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征求提案说明书 (Request for Proposal, RFP) 
 

由华盛顿州公共教育总监办公室 (OSPI) 提供资金 

由 School’s Out Washington (SOWA) 开发和管理 
 

申请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一）晚上 11:59。 

   

简介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 (OSPI) 正与 School’s Out Washington (SOWA) 合作，

开发和管理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 (Summer Program Fund)。 OSPI 利用美国救助计划 (American 

Rescue Plan)/中小学紧急救济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mergency Relief, ESSER) 的资源，

对暑期项目进行为期两年的投资，这些基金是该投资的组成部分。 暑期项目基金的主要目标是扩

大华盛顿州最远离教育公正1的青少年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参与暑期项目的机会，包括社会联系以

及体育和户外活动。 
 

自 2020 年春季以来，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损害了家庭、学校和青少年发展组织的能力，导致

其无法充分、有效地满足学生的社会、情感、心理健康和学术需求。 青少年因虚拟学习的局限性

而与世隔绝，家庭则因照顾孩子的重负而辛苦挣扎。 对于最远离教育公正的青少年而言，由于获

得项目和服务的机会有限，现有的不平等被进一步加剧。  
 

尽管困难重重，青少年发展组织仍然对其服务进行了调整，以更好地响应与其紧密联系的青少年

和家庭的需求。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趋缓，这些组织已充分做好准备在其社区内提供 2022 

年暑期项目，这些项目将在华盛顿州逐渐脱离疫情影响的同时，加强青少年之间因封锁和隔离而

缺乏的社会联系，向青少年提供体育和户外活动的机会，并进一步促进青少年的福祉。  
 

征求提案说明书概述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将充分汲取 2021 年暑期基金 (Summer Program Fund) 开展过程中所获得的经

验。 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有 62 个申请人从 277 个提交申请的组织中脱颖而出，这些成功的申

请人于 2021 年 8 月获得了共计 100 万美元的资金。 这些项目获得了 5,000 美元至 25,000 美元不

等的资金资助。 
 

2022 年暑期，共计约有 450 万美元的资金可用于向项目提供 10,000 至 50,000 美元不等的资助。  

其流程和时间线将适应更大金额的拨款和更多数量的资助申请。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还将为初步

的暑期项目规划和申请提交提供一个更长的时间窗口。        
 

 
1 出于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之目的，最远离教育公正的青少年被定义为包括以下优先青少年人群： 贫困青

少年、BIPOC（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青少年、移居青少年、难民和/或移民青少年、英语语言学习

者、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寄养中的青少年、LGBTQ 青少年、牵涉刑事司法系统的青少年，以及残疾青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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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WA 将确保开展过程的公平性、可及性，加强组织的多元化，从而提供高质量的暑期项目，并

在服务不足的社区扩大获得机会。 
 

符合资格的申请人： 

如需符合提交申请的资格，各组织必须确认其暑期项目将包括社会联系以及体育和户外活动。 请

参见符合资格的项目（见下文）以了解详情。 
 

非营利性社区组织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CBO)，包括宗教组织在内，将优先获得资助。 

小型企业和公共机构也有资格进行申请。  
 

提供给宗教组织的资金不得用于支持宗教项目或材料；也不得将参与宗教活动（如带有宗教目的

的祈祷或课程）作为对青少年参与者的一项要求。 
 

考虑以小型企业身份进行申请的申请人应当符合《华盛顿修订法典》(Revised Code of Washington, 

RCW) 第 19.85.020 条所规定的小型企业的定义，具体为：“小型企业”是指所有权和经营权独立于

所有其他企业之外，并且拥有五十名或以下员工的任何商业实体，包括独资经营、公司、合伙企
业或其他法律实体。 
 

公园部门和学区不符合申请资格； OSPI 专门为这些实体设立了其他基金。   
 

暑期项目基金将仅提供给服务于华盛顿州青少年的组织。 获得资助的项目必须遵守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的规定。 
 

