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为每位填一张表格。
姓名

男 女

性别

我大部分的时间住在我注明的地址。

我住在我注明的地址不过由于教育/健康/工作等原因我大部分
的时间不住在这儿。…

您通常住在哪里?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您的婚姻状态是?

未婚 结婚

离婚 鳏夫/寡妇

您是否正有非婚同居的关系?

是 否

非婚同居是指两人在没有结婚的状态住在一起。

您是在哪里出生的?

我现在住的教区

其他自治市。请注明: 

我现在住的自治市的另外一个教区。

国外

请注明国家名字

您的国籍是?

葡萄牙国籍 (葡萄牙出生的)

外籍。请注明国家

葡萄牙国籍 (入籍、婚姻等)

无国籍 (国家不认可身份)

如果您具有葡萄牙和其他双重国籍，请选择葡萄牙国籍。 
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属于欧盟，请注明。

国家统计系统的注释工具（5月13日第22/2008号法律），
强制性回答，已在INE下注册，编号为10399，有效期至
12/31/2021

个人问卷

教区

下面部分请留空、让统计者填写

DTMNFR 部分 住宿楼 人

censos2021.ine.pt

请点击以下链接通过网上回答问题

必须回复、个人隐私不会泄露
根据5月13日第22/2008号法律（7月2日第136/2012号法令）和4月18日第

54/2019号法令，该调查的答复是强制性的。我们保证个人与统计信息的机

密性。

请按照4月19日
的情况回答问题

4月

19

1 请拨打 210 54 20 21

请保留INE国家系统局发给您的信2

请提出疑问 3

如果您需要帮助

客服电话

210 54 20 21



您是否在国外住过连续一年以上的时间?

是 否

如果您回答是 请注明:

9.1 您是住在哪个国家?

请注明您最后住的国家

9.2 进入葡萄牙的年份

请注明最后入葡萄牙的年份.

9.3 如果您是在2010年以后进入葡萄牙的, 请注明进入的原因

移民后回国 健康或医疗

工作 建立住所

家庭团聚或家庭组建 其他原因

教育 原籍国的暴力或侵犯人权情况

在2019年的31日您住在哪里?

还没出生

这个地址

其他地址

这份教区里

这个自治市里，其他教区里

请注明教区

其他自治区

请注明:

请注明教区:

国外

请注明:

您能读写吗?

是 否

如果您只会写数字或您名字，能阅读但不会写，或者只会写几个句子，
请勾选“否”

您读过书吗? 还是正在读书吗?

如果孩子正在上幼儿园请选择” 正在读书”。 专业课程也位于教育。

正在读书

我读过书，但是现在没有在读书。

我没有读过书

没有读过书的孩子不需要再继续填表了。

您最高学历是什么?

最高的学历意味着您已完成学历的最后一年并有证
书。例如您完成12年级才可以选择高中。 如果您已
经完成或正在上11年级，请选择9年级)。

无

小学(四年级)

初中2 (五六年级)

初中3(七八九年级)

高中 (10-12年级)

专上教育 (技术专业课程)

专业高等技术课程

学士

本科

硕士 

博士

13.1 如果您有本科证书请注明您读书说过几年。

3年 3年以上

13.2 请注明您的专业

请注明您最高的学位，如果您有许多同级学位，请注明跟您职业 相关的学
位。

请跳到第         题10

您不需要再继续填表

请跳到第         题14

请跳到第         题14

请跳到第         题13.2

请跳到第         题13.2



您工作/学习地方在哪里?

即使因为放假/病情原因您没在工作/上班，请选购您通常工作/学习的地方。
如果您没有固定的工作地址(比如司机) 请提供公司地址。如果您没有固定
的工作地址请选择”没有固定的工作/学校地点”

家里

在我住的教区里

在我住的自治市，其他教区

其他自治市。请注明:

外地

没有固定的工作/学校地点

不适用 (没有工作没有学习)

从家里到工作/学校地点您平均需要多少时间?

15 分钟之内

16至30分钟

31至60分钟

61至 90分钟

90分钟以上

您通常上班/上学使用的主要运行方式是什么?

请选择您主要使用的方式

步行

汽车(自己开得)

汽车 (其他人开得)

公共汽车

公司/学校大巴

地铁

火车

摩托车/电动车

自行车

船

其他 (出租车, 公共电车,…)

除了您之前注明的运行方式，您还使用其他运行方式吗?

是 否

您过去12个月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

工资

退休金/养老金

失业金

社会投入收入

其他临时补贴 (病症, 产假费,…)

房源租金/公司利润

家人补助

其他情况

您是否有工作经验?

是 否

如果您至少工作过一个小时，收到了薪酬，请选择 是.

在最近4个月您寻找过工作吗?

是 否

主动寻找工作包括您联系职业中心、招聘公司、申请工作职位、参加面
试、准备自己公司相关的程序等。

如果这是您的住址，但是您由教育/职业/健康原因
通常不住在这里，请跳到第18题。

如果您在5岁以下请不要再继续填表。
如果您在5至15岁之内请跳到第29题。

从4月12至18日您工作了吗?

如果您至少工作过一个小时，收到了薪酬，请选择 是.
如果您给家人打工至少工作了15个小时，即使没有薪酬也请选择 是.

是 否

从4月12至18日我没工作的原因是:

放假/请假或其他原因临时没有上班，不过我还
没离开职业

终身残疾

待业

退休/养老金

我是学生

照顾家务

其他原因

请跳到第         题18

请跳到第         题18

请跳到第         题18

请跳到第         题24

请跳到第         题24

请跳到第         题29



您主要职业是什么?

如果您有许多工作职位，请注明您4月12至18日工作最长时间的职业。如果
您平均花了同样时间请您注明薪酬最高的职业。

请注明上面指出职业的主要任务

哪种职业情况?

我是老板，给我打工的人不超过10个人

我为自己打工，没有工人

我是老板，给我打工的人有10个人以上

我为其他人打工

其他情况

您职业的主要经济活动是什么?

如果您在多个企业的公司工作，请注明您工作地方的经济活动。
如果您给第二家公司提供服务，请注明您企业的经济活动。
如果您是自雇人士，请说明您的经济活动。

27.1 请注明公司名称

您工作的公司或组织生产的主要商品或服务是什么？

例如: 鞋子, 高中教育,女服, 打扫卫生, …

在以下问题中，指出由于健康问题您每天在执行某些活动时感到
的困难程度

29.1 即使戴着眼镜或隐形眼镜，您也看不清吗？

没有 是的，比较困难

有一点 我看不见

29.2 即使戴着助听器您也听不清吗?

没有 是的，比较困难

有一点 我听不到

29.3 您走路或爬楼梯困难吗?

没有 是的，比较困难

有一点 我走不动

29.4 您在记忆或集中精力方面有困难吗？

没有 是的，比较困难

有一点 我没记忆/专心不了

29.5 您是否有个人护理困难，例如独自洗澡或穿衣服

没有 是的，比较困难

有一点 我没记忆/专心不了

29.6 您通常沟通时是否有困难表达或理解别人?

没有 是的，比较困难

有一点 我无法表达/无法理解别人

说明你的宗教信仰

天主教徒

新教徒/福音派

正统

耶和华见证人

属于基督徒其他的

印度教

犹太宗教

穆斯林

其他

佛教

无

下面问题您可以随意选择是否回复

感谢合作!感谢合作!

如果您在4月12至18日找到了工作，您当时是否有空从这个日期
时开始工作呢?

是 否

如果您正在工作，请回复第24-28题。
如果您没有在工作，请跳到第29题。

如果您年龄在15岁以下您不需要再继续填表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