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參與迷你撥款申請

I. 概述

面對仇恨和偏見，聖塔克拉拉 (Santa Clara) 縣公平與社會正義部 (DESJ) 為社區成

員和團體提供「社區參與小額撥款」(Community Engagement Mini Grant)（「小額

撥款」)，以開展社區主導的活動，為弱勢、邊緣化社區賦能，以處理聖塔克拉

拉縣令人擔憂的仇恨事件和行為增加的問題，並為所有人建立一個無仇恨社

區。

小額撥款旨在提供給社區成員和團體，包括但不限於草根組織、社區活動家、社區

團體和社區組織。因此，該郡正在尋求活動/專案的提案，其將促進社區成員之間的

跨文化理解、建立關係活動、瞭解支持受仇恨和偏見影響的人的盟友關係、接觸年

輕人發展中的思想、分享並慶祝邊緣化社區的歷史，以及教育/培訓社區關於有關聖

塔克拉拉縣仇恨事件和行為上升的資源和服務。

撥款

小額撥款金額範圍為 $200‐$2,500。

申請時間範圍

小額撥款申請在 2021 年 8 月 30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間受理，先到先得或直到撥

款用完為止，以先發生者為準。

資格要求

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必須是聖塔克拉拉縣的居民或位於聖塔克拉拉縣的組織。此外，

要考慮提案，申請人必須：

1. 提出將在聖塔克拉拉縣進行的專案或活動。

2. 持有有效的政府身分證（適用於個人申請人），以及

3. 在我的申請中提供 W-9 稅務表格，以考慮小額撥款。

II. 迷你撥款重要日期與時間表

https://www.irs.gov/pub/irs-pdf/fw9.pdf

https://www.irs.gov/pub/irs-pdf/fw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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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開始日期 2021 年 8 月 30 日–2022 年 6 月 30 日，或直到撥款用完為止，以

先發生者為準。

問答時段 本郡將於 2021 年 9 月初主持問答時段。（請參見小額撥款網站：

www.sccgov.org/grant-stophate）鼓勵潛在申請人參加。課程中的問題

和答案將會公佈在小額撥款網站上。

收悉通知 在申請提交後兩個工作日，該郡通知申請人收到其申請。

申請審查及 

授予通知 

視申請的數量而定，申請將每月按批次處理和審查，或更頻繁。

例如，九月份提交的申請將在十月審查。該縣可能需要約 30 天時

間通知申請人是否已經授予撥款。

撥款協議 在收到撥款後，受助人必須在收到該縣的不超過 7 個工作日内簽

署一份撥款協議。受助人還必須填妥必要的財務表格並提供作廢

的支票/銀行匯票，然後才能將撥款分發給被授予者。請在此處查

看撥款協議範例的連結

撥款發票 在提交已核准的發票後，撥款將發放給受助人。

發起專案/活動 該縣保留按需要獲得受助人因方案/活動狀態的口頭和書面進展的

權利。

最終報告要求 受助人必須在議定的時間前完成方案。在完成方案的 30 天後，受

助人必須提供最終摘要報告，並將所有與方案相關的宣傳資料、

傳單和其他贊助相關資料的樣本提交給該縣。

III. 聯絡人

任何有關此小額撥款的詢問應寄到：

Administration, Jennifer Roth，電子郵件：Jennifer.Roth@ceo.sccgov.org

IV. 提議的活動、事件和/或專案

https://www.sccgov.org/grant-stophate
www.sccgov.org/grant-stoph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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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目的

