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补助金申请书 – 资助你的事业
演示者：Dene’ Starks博士
加利福尼亚州黑人小企业协会(Black Small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California,
BSBA)教育总监

Dene' Starks (00:26:30):
非常感谢，Sophia。感谢所有的合作伙伴和今天进行分享的每一个人，我即将分享我的屏幕。事
实上，我刚刚在聊天框中添加了一些内容，也就是实际上的幻灯片。希望大家能帮我个忙，到结
束时再提问，因为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来完成这次演示。这次演示包含很多信息，我知道你们所有
人都是为了获取这些信息才来到这里。因此，我希望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可能为你们多讲一些东
西。我想再介绍一下自己，我是Dene' Starks博士，我是多元教育集团(Diversity Education Group)的
创始人。我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我们成立的目的是填补成人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些空白，我们不
仅仅在成人读写能力和生活技能等方面提供服务，也提供基本的商业学习和教育机会。我们提供
多种服务，包括多种不同的教育计划、定制化课程以及补助金申请书撰写服务、指导和咨询，以
上所有都包括在内。今天的课程名为“资助你的事业”。
Dene' Starks (00:27:33):
撰写补助金申请书和领取补助金都与一个事业有关，你必须有一项事业，并且你的事业必须符合
资助者所寻求的事业的条件。所有这些我们都会讲到。今天的研讨会将介绍撰写补助金申请书的
流程、工具、建议，以及一些在被拒绝后才能得知的后端信息，我们还会介绍如何独立撰写补助
金申请书，或者当别人替你撰写时如何进行检查，这样你就会知道要求的补助金组成部分包含哪
些内容或必需有哪些内容。补助金的种类非常之多。研究补助金的工作量也巨大。因此，撰写补
助金申请书和补助金研究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我在这次研讨会中会谈到这两者。正如我所说，
要讲的信息很多，我们会先把这些信息讲完，在最后让大家提问。
Dene' Starks (00:28:28):
如果想在聊天框中提出疑问，请随意，我们将在最后回答。如果你想保留疑问，把它们放在最后
讨论，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在今天的议程中，我们将介绍补助金的组成部分，并讨论伙伴关系和
网络。我们将讨论在补助金、筹资和完成我们作为组织的事业方面如何让团队做好准备，我们自
己无法独立做这些事情，坦率地说，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做。工作量很大，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我
们会直接分享诀窍。确定申请补助金的机会。再次强调，补助金研究非常关键。我们如何知道自
己符合哪些补助金的条件？我们如何知道有哪些补助金可以申请？我们去哪里查找信息？这些都
是我们将要谈到的话题。补助金的组成部分很关键。预算编制绝对是关键。
Dene' Starks (00:29:17):
我们还会介绍一个模板构建工具。针对如何根据资助者通常关注的重点来构建补助金和预算，这
个构建工具能给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这次研讨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要了解如何撰写补
助金申请书，以及如何为我们的组织研究补助金。有的补助金专为非营利性组织设立，也有的补
助金专为营利性组织设立，还有种子基金，获得补助金的机会多种多样。我们会在演示过程中讨
论这些机会。第二个目的是为他人撰写补助金申请书和研究补助金，可能这里有人想要成为一名
补助金申请书撰写人，又或者可能你喜欢写作。因此你才会来到这里学习这些步骤，获得模板，
然后使用它来帮助他人。第三是学习如何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建立我们的组织以领取补助金。这是
关键。对于撰写补助金申请书，介绍、伙伴关系和网络非常重要。
Dene' Starks (00: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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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资助者希望看到你并不是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希望看到你处于一个团体之中，他们希望
看到你在和其他人或其他组织一起做这件事情。这是最重要的。我知道这不是我们能独自完成的
事情。在实地工作和在社区帮助他人不是我们凭一己之力就能做到的事，我们肯定需要获得这些
