養中心/養老院

 是，與父母或其他親屬在
一起
 是，在季節性住所或第二
套住所
 是，在牢房或監獄
 是，其他原因

這個人與第一個人是什麼關係？
請用

美國人口普查局

來選擇一個適用的選項。










異性丈夫/妻子/配偶
異性未婚伴侶
同性丈夫/妻子/配偶
同性未婚伴侶
親生兒子或女兒
養子或養女
繼子或繼女
兄弟或姐妹










父親或母親
(外)孫子孫女
公婆（岳父母）
女婿或兒媳
其他親屬
室友或房友
政府寄養兒童
其他非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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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算上的人數超過六人，請填寫第8頁
請勿在本指南中填寫您的回答

名
(First Name)

男性

女性

中間名縮寫
(MI)

2020年4月1日
的年齡

月

姓
(Last Name)

日

出生年份

是否和第一個人有親屬關係?
 是
 否

請使用您收到的已付郵資信封郵寄完成的英文問卷。

2020年人口普查比以往更
簡單。
您知道可以在網上回答嗎？
如果您能夠在網上填寫2020年人口普查問
卷，請前往問卷中列印的網址。

您可在下面的這個網站觀看怎樣
在網上填寫2020年人口普查的
視頻指南：
2020census.gov/languages
D-G (zht) Chinese (t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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