受助者必須提供一個專案、活動或計劃，在以下一個或多個領域提供關鍵組成部分，以

處理針對歷史性邊緣化社區和受保護階層成員（種族、膚色、宗教或信條、國籍或血統

、性別、年齡、殘疾和退伍軍人身分）的仇恨事件和犯罪、偏見和歧視。

• 教育元件

• 推廣元件

• 訓練元件

B. 交付項目

受助人將組織、交付和領導個人或團隊的工作，其中包括在社區參與中完成以下一項或

多項可交付成果：

• 社區傾聽課程，以建立意識、找出經驗教訓和/或培養社區療癒過程

• 發展教育材料和/或工具包，以支援跨社區教育、學習和聯盟，並制定廣泛的宣傳

計劃

• 培訓/工作坊提供旁觀者干預和/或社區/社區大使培訓

• 了解您的權利活動，透過當地基層推廣活動推廣仇恨犯罪意識和資源

• 社區外展活動，以教育社區有關資源和資訊，以防止、處理和打擊仇恨犯罪

• 主持演講者系列/演講者小組，促進社區在跨文化理解和盟友方面的對話

• 社區事件提供場地以慶祝邊緣化社區的貢獻，和/或推廣跨文化社區論壇，以教育

和支援社區

• 故事講述方案，慶祝、保留當地歷史，並教育下一代關於歷史邊緣化社區。

C. 贊助與撥款要件

1. 所有獲核准的受助人都必須承認活動/事件/專案是獲得聖塔克拉拉縣公平與社會正義

部的縣行政辦公室全資或部分資助。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在公告、傳單、影片、召集、

訓練資料、出版物、媒體、新聞和社交媒體貼文上提供鳴謝贊助。

2. 在活動/事件/專案完成後，所有受助人都必須提供活動的 100 字摘要，包括描述、參

與人數，以及任何學到的經驗。

3. 書面報告應包括任何使用的資料、傳單、公告連結、社群媒體貼文、Eventbrite 和任何

其他連結/引用。我們鼓勵活動相片，並適當取得相關許可。

4. 本縣保留在完成前定期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聯絡受助人，以取得方案進度的最新資訊。

5. 撥款不得用於禮物、禮物贈送，包括禮品卡或支付會員費或學費。允許的開支包括但

不限於：翻譯費、平面設計、演講者津貼、設施租金、托兒費（用於該事件）、外展

材料。

V. 評估和提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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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評估

提案將由評估委員會成員評估，並根據以下標準對提案評分：

標準條件

個人/團隊經驗或專業知識

描述您個人或團隊在執行提議專案方面的專業知識和能力。對於社區成員領導和/或配備人員的

活動，該社區成員是否有親身經歷成為仇恨事件的目標，或者是否屬於面臨仇恨事件風險的社

區？ 如果您回答「是」，請描述實際的經驗如何補充/改善所提議的活動。描述任何其他相關

經驗或專業知識。

專案描述：

描述活動/事件/專案，包括專案的持續時間、地點、準備時間表和活動、要交付的活動類型、專

案的目標，以及專案如何與社區主導的活動相關，以賦予脆弱性、邊緣化的社區，並處理有關

仇恨事件和聖塔克拉拉縣的行動。申請應討論如何促進跨文化的理解、同理心、建立社群之間

的關係和對話，以及成為支持受仇恨事件影響的人士之盟友（例如大型社區事件；使用教育工

具的大規模外展活動）或包括將對個人或小團體產生深遠影響的活動。

專案準備：

描述並列出在發起提議的活動/事件/專案之前進行的準備步驟/活動，包括宣傳、設施預約等：

社群接觸 詳細描述您的活動將觸及的目標社區群體，包括所有適用各項： 

A. 任何特定社區

B. 難以聯繫、易受攻擊或不當分配的社區成員

C. 本專案旨在涵蓋社區參與機會有限的任何子群體。

D. 為單語非英語或英語水平有限的社區提供語言服務（識別語言）任何其他可訪問性，

例如身體活動和能力需求（還可以包括托兒需求或交通便利）

B. 提交要求

1. 申請人必須提交以下文件：

a. 申請封面（見附件 A）– 申請人必須填寫所有適用問題，並附上以藍色或黑色
墨水簽名或透過 DocuSign 以電子方式簽署的正本電子副本。 

b. 申請提案（見附件 B）– 申請人必須回答所有問題 

c. 目前的 IRS 免稅函（如果以非營利機構身分申請） 

d. W-9 稅表 ; https://www.irs.gov/pub/irs-pdf/fw9.pdf

2. 申請人的文件必須透過電子郵件 Jennifer.Roth@ceo.sccgov.org 傳送至 Jennifer Roth

VI. 縣的權利

該縣保留隨時執行以下任何操作的權利：

1. 拒收任何或所有申請；

2. 免除或糾正申請或小額撥款流程中的任何小瑕疵、不規則或錯誤；

mailto:Jennifer.Roth@ceo.sccgov.org
https://www.irs.gov/pub/irs-pdf/fw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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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求申請人補充或修改其提交的提案或其他文件或材料的所有或某些方面；

