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PP-508(L1)(W1) CA (12-2020) census.gov

Office of th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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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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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 W EMPIRE AVE STE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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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D. Dillingham
區域主任

親愛的住戶您好：

感謝您參與這項重要的調查。 我很感激您的幫助。

此致

區域主任

美國人口普查局計劃進行一項非常重要的調查 -「收入和專案計劃參與（SIPP）調查」-
我們需要您的協助，才能確保我們所收集的資料正確無誤。 幾週後，人口普查局外勤代
表將與您家人取得聯繫，談及有關此調查的事宜。 我想告知您，您家庭是否參與這調查
至關重要，而且我們將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這項調查所收集的資料將左右政府方案的決策，而這些決策會影響成千上萬的美國人。
例如，立法者會以調查結果評估社會安全體系的未來需求、營養補充援助計劃等項目的變
化和有效性，以及健康保險和醫療照護成本變化的影響。 為了提供給你們選出的代表最
新和正確的資料，並且支持改進那些會影響不同收入水平的民眾的重要方案，人口普查局
需要您的協助。

您家庭的參與度對確保此研究資料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而言至關重要。 我們以科學的方式
選擇了您的地址，而您的資料將代表數以千計像您一樣的家庭。 您不會因為拒絕回答任
何問題而被懲罰，然而，每個未作答的問題都將大大地降低結果的準確度。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查局必須對您的資料予以保密。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
查局不得公開發布您的回答，以便某人無法以某種方式認出您或您家人。 我們以採用
《美國聯邦法典》第13條第141和182節進行這項調查。 聯邦法律保護您的隱私並確保您
的回覆為機密（《美國聯邦法典》第13條第9節）。 根據2015年《美國聯邦網路安全強
化法案》，您傳輸的資訊會以防護系統過濾不受網路危險侵害。

常見問題的回答就在此封信背面。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造訪www.census.gov/sipp/ 或
透過以下地址聯繫人口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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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雖然我們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但是有些資料必須經常更新。 這項調查提供有關於
各種重要課題的最新資料，像是人們在其工作中所經歷的變化、健康保險範圍、醫療支
出、兒童和成年人的福利、育兒和兒童支援狀態、退休和養老金規劃、參加政府計劃，以
及其他資訊。 您主動參與對確保這項調查結果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而言至關重要。

人口普查局為何要收集這些資料？

我如何得知人口普查局是否會保護我的資訊？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查局必須對您的資訊予以保密。 人口普查局不得以可能識別
您或您家庭的方式公開發佈您的回覆。 依據法律，人口普查局僅能利用您的回覆來產生
統計資料。

人口普查局將如何運用我所提供的資訊？

人口普查局會將您所提供的資訊與其他人士的資訊合併以產生統計資料。 為提升效
率，假如您已參加其他政府計劃，人口普查局將嘗試取得您可能已提供予其他機構的資
訊。 我們如此進行的理由是因為這有助於確保您的資料完整，並且減少在本問卷調查中
向您詢問的問題數量。 1974年的「隱私法（美國法典第5條第552a節）」允許為工作相
關之目的以與人口普查局員工分享您所提供的資訊，即如在「記錄系統公告
COMMERCE/Census-3，人口統計調查收集（人口普查局抽樣框架）」中所確述。 對您
的調查答案提供保護的相同保密法律亦保護我們所收集的任何額外資訊。 有關於人口普
查局如何將這些資料與您的調查回覆相結合的更多資訊，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https://census.gov/about/what/admin-data.html.

這份問卷調查需耗費多少時間？

我們估計向每位人士收集資訊需耗時大約63分鐘。 這包含閱讀說明以及完成並查看您的
回答的時間。 請將有關時間估計或是本次資料收集程序中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評論，包含
對於減低此負擔的建議，寄至「Demo Survey Comments Project 0607-1000, U.S
Census Bureau, 4600 Silver Hill Road, ADDP-8H590, Washington, DC 20233」。 您
亦可透過電子郵件將評論發送至DEMO.PAPERWORK@census.gov；利用「Demo
Survey Comments Project 0607-1000」作為主旨。

無有效的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MB）控制號，這份問卷調查無法進行。 美國行政管理和
預算局已批准這項調查，並且向其指配「控制號060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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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D. Dillingham
區域主任

