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州居民住房调查 
 

住房蓝图（Housing Blueprint）是根据伊利诺伊州众多居民和社区提供的信息而针对伊

利诺伊州居民和社区情况所制定的一项计划。 
 

我们致力于制定一个包含所有人的意见并与全州所有人相关的计划。我们邀请并强烈建议伊利诺伊州的
所有居民完成以下调查，分享他们的经验、观点、需求和对未来的展望。 
 

此调查包含6个部分，其围绕您和您所在社区的资产、需求和未来愿景进行相关的提问。调查的答复是
完全匿名的，除了受访者的邮政编码外，其他问题均是可选项。 
 

请尽可能填妥您愿意回答的部分和问题 (您无需回答所有问题)。如您在填写此调查时需要帮助，请选择
下面的按钮： 
 
 

我需要帮助以完成此调查，或想通过电话形式完成此调查 
 

 

受访者信息 
邮政编码 *       所在市/镇/村，以及 郡县 

 

 
 
您目前是租房还是自有住房？ 

租房 自有住房 
租房，但有兴趣
拥有自有住房 

自有住房，但有
兴趣租房 

种族/民族  (请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
拉斯加土著 

东南亚人 其他亚洲种族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西班牙裔或拉美裔
或拉丁裔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
他太平洋岛民 

白人 其他种族/民族 

选择不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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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BLUEPRINT: 全州居民调查 第 2 页，共 7 页 

性别者识别（请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女性 非二元性别 男性 

跨性别者 倾向于自我描述/其他 选择不予以披露 

若您选择“倾向于自我描述/其他”这一选项，请作说明:            (最多 75 个字) 
 
 
 
 

新冠肺炎（COVID-19）的影响 

新冠肺炎（COVID-19）已经或将要对我产生的影响：    

 
强烈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强烈不同意 不适用 

使我无法负担住房费用       

失业，或工时/薪水减少       

失去或担心失去住房       

失去或担心失去儿童保育/教育
的选项 

      

影响我的健康（身体、精神等方
面） 

      

影响我获取必需的便利设施（杂
货店、医疗保健等）的能力 

      

影响我与他人沟通的能力       

影响我获得资源、教育和援助的
能力（工作培训、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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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 
我所在社区的住房…… 
 

强烈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强烈不同意 不适用 

状况良好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均能负担 
      

提供良好的租赁机会和选择 
      

提供良好的拥有/购买住房的机
会和选择 

      

提供适合不同生活方式和偏好
的各种住房选择 

      

提供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各种
住房选择 

      

能满足有额外需求（无障碍、
护理服务等）的老年人 

      

我所在社区在以下方面有需求…… 
 

强烈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强烈不同意 不适用 

更多租赁住房的选择 
      

更多拥有住房的选择 
      

更可负担得起的住房的选择 
      

 
 
 



HOUSING BLUEPRINT: 全州居民调查 第 4 页，共 7 页 

 强烈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强烈不同意 不适用 

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更多住房和
资源 

      

为残疾人士或有特殊需要的人
士提供更多配备服务和设施的
住房 

      

有助于改善房屋（修复）的资
源 

      

有助于保护房屋免受洪水或其
他环境问题影响的资源 

      

有助于解决空置和废弃房屋问
题的资源 

      

有助于房屋所有者避免丧失抵
押品赎回权（foreclosure）的
教育资源 

      

有助于个人为买房做准备的教
育资源 

      

有助于个人了解金融知识的教
育资源 

      

寻找和落实发展资源的技术援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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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住在我所在的社区，是因为……   （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能够负担得起住房 
个人原因（临近家人、朋友
等） 

工作/通勤原因 

文化/社区生活 我可以享受有品质的生活 其他种族 
 

若您选择“其他”这一选项，请作说明:            (最多 75 个字) 

社区生活 
强烈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强烈不同意 不适用 

我所在的社区欢迎不同背景、文
化、种族和族裔的人士 

在我目前的生活环境中，我很容易就能做到如下...... 

强烈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强烈不同意 不适用 

驾车出行 

骑自行车出行 

在人行道和小路上行走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上下班通勤 

我所在的社区有以下资源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强烈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强烈不同意 不适用 

休闲娱乐的机会（公园、步道、
健身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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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强烈不同意 不适用 

教育选项 

儿童保育选项 

银行和法律服务 

为不讲英语的人士提供的翻译/
语言资源 

支助和社会服务 

医疗保健和药房选项 

杂货店和新鲜食物选项 

餐饮美食和零售购物选项 

就业机会 

我所在社区的交通选项...... 

强烈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强烈不同意 不适用 

能负担得起 

安全（道路标志、自行车道等） 

状况良好（道路质量、人行道维
护等） 

能满足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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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优势 
请列出您所在社区3项最大优势或资产（每项答案限75个字）（例如：关系密切的社区、众多的娱乐选
项、负担得起的住房、良好的公共教育等） 

(1) 您所在社区的最大优势或资产:  (最多 75 个字) 

(2) 您所在社区的最大优势或资产:  (最多75个字) 

(3) 您所在社区的最大优势或资产:  (最多75个字) 

社区愿景 
请列出最多3项您希望看到您所在社区实现的目标（每项目标限75个字）（例如：增设绿色住房、为所
有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在靠近交通处增设住房、吸引年轻居民、增加住房自有率等） 

(1) 您希望看到您所在社区实现的目标:  (最多75个字) 

(2) 您希望看到您所在社区实现的目标:  (最多75个字) 

(3) 您希望看到您所在社区实现的目标:  (最多75个字) 

提交 

按“提交”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ILHousingBlueprint.org 

或邮寄到: 

ATTN: Emily Mueller 
Illinois Housing Development Authority 

111 E. Wacker, Suite 1000 
Chicago, IL 60601 

mailto:info@ILHousingBluepri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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