如需符合资格，申请人必须为正在 K-12 学校就读或接受服务的 4-21 岁学龄青少年提供暑期项目

。 青少年无需正在接受 K-12 学校系统提供的暑期特定服务，但他们必须在学年内的某个时间点在 

K-12 学校就读或接受服务。 在家受教育的青少年也可以通过暑期项目获得服务。  
 

每个组织只有一份申请可被接受。 唯一的例外情形是，一个申请人同时为另一个符合资格的组织

担任财政担保人2。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组织都可以提交一份申请。 
 

对于在全州内有多个分支机构的组织，每个分支机构都可以进行申请，但每个分支机构都必须具

有自己的 501(c)(3) 非营利性税务地位以及自己的税务识别号。  
 

符合资格的项目： 

按照州议会的指示，OSPI 致力于利用这些基金来加强青少年之间的社会联系，促进青少年参与体

育3和户外活动。 
 

在叙述中，申请人将被要求描述其项目将包括的社会联系、体育活动和户外活动，并讨论其暑期

项目为何将具有可行性，以及项目将如何响应申请人所服务的青少年的需求。  
 

 
2财政担保人是指具有美国国税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501(c)(3) 免税地位的既定非营利组织，其同

意代表不具有（或尚未具有）501(c)(3) 免税地位的非营利组织接收资金。 有财政担保人的申请人必须提交

财政担保协议的副本。 
3体育活动被定义为青少年积极运动其身体和消耗能量的机会。 

https://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19.85.020
https://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19.85.020
https://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19.85.020
https://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19.8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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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暑期项目必须持续多天和/或多周的时间。 由于加强青少年之间的社会联系是一个必要的

组成部分，所以仅注重或侧重于一对一（一名成年人对一名青少年）活动的暑期项目将不符合资

格标准。 项目必须采用线下或主要为线下的形式。 允许采用部分混合组成部分或虚拟参与形式。 
 

时间线： 

暑期项目基金之所以能够顺利提供，离不开全州各地的青少年发展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指导。 在 

2021 年暑期项目基金征求提案说明书发布之前，SOWA 向利益相关者征求了关于战略制定和申请

的意见。 2021 年资助周期结束后，SOWA 向获得资助的组织和未获得资助的组织收集了反馈意

见，从而为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流程提供参考。 2021 年暑期基金同行评审人员的意见，以及 10 

月初额外举行的几轮利益相关者会议，极大提升了 SOWA 基于经验教训采取行动并持续改进暑期

项目基金方法的能力。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的在线申请将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星期四）开始；申请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一）晚上 11:59。 申请成功的项目将会在 2022 年 2 月中旬前收到资助通知。 

资金将于 2022 年 5 月中旬前发放给申请成功的申请人。 2022 年 3 月将为申请成功的申请人举办

一场研讨会。  （下文中包含更详细的时间线。） 
 

流程：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的申请必须使用英文在线提交。 但是，征求提案说明书本身将被翻译成阿姆

哈拉语、阿拉伯语、中文普通话、韩语、马绍尔语、俄语、萨摩亚语、索马里语、西班牙语、他

加禄语、汤加语、乌克兰语以及越南语。 关于获取征求提案说明书翻译版本的信息可在 SOWA 的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网页上找到。 
 

在线流程要求申请人在提交申请前确认其资格。 在线申请要求简要介绍申请人的暑期项目和组织

的详情和描述。 其中部分信息将被纳入到 ElevateWashington.org.  

 

申请人将回答关于其资助申请的问题，回答方式包括下拉菜单选项和简短叙述，并将涉及 2022 年

暑期项目基金的三个重点领域：  
 

1. 项目吸引最远离教育公正的青少年参与。 

2. 申请人组织的工作人员、志愿者、领导者和董事会均能够反映其所服务的优先人群。 

3. 项目定义并支持青少年的社会联系、体育活动和户外活动，并且项目的实施计划将确保这

三点项目要求得到满足，并响应所服务的青少年的需求和兴趣。  
 

申请人将被要求提供其组织在最近结束的财政年度内的总运营费用数据。  
 

申请人将申请 10,000 至 50,000 美元不等的资助金额。 

 

申请人无需提交预算表格。 
 

技术协助  
 

将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1:00-2:30（太平洋标准时间）和 2021 年 11 月 16 日（星

