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約市居民委員會(Citizens Committee for New York City)將授小額補助金予由

居民領導的團體來執行社區建設項目，以解決他們認為重要的問題。 

現在，我們的補助金重點是支持改善社區生活、加強當地領導力和擴大社區夥伴關係的項

目。 我們投資由社區市民主導的項目，尤其是危機期间創立的項目,以建立一個惠及所有

人的紐約市。 草根領袖，尤其是低收入社區的草根領袖，他們明瞭社區的緊要需求並有

能力做出改變措施以促進公民參與市政生活、鄰里繁榮昌盛和社區健康。 

基層組織將獲得最高 5,000 美元的補助金，以解決其社區的生活質量問題，並應對與新冠

肺炎疫情(COVID19)和艾達颶風相關的緊迫需求。該補助金支持藝術、健康、環境保护、

街道美化、租戶權利等多種類型的項目。 

欲了解有關此計劃的更多信息，請按此鏈接登記資料通訊會議。 

欲獲得更多信息： 
www.citizensnyc.org/grantmaking | dcui@citizensnyc.org (中文咨詢) | grants@citizensnyc.org 

紐約市居民委員會(CitizensNYC) 感謝下列各機構/團體的慷慨支持，使我們的補助金計劃

得以實現: 

Frida Polli and Conor Bastable / 布斯摩天基金會(Booth Ferris Foundation) / 花旗集團(Citi) / 

Barbara and Tom Israel / Kitty and Tom Kempner / 莫里斯·帕尼斯·利文斯頓基金會

(Mollie Parnis Livingston Foundation) / 國家網格基金會(National Grid Foundation) / 非營利

性金融基金(Nonprofit Finance Fund) / 道明銀行(TD Bank) /富国基金會(Wells Fargo 

Foundation) 

申請指南–請仔細閱讀 

社區補助金計劃接受任何一個來自紐約市五個行政區中，由居民領導的團體和非營利組

織的申請。此類團體的例子包括：街坊協會，房客協會（包括 NYCHA 政府樓），公民

團體，社區花園，學生團體，家長教師協會(PTA)和非營利組織。團體可以是長期存在

的，或剛剛成立的團體，也可以是正在組建中的團體，不需要具有非營利性或 501(c)(3)

的資格。 

我們支持包括由社區成員共同努力開展的健康食品供給、 青少年課業輔導及大學預科或

職業培訓、有助於身心平衡和健康的體育活動、彌合數據和科技鴻溝、綠地培育、文化傳

統傳承保護、安置新移民、領導街區或租戶協會會議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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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應該申請？ 
基層社區組織團體開展中的工作有： 

• 是由直接經歷這補助金計劃要解決的問題之群眾小組開展和領導   

• 解決重要的社區問題 

• 使鄰居團結在一起，並為建設更強大的社區做出貢獻 

• 對社會正義有強大的遠見，並致力於建設社區群眾運動 

 

公立學校免於 150,000 美元的預算上限。但是，我們不資助現有的學校課程（例如美術課

的材料）、長期項目（例如，年度學校戲劇）和學校內部非營利組織項目。 我們優先考

慮 Title 1 (低收入家庭的學童人數多或比例高) 的學校。 

 

我們期望的申請計劃能夠：由直接經歷這補助金計劃要解決的問題之群眾小組開展和領

導、清晰及詳細周到、解決社區的重要關切、為建設更強大的社區做出貢獻，並把鄰居

聚在一起。 

 

我们将持續接受申請：儘管如此，因為資金可能有限，我們強烈建議您儘早提交申請，

最好在 2022 年 1 月 30 日，星期日晚上 11:59 前提交。我們將邀請決賽入圍者完成一份簡

短的懇請表格。 

 

小組的項目完成後，我們將要求您提供一份簡單的最終報告。 

 

如果您。grants@citizensnyc.org至發送電郵請。的問題申请我們很樂意回答有關該

需要中文幫助，請發電郵聯繫 Di (DCui@citizensnyc.org) 

 

欲了解有關我們的更多信息，請查訪 www.citizensnyc.org，並在 Facebook 上“點贊”我

們：www.facebook.com/citizens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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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 
 

多謝您填寫此申請表格。首先，我們將問您關於您的個人以及您在當地社區做過的活動等

問題。我們希望藉此展示來自不同文化、人種和民族的人們均在讓紐約市變得更好。 

 

請按照與本申請程序順序地回答所有問題。注意：如果您以前是 CitizensNYC 補助金受贈

方，也請按照第一次申請補助金的方式填寫此申請表格。 

 