伙伴关系，与他人建立网络。如果我们不告诉别人，别人怎么知道我们的服务和产品？如何从整
体上了解我们的组织？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建立网络的机会，这是市场营销的一部分，对吧？伙
伴关系中蕴含着力量。有时候，你会在补助金、补助金的组成部分和补助金摘要上发现，上面会
说明，“我们会资助一个组织，或者我们会资助与另一个组织合作的组织。”
Dene' Starks (00:31:30):
伙伴关系中蕴含着力量，例如你的组织可能专注于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还有另外一个组织提
供劳动力发展职业培训。你们想一起合作，猜猜会发生什么？你们能够对社区产生更大的影响。
对于一个掌握资金的资助者来说，这看起来很不错，他/她会说，“你知道吗？我想给携手共进的
组织捐一百万美元。” 原因是什么知道吗？重点在于集体精神。我们希望与他人建立联系，原因
还是我们谈到的营销。除非我们告诉别人，不然别人怎么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能提供什么，
对吧？有很多免费的资源可用于营销，现在就有一个新资源，目前还处于测试阶段，仅供iPhone
用户使用。它叫做Clubhouse，是一个不错的应用程序，能够主持一些讨论，甚至是关于我们正在
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建立关系网络的工具。
Dene' Starks (00:32:23):
建立联系人数据库也很关键。在新冠疫情之前，我们就会参加这些社交活动和类似性质的活动。
我们去参加会议，遇到了在这一领域做类似工作的人，可能他们需要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或者我
们需要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也可能我们只是互相认识，然后坐下来喝喝咖啡而已。我们如何在日
常生活中记住那些人是谁，以及如何联系他们呢？我们必须开始建立，我们必须花时间开始建立
一个真正的联系人数据库。因为到那个时候，那一天，当你想起来的时候，你会说，“我确实见过
从事某个工作的人。” 你只需要轻轻点击或者搜索一下你的在线数据库，找到他们的姓名和联系
信息，你就能看到他们从事的业务以及他们的头衔。
Dene' Starks (00:33:12):
和你交谈的是一名首席财务官，还是工作类型不太相关、无法满足你的需求的志愿者？建立这些
伙伴关系很重要，构建人际网络也很重要。这是撰写补助金申请书的另一个关键，这些都是你在
进入写作阶段或研究阶段之前需要考虑的基础要素。这些是让我们为撰写和研究做好准备的必要
基础。你会发现，拥有一个团队并且让这个团队做好准备非常重要。资助者不会把钱给你让你任
意挥霍。你需要开展事业，完成他们的使命。当一位资助者把资金给你的组织时，并不只是让你
拿着这笔资金随便干些什么。他们想让你去实现他们表明希望看到的结果，他们希望资金按照他
们希望的方式用于社区。这不是为了组织内部的利益或类似的目的。
Dene' Starks (00:34:21):
当我们开始进行预算编制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希望资金如何得到运用。他们并不想让所有资
金都用来发工资，对吧？因为这样做之后，他们想完成的使命怎么办？使命会被扭曲。因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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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不是用于我们自己，而是用于我们的组织和社区。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跳脱自我来思考。背景
知识非常关键。了解优先顺序非常重要。了解资助者希望资助什么，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现
在，每一个申请补助金的机会都在告诉你，他们正在寻求一个能够为社区提供服务的组织。那就
是他们想资助的。事实上，他们希望找到他们口中所说的这个使命。因此优先顺序非常重要，当
你查看补助金的优先顺序时，当你进行研究时，优先顺序通常是…… 而且一段时间内都会是如
此。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优先顺序变得更明朗了一些。优先考虑的是提供职业培训的组织。
Dene' Starks (00:35:32):
职业培训的需求一直都很高，这当然是因为资助者希望将失业率维持在低水平，他们希望将其他
社会成本也维持在低水平。
Dene' Starks (00:35:40):
因此他们想要资助提供职业培训的组织。他们想要资助为面临风险的年轻人或服务水平低下的人
群服务的组织。他们想要资助提供心理健康服务、预防和解决欺凌等问题的组织。这些都是热点
话题。现在，因为冠状病毒，很多人只求生意得以保全。但是，当你寻求生存的时候，社区也在
寻求生存。要思考你能做些什么来帮助资助者完成他们优先考虑的事项，不仅是为了你自己，也
是为了他们。支出类别是对当前一年和未来一年的预测。当我们在研究补助金时，如果想了解我
们的情况如何，可以借助支出类别。我会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这个例子可以展示一个支出类