期二）上午 9:00-10:30（太平洋标准时间）通过 Zoom Webinar 举办宣讲会，以回答有关征求提案

说明书和申请的问题。 鼓励潜在的申请人踊跃参加。 请访问 SOWA 的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网页

以了解更多信息。 如需报名参加，请点击以下日期之一：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grant-initiatives/summer-program-fund/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grant-initiatives/summer-program-fund/
https://elevatewashington.org/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grant-initiatives/summer-program-fund/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grant-initiatives/summer-program-fund/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grant-initiatives/summer-program-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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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1:00 - 2:30 

 2021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00-10:30 
 

关于征求提案说明书和申请的常见问题将会在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网页上提供。 网页上将会发

布宣讲会上或通过电子邮件收到的所有问题，以及 2021 年暑期基金流程中产生的适用常见问题。 

请查看时间线，了解常见问题更新的预计日期。 
 

SOWA 将提供可选的技术协助 (Technical Assistance, TA)，以帮助各组织确定其是否符合资格申请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并帮助其完成申请。 除了直接通过 SOWA 提供技术协助外，还将通过小型

企业复原力网络 (Small Business Resiliency Network) 提供协助。 小型企业复原力网络是由可靠的组

织所组成的一个多元化网络，华盛顿州商务部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通过与

其合作，为小型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提供文化方面的协助。 有意向获得技术协助的申请人可查阅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网页。  
 

提案评审流程 
 

SOWA 通过与全州各地的合作伙伴合作，广泛开展外联活动，以招募约 60 名提案评审人员，甄选

的重点在于能够有效代表地区和黑人、原住民及有色人种 (Black, Indigenous, People of Color, 

BIPOC) 社区。 位于华盛顿的评审人员将最有可能获选。 评审人员应当在优先人群的代表性和申请

评审的经验方面满足标准，除此之外，还必须熟悉地区情况，并深入了解华盛顿州青少年发展生

态系统。 
 

所有评审人员都将被要求披露利益冲突情况。 评审小组的分配将确保不会将任何项目/组织的提

案，分配给为该项目/组织担任工作人员、董事会成员或顾问的评审人员进行评阅。 SOWA 将要求

评审人员参加反偏见培训，并将在开展强制性评审人员培训的过程中讨论申请问题和评分标准。   

 

评审人员将评审来自其所在地区的提案。 担任评审人员的全州合作伙伴将分布在所有地区的不同

小组当中。 
 

评审人员将对大约 20 份申请进行独立评分。 在独立评分完成后，为相同提案进行了评分的各评

审人员小组将讨论他们的评分标准，并就每份申请的共识分数达成一致意见。 评审人员小组将由

首席评审人员负责主持工作。  
 

School’s Out Washington 将指导评审流程，包括根据需要协助首席评审人员进行评审小组的主持工

作。 当评审小组完成了缜密的评审和评分流程后，SOWA 将审查所有小组给出的评分。   

 

提案评审标准 

 
三个重点领域将构成提案评审的架构。 评审人员将使用评分标准来评估项目如何、在何种程度上

满足以下几点：   

https://us02web.zoom.us/webinar/register/WN_13t5MggCSW-UE_du79v1gg
https://us02web.zoom.us/webinar/register/WN_labZC05tSz6424gkhpG_vA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grant-initiatives/summer-program-fund/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grant-initiatives/summer-program-fund/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grant-initiatives/summer-program-fund/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grant-initiatives/summer-program-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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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将吸引最远离教育公正的青少年参与。  
 

占总分的 35% 

2. 下列群体中的个人能够反映项目所服务的优先人群： 1) 直接与青少年

一起工作的项目工作人员和/或志愿者； 2) 项目领导者； 3) 志愿者董

事会成员。  
 

占总分的 20% 

3. 项目定义并支持青少年的社会联系、体育活动和户外活动，并且项目

的实施计划能够确保这些项目要求得到满足，并响应所服务的青少年

的需求和兴趣。 

占总分的 45% 
 
 

 

除了评审人员的评分以外，全州优先人群中的公平代表性、公平的地理分布、参与的青少年数量

以及接触时间的长度，也都将作为 SOWA 的评审标准。 在符合评审标准的竞争性申请之中，小型

组织将在 SOWA 向 OSPI 作出的最终资助推荐中被予以更多的考虑。 

 