如需獲取完成申請的指導，我們強烈建議您在網站上觀看我們的補助金申請講解視頻。 
 

請使用在線表格提交申請。您可以保存您的申請內容並稍後提取，請點擊“保存並繼續

(save and resume)”功能返回到申請表格。如果您在我們的在線平台上遇到問題，或需要

通過 Word 或 PDF 提交申請表格，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Grants@citizensnyc.org，標題為“請

求申請協助”。中文表格請發送至 DCui@citizensnyc.org。 

 

**在開始申請之前，即使您過去曾經獲得過資助，請確保您已經仔細閱讀了上一頁的申
請指南。** 
 

第 1 部分：基本信息 
主要聯絡人的名字: 

主要聯絡人的姓氏: 

主要聯絡人電話: 

座機還是手機？: 

主要聯絡人電郵: 

 

主要聯絡人的住址: 

街道: 

城市: 

州: 

郵區號碼: 

 

請註明主要聯絡人的人種或種族（選擇所有適用項）  

❑ 白人 

❑ 黑人或非裔美國人 

❑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 印度裔 

❑ 华裔 

❑ 菲律宾裔 

❑ 日本裔 

❑ 韓國裔 

❑ 越南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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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威夷原住民 

❑ 瓜馬尼亞或查莫羅人 

❑ 薩摩亞人 

❑ 其他太平洋島民 

主要聯絡人的種族（選中一項） 

❑ 拉丁裔，西班牙裔或西班牙裔 

❑ 不是拉丁裔，西班牙裔或西班牙裔 

如果主要聯絡人認同為 LGBTQ +共同體的一部分，請選中所有適用項： 

❑ 女同志 

❑ 男同志 

❑ 雙性戀 

❑ 變性人 

❑ 不適用 

❑ 其他： 

主要聯絡人是否老年人或年長者（65歲以上）？ 

❑ 是 

❑ 否 

主要聯絡人是否識別為女性？ 

❑ 是 

❑ 否 

主要聯絡人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或移民的子女？ 

❑ 是 

❑ 否 

主要聯絡人是殘疾人仕嗎？ 

❑ 是 

❑ 否 

主要聯絡人想分享標識自己的其他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聯絡人的社交媒體 

網站(Website): 

臉書(Facebook): 

推特(Twitter): 

Instagram: 

領英(LinkedIn): 

 

 
輔助聯絡人的名字: 

輔助聯絡人的姓氏: 

輔助聯絡人電話: 

座機還是手機？: 

輔助聯絡人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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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聯絡人的住址: 

街道: 

城市: 

州: 

郵區號碼: 

 

請註明輔助聯絡人的人種或種族（選擇所有適用項）  

❑ 白人 

❑ 黑人或非裔美國人 

❑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 印度裔 

❑ 华裔 

❑ 菲律宾裔 

❑ 日本裔 

❑ 韓國裔 

❑ 越南裔 

❑ 夏威夷原住民 

❑ 瓜馬尼亞或查莫羅人 

❑ 薩摩亞人 

❑ 其他太平洋島民 

輔助聯絡人的種族（選中一項） 

❑ 拉丁裔，西班牙裔或西班牙裔 

❑ 不是拉丁裔，西班牙裔或西班牙裔 

如果輔助聯絡人認同為 LGBTQ +共同體的一部分，請選中所有適用項： 

❑ 女同志 

❑ 男同志 

❑ 雙性戀 

❑ 變性人 

❑ 不適用 

❑ 其他： 

輔助聯絡人是否老年人或年長者（65歲以上）？ 

❑ 是 

❑ 否 

輔助聯絡人是否識別為女性？ 

❑ 是 

❑ 否 

輔助聯絡人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或移民的子女？ 

❑ 是 

❑ 否 

輔助聯絡人是殘疾人仕嗎？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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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輔助聯絡人想分享標識自己的其他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輔助聯絡人的社交媒體 

網站(Website): 

臉書(Facebook): 

推特(Twitter): 

Instagram: 

領英(LinkedIn): 

 

第 2部分：告訴我們有關您的團體的更多信息 
您想參加 DOT (交通部) 開放街道計劃嗎？（可自選） 

❑ 是 

❑ 否 

 

您的團體或公立學校的名字是什麼？ 如果您的團體在前幾年以不同的名稱（即使是略有

不同）提交了申請，請同時註明新名稱和舊名稱。 

團體主要地址(團體/非營利組織或主要小組負責人的地址 - 如果團體沒有具體地話)。 

街道: 

城市: 

州: 

郵區號碼: 

區: 

鄰里: 

團體社交媒體 

團體網站(Website): 

臉書(Facebook): 

推特(Twitter): 
Instagram: 
其他: 