親愛的住戶您好：

感謝您參與這項重要的調查。 我很感激您的幫助。

此致

區域主任

美國人口普查局計劃進行一項非常重要的調查 -「收入和專案計劃參與（SIPP）調查」-
我們需要您的協助，才能確保我們所收集的資料正確無誤。 幾週後，人口普查局外勤代
表將與您家人取得聯繫，談及有關此調查的事宜。 我想告知您，您家庭是否參與這調查
至關重要，而且我們將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這項調查所收集的資料將左右政府方案的決策，而這些決策會影響成千上萬的美國人。
例如，立法者會以調查結果評估社會安全體系的未來需求、營養補充援助計劃等項目的變
化和有效性，以及健康保險和醫療照護成本變化的影響。 為了提供給你們選出的代表最
新和正確的資料，並且支持改進那些會影響不同收入水平的民眾的重要方案，人口普查局
需要您的協助。

您家庭的參與度對確保此研究資料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而言至關重要。 我們以科學的方式
選擇了您的地址，而您的資料將代表數以千計像您一樣的家庭。 您不會因為拒絕回答任
何問題而被懲罰，然而，每個未作答的問題都將大大地降低結果的準確度。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查局必須對您的資料予以保密。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
查局不得公開發布您的回答，以便某人無法以某種方式認出您或您家人。 我們以採用
《美國聯邦法典》第13條第141和182節進行這項調查。 聯邦法律保護您的隱私並確保您
的回覆為機密（《美國聯邦法典》第13條第9節）。 根據2015年《美國聯邦網路安全強
化法案》，您傳輸的資訊會以防護系統過濾不受網路危險侵害。

常見問題的回答就在此封信背面。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造訪www.census.gov/sipp/ 或
透過以下地址聯繫人口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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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雖然我們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但是有些資料必須經常更新。 這項調查提供有關於
各種重要課題的最新資料，像是人們在其工作中所經歷的變化、健康保險範圍、醫療支
出、兒童和成年人的福利、育兒和兒童支援狀態、退休和養老金規劃、參加政府計劃，以
及其他資訊。 您主動參與對確保這項調查結果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而言至關重要。

人口普查局為何要收集這些資料？

我如何得知人口普查局是否會保護我的資訊？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查局必須對您的資訊予以保密。 人口普查局不得以可能識別
您或您家庭的方式公開發佈您的回覆。 依據法律，人口普查局僅能利用您的回覆來產生
統計資料。

人口普查局將如何運用我所提供的資訊？

人口普查局會將您所提供的資訊與其他人士的資訊合併以產生統計資料。 為提升效
率，假如您已參加其他政府計劃，人口普查局將嘗試取得您可能已提供予其他機構的資
訊。 我們如此進行的理由是因為這有助於確保您的資料完整，並且減少在本問卷調查中
向您詢問的問題數量。 1974年的「隱私法（美國法典第5條第552a節）」允許為工作相
關之目的以與人口普查局員工分享您所提供的資訊，即如在「記錄系統公告
COMMERCE/Census-3，人口統計調查收集（人口普查局抽樣框架）」中所確述。 對您
的調查答案提供保護的相同保密法律亦保護我們所收集的任何額外資訊。 有關於人口普
查局如何將這些資料與您的調查回覆相結合的更多資訊，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https://census.gov/about/what/admin-data.html.

這份問卷調查需耗費多少時間？

我們估計向每位人士收集資訊需耗時大約63分鐘。 這包含閱讀說明以及完成並查看您的
回答的時間。 請將有關時間估計或是本次資料收集程序中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評論，包含
對於減低此負擔的建議，寄至「Demo Survey Comments Project 0607-1000, U.S
Census Bureau, 4600 Silver Hill Road, ADDP-8H590, Washington, DC 20233」。 您
亦可透過電子郵件將評論發送至DEMO.PAPERWORK@census.gov；利用「Demo
Survey Comments Project 0607-1000」作為主旨。

無有效的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MB）控制號，這份問卷調查無法進行。 美國行政管理和
預算局已批准這項調查，並且向其指配「控制號060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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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D. Dillingham
區域主任

