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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参与 On the Table 对话以及参与本调查！ 

 

本调查由 Hart Research Associates 和 Public Opinion Strategies 这两家美国调研公司与 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硅谷社区基金会） 共同举办，以了解您对所在社区的一些问题的观点。本调查仅用于研究目的。我们不会向

您推销任何商品。您可以自愿参与，并且我们将对您的回答保密。  

 

所有完成本调查的人士都有机会赢得 250 美元，以捐赠给他们选择的本地慈善机构。 

 

Q1 您最近是否参加了 2018 年 On the Table 对话？（这些

对话是 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 (硅谷社区

基金会) 开展的社区倡议中的一项内容，由本地区内不

同团体主持进行。） 

 

___是 

___否 

 
Q2 请问您的年龄？  

 

___18 岁以下 

___18-24 岁 

___25-29 岁 

___30-34岁 

___35-39岁 

___40-44岁 

___45-49岁 

___50-54岁 

___55-59岁 

___60-64岁 

___65-69岁 

___70-74岁 

___ 75 岁或以上 

 

Q3 展望未来五年时间，您对所在社区未来的前景感到更有

希望还是更加担心？ 

 

___更有希望 

___更加担心 

 

Q4 此处列出了几项陈述。请说明您同意或反对各项陈述的

程度。 

 强烈同意 有些同意 有些反对 强烈反对 

我居住的地区具有

强烈的社区意识。 
    

我所在的社区正在

不断改善。 
    

我所在的社区为每

个人提供机会。 
    

对于我们社区而言

，居民具有共同的

目标和优先事项。 

    

 
 

Q5 在实现重要目标和解决重要难题方面，您认为所在社区

的人们是更加团结一致，还是存在更多分歧？ 

 

___团结程度高得多 

___团结程度高一些 

___分歧程度高一些 

___分歧程度高得多 

 

Q6 对于您居住的社区或居民区的各项活动，您的参与程度

如何？ 

 

___参与程度极高 

___有所参与 

___参与的不多 

___根本不参与 

 

Q7 您认为以下哪三项是所在社区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

请选择排在前三位的问题，按重要性的顺序将它们列为

第 1 个、第 2 个和第 3 个问题。 

 

第一选择:    ________ 

第二选择:   ________ 

第三选择:    ________ 

1) 住房问题（例如，平价住房、减少无家可归者的数量） 

2) 本地的公立和特许学校 

3) 犯罪、暴力和公共安全 

4) 减少饥饿和食品不安全问题  

5) 公共交通 

6) 儿童早期发展（例如，平价儿童保育、儿童早期教育） 

7) 平价医疗保健 

8) 薪酬丰厚的工作和经济发展 

9) 公园和休闲区域 

10) 种族关系、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11) 环境问题（例如，空气、水） 

12) 社会公正问题（例如，平等、公民权利、涉及警方的

暴力事件、监禁）  

13) 贫困、经济保障和经济向上流动性  

14) 吸毒和酗酒 

15) 移民在我们社区受到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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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在使所在社区成为更美好的家园方面，您认为像您这样

的人士能够发挥多大影响？ 

  

___很大影响 

___中等影响 

___很小影响 

___根本没有影响 

 
 
 

Q9 在使所在社区成为更美好的家园方面，您认为以下哪两

个或三个群体能够发挥最大影响？请最多选择 3 项。 

 

___您所在社区的居民 

___您所在社区的青年 

___地方政府 

___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和宗教社群 

___雇主和商界 

___非营利组织和社区组织 

___公立学校教师和领导 

___新闻媒体 

 
 
 
Q10 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话题。请指明以下哪些选项与您的 

On the Table 对话的体验相符。请选择所有适用项。 

 

___我曾与至少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谈话。 

___我曾与至少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交换了联系信息。 

___我了解了所在社区的重要问题。 

___该对话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我可以如何采取行动来

帮助解决所在社区中的问题和挑战。 

___以上都不符合我的情况。 

 
 
 
 

Q11 对于在您参与的 On the Table 对话中讨论过的问题或

解决方案，您采取具体行动或后续措施的可能性有多大

？ 

 

___非常可能 

___有些可能 

___不太可能 

___根本不可能 

 
 
 

Q12 在对话之后，您计划采取什么具体行动？  

 

您了解到的哪些信息将帮助您采取措施使所在社区成为

更美好的家园？请尽可能具体地回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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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问题涉及今年的 On The Table 对话的中心议题：湾区面临的住房难题。 

 

J1 请指明您参与 On The Table 对话在以下各项事务方面对您个人的影响程度有多大。 

 

 

On the Table 对

话具有很大影响 

On the Table     

对话具有中等影响 

On the Table 对

话具有很小影响 

On the Table 对

话根本没有影响 

让您意识到自己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帮助解决所在社区

的住房难题。 
    

使您更加了解正在帮助解决所在社区住房难题的组织。     

使您对所在社区的成员能够携手合作来帮助解决住房难

题感到更加乐观。 
    

使您感到与所在社区的成员联系更加密切。     

增进您对整个湾区的其他人面临的住房难题的了解。     

激励您参与解决所在社区的住房难题。     

 

J2 您对整个硅谷（从旧金山到圣贝尼托县）不同区域的居

民能够团结起来以积极和有帮助的方式解决地区住房难

题的信心有多大？ 

 