4. 終止小額撥款，並自行選擇發行新的小額撥款；

5. 修改遴選流程、材料或服務規格或要求，或申請的内容或格式要求；

6. 延長本小額撥款規定的截止日期，包括接受申請的截止日期，透過其他來源接

受申請，並自行決定超出截止日期和時間。

7. 與任何提議者協商，或不與任何提議者協商；

8. 在最終協議中修改本小額撥款中描述的任何條款和/或條件；

9. 終止與申請人的失敗談判，而無須承擔責任，並與其他申請人協商；

10. 根據縣評估的真實或明顯的利益衝突或串通證據，取消任何申請人的資格；

11. 取消、拒絕或取消任何並非負責申請人或未能提交回應申請的申請人之申請

（由縣自行確定）；和/或

12. 接受申請人的全部或部分提案。

社區參與小額撥款申請表封面 

第 I 節 申請人資訊

申請人全名

郵寄地址 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

地址 

您是否代表某個團體或組織提出申請? 如果是，請前往第二節。若否，請前往第三節。

第二節。組織資訊

組織名稱

組織地址

授權簽署人：如果授予，誰將簽核授予協議? 
名稱 職位

電子郵件地址 電話號碼

財務聯絡人：誰將提交發票? 
名稱 職位 

電子郵件地址 電話號碼

專案聯絡人：誰負責撥款專案/活動 
名稱 職位 

電子郵件地址 電話號碼

非營利狀態：組織是否為 501(c)3 
____ 是 ___ 否

  若回答「是」，請將現行的稅務豁免函附於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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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持有有效的政府發出的身分證? ___ 是 ___ 否

您是否年滿 18 歲或以上? ___ 是 ___ 否

您是否在美國有銀行帳號? ___ 是 ___ 否

如果被授予，您是否能提供您銀行的作廢支票或直接

存款憑證?

___ 是 ___ 否

本人將確保完成、填寫並附上以下文件：

我在此證明，盡我所知並相信本申請書中的資訊為真實和準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或授權簽署人 日期

正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節。申請人資訊

第四節。申請人資訊

申請封面頁 

W-9; https://www.irs.gov/pub/irs-pdf/fw9.pdf

目前的稅務豁免函（適用於非營利機構）

申請提案說明

https://www.irs.gov/pub/irs-pdf/fw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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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小額撥款 

申請提案說明 

第一節 目標與交付項目 

指示：撥款提案必須包括（1)教育部分、(2)外展部分和/或(3） 與社區主導活動相關的培訓部分，
這些活動賦予弱勢、邊緣化社區權力，並處理聖塔克拉拉縣令人擔憂的上升的仇恨事件和行為。  
請勾選以下您想達成的目標（選擇所有適用項）： 

教育要素

推廣要素

訓練要素

請勾選以下您打算提供的交付項目： 

社區傾聽課程

發展教育材料和/或

訓練/工作坊

了解您的權利運動

社區推廣活動

主持演講者系列/演講者小組

社區事件

講故事方案

第二節。個人/團隊經驗或專業知識： 

描述您個人或團隊在執行提議專案方面的專業知識和能力。對於社區成員領導和/或配備人員的活

動，該社區成員是否有親身經歷成為仇恨事件的目標，或者是否屬於面臨仇恨事件風險的社區？ 

如果您回答「是」，請描述實際的經驗如何補充/改善所提議的活動。  描述任何其他相關經驗或專

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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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專案描述：  
以 500 字或更少的文字來描述活動/事件/專案，包括專案持續時間、地點、準備時間表和活動、要

交付的活動類型、專案的目標，以及專案與社區主導的活動的關係，以賦權易受攻擊、邊緣化的

社區，並處理聖塔克拉拉縣令人擔憂的仇恨事件和行為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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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專案準備：  
描述並列出在發起提議的活動/事件/專案之前進行的準備步驟/活動，包括外展、設施預約、預計

的預算費用等：  
  
 
 
 
 
 
 
 
 
 
  
  
  
  
  
  
  
  
第四節。社區接觸 
請詳細描述您的活動將達到的目標的社區團體，包括所有適用項者：    

A. 任何特定社區 
B. 難於接觸、易受攻擊或面對不當分配的社區成員 
C. 此方案將旨在接觸任何社區參與度有限的子群體。 
D. 為單語非英語或英語水平有限的社區提供語言服務（識別語言）任何其他可訪問性，例如

身體活動和能力需求（還可以包括托兒需求或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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