親愛的住戶您好：

感謝您參與這項重要的調查。 我很感激您的幫助。

此致

區域主任

美國人口普查局計劃進行一項非常重要的調查 -「收入和專案計劃參與（SIPP）調查」-
我們需要您的協助，才能確保我們所收集的資料正確無誤。 幾週後，人口普查局外勤代
表將與您家人取得聯繫，談及有關此調查的事宜。 我想告知您，您家庭是否參與這調查
至關重要，而且我們將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這項調查所收集的資料將左右政府方案的決策，而這些決策會影響成千上萬的美國人。
例如，立法者會以調查結果評估社會安全體系的未來需求、營養補充援助計劃等項目的變
化和有效性，以及健康保險和醫療照護成本變化的影響。 為了提供給你們選出的代表最
新和正確的資料，並且支持改進那些會影響不同收入水平的民眾的重要方案，人口普查局
需要您的協助。

您家庭的參與度對確保此研究資料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而言至關重要。 我們以科學的方式
選擇了您的地址，而您的資料將代表數以千計像您一樣的家庭。 您不會因為拒絕回答任
何問題而被懲罰，然而，每個未作答的問題都將大大地降低結果的準確度。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查局必須對您的資料予以保密。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
查局不得公開發布您的回答，以便某人無法以某種方式認出您或您家人。 我們以採用
《美國聯邦法典》第13條第141和182節進行這項調查。 聯邦法律保護您的隱私並確保您
的回覆為機密（《美國聯邦法典》第13條第9節）。 根據2015年《美國聯邦網路安全強
化法案》，您傳輸的資訊會以防護系統過濾不受網路危險侵害。

常見問題的回答就在此封信背面。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造訪www.census.gov/sipp/ 或
透過以下地址聯繫人口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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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雖然我們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但是有些資料必須經常更新。 這項調查提供有關於
各種重要課題的最新資料，像是人們在其工作中所經歷的變化、健康保險範圍、醫療支
出、兒童和成年人的福利、育兒和兒童支援狀態、退休和養老金規劃、參加政府計劃，以
及其他資訊。 您主動參與對確保這項調查結果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而言至關重要。

人口普查局為何要收集這些資料？

我如何得知人口普查局是否會保護我的資訊？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查局必須對您的資訊予以保密。 人口普查局不得以可能識別
您或您家庭的方式公開發佈您的回覆。 依據法律，人口普查局僅能利用您的回覆來產生
統計資料。

人口普查局將如何運用我所提供的資訊？

人口普查局會將您所提供的資訊與其他人士的資訊合併以產生統計資料。 為提升效
率，假如您已參加其他政府計劃，人口普查局將嘗試取得您可能已提供予其他機構的資
訊。 我們如此進行的理由是因為這有助於確保您的資料完整，並且減少在本問卷調查中
向您詢問的問題數量。 1974年的「隱私法（美國法典第5條第552a節）」允許為工作相
關之目的以與人口普查局員工分享您所提供的資訊，即如在「記錄系統公告
COMMERCE/Census-3，人口統計調查收集（人口普查局抽樣框架）」中所確述。 對您
的調查答案提供保護的相同保密法律亦保護我們所收集的任何額外資訊。 有關於人口普
查局如何將這些資料與您的調查回覆相結合的更多資訊，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https://census.gov/about/what/admin-data.html.

這份問卷調查需耗費多少時間？

我們估計向每位人士收集資訊需耗時大約63分鐘。 這包含閱讀說明以及完成並查看您的
回答的時間。 請將有關時間估計或是本次資料收集程序中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評論，包含
對於減低此負擔的建議，寄至「Demo Survey Comments Project 0607-1000, U.S
Census Bureau, 4600 Silver Hill Road, ADDP-8H590, Washington, DC 20233」。 您
亦可透過電子郵件將評論發送至DEMO.PAPERWORK@census.gov；利用「Demo
Survey Comments Project 0607-1000」作為主旨。

無有效的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MB）控制號，這份問卷調查無法進行。 美國行政管理和
預算局已批准這項調查，並且向其指配「控制號060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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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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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W. 22ND STREET, SUITE 400
OAK BROOK, IL 60523-1918
電話： 1–800–865–6384