别。具体是指你能得到的最大金额和最小金额是多少，以及资助者希望这笔资金应用到哪些领
域。当你在研究时，可以通过补助金的实际描述得到了解。
Dene' Starks (00:36:53):
当你研究补助金时，查看并理解这个术语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你可能正在思考一件事情，并且从
这个角度看待这件事情，但是事实上，这个术语被称作优先顺序。因此，你需要匹配这些优先顺
序。他们有时称之为优先顺序，有时称之为另一个术语。我们最好能够熟悉优先顺序是什么。熟
悉这些优先顺序的方法就是花时间浏览补助金计划的网站，了解针对不同目的、不同组织的各类
不同的补助金。每个州的情况不同，每个政府的情况不同，每个私人资助者的情况也不同。因
此，并不会所有人都使用同样的术语，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熟悉补助金申请流程，在进行研究
时，我们也会越来越熟悉术语。所有类型的补助金都可以申请。我知道，有时候人们会将申请补
助金的机会局限在某一个行业而拒绝另一个行业，但是还有强制性支出和可自由支配的补助金。
Dene' Starks (00:38:06):
有分类用途补助金，这种属于特殊项目，他们会告诉你那是什么。有整体补助金，这是为在授权
立法中确定的活动设立的。现在，人们有时候会参与政府事务，其中部分活动可能不符合条件，
但是有些补助金是专门针对这些活动。例如项目补助金，你有想要为其筹资的项目吗？你是否有
想在一段时间内整合到一起的特定事物？还有按公式计算的补助金，这更多是为了研究和数据，
例如科学类型的项目和科学类型的活动。现在，针对冠状病毒和疫苗等，许多制药公司或疫苗公
司（即在后端开发的公司）收到了一些按公式计算的补助金，他们可以将其用于这些目的。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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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补助金。这种补助金的资助者会规定，如果你筹集到10,000资金，他们就会给你10,000补助
金。这就是按比例补助金的意思。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补助金。
Dene' Starks (00:39:15):
其他类型包括种子基金和创业基金。有组织提供资金来帮助公司起步。现在，种子基金有时候并
不局限于非营利组织，并不总是局限于501c3非营利组织或501c6组织等等。有时候，为创业资金
提供的种子基金也会提供给营利性企业。我们再次强调，在研究补助金时，要看补助金的摘要，
看他们希望资助哪些对象，因为这会告知你是否符合条件。计划性补助金，也许你有正在进行的
工作，或许你处于创业初始阶段或创造阶段，又或者你出于计划或项目最初的研究阶段，你需要
一定的资金来雇佣一些人，或者购买一些设备或需要提前准备的东西。这些就是计划性补助金。
设备和设施补助金非常重要。很多时候，人们只是为了社区型工作去申请资金，忽略了设备也很
重要这一事实。
Dene' Starks (00:40:24):
为什么不申请专门用于这方面的补助金，而不是从其他预算拨出款项呢？设施补助金是用于建
筑，无论是办公楼、商业大楼还是一个被改造成青年中心的仓库或者类似的建筑，还有汽车，也
许你的组织需要用车运送孩子。所以你需要有18个座位的福特客货车等交通工具。有专门针对这
些特定用途的补助金。也可以申请捐赠补助金。它为投资本金提供资金，只支出他们给予的资金
的利息。管理与技术援助补助金非常不错，因为在当前这个复苏时期，人们努力想要从冠状病毒
的疫情中恢复过来，技术援助是关键，也是非常急需和必要的，这正是BSBA的作用。我们有一些
技术援助计划，例如SBA和Women's Business Center，有各种各样提供技术援助的就业中心和劳动
力发展机构。也有一些机构在从事与此相关的非直接活动。
Dene' Starks (00:41:38):
包括技术援助的市场营销，或者与其他人签约或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你可以借助这些合作伙伴申
请此类补助金。项目相关投资。这不一定常见，但当在研究补助金类型时，这会是一个选项。它
向通常不符合贷款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低利率贷款。考虑到现在的情况，为了生存下来、支付
员工工资、留住员工而不必裁员或者提供服务，例如用更少的人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有很多人
不得不贷一笔款项或考虑贷多笔款项。由于人员流失，在补助金方面，有时你的补助金会续期，
但有时不会。当新冠疫情爆发时，没有人预料到会演变成全球大流行事件。所以很多组织和资助
者可能没有将现有的资助期限延长一年。
Dene' Starks (00:42:51):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可能就需要[crosstalk 00:42:55]贷款之类的渠道。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大
