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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馬利郡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社區食物獲取問卷調查  

引言 

在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蔓延期間，本郡如何最好地幫助您和您的社區獲得食物？您的反映

是必要的！蒙哥馬利郡食品委員會（Montgomery County Food Council）是一家地方性非營利組

織，將食品援助提供者與協調服務聯繫起來，正在尋求居民的意見，以指導本郡 2021 年的食品分

配計劃 . 

 
請回答以下調查問題.  在您回答了這個簡短的 9 題問卷調查後，您將進入抽獎活動，向當地超市

商店店索取 25 美元的禮品卡.  總共將送出 73 張$25 元的禮品卡.  您還可以選擇回答其他問題，然

後進入到另一個抽獎活動，獲得 50 美元的禮品卡. 一共將頒發 27 張$ 50 的禮品卡.  

請分享您的誠實和真實的意見.  您提供的信息將保持機密，僅用於改善本郡的食物獲取.  當地的評

估公司 Community Science 將協助食品理事會進行此項問卷調查，包括分析數據並創建調查結果摘

要.  分享的任何信息將保持匿名.  感謝您的參與！ 

 
挑選頁面 

 
您之前做過這個調查嗎？ 

__有 

__沒有   

 
第一部分：居民如何獲取食物以及獲取食物常見的障礙  

 
1. 您和您的家人在這段時間內如何獲得食物？（選擇所有符合條件的） 

a. 在超市商店內購物 

b. 超市商店提貨或送貨到家 

c. 食品銀行或食品儲藏室 

d. 在餐廳用餐 

e.  從餐廳取餐或送餐到家 

f. 蒙哥馬利郡公立學校餐飲站點 

g. 我的租賃/房屋協議中包含了膳食計劃 

h. 食物來自家人,朋友或鄰居 

i. 社區食物分發活動 

j. 農民市場或農場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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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食品卡車 

l. 其他.  請明確說明______ 

 
2. 您通常如何到達商店，市場，用餐地點和/或您最常獲得食物的其他位置？  

a. 步行 

b. 駕駛 

c. 自行車 

d. 出租車/乘車共享（Uber，Lyft 等） 

e. 從我家外面搭某人便車 

f. 公共交通運輸（公共汽車，地鐵等） 

g. 其他_____________ 

 
3. 在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蔓延開始之前(大約 3 月中旬）,您多常擔心在獲得更多食物

之前會吃光食物？ 

a. 從來不 

b. 有時 

c. 經常 

d. 每時每刻 

 
4. 現在，您多久擔心在獲得更多食物之前會用完食物？ 

a. 從來不 

b. 有時 

c. 經常 

d. 每時每刻 

 
5. 在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蔓延期間，是否有任何因素使您無法進食？（選擇所有符

合條件的） 

a. 價格太高 

b. 我沒有足夠的錢買食物 

c. 我找不到我需要或想要的食物種類 

d. 我不知道該去哪裡尋求幫助 

e. 我無法找到來自我文化的食物 

f. 食品質量差 

g. 很難找到新鮮食物 

h. 我擔心會得到在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i. 我擔心必須提供我的個人信息 

j. 我沒有車 

k. 我附近沒有公共交通運輸 

l.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我感覺不安全 

m. 我行動困難 

n. 我聽不懂英語 

o. 食品送貨到家或取貨不適合或易獲取 

p. 我很尷尬地尋求幫助 

q. 在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蔓延期間沒有什麼可阻止我獲取食物 

r. 其他.   請明確說明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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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的家庭（包括您）中有多少以下年齡的人居住？ 

______ 0-5 歲  

______ 6-18 歲  

______ 19 至 64 歲 

______ 65 歲或以上 

 
7. 您居住在什麼郵政區號？ 

 
8. 您的種族或族裔是什麼？ 

a.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b. 亞洲人 

c. 非裔美國人 

d. 非洲人 

e.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f. 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島民 

g. 白種人 

h. 兩個或兩個以上種族 

i. 不想回答 

 
9. 如果您想進入抽獎活動，請提供聯繫信息，以便您贏取抽獎活動.  提供此信息並非是必需

的，而且只有食品理事會可以查閱此信息. 

a. 名字 

b. b.電話號碼 

a. c.電子郵件地址（選擇性) 

 
10. 您是否願意將來關於其他機會就社區服務和需求提供反饋再次與您聯繫? 

__願意   

__不願意    

 
您是否有時間回答其他一些問題，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您的食物獲取問題和需求？ 如果您回答

本問卷調查的第二部分，您將進入另一個抽獎活動, 可再向當地的雜貨店索取 50 美元的禮品卡. 

__有 

__沒有 

 
 