Steven D. Dillingham
區域主任

親愛的住戶您好：

感謝您參與這項重要的調查。 我很感激您的幫助。

此致

區域主任

美國人口普查局計劃進行一項非常重要的調查 -「收入和專案計劃參與（SIPP）調查」-
我們需要您的協助，才能確保我們所收集的資料正確無誤。 幾週後，人口普查局外勤代
表將與您家人取得聯繫，談及有關此調查的事宜。 我想告知您，您家庭是否參與這調查
至關重要，而且我們將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這項調查所收集的資料將左右政府方案的決策，而這些決策會影響成千上萬的美國人。
例如，立法者會以調查結果評估社會安全體系的未來需求、營養補充援助計劃等項目的變
化和有效性，以及健康保險和醫療照護成本變化的影響。 為了提供給你們選出的代表最
新和正確的資料，並且支持改進那些會影響不同收入水平的民眾的重要方案，人口普查局
需要您的協助。

您家庭的參與度對確保此研究資料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而言至關重要。 我們以科學的方式
選擇了您的地址，而您的資料將代表數以千計像您一樣的家庭。 您不會因為拒絕回答任
何問題而被懲罰，然而，每個未作答的問題都將大大地降低結果的準確度。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查局必須對您的資料予以保密。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
查局不得公開發布您的回答，以便某人無法以某種方式認出您或您家人。 我們以採用
《美國聯邦法典》第13條第141和182節進行這項調查。 聯邦法律保護您的隱私並確保您
的回覆為機密（《美國聯邦法典》第13條第9節）。 根據2015年《美國聯邦網路安全強
化法案》，您傳輸的資訊會以防護系統過濾不受網路危險侵害。

常見問題的回答就在此封信背面。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造訪www.census.gov/sipp/ 或
透過以下地址聯繫人口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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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雖然我們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但是有些資料必須經常更新。 這項調查提供有關於
各種重要課題的最新資料，像是人們在其工作中所經歷的變化、健康保險範圍、醫療支
出、兒童和成年人的福利、育兒和兒童支援狀態、退休和養老金規劃、參加政府計劃，以
及其他資訊。 您主動參與對確保這項調查結果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而言至關重要。

人口普查局為何要收集這些資料？

我如何得知人口普查局是否會保護我的資訊？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查局必須對您的資訊予以保密。 人口普查局不得以可能識別
您或您家庭的方式公開發佈您的回覆。 依據法律，人口普查局僅能利用您的回覆來產生
統計資料。

人口普查局將如何運用我所提供的資訊？

人口普查局會將您所提供的資訊與其他人士的資訊合併以產生統計資料。 為提升效
率，假如您已參加其他政府計劃，人口普查局將嘗試取得您可能已提供予其他機構的資
訊。 我們如此進行的理由是因為這有助於確保您的資料完整，並且減少在本問卷調查中
向您詢問的問題數量。 1974年的「隱私法（美國法典第5條第552a節）」允許為工作相
關之目的以與人口普查局員工分享您所提供的資訊，即如在「記錄系統公告
COMMERCE/Census-3，人口統計調查收集（人口普查局抽樣框架）」中所確述。 對您
的調查答案提供保護的相同保密法律亦保護我們所收集的任何額外資訊。 有關於人口普
查局如何將這些資料與您的調查回覆相結合的更多資訊，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https://census.gov/about/what/admin-data.html.

這份問卷調查需耗費多少時間？

我們估計向每位人士收集資訊需耗時大約63分鐘。 這包含閱讀說明以及完成並查看您的
回答的時間。 請將有關時間估計或是本次資料收集程序中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評論，包含
對於減低此負擔的建議，寄至「Demo Survey Comments Project 0607-1000, U.S
Census Bureau, 4600 Silver Hill Road, ADDP-8H590, Washington, DC 20233」。 您
亦可透過電子郵件將評論發送至DEMO.PAPERWORK@census.gov；利用「Demo
Survey Comments Project 0607-1000」作為主旨。

無有效的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MB）控制號，這份問卷調查無法進行。 美國行政管理和
預算局已批准這項調查，並且向其指配「控制號060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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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DC 20233
U.S. Census Bureau

