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格填写人：____________________组织/场所：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 

穆鲁玛郡街头流浪者统计表♦2019 年 1 月 23-29 日♦A 面：户主 

用本表调查 2019 年 1 月 23日当晚无家可归和无住所的流浪者。 

1 月 23 日（周三）之前或当晚曾经或准备露宿街头吗*？ 是 否 [如为否则停止调查] 

* 一般不供人长期睡觉的公共或私人场地（例如汽车、公园、街上、废弃建筑物、露营地） 

本周参加过街头统计调查吗？ 是 否 [如为是则停止调查] 
 

这个框里的问题都是必答题。无法作答的，请填写拒绝回答表。 

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姓氏的前三个字母 年龄 您认为自己的性别是？ 

   男性 

女性 

变性（女变男） 

变性（男变女） 

不清楚是男性、女性还是变性 
 

1. 1 月 23 日（周三）之前或当晚睡在哪里？[单选题] 7.您觉得自己的种族/族裔是？选择所有适合的选项（多选题）： 

街上/人行道 

门道/其他私人物业 

废弃的房子/建筑物 

桥梁/天桥/铁路 

公园 

 

树林/空地 

车里（小汽车、卡车、货

车、露营车）[跳到问题 2] 

船上[跳到问题 2] 

其他无遮蔽场所： 

___________________ 

☐西班牙裔/拉丁裔 

☐白人/高加索人 

☐黑人/非洲裔美国人 

☐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 

☐夏威夷土著/太平洋岛民 

☐亚裔 

☐斯拉夫人 

☐非洲裔 

☐中东裔 

☐不知道/不回答 

其他详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a.[如果问题 1 的答案不是船上或车里：]1 月 23 日当晚睡在/

准备睡在那个地方的帐篷里吗？ 

是 否 不知道 

8.您是否在上学？ 是 否 

9.您是否有工作？ 是 否 

2.1 月 23 日当晚睡在/准备睡在城市的哪个角落？[单选题] 10.[针对年满 18 岁的受访者：]您是否在美国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

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服过役？或者应召在国民警卫队服现役或担任预

备役军人？ 

是 否 不知道 

11. 您在穆鲁玛郡多久了？ 

不足 3 个月  3-12 个月  1-2 年  2 年以上 

不适用，我是本地人[跳到问题 13] 
12.您是否到穆鲁玛郡的时候就无家可归？ 

是 否 

市区/老城区/珍珠区 

波特兰西南部（城外） 

波特兰西北部（城外） 

波特兰北部 

波特兰东北部内环

（河流→33 号） 

波特兰东北部中环（33 号→

82 号） 

波特兰东南部（河

流→82 号） 

波特兰东外环（82 号→162

号） 

格雷萨姆 

东郡（格雷萨姆外面） 

不知道 

 

3.1 月 23 日当晚是否独自睡觉/准备独自睡觉？ 

是 否 

3a.[如果问题 3 的答案为否]1 月 23 日当晚谁与您一起睡觉/谁

准备与您一起睡觉？ 

[选择所有适合的选项：] 

☐配偶/伴侣 

☐未满 18 岁的子女/孙子女 

☐其他亲属（例如父母、

兄弟、成人子女、叔叔/婶婶、祖父母） 

☐非亲属（例如街坊朋友） 

12a. 您为什么来这里？ 

[选择所有适合的选项] 

☐家人/朋友 

☐工作机会 

☐喜欢这里/气候好 

☐享受服务/资源 

☐其他：______________ 

12b. 您从哪里来？[单选题] 

 Clack、Wash 或 Clark 

县（例如 Metro 地区） 

俄勒冈州 Metro 之外的地方 

华盛顿州或加州 

美国的其他地方 

 

4.您是否平生第一次流浪？ 

是 否 不知道 

5.您这次流浪了多久？ 

________（月）   ________（年） 

[持续 12 个月或以上的，跳到问题 7] 
6.[如果问题 5 的答案为不足 12 个月：]过去三年里，至少有四

次（包括这次）露宿街头或庇护所里面吗？ 

是 否 不知道 

6a.[如果问题 6 的答案为是：]过去三年里，露宿街头或庇护所

的时间加起来是否至少有 12 个月？ 

是 否 不知道 

13.[针对年满 18 岁的受访者：]您是否遭受过现任或前任伴侣（在身体/情

感/言语方面的）家庭暴力？ 

是 否 不知道 拒绝回答 

13a.[问题 13 的答案为是的：]您是否脱离了家庭暴力的苦海？ 

是 否 不知道 拒绝回答 

14.您是否有下列任何一种问题？[逐一问答] 
[选择所有适合的选项，回答是有部分疾病或拒绝回答] 

☐精神疾病 

☐嗑药问题 

☐酗酒问题 

☐身体残障 

☐行动不便 

☐慢性健康问题 

☐发育障碍 

☐外伤性脑损伤 

☐创伤后遗症 

☐ HIV / AIDS 

 

 是，部分疾病 无，不适用 拒绝回答 
 

在本表的 B 面（背面）记录该受访者其他家庭成员的信息。 

 