你的團體是什麼時候成立的 - 月份和年份？ 

你的團體 2021 年的總預算是多少？ 

您的團體是否持有 501(c)(3) 身份？（請注意，團體無需具有此身份也可獲得我們的資 

助。） 

如果您團體的 501(c)(3)申請正在審理中，請說明。 

如果是，請提供指向您組織的 990 鏈接。 
如果您之前收到過我們的補助金，請列出您收到補助金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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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我們您團體的歷史！ 請說明團體的使命，主要成就以及社區成員對團體工作影響力

的任何評語。 

 

市議會區＃：  社區委員會＃：  州議會區＃： 

州參議院區＃：  美國國會（眾議院）區＃： 

 

如果您不知道上述資料，請查訪以下綱站:www.mygovnyc.org 

 

第 3部分：描述您團體的工作 
請注意，從現在開始，所有問題都與您和團體其他成員現提交此申請的特定项目有關。 

1. 项目名稱 

2. 請用兩句話描述项目或工作（而不是您的團體）及其目標。 有關具體說明，請參

閱本指南。 

3. 請註明项目開始和完成的大概日期–請記住，我們的撥款公告將在 2022 年夏天發

佈。 

项目開始日期:  

项目完成日期: 

4. 以上兩句話總結僅能指引我們的團隊，但我們希望您能夠分享更多。請在此處提供

詳細的項目描述。 

5. 請指出您的项目主要屬於哪個類別，最多選擇兩個。我們默認所有類別都屬於公民

參與的範疇。 

___ 環境    ___美化/開放空間 

___食物與健康生活   ___青年參與 

     ___精神健康   ___身體健康 

     ___藝術與文化   ___ NYCHA /公共住房 

     ___公共安全  

     ___社會/環境正義 
     ___種族/社區關係 

 

___移民的權利  
___警察/社區關係 
___企業家精神 
___教育/ 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___緊急救濟/快速應對 
___其他 

 

6. 您的團體將如何進行宣傳外展活動，以使您社區的其他成員參與該項目？ 

7. 多少志願者將參與您的計劃？ 

8. 您的項目將涉及多少帶薪或津貼員工？ 

9. 有多少人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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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項目地址 

街道: 

區: 

郵政編碼: 

 

第 4 部分：計劃預算和所需的補助金 
 

1. 您想申請多少錢？如果授予了補助金，補助金數目可能不等於申請的金額。(AING 的

補助金平均金額為 2,500 美元。） 

   向 CitizensNYC 申請的總金額（最高 5,000 美元） 

2. CitizensNYC 是該計劃的唯一資助者嗎？ （是/否） 

   若否，您還計劃得到哪些組織的資金？ 

 

第 5部分：您如何得知纽约市居民委員會？ 
1.請告訴我們您是如何得知我们的，這些信息有助於我們的推廣工作。 

___ 區長辦公室（哪個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博客（什麼博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社區委員會 

___ CitizensNYC 電子通訊 

___ 社區教育委員會 

___ 社區轄區委員會 

___ 社區活動（活動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社區團體（什麼團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當選官員（官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互聯網搜索 

___ 脸書(Facebook)廣告 

___ 谷歌(Google)廣告 

___ 推特 

___ 參與性預算大會（市議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市政府部門（哪個部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LinkNYC（城市街道上的高電子亭，可為電話充電，撥打電話等） 

___ 報紙（什麼報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廣播/電視（什麼電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在下面的列表中，請勾選並指出三個對您的社區最重要的生活質量問題: 

___經濟適用房  ___公共安全    ___新鮮食品 

___教育   ___公園/綠地   ___衛生保健 

___公共交通   ___薪资水平    ___街道清潔度 

___生活費用   ___噪音    ___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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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勾選此框以確認 “提交的材料”（視頻和照片）將被視為不是機密或秘密，並且紐 

約市居民委員會可能以與包括網站，社交媒體在内的任何方式使用“所提交的材料”

（視頻和照片） 並進行市場營銷。紐約市居民委員會（CitizensNYC）有權在任何新

聞稿、宣傳材料、定期公共報告、新聞通訊、內部通訊以及 CitizensNYC 可能不時發

布的其他通訊中使用，包括視頻和照片。  

 

恭喜您完成本申請！ 
紐約市居民委員會將於五月下旬通知申請人贈款決定。獲獎團體將被邀請參加在線培訓活

動，以進一步討論贈款項目並與其他社區領袖聯繫。 

 

請在臉書(Facebook)上為我們點讚，並在 Instagram 上關注我們，以獲取更多信息和資

源。請注意，除了提供補助金外，我們還歡迎您的團體參加 CitizensNYC：LIVE 系列，

及其他技術援助和技能培訓。我們可以與您團體的核心成員合作，根據您的特定計劃或活

動設計策略，並製定使命陳述，工作計劃以及吸引新成員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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