第二部分：居民對糧食援助資源的認識和使用 

1. 在過去六個月中，您聽說或使用過以下哪些食品援助資源？ (如果您尚未聽説或使用任

何這些資源, 請選擇“以上皆非”)  

a. 在疫情蔓延時期的電子福利轉移 EBT 或 P-EBT (亦即由政府提供給有孩童的家庭

在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蔓延期間可以獲得免費或減價餐點的額外福利金

額）  

b.  補充營養援助計劃 SNAP 福利 

c.  婦女，嬰兒和 兒童 營養援助 WIC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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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老人餐 

e. 糧食援助場所（例如糧食銀行和食品儲藏室） 

f.  在社區地點臨時 分發食物 

g. MCPS（蒙哥馬利郡 公立学校） /學校用餐地點 

h. 農民市場收益美元 

i. 其他,    請明確說明   

j. 以上皆非 

k. 如果您選擇其他, 請指明 ______________ 

 
2. 您在哪裡聽說過糧食援助資源？ 選擇所有符合條件的。 

a. 電子郵件 

b. 電視 

c. 無線電  收音機廣播 

d. 報紙或雜誌 

e. 社交媒體（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f. 在線上，網站 

g. 隔壁 

h. WhatsApp 
i. 311 或其他呼叫中心或熱線 

j.  個案工作者轉介 

k.  醫療服務提供方  

l.  電話 短信公告 

m.  紙傳單 

n.  朋友，家人和/或鄰居 

o.  社區組織或鄰居團體 

p.  公交巴士廣告 

q.  其他( 請明確說明 ______________ 

r. 以上皆非 

 
2a. 您通常使用哪些特定的廣播或電視台，社交媒體頁面，電子郵件群組等來查找

有關可用資源和服務的信息？ 

 
3. 您當前是否正在從食品銀行，食品儲藏室和/或其他食品計劃或免費送食物活動中獲得

幫助？ 

__是的 

 __沒有 

3a. 您對在食品援助站獲得的食物滿意或不满意？ 

__很滿意 

__  滿意 

__没有滿意也没有不滿意 

__不滿意 

__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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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有什麼原因讓您無法從這些程序計劃中尋求幫助的嗎？ （選擇所有符合條件

的） 

__我不需要 

__我不知道如何尋求幫助 

__文書工作太多 

__我感覺尷尬 

__我不想提供我的個人信息 

__  我無法用我的語言獲得幫助 

__他們沒有我想要的食物 

__其他． 請解釋___________ 

 
3c. 您想獲得食物銀行，食品儲藏室或其他食物分配計劃的幫助嗎？ [如果是，請

在問卷調查結束時提供您的姓名和聯繫信息。]  

__是 

__沒有 

 

4. 您目前是否參加了 SNAP 或 WIC 等營養援助計劃？ 

__是  

__沒有 

 
4a. 有沒有什麼原因讓您無法參加營養援助計劃, 如 SNAP 或 WIC？ （選擇所有符

合條件的） 

__我不需要 

__我不知道如何申請 

__文書工作太多 

__我很尷尬 

__我不想提供我的個人信息 

__我無法用我的語言獲得幫助 

__我擔心有人比我更需要幫助 

__我不確定我是否符合條件 

__我過去曾申請但遭到拒絕 

__我知道我沒有資格 

__其他．請解釋___________ 

 
4b. 您是否希望有人就 SNAP 或 WIC 等福利計劃與您聯繫？ [如果是，請在調查結

束時提供您的姓名和聯繫信息。]  

__是 

__不是 

 

5. 您每週必須總共去幾個地方[商店，市場，用餐地點和/或您最常獲得食物的其他地

方]，才能為您的家庭獲得足夠的食物？ 

__1 至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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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3 至 4 個 

__5 至 7 個 

__多於 8 個 

6. 您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到達商店，市場，用餐地點和/或您最常獲得食物的其他位置？ 

a. 不到 15 分鐘 

b. 16-30 分鐘 

c. 31-45 分鐘 

d. 超過 45 分鐘 

 

7. 您通常吃哪種食物，但現在很難買到？ 選擇所有符合條件的。 

a. 肉（牛肉，豬肉） 

b.  乳製品（牛奶，酸奶，奶酪） 

c.  雞 

d.  蛋 

e.  魚和貝類，新鮮 

f.  非肉類蛋白質 

g.  耐貯存的儲藏食物，例如麵食，花生醬，罐頭，罐子 

h. 新鮮蔬菜 

i.  新鮮的水果 

j.  麵粉和烘焙用品 

k.  特定文化或原產國的食物 

l.  根據醫療需求或特殊飲食量身定制的食物 

m.  便餐 

n.  至今我尚未有困難找尋自己平時所吃的食物 

o. 其他。 請明確說明 ______________ 

 

8. 為了確保人們有足夠的食物可吃，本郡可以做什麼？ 

a. 增加購買食物的地方 

b. 改善交通運輸，使其更容易到達有食物的地方 

c. 提供更多種類的食物援助計劃（例如：更多地點，更多種類的食物，不同種類

的餐食等） 

d. 提供有關可用資源和服務的更多信息 

e. 為居民提供現金援助以直接購買食物 

f. 與居民和社區領袖合作，以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 

g. 其他。 請解釋 ____________ 

 
9. 家裡說的主要語言是什麼語言？ 

 
10. 如果您想獲得有關食品援助或福利計劃的聯繫，請提供聯繫信息，以便我們與您聯

繫。 只有食品理事會可以查閱此信息 

a. 名字 

b. 電話號碼 

c. 電子郵件地址（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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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參與！ 

這是問卷調查的結尾。  

您仍然可以使用  “上一頁”按鈕返回查看或更改答案。 

 
但是，請注意，一旦單擊下面的“提交”按鈕，您將提交調查，並且您將無法返回以更改您的任

何答案。 

 
如果您對此調查有任何問題,請通過 aheltzel@communityscience.com 與 Avelyn Heltze聯繫 

 
有關蒙哥馬利郡食品資源更多的訊息, 請點撃此處 

 

通過單撃此處和社區科學此處，您可以了解更多有關蒙哥馬利郡食品委員會的工作. 

 
 

 

mailto:aheltzel@communityscien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