DC

REGIONAL DIRECTOR
U.S. CENSUS BUREAU
32 OLD SLIP 9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5-0114
電話： 1–800–991–2520

Steven D. Dillingham
區域主任

親愛的住戶您好：

感謝您參與這項重要的調查。 我很感激您的幫助。

此致

區域主任

美國人口普查局計劃進行一項非常重要的調查 -「收入和專案計劃參與（SIPP）調查」-
我們需要您的協助，才能確保我們所收集的資料正確無誤。 幾週後，人口普查局外勤代
表將與您家人取得聯繫，談及有關此調查的事宜。 我想告知您，您家庭是否參與這調查
至關重要，而且我們將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這項調查所收集的資料將左右政府方案的決策，而這些決策會影響成千上萬的美國人。
例如，立法者會以調查結果評估社會安全體系的未來需求、營養補充援助計劃等項目的變
化和有效性，以及健康保險和醫療照護成本變化的影響。 為了提供給你們選出的代表最
新和正確的資料，並且支持改進那些會影響不同收入水平的民眾的重要方案，人口普查局
需要您的協助。

您家庭的參與度對確保此研究資料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而言至關重要。 我們以科學的方式
選擇了您的地址，而您的資料將代表數以千計像您一樣的家庭。 您不會因為拒絕回答任
何問題而被懲罰，然而，每個未作答的問題都將大大地降低結果的準確度。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查局必須對您的資料予以保密。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
查局不得公開發布您的回答，以便某人無法以某種方式認出您或您家人。 我們以採用
《美國聯邦法典》第13條第141和182節進行這項調查。 聯邦法律保護您的隱私並確保您
的回覆為機密（《美國聯邦法典》第13條第9節）。 根據2015年《美國聯邦網路安全強
化法案》，您傳輸的資訊會以防護系統過濾不受網路危險侵害。

常見問題的回答就在此封信背面。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造訪www.census.gov/sipp/ 或
透過以下地址聯繫人口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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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雖然我們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但是有些資料必須經常更新。 這項調查提供有關於
各種重要課題的最新資料，像是人們在其工作中所經歷的變化、健康保險範圍、醫療支
出、兒童和成年人的福利、育兒和兒童支援狀態、退休和養老金規劃、參加政府計劃，以
及其他資訊。 您主動參與對確保這項調查結果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而言至關重要。

人口普查局為何要收集這些資料？

我如何得知人口普查局是否會保護我的資訊？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查局必須對您的資訊予以保密。 人口普查局不得以可能識別
您或您家庭的方式公開發佈您的回覆。 依據法律，人口普查局僅能利用您的回覆來產生
統計資料。

人口普查局將如何運用我所提供的資訊？

人口普查局會將您所提供的資訊與其他人士的資訊合併以產生統計資料。 為提升效
率，假如您已參加其他政府計劃，人口普查局將嘗試取得您可能已提供予其他機構的資
訊。 我們如此進行的理由是因為這有助於確保您的資料完整，並且減少在本問卷調查中
向您詢問的問題數量。 1974年的「隱私法（美國法典第5條第552a節）」允許為工作相
關之目的以與人口普查局員工分享您所提供的資訊，即如在「記錄系統公告
COMMERCE/Census-3，人口統計調查收集（人口普查局抽樣框架）」中所確述。 對您
的調查答案提供保護的相同保密法律亦保護我們所收集的任何額外資訊。 有關於人口普
查局如何將這些資料與您的調查回覆相結合的更多資訊，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https://census.gov/about/what/admin-data.html.

這份問卷調查需耗費多少時間？

我們估計向每位人士收集資訊需耗時大約63分鐘。 這包含閱讀說明以及完成並查看您的
回答的時間。 請將有關時間估計或是本次資料收集程序中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評論，包含
對於減低此負擔的建議，寄至「Demo Survey Comments Project 0607-1000, U.S
Census Bureau, 4600 Silver Hill Road, ADDP-8H590, Washington, DC 20233」。 您
亦可透過電子郵件將評論發送至DEMO.PAPERWORK@census.gov；利用「Demo
Survey Comments Project 0607-1000」作為主旨。

無有效的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MB）控制號，這份問卷調查無法進行。 美國行政管理和
預算局已批准這項調查，並且向其指配「控制號060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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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D. Dillingham
區域主任