___很有信心 

___比较有信心 

___不太有信心 

___根本没有信心 

 
 

J3 您认为您个人有多大机会参与解决所在社区的住房难题

？您的看法是… 

 

___我有很多机会参与 

___我有一些机会参与 

___我有很少机会参与 

___我没有机会参与 

___我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参与 

 
 

J4 请指明哪些因素（如果有）阻碍您参与解决影响所在社

区的住房难题。请选择所有适用项。  

 

___我不确定如何参与或在哪里可以找到参与机会。 

___我在自己居住或工作的地点附近找不到参与机会。 

___我想更多地参与，但没有时间。 

___我不确定我能做什么有帮助的事。 

___我以前参与较多，但没有获得正面或令人满意的体

验。 

___我没有兴趣参与。 

___我的参与程度随心而定。 

 
 
 
 
 
 
 
 

 

J5 下面列出了人们可以参与解决其所在社区面临的住房难

题的方式。请选择您最有兴趣参与的三种方式。  

 

___加入一个小团体，定期召开会议来讨论您所在社区

的住房难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___为正在解决您所在社区住房难题的学校、社区或宗

教组织提供志愿服务 

___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以帮助无家可归的人 

___向致力于解决您所在社区住房难题的非营利组织捐

款 

___给民选官员或本地报纸写信，阐述您所在社区的住

房难题 

___参加集会或游行，以引起对您所在社区住房难题的

关注 

___共同努力描绘您的社区，以提高人们对您所在社区

住房难题的了解，并向其他人宣讲这一问题 

___我没有兴趣参与其中的任何方式 

 
 

J6 您居住在湾区九县已有多长时间？ 

 

___不到 2 年 

___ 2 到 4 年 

___ 5 到 7 年 

___ 8 到 10 年 

___ 11 到 20 年 

___ 20 年以上 

 
  



                                                                                                   
  

 
HART RESEARCH ASSOCIATES                                                                                                                     继续前往下一页   

     PUBLIC OPINION STRATEGIES                                                                                                                    Silicon Valley–page 4 

 

J7 下面列出了几个信息来源。请指明您经常从哪些信息来

源寻找关于所在社区的新闻和信息。 请选择您经常使用

的所有信息来源。 

 

___本地广播电台 

___公共广播电台（如 KQED 或 KALW） 

___The Mercury News（水星报） 

___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旧金山纪事报） 

___其他本地社区报纸 

___本地网络电视台（如本地 ABC (美国广播公司)、

NBC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或 FOX (福克斯广播公司)） 

___本地政府电视台（如 Municipal Cable Channel 15 (

市政有线 15 频道)） 

___社区组织（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Facebook（脸谱） 

___Twitter（推特） 

___未列出的其他形式的社交媒体（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此处未列出的某些其他信息来源（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我并不经常使用其中的任何信息来源 

 

Q13 明年您再次参加 On the Table 对话的可能性有多大？  

 

___非常可能 

___有些可能 

___不太可能 

___根本不可能 

 

Q14 去年您是否参与了 On the Table 对话？ 

 

___是 

___否 
 

Q15 您是否有兴趣收到来自 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硅谷社区基金会） 关于如何参与社区问

题和活动的电子邮件？ 

 

___是（请提供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否 

 
 

最后几个问题仅用于统计目的。 

 
QF1 请问您的性别？ 

 

___男 

___女 

___此处未列出的性别认同 

QF2 您完成的最高教育程度是什么？ 

 

___高中毕业、GED 或以下 

___职业培训、2 年制大专学历或大专肄业（未获得学位） 

___ 4 年制大学学历或学士学位 

___研究生学历或学位 
 

QF3 您是否是任何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  

 

___是 

___否 
 

QF4 考虑您所在社区的地方政府公职（如市长、市议会或县

议会）的选举，您认为自己的投票率如何？  

 

___为每一次地方选举投票 

___为大部分地方选举投票 

___为大约一半地方选举投票 

___为不到一半地方选举投票 

___为少数地方选举投票 

___不参加地方选举投票 
 

QF5 无论您登记为哪个政党，您会如何描述您对政党的整体

观点？ 

 

___强烈倾向于共和党 

___倾向于共和党 

___完全独立 

___倾向于民主党 

___强烈倾向于民主党 

___其他 

 

QF6a  出于统计目的，请问您是否是西班牙裔、拉丁裔，或

者具有西班牙语背景？  

 

___是，我是西班牙裔、拉丁裔，或者具有西班牙语背景 

___否，我不是西班牙裔、拉丁裔，也不具有西班牙语背

景 

 
QF6b 请问您的种族背景？ 

 

___白人 

___黑人/非裔美国人 

___亚裔 

___其他 

___双种族或多种族混血 

 

QF7 最后，请问您的邮政编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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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到此结束。感谢您付出的时间和对我们的配合！ 

 

如果您想有机会赢得 250 美元以便捐赠给您选择的本地慈善机构，请提供您的姓名，以及最便于与您联系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

地址。这些信息仅用于为您提供机会来赢得 250 美元，以便捐赠给本地慈善机构。 

 

如果您不希望参加抽奖，请保留空白。  

 

姓名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