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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歧視調查 
 

聖地亞哥公平住房區域聯盟 (San Diego Regional Alliance for Fair Housing) 正在代表聖地亞哥地區所有參與城市開展此項調查，

包括聖地亞哥縣未合併的部分。我們想聽聽您在住房歧視問題上的經歷和擔憂。請填寫下列調查。此調查採取匿名方式，因

此請誠實並詳細作答。回答是匿名的，且將被匯總，個人的回答不會以任何方式進行報告。謝謝！ 

聯邦和州公平住房法禁止在住房的各個方面存在歧視，包括房屋銷售、出租、住房政策和資助。每個居民都有權平等獲得住

房機會，不論種族、膚色、宗教、性別、祖籍國、殘疾/醫療狀況、家庭狀況、婚姻狀況、年齡、血統、性取向、性別認同、

性別表達、收入來源或任何其他任意原因。 
 
1. 您是居住在城市，還是聖地亞哥縣的一個未合併地區？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或未合併的縣社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您是否親身經歷過住房歧視？ ____ 是 ____ 否 

（如果您回答「是」，請回答問題 3-5。如果您回答「否」，請繼續回答問題 6） 
 

3. 如果您認為您已遭到歧視： 
 

a) 您認為誰歧視您？（勾選所有適用項） 

___ 房東/物業經理 ___ 房地產經紀人 ___ 保險經紀人/公司 

___ 抵押放貸者 ___ 政府公務人員 ___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b) 歧視行為發生在哪裡？（勾選所有適用項） 

___ 公寓大樓 ___ 公寓/聯排別墅住宅區 ___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___ 獨戶區 ___ 公共或保障性住房專案  

___ 移動住房專用區 ___ 申請城市/縣計畫時  

 

c) 您基於什麼認為您受到了歧視？ （勾選所有適用項）  

___ 種族 ___ 膚色 ___ 宗教 

___ 祖籍國 ___血統 ___ 性別 

___ 婚姻狀況 ___ 性取向 ___ 年齡 

___ 家庭狀況 

（例如有子女的單親家庭、有子女或即將

有子女的家庭） 

___ 收入來源 

（例如福利、失業保險、住房選擇/第 8 

條憑證 (Housing Choice/Section 8 

Voucher)） 

___ 殘疾/醫療狀況 

（您或您身邊的人） 

___ 其他（請解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您是如何受到歧視的？ （勾選所有適用項） 

___ 未展示公寓  ___ 房租增加 ___其他_________________ 

___ 保證金增加 ___ 提供不同的住房服務或設施  _________________ 

___ 延期修理或未修理 ___ 收取服務型/支援性動物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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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理的修改和合理的調整允許住房提供者在規則、政策或程序方面做出某些更改或靈活變通。這使殘疾居民有平等

的機會使用和享受住房單元。合理的修改是對房屋進行的結構性更改，而合理的調整是對規則、政策、慣例或服務

進行的變更、除外或調整。例如，為使用輪椅或衛生間扶手杆的個人安裝坡道是合理的修改。合理的調整包括對現

有的「禁止養寵物」規定破例，允許養服務犬。 
 
您是否曾被拒絕進行：_____「合理的修改」 _____「合理的調整」 

（勾選所有適用項） ______ 不適用  
 

a) 如果是，您的要求是什麼？ 
 

 
 

 

5. 如果您認為您已受到歧視，您是否已舉報該事件？ ____ 是 ____ 否 

a) 如果否 - 為什麼？   
 

___ 不知道去哪裡舉報  ___ 害怕報復 ____其他____________ 

___ 認為這樣不會產生任何影響 ___ 太麻煩  ____________ 

 
b) 如果是，您是如何舉報該事件的？ 

  
 
 

 
c) 如果您投訴了，情況如何？ 

  
___ 未解決  ___ 尚未解決，但等待解決 __其他______________ 

___ 已透過調解解決 ___ 訴訟中  ______________ 

 
6. 仇恨犯罪是因其實際或所認為的種族、膚色、宗教、祖籍國、血統、性別、婚姻狀況、性取向、年齡、家庭狀況、收入來源或殘

疾而針對個人或團體進行的犯罪行為或未遂犯罪行為。 
 

您是否意識到您的社區發生了仇恨犯罪？ 

  ____ 是 ____ 否  
 

a) 如果是，該仇恨犯罪發生在哪座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基於什麼？（勾選所有適用項） 

___ 種族 ___ 膚色 ___ 宗教 

___ 祖籍國 ___血統 ___ 性別 

___ 婚姻狀況 ___ 性取向 ___ 年齡 

___ 家庭狀況 ___ 收入來源 ___ 殘疾/醫療狀況 

___ 其他（請詳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7. 你是否參加過公平住房培訓？ ____ 是 ____ 否 

 
a) 如果是，該培訓是免費的還是收費的？ ____ 免費 ____ 收費 

 
b) 如果是，該培訓在哪裡進行？ ___ 家裡 ___ 工作單位 城市：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 

 
8. 您曾否透過電視/廣播/網路看到或聽到公平住房公共服務公告? 

 ____ 是 ____ 否 
 
9. 您是如何聽說此項調查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 10-15 為選答題；但是，您的回答將使我們更好地服務社區。您的個人回答將保密。 
 
10. 民族類別（僅選擇一項） 

 ______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______ 非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11. 種族類別（僅選擇一項） 

 
___ 白人 ___ 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白人 

___ 黑人/非裔美國人 ___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黑人/非裔 

美國人 

___ 亞洲人 ___ 亞洲人和白人 

___ 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 ___ 黑人/非裔美國人和白人 

___ 土著夏威夷人/其他太平洋島民 ___ 其他多種族人 

 
12.  您的房子是租的還是自己的？ ______ 租的 ______自己的 
   
13.  年齡： ____ 18-24 歲 ____ 25-34 歲 ____ 35-44 歲 ____ 45-54 歲 ____ 55-64 歲 ____ 65 歲以上 
 
14.  您是否有殘疾？（請圈出一項） 是      /      否 
 
15.  您的家中是否有 18 歲以下的兒童？ （請圈出一項） 是      /      否 
 

謝謝您！ 

請將調查返回至： 
Alexis Bueno Correa 

107 S. Fair Oaks Avenue, Suite 212 
Pasadena, CA 91105 

 

該調查也可在下方網站上線上取得： 

https://zh.surveymonkey.com/r/SDFairHousingChinese 

或者用手機相機掃描下方二維碼，線上開啟調查： 

 
我們還將提供該調查的西班牙語、越南語、塔加拉族語、阿拉

伯語和漢語版本。請聯繫您的當地城市或管轄區域獲取副本。 

https://zh.surveymonkey.com/r/SDFairHousing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