親愛的住戶您好：

感謝您參與這項重要的調查。 我很感激您的幫助。

此致

區域主任

美國人口普查局計劃進行一項非常重要的調查 -「收入和專案計劃參與（SIPP）調查」-
我們需要您的協助，才能確保我們所收集的資料正確無誤。 幾週後，人口普查局外勤代
表將與您家人取得聯繫，談及有關此調查的事宜。 我想告知您，您家庭是否參與這調查
至關重要，而且我們將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這項調查所收集的資料將左右政府方案的決策，而這些決策會影響成千上萬的美國人。
例如，立法者會以調查結果評估社會安全體系的未來需求、營養補充援助計劃等項目的變
化和有效性，以及健康保險和醫療照護成本變化的影響。 為了提供給你們選出的代表最
新和正確的資料，並且支持改進那些會影響不同收入水平的民眾的重要方案，人口普查局
需要您的協助。

您家庭的參與度對確保此研究資料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而言至關重要。 我們以科學的方式
選擇了您的地址，而您的資料將代表數以千計像您一樣的家庭。 您不會因為拒絕回答任
何問題而被懲罰，然而，每個未作答的問題都將大大地降低結果的準確度。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查局必須對您的資料予以保密。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
查局不得公開發布您的回答，以便某人無法以某種方式認出您或您家人。 我們以採用
《美國聯邦法典》第13條第141和182節進行這項調查。 聯邦法律保護您的隱私並確保您
的回覆為機密（《美國聯邦法典》第13條第9節）。 根據2015年《美國聯邦網路安全強
化法案》，您傳輸的資訊會以防護系統過濾不受網路危險侵害。

常見問題的回答就在此封信背面。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造訪www.census.gov/sipp/ 或
透過以下地址聯繫人口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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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雖然我們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但是有些資料必須經常更新。 這項調查提供有關於
各種重要課題的最新資料，像是人們在其工作中所經歷的變化、健康保險範圍、醫療支
出、兒童和成年人的福利、育兒和兒童支援狀態、退休和養老金規劃、參加政府計劃，以
及其他資訊。 您主動參與對確保這項調查結果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而言至關重要。

人口普查局為何要收集這些資料？

我如何得知人口普查局是否會保護我的資訊？

根據適用法律規定，人口普查局必須對您的資訊予以保密。 人口普查局不得以可能識別
您或您家庭的方式公開發佈您的回覆。 依據法律，人口普查局僅能利用您的回覆來產生
統計資料。

人口普查局將如何運用我所提供的資訊？

人口普查局會將您所提供的資訊與其他人士的資訊合併以產生統計資料。 為提升效
率，假如您已參加其他政府計劃，人口普查局將嘗試取得您可能已提供予其他機構的資
訊。 我們如此進行的理由是因為這有助於確保您的資料完整，並且減少在本問卷調查中
向您詢問的問題數量。 1974年的「隱私法（美國法典第5條第552a節）」允許為工作相
關之目的以與人口普查局員工分享您所提供的資訊，即如在「記錄系統公告
COMMERCE/Census-3，人口統計調查收集（人口普查局抽樣框架）」中所確述。 對您
的調查答案提供保護的相同保密法律亦保護我們所收集的任何額外資訊。 有關於人口普
查局如何將這些資料與您的調查回覆相結合的更多資訊，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https://census.gov/about/what/admin-data.html.

這份問卷調查需耗費多少時間？

我們估計向每位人士收集資訊需耗時大約63分鐘。 這包含閱讀說明以及完成並查看您的
回答的時間。 請將有關時間估計或是本次資料收集程序中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評論，包含
對於減低此負擔的建議，寄至「Demo Survey Comments Project 0607-1000, U.S
Census Bureau, 4600 Silver Hill Road, ADDP-8H590, Washington, DC 20233」。 您
亦可透過電子郵件將評論發送至DEMO.PAPERWORK@census.gov；利用「Demo
Survey Comments Project 0607-1000」作為主旨。

無有效的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MB）控制號，這份問卷調查無法進行。 美國行政管理和
預算局已批准這項調查，並且向其指配「控制號0607-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