穆鲁玛郡街头流浪者统计表 2019 年 1 月 23-29 日 B 面：其他家庭成员 

无法回答 A-D 项的，请填写拒绝回答表。 其他家庭成员（一号） 其他家庭成员（二号） 

A. 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必填项]     

B. 姓氏的前三个字母 [必填项]         

C. 您的年龄？[必填项]     

D. 您认为自己的性别是？ 男 变性（女变男） 男 变性（女变男） 

     



[必填项] 女 变性（男变女） 

不清除是男/女/变性 

女 变性（男变女） 

不清除是男/女/变性 

1. 您与填写本表 A 面的人士是什么关

系？[单选题] 
配偶/伴侣 

未满 18 岁的子女/孙子女 

其他亲属（例如父母、兄弟、成人子

女、叔叔/婶婶、祖父母） 

非亲属（例如街坊朋友） 

配偶/伴侣 

未满 18 岁的子女/孙子女 

其他亲属（例如父母、兄弟、成人子

女、叔叔/婶婶、祖父母） 

非亲属（例如街坊朋友） 

2. 您是否平生第一次流浪？ 是 否 不知道 是 否 不知道 

3. 您这次流浪了多久？ _______（月）_______（年） 

[12 个月或以上的，跳到问题 5] 
_______（月）_______（年） 

[12 个月或以上的，跳到问题 5] 

4. [问题 3 的答案为不足 12 个月的：]过
去三年里，至少有四次（包括这次）露

宿街头或庇护所里面吗？ 

是 

否[跳到问题 5] 

不知道[跳到问题 5] 

是 

否[跳到问题 5] 

不知道[跳到问题 5] 

4a. [问题 4 的答案为是的：] 过去三年

里，露宿街头或庇护所的时间加起来是否至

少有 12 个月？ 

是 

否 

不知道 

是 

否 

不知道 

5. 您觉得自己的种族/族裔是？ 

[选择所有适合的选项（多选题）] 
 

西班牙裔/拉丁裔  亚裔 

白人/高加索人 斯拉夫人 

黑人/非洲裔美国人 非洲裔 

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  

中东裔 

夏威夷土著/太平洋岛民 

不知道/不回答 

其他详情：__________________ 

西班牙裔/拉丁裔 亚裔 

白人/高加索人 斯拉夫人 

黑人/非洲裔美国人 非洲裔 

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  

中东裔 

夏威夷土著/太平洋岛民 

不知道/不回答 

其他详情：__________________ 

6. 您是否在上学？ 是     否 是     否 

0-17 岁的孩子到此为止 

7. 您是否有工作？ 是     否 是     否 

8. 您是否在美国的军队（陆军、海军、空

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服过

役？或者应召在国民警卫队服现役或担

任预备役军人？ 

是 

否 

不知道 

是 

否 

不知道 

9. 您在穆鲁玛郡多久了？ 不足 3 个月 2 年以上 

3-12 个月 不适用，我是本地人 

1-2年 [跳到问题 11] 

不足 3 个月 2 年以上 

3-12 个月 不适用，我是本地人 

1-2年 [跳到问题 11] 

10. 您是否到穆鲁玛郡的时候就无家可归？ 是 

否 

是 

否 

10a. 您为什么来这里？ 

[选择所有适合的选项] 
家人/朋友 享受服务/资源 

工作机会 

喜欢这里/气候好 其他：____ 

家人/朋友 享受服务/资源 

工作机会 

喜欢这里/气候好 其他：____ 

10b. 您从哪里来？ 

[单选题] Clack、Wash 或 Clark 县（例如 Metro

）地区） 

俄勒冈州 Metro 

华盛顿州或加州 

美国的其他地方 

Clack、Wash 或 Clark 县（例如 Metro

）地区） 

俄勒冈州 Metro 

华盛顿州或加州 

美国的其他地方 

11. 您遭是否受过现任或前任伴侣（在身体

/情感/言语方面的）家庭暴力？ 
是 否 [跳到问题 12] 

 不知道 [跳到问题 12] 

 不回答 [跳到问题 12] 

是 否 [跳到问题 12] 

 不知道 [跳到问题 12] 

 不回答 [跳到问题 12] 

11a. [问题 11 的答案为是的：]您是否脱离

了家庭暴力的苦海？ 
是     不知道 

否     不回答 

是     不知道 

否     不回答 

12. 您是否有下列任何一种问题？ 

[逐一问答] [选择所有适合的选项，或选择
部分疾病，或无、不适用或拒绝回答] 

精神疾病 慢性健康问题 

嗑药问题 发育障碍 

酗酒问题    外伤性脑损伤 

身体残障    创伤后遗症 

行动不便 HIV/AIDS 

部分疾病       

无，不适用       拒绝回答 

精神疾病 慢性健康问题 

嗑药问题 发育障碍 

酗酒问题    外伤性脑损伤 

身体残障    创伤后遗症 

行动不便 HIV/AIDS 

部分疾病       

无，不适用       拒绝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