地理分布  
 

下面的地图显示了全州的六个地区，与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DCYF’s) 的六个行政区划相一致。  SOWA 将在指定提案评审小组和确定资金时，使用 DCYF 的行政

区划作为在地理上划分本州的方式。 
 

全州各地的资金分配目标将以这些地区特定的两个关键数据点作为基础： 18 岁及以下生活贫困的

青少年；以及 18 岁及以下的 BIPOC 青少年。 （数据收集自 2019 年的美国社区调查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下面地图上的百分比分配所代表的是居住在各个地区的华盛顿州 18 岁及以下生活贫困的青少年百

分比，以及华盛顿州 18 岁及以下的 BIPOC 青少年百分比。 在确定按地区分配资金的目标时，这

些数据将会被平均加权。 虽然这些是地理分布的目标，但能否达到这些目标将取决于每个地区收

到的合格提案和高评分提案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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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  
 

全州所有地区的 2022 年暑期项目都将有机会获得资金。 2022 年暑期项目的资金将从 10,000 美元

到 50,000 美元不等。 申请人将被要求在这个范围内申请一个资金数额；但是，实际收到的资金可

能少于申请的数额。  
 

申请成功的申请人将被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 与 School’s Out Washington 签订合同。 此处随附了一份合同范本，仅供参考之用。 请注意，

最终版本的合同可能会与合同范本存在细微差别。 若发生这种情况，则将在签署合同之前具

体标出修改的部分，以供当选的申请人确认。 

● 提供已充分购买责任保险的证据。4  关于保险要求的详细信息包含在合同范本当中 

● 填写表格以便完成资金转账 

● 在 Elevate Washington 上填写组织概况 

● 填写一份表格，以简要说明其 2022 年暑期项目计划在申请提交之后的任何变化（如有）。  

● 提交最终叙述报告 
  

 
4 在 SOWA 与 OSPI 签订的合同中，通过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获得资助的组织将被视为 SOWA 的分包商。 因

此，获得资助的组织必须购买符合 OSPI 要求的保险，包括符合合同规定限额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和汽车

保险（视情况而定）。  在发放资金之前，SOWA 将要求提供保险证书，该等保险应当将 SOWA 和 OSPI 列为

附加被保险人。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resource/2022-summer-program-fund-sample-contract/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resource/2022-summer-program-fund-sample-contract/
http://www.elevatewashington.org/
http://www.elevatewashington.org/
http://www.elevatewashing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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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线  
 

2021 年 11 月 4 日 征求提案说明书发布  

2021 年 11 月 10 日和 11 月 16 

日 

征求提案说明书宣讲会。 在此报名： 

2021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1:00 - 2:30 

2021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00-10:30 
 

2021 年 11 月 5 日至 12 月 3 日 

 

可获取技术协助。 关于技术协助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2022 年暑

期项目基金网页。   

2021 年 11 月 9 日、11 月 15 

日、11 月 22 日和 11 月 30 日

。  
 

更新的常见问题，可在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网页上查阅。 提

交常见问题的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29 日。 

2021 年 12 月 6 日 申请的截止时间为晚上 11:59。 

2021 年 12 月 9 日至 2022 年 1 

月下旬  
 

由 SOWA 团队和同行评审人员对申请进行评审 

2022 年 2 月中旬前 OSPI 评审和批准资助推荐。  

 

向申请成功的申请人发出资助通知。 
 

2022 年 3 月 15 日 申请成功的申请人应在此日期之前提交一份表格，以简要说明

其 2022 年暑期项目计划在申请提交之后的任何变化（如

有）。  

 

3 月中旬 2022 年暑期项目座谈会  

2022 年 5 月 13 日前 发放资金 

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9 月 开展暑期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提交最终报告的截止日期。 

 

申请概览 
 

下文中列出了完成 2022 年暑期项目基金申请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和提供的信息。 其中包括下拉菜