家在我讲话的时候将话筒静音，好让每个人都能听到我讲话。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当你的组织
准备就绪后，你必须知道怎样准备资料。以下是一些基本知识。应该如何准备资料? 你必须为组
织准备资料，且必须以公司的形式…… 在加州，要想成为一家非营利公司，你需要知道在你所在
的地区、县或城市规定必须获得哪些执照和许可证。准备好EIN号、税务ID和DUNS编号。这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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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如果没有，你可以访问Dun & Bradstreet网站或者前往Women's Business Center，他们可
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Dene' Starks (00:43:50):
我们需要了解补助资金是如何分发的，因为如果你希望能在30天内收到补助金，而资助方的计划
并非如此，那么你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如果你正在招人，那员工愿意免费为你工作多久? 你需要
考虑到这些事情。因此，我们必须为补助金的分发策略做好准备，这样我们才知道接下来怎么
做。当我们在考虑寻找协作方和合作伙伴时，应该和谁合作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思考
模板。每个人或组织在考虑潜在的合作伙伴时，都应该考虑一个至少符合以下三种情况的人。知
道另一家工作范围和你完全不同或者和你类似的非营利组织。知道有一家盈利性组织想要做一些
社区工作，而你想和他们合作。
Dene' Starks (00:44:56):
知道有一个政府机构提供补助金，因为如果你访问grants.gov，会发现政府有很多补助项目正在寻
找合作伙伴。学校和学区变得和以往不同，因为孩子们现在会在线上听课，与学校在这些方面建
立伙伴关系很有必要，现在教育领域非常需要为孩子们提供辅导以及其他服务。坦率来讲，儿童
和成人都非常需要心理健康服务。信仰相关的项目。谈到非营利组织，有一些是专门针对与信仰
相关的项目，也有其他类型的非营利组织或项目。但是当我们考虑伙伴关系和协作方时，我们要
思考与谁合作的益处最大，谁最适合与我们合作、能够和我们并肩作战并且真正地影响社区。
Dene' Starks (00:46:03):
当我们考虑自己的团队组成时，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其他因素都属于团队外部的事务。当我们
考虑我们的团队组成和董事会的组件时，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董事会成员是这样的人…… 他们处在
影响他人的位置上，或者他们在我们现在所处的领域有经验，比如有一位拥有金融背景的财务主
管。我们需要曾经的企业家，他/她曾经取得过成功，可以在一些基本业务方面为我们提供帮助。
当你想要寻找一位团队成员时，需要认真考虑这些事情。你可以建立创始委员会和决策委员会。
你可以让不同的团队专门负责具体的项目和计划，并非所有事都需要由董事会或咨询委员会来管
理，但是你需要根据目的将工作划分层次，因为开始从事社区工作时，一旦开始扩张规模，就肯
定需要帮助。
Dene' Starks (00:47:05):
重要的是要与他人沟通，建立一个能和你有效沟通的团队，让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角色，了解自
己的工作，共同努力，从而真正地改变整个社区。我们需要构建自己的组织结构图。我知道这是
在过去会做的事。但它很有帮助。它使组织井然有序。它让人们知道谁在做什么。例如，我们有
执行董事。第一项，他们负责哪些工作？谁负责直接与执行董事沟通？或者我们是否采取组队工
作法，让每个人都直接与他们沟通? 时间表。这个任务是什么类型的项目？如果你是项目协调
员，你自己遵循的或你交给同事的时间表是什么样的？这个特定的项目或计划有截止日期吗？
Dene' Starks (00: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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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完成工作的截止日期？因为补助金会规定一个截止日期，比如你必须在2021年6月1日之前
完成这项工作，或者诸如此类。这只是一个帮助大家思考组织架构的示范模板。当你准备好协作
和建立伙伴关系后，有一些文书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使工作井井有条。你需要一些佐证
书。这不是说明谁提供什么服务的资料，而是为项目背书的信函。它们真的很有用。就像推荐信
一样，比如我们申请工作时会用到的推荐信。
Dene' Starks (00:48:51):
一份谅解备忘录。当你与承包商、合作伙伴共事时，每个人都需要知道并认同自己的角色。谅解
备忘录中会包含这些内容。它会指明A组织在做什么，B组织没有做什么。B组织要做这些，而A组
织不做。谅解备忘录很清楚，每个人都同意，我们需要签署、存档并保留副本。然后我们便可以
