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景城食物配送地点和服务
所有年龄段的食品服务
机构
服务
Community
有预先装袋食品
Services Agency
的食品储藏室
社区服务局

地点
204 Stierlin Rd.,
Mountain View

联系方式
(650) 968-0836
www.csacares.org

开门时间
星期二 – 下午 2-4 p.m.
星期四 – 上午 11:30 a.m.-1:30
p.m.
星期五 – 1:30-3:30 p.m.

Second Harvest
Food Bank 二次丰
收食物银行

联系食物

Hope’s Corner 希
望之角

打包餐食

748 Mercy St.,
Mountain View

Family Harvest
Program 家庭丰
收项目
Breakfast With
Friends 和朋友共
进早餐

每月一次食品杂
货

342 Sierra Vista,
Mountain View

(800) 984-3663

星期三– 上午 11:30 a.m.-12:30
p.m. (只提供打包午餐)
星期六 – 上午 8-10 a.m. (打包
早餐和午餐)
星期四 –中午 12-1:30 p.m.

打包餐食

1425 Springer
Rd., Mountain
View

(650) 967-2189

星期日-上午 8:30-9:30 a.m.

地点
Mistral 小学，
505 Escuela Ave.,
Mountain View

联系方式
(650) 903-6965

开门时间
星期一-星期五
早上 11:30 a.m.-1:00 p.m.

18 岁及以下人士的食品服务
机构
服务
山景城威斯曼学
打包餐食
区

(800) 984-3663
发短信
“GETFOOD” 至
(408) 455-5181
getfood@shfb.org
www.shfb.org
(650) 254-1450

流程
在指定时间内随时入内领
取

打电话，发短信或电子邮
件以通过二次丰收食物银
行跟食品服务取得联系

清单由山景城编制。请与列出的机构核实当前信息。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更新。
有关其他圣塔克拉拉县食物配送地点的信息请访问 bit.ly/SVStrongFood.

在指定时间内随时入内领
取。星期三用免下车方式
提供打包午餐
致电二次丰收食物银行以
登记。低收入家庭符合资
格
在指定时间内随时入内领
取

流程
开车来领取，路旁领取，
或步行来领取早餐和午餐
餐食。不需要身份证明，
餐食提供给 18 岁及以下
人士

山景城食物配送地点和服务
洛思阿图斯学区
及山景城洛思阿
图斯联合高中学
区

长者的食品服务
机构
Community
Services Agency
社区服务局
Community
Services Agency
社区服务局
Second Harvest
Food Bank,
Brown Bag
Program 二次丰
收食物银行牛皮
纸袋项目
CalFresh
加州生鲜

Meals on Wheels
轮子上的餐食

打包餐食

Klein Park
Mountain View

(650) 947-1150

星期一-星期五
中午 12-12:30 p.m.

步行领取早餐和午餐餐
食。不需要身份证明，餐
食提供给 18 岁及以下人
士

服务
打包餐食

地点
山景城老人中心
266 Escuela Ave.,
Mountain View
204 Stierlin Rd.,
Mountain View

联系方式
(650) 968-0836
www.csacares.org

开门时间
星期一-星期五
早上 11:30 a.m.-12:15 p.m.

(650) 968-0836
www.csacares.org

星期一-星期五
早上 9 a.m.-12 p.m. and 1:30-4
p.m.

于山景城老人中
心分发
266 Escuela Ave.,
Mountain View

(800) 984-3663

星期二
早上 9 – 10 a.m.

流程
开车或步行领取为 60 岁
及以上长者提供的午餐。
建议捐赠款项 3 美元
请打电话留言，个案经理
将回电确认清单位子。提
供给 65 岁以上或有慢性
疾病人士。
致电（800) 984-3663 或于
每月第 1，第二，第三和
第四个礼拜二访问老人中
心。目前提供开车领取预
先袋装食品服务。

(408) 266-8866

星期一-星期五
早上 8 a.m.- 4 p.m.

请打电话或线上申请
www.shfb.org/getfood/calfresh/#apply

(408) 350-5510

星期一-星期五
早上 8 a.m. – 5 p.m.

请打电话留言，会在 24
小时内回电确认资格。第
一次投递需要 72 小时至
一个星期获得批准。

行动不便长者食
品柜投递意向清
单
每月两次给低收
入长者提供营养
食品

提供 CalFresh
EBT 卡在参与的
商店和农夫市场
购买杂货及新鲜
农产品
为行动不便者提
供食品投递计划

清单由山景城编制。请与列出的机构核实当前信息。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更新。
有关其他圣塔克拉拉县食物配送地点的信息请访问 bit.ly/SVStrongF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