单选项和叙述式回答。 
 

在线申请的开头部分提供了一个申请模板。 我们建议申请人使用该模板来查阅问题和撰写答案。 

在模板中完成作答后，申请人就可以将答案复制到在线申请表格中并进行提交。  
 

申请必须 在线提交。 申请人可以保存已填写的内容，并在稍后继续填写申请。 申请表中提供了

关于保存和继续填写申请的指示。 申请必须在 2021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一）晚上 11:59 前填写完

成并提交。 

https://us02web.zoom.us/webinar/register/WN_13t5MggCSW-UE_du79v1gg
https://us02web.zoom.us/webinar/register/WN_labZC05tSz6424gkhpG_vA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grant-initiatives/summer-program-fund/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grant-initiatives/summer-program-fund/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grant-initiatives/summer-program-fund/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grant-initiatives/summer-program-fund/
https://schoolsoutwashington.org/grant-initiatives/summer-program-fund/
http://www.elevatewashington.org/
http://www.elevatewashington.org/
https://survey.alchemer.com/s3/6577000/2022-Summer-Program-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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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信息 
 

请确认您的组织符合资助申请资格： 

 

● 您的组织： 

○ 将为青少年提供一个 2022 年暑期项目。 

○ 将遵守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的规定。 

○ 属于非营利性社区组织、小型企业或是公共机构。 

○ 将为华盛顿州 4-21 岁的青少年服务，这些青少年正在 K-12 学校就读或接受服务。  
 

● 您的组织的 2022 年暑期项目将：   

○ 包括旨在加强青少年之间社会联系的活动 

○ 包括体育活动 

○ 包括户外活动 

○ 持续多天和/或多周的时间 

○ 采用线下或主要为线下的形式 
 

公园部门和学区不符合申请资格。  资金不得用于一对一项目或宗教活动。 
 
 

项目/组织信息： 

 
● 我们的暑期项目的财政担保人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 是 

○ 否 

*如果是，您将被要求上传一封经担保组织签署的信函，以确认其财政担保关系。 
 

● 选择所有将通过 2022 年暑期项目获得服务的县，这些县应当是此申请的重点： 

 
● 组织的法定名称：  

 

● 提供财政担保的组织名称（如适用）： 
 

● 雇主识别号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EIN)： 

注：如果项目/组织有财政担保人，则请输入财政担保人的 EIN 
 

● 统一商业识别码 (Unified Business Identifier, UBI)： 

注：如果项目/组织有财政担保人，则请输入财政担保人的 UBI 
 

● 在最近结束的财政年度内，您组织的总运营费用是多少？ 
 

● 该财政年度于何时结束？ 

 

● 组织的类型： 

注：如果项目/组织有财政担保人，则请输入财政担保人的组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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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营利组织 

○ 小型企业 

○ 公共机构（请说明）：___ 

○ 其他（请说明）：___ 
 

● 主要实际地址  

○ 完整地址（包括公寓/套房/办公室，如适用） 

○ 镇/市  

○ 州 

○ 邮政编码 

○ 县 
 

● 描述：简要描述您的组织（使命、愿景、服务、重点）。字数上限为 200。 

 注：这一信息将被纳入 ElevateWashington。 

 

● 场地名称：  

注：如果您代表多个场地进行申请，请仅在此写出其中一个场地的名称和地址。 
 

● 场地地址：  

注：场地的地址必须位于华盛顿州 

o 完整地址（包括公寓/套房/办公室，如适用） 

o 镇/市  

o 州 (WA) 

o 邮政编码 

o 县 

     

● 2022 年暑期项目名称： 
 

● 描述：简要描述该项目（服务对象，项目重点） 

字数上限为 150.  

注：这一信息将被纳入 ElevateWashington。 

 

● 申请人的组织，以及在此报告的场地和项目的名称和地点，将被列入 ElevateWashington 

的公共青少年项目名录。  如果场地的地点是保密的，则请勾选此处，要求不予显示在项

目名录中。  

o 地点不是保密的 - 可以放在名录中 

o 地点是保密的 - 不要放在名录中 
 

提案问题： 
 

重点领域 1：项目吸引最远离教育公正的青少年参与。 这一重点领域的分值占 35%。   
 

请根据您计划申请资助的 2022 年暑期项目的情况，回答以下问题。 
 

a. (1b) 下面的问题要求您告诉我们，在您的暑期项目中，每个优先类别的青少年所占的

百分比。 在您提供关于青少年的信息之前，请告诉我们您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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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百分比所依据的是青少年或家庭报告的数据。 