开始合作，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寻找申请补助金的机会。在这些幻灯片结束的时候，我会关掉屏
幕共享，打开一些相关的网站给大家看看，大致浏览一下。有很多补助金可以申请。很多。关键
是要找到它们。如果你想寻求政府的资助，有大量这样的资助项目，你可以访问grants.gov进行了
解。如果你想寻找基金会的资助，可以访问nonprofitexpert.com搜寻基金会资助项目。
Dene' Starks (00:49:55):
你可以按类别查看资助项目，可以点击Fundsnet Services，按州排列这些项目。有很多这样的资助
项目网站，你可以对资助项目的信息进行选择、分类、过滤，这样你就能找到你满足项目要求、
项目又能满足你的需求的资助项目。有专门针对学校的资助项目、专门针对基督教组织的资助项
目、专门针对营利性组织和种子基金的资助项目，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当你寻找资助项目
时，需要查看不同的网站，因为各个网站上可能有重合的项目，但也可能有不同的项目。有些网
站可能仅为非营利组织提供社区补助金，有些网站只为创业项目等提供种子资金以获取利润。所
以你一定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资助审查程序。
Dene' Starks (00:51:01):
在屏幕上，你可以看到资助公告长什么样，它是这样的。而这里，在资助项目的下方，最上面写
着文件类型。在基本资料下面。如果你再往下看，上面写着资助项目的标题。这个项目是涉及少
数民族青年暴力预防、社会决定因素的整合等问题。如果你的组织提供该类服务，根据基本信息
中的先决条件看来，你可能符合申请资格。这不是最近的项目。如你所见，日期是2017年，但这
只是一个例子。底部是关于申请资格，在这里你可以确认自己是否符合资格。在你开始申请并完
成各种准备工作之前，先看看自己是否符合资格，因为申请后需要做很多事情。
Dene' Starks (00:52:05):
我们一定要看看申请资格部分，以确定自己是否符合资格，并了解这笔补助金属于哪一类。比如
这个项目，它属于健康类别，因为它提到了健康或者心理健康等等，对吧? 在基本信息的另一部
分，它提到了…… 当我说到术语时，这是关键。当我们查看补助金上限，也就是你能从这个资助
项目中获得的最高限额时，会发现是425,000。而补助金的最低标准，就是你能得到的最低的补助
金额。你有资格获得至少325,000的补助金。该项目总资金为3,600,000。这些信息告诉我们，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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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目不仅仅是针对一个组织的，因为补助金上限是425,000。剩下的钱会如何安排呢？他们会
资助多个项目。我们回到基本信息的另一个部分，写的是预期的资助项目数量。
Dene' Starks (00:53:20):
这个部分的倒数第三点。这里写着11个项目。这就告诉我们，他们想要用这笔资金资助多少个项
目。所以你看，了解这些术语多么重要，不过同时也要能看懂信息，知道他们想要资助谁、如何
满足资格，以及诸如此类的信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网站。The Impact Foundry是一个很适合新
手的网站。不知道这里是否有人已经是会员，如果你还不是，我建议你成为会员。这个网站有很
多资助项目。有各种各样的资助项目，他们还有一个资助项目研究中心，你可以去那里看看。新
冠疫情爆发前我曾经在那里看到过装满补助金资料的文件夹，让人难以抗拒申请的冲动。这是一
个一站式服务平台。他们提供研讨会和建立人脉的机会。你可以在那里发布职位，可以做很多事
情。它真的很好用。
Dene' Starks (00:54:18):
Grant watch网站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资助项目。即使你在海外工作，也会有可以申请的补
助金。你只需要在申请之前知道去哪里寻找和申请资格是什么。在我们找到合适的资助项目之
后，需要做什么？在我们找到资助项目后，我们要尽量节约时间，对吧？我们想要在有需要的时
候拿到补助金。我们都太忙了，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是好事。例如，如果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
合适的资助项目并且可以提供相关证明，是什么资助项目来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节奏太快了，
以至于会忘记项目的信息。我们就想：“天啊，那个项目什么时候到期，有多少钱？我有申请资格
吗？”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例如将相关信息复制粘贴或整理到某个地方。在这个阶段，重
点就是收集数据。要知道这是政府资助项目还是基金会的资助项目。基金会是私人资助方。
Dene' Starks (00:55:23):
资助项目的截止日期。你符合资格吗？还是不符合？如果你不符合资格，也许你可以把它推荐给