● 这些百分比所依据的是近似的数据来源，如学区或人口普查数据。 

● 这些百分比是根据我们对青少年社区的了解所做的估计。 

● 我们目前尚未收集或掌握任何这类信息的代用数据，因此不方便估计这个问题

中的百分比。  
 

即使您不提供优先人群的百分比，所有申请人仍必须在下面的问题 1e 中详细描述

他们的青少年社区。 

 

b. 请估计这些类别的青少年中将参加您的 2022 年暑期项目的人数百分比。 我们理解，

许多青少年同时从属于多个类别，因此百分比的总和不需要是 100%。 请将过往项目

数据、当前招生数据或其他近似数据来源（如学校人口统计数据）作为依据。 在接下

来的叙述中，您将有机会详细向我们介绍您的社区：  
 

如果您并未期望某个特定优先人群的青少年参加您的 2022 年暑期项目，则请填写零。 

如果无法估计该优先人群的数据，则请留空。 除非您在上面选择了“我们目前尚未收

集此数据”，否则您必须为这个问题输入数据：  
 

● 贫困青少年，以免费或减价午餐的资格作为衡量标准: __% 

● BIPOC 青少年：__% 

● 移居青少年：__% 

● 难民和/或移民青少年：__% 

● 英语语言学习者：__% 

● 无家可归的青少年：__% 

● 寄养中的青少年：__% 

● LGBTQ（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酷儿）青少年：
__% 

● 牵涉刑事司法系统的青少年：__% 

● 残疾青少年，包括身体、发育和/或智力残疾；或有特殊保健需求：__% 
 

c. 请估计您的项目中代表一个或多个优先人群的青少年的总体百分比：__%  

 

d. 如果您的项目为 BIPOC 青少年提供服务，则请分别提供代表各个 BIPOC 青少年人群的

青少年百分比。  我们理解，许多青少年同时从属于多个类别，因此百分比的总和不需

要是 100%。 

● 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 __% 

● 亚洲人/亚裔美国人: __% 

● 黑人/非裔美国人: __% 

●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__% 

● 中东人或北非人: __% 

● 多种族: __% 

● 夏威夷原住民/太平洋岛民: __% 

 

e. 叙述：向我们介绍您的社区内将参加您的 2022 年暑期项目的青少年，包括他们如何代

表一个或多个优先人群。 描述您的项目将如何吸引优先人口群体中的青少年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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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上限为 400。 
 

 

重点领域 2：项目的工作人员、志愿者、领导者和董事会成员能够反映其所服务的优先人群，如

上述问题 1 中所列。 这一重点领域的分值占 20%。 
 

a. 请估计身份/生活经历从属于任何一个优先人群类别的青少年百分比。 

● 将在 2022 年暑期项目中直接与青少年一起工作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__% 

● 将监督和监管 2022 年暑期项目的项目领导者：__% 

● 项目/组织的董事会成员：__% 
 

b. 叙述：描述您的项目工作人员、志愿者、领导者和董事会成员如何反映（有共同的身份或

相似的生活经历）您的暑期项目所服务的优先青少年人群。   

 

字数上限为 350。 
 
 

重点领域 3：项目定义并支持青少年的社会联系、体育活动和户外活动，并且项目的实施计划能

够确保这些项目要求得到满足，并响应所服务的青少年的需求和兴趣。 这一重点领域的分值占 

45%。 

项目类型：请说明您将利用 2022 年暑期项目资金来提供哪种类型的项目： （勾选所有适用项。

） 

● 学术  

● 艺术与文化 

● 职业探索和职业培训 

● 儿童保育 

● 领导力、服务和社会公正 

● 体育活动和运动 

●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STEM) 

● 服务与支持 

● 其他（请说明）：________ 
 

您的 2022 年暑期项目将为以下年龄段的青少年服务： （勾选所有适用项。） 
● 4-12 
● 13-18 
● 19-21 

 

将服务的青少年的人数： 

● < 20 名青少年 

● 20-50 名青少年 

● 51-100 名青少年 

● > 100 名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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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提供方式： 

● 仅线下 

● 混合型：线下和线上 

 

无须预约即可参加的项目？ 

● 是 

● 否 
 

项目持续时间： 

● 1-2 周 

● 3-5 周 

● 6 周或以上 
 

项目每周提供多少天？ 

● 每周 1-2 天 

● 每周 3-4 天 

● 每周 5 天 

● 其他（请说明）：____ 
 

项目日的时长： 

● 每个项目日 1-2 小时 

● 每个项目日 3-4 小时 

● 每个项目日 5-6 小时 

● 每个项目日 7-8 小时 

● 每个项目日超过 8 小时 

 
 

叙述：讨论您的暑期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计划。 思考您将要做什么，您的设计为什么能够响应您将

服务的青少年的需求，以及您将如何实施这个项目。 您的回答应涉及以下所有内容： 
 

1. 概述您的 2022 年暑期项目。 您计划如何实施？  （评审人员能够理解，由于变数众多，实
施的许多方面目前可能尚不清楚，但请总结您为什么认为计划具有可行性，以及您打算如

何成功启动项目。） 
 

字数上限为 200。 
  

2. 详细讨论您将提供哪些活动来加强社会联系。 （举例说明。 方法是否会因年龄组而异？  

帮助评审人员理解您的项目将如何加强青少年之间的社会联系） 
 

字数上限为 200。 
 

3. 您的项目将包括哪些体育活动？ （具体说明。 活动是否会因年龄组而异？ 向评审人员解
释将向青少年提供的确切内容。） 

 

字数上限为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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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的项目将包括哪些户外活动？ （具体说明。 活动是否会因年龄组而异？ 向评审人员解
释将向青少年提供的确切内容。） 

 

字数上限为 150。 
 

5. 解释为什么您的项目模式是有效的，并且能够响应您的优先青少年人群的需求。 （帮助评
审人员理解您的项目设计背后的理念。） 

      

字数上限为 250。 

 
 

资金申请：2022 年暑期项目可申请 10,000 至 50,000 美元不等的资金。 资金必须在 2022 年 9 月 

30 日之前使用完毕。 
 

必须输入一个介于 10,000 至 50,000 之间的数字 

 

认证： 

填表人姓名：    

电子邮箱地址：    电话号码：  

所有获得资助的申请人都必须提交一份填写完整并经签名的 W-9。 资金将通过自动清算所系统 

(Automated Clearing House, ACH) 以电子方式进行支付。 School’s Out Washington 将通过 DocuSign 

向申请成功的申请人发送 ACH 授权表和 W-9 表格。 收到这些文件后，必须在七天之内交还。 请

指明 ACH 表格和 W-9 申请应当发送给谁。 

姓名：      电子邮箱地址：  

所有获得资助的申请人都必须与 School’s Out Washington 签订合同。 请指明该合同应当发送给谁

进行签署。 

姓名：      电子邮箱地址：  

 

如果获得资助，申请人同意向 School’s Out Washington 提供在资助日期起的六年内查看其 990 表

和其他财务记录的权利，以便 School’s Out Washington 在任何合理的时间确认此申请中所载的财

务信息。 
 

请勾选所有方框。 （点击此链接查看小型企业的定义 RCW19.85.020） 
 

 “本人证明，本人已获得授权以代表申请组织提交此申请。”  

 

https://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19.85.020
https://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19.8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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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证明，签署本申请书即表明，申请组织或其负责人目前均未被任何联邦或州政府部门或机构

禁止、暂停、建议禁止、宣布无资格或自愿排除参与这项交易。” 
 

“本人证明，如果以小型企业身份进行申请，本人的企业符合 RCW19.85.020 所规定的小型企业定

义。” 
 

“本人证明，所述项目不包括宗教崇拜、活动或指导。 如果申请成功，不会要求任何参与者为了

使用设施而参加任何宗教崇拜、活动或指导。”  

  

“本人证明，此申请中提供的信息以及任何证明文件和表格中提供的信息，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是

真实、准确的。 本人亦理解，此申请中的任何虚假陈述或故意遗漏，均可能导致本人因欺诈性虚

假陈述而必须退还资金或遭到法律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