认识的人，或者和认识的人合作，让他们申请这笔补助金。所有这些都很重要，因为这样能节省
时间，让你知道在哪里获得资助，如何获得资助。但也要记住，当我们进展很快乃至过快的时
候，我们需要获得哪些信息。补助金的组成部分很关键。第一个是执行摘要。有的执行摘要和商
业计划类似。执行摘要中需要列明组织的5个W，我们接下来就会讲到。你需要准备一套说辞，包
括你所在组织的背景、你负责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资助这个组织。然后是预算编制和预算讲
解。然后要有相关附录或证明。也许你可能需要提交国税局确认信，也许你需要提交三年的财务
报告或者预编财务报表，或者营业执照等资料。
Dene' Starks (00:56:23):
这些都是申请补助金的重要资料。或许还有其他资料，但这些是申请的主要资料。这是我创建的
一个模板，可以帮我们减轻撰写补助金申请书的压力。这些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和内容。模板
清楚列明了每一项，非常简单。我们很忙，有时候写这些东西让人觉得很麻烦。但我们必须完
成。执行摘要就是概要。概要就是摘要，就是总结你在申请书的余下部分要说什么。你要说明组
织是谁、时间、工作内容、地点、原因和金额，因为你需要将您的预算和执行摘要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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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e' Starks (00:57:17):
也许是你遇到的某个情况，比如在星巴克或其他地方，你遇见了某个人，当时你正在打电话，他
们说“嘿，你知道吗？我相信你的事业。抱歉，我无意偷听，但是我有一百万美元，我想把这钱给
你。” 也许他们很忙，没有时间去读完整个补助金申请书，但是他们会有时间去读完执行摘要。
因此要确保执行摘要涵盖了所有重点。为了加快节奏，你应该做需求评估。你要确定自己服务的
对象以及原因，例如，你正在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知道原因是一件事，能够和他人交流解释这个
原因又完全是另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事，但是我们没
办法清楚解释。所以我们得在这里说一下。这是全国性问题吗？这是地方性问题吗？疫情是全球
性问题。
Dene' Starks (00:58:10):
所以它超越了全国性问题的范畴。或者这只是你所属当地社区的地方性问题吗？你对解决这个问
题有什么建议？这就是申请书要涵盖的内容。你要写明你的目标、你的目的、你的实施过程、你
的…… 然后你要写明完成这些工作需要的预算。对于补助金资助者来说，很多时候他们想知道给
承包商的薪酬、给人们的工资和给员工的工资。他们希望这些开支少于总预算的30%，这就是他
们通常想看见的。他们不想看见这个比例高达75%，因为这意味着很多钱都只是用来支付人工
费，而不是用来满足社区的需要，或者提供我们计划提供的服务。可持续性也很重要。
Dene' Starks (00:59:04):
再次强调，我不会逐字逐句地介绍，因为你们自己也能获取这些信息。如果有人有任何疑问，可
以联系我。对于可持续性，我们已经谈到了很多次，在我谈到补助金续期或者有可能延长补助期
限时，资助者会想通过你的申请书和详细描写知道，当你在讨谈论要如何解决问题时，你要提供
什么服务，是只有现在提供，还是计划在未来一直提供？这是一件你已经做了五年的事，而且以
后也会继续做下去，直到退休，对吗？还是这只是针对特定时间的特定项目，你们在完成这件事
后就会从任务列表中划掉它？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再次强调，一定要写明这些信息。你要介绍
你的团队，说明他们有哪些资质、他们的薪资会是多少。
Dene' Starks (00:59:55):
工作会如何开展？每个人的分工是什么？然后，当然，预算非常重要。你要如何花这笔钱？现
在，我的讲解到此为止，但我要向你们展示一些关于补助金研究的网站。联系方式也在此。我将
关掉这个屏幕，分享另一个不同的屏幕给你们，这样你们都能看见。这是grants.gov。点开后你会
看见这个主页。你可以在这里研究补助金。如果你需要了解补助金，你可以点开这里。获取一对
一服务、了解申请条件和其他信息。如果只想研究补助金，就可以点开这里。在这里，你可以分
类查看信息，简化研究工作。如果我们向下滑动页面至“教育”部分，页面会自动显示目前可申请
的教育补助金。包括开始日期、截止日期、发布日期等等。
Dene' Starks (01:01:08):
项目的状态，这些都是开放状态，除了下面这个预计会开放的。作为例子，我们点击第一个。这
里可以看见补助金通知。对于小型补助金项目，他们想…… 这是公开竞争，他们计划在所有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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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10个项目资助，整个项目的资助金额是100,000。一个项目最多可获得10,000，最少会获得
1,000。这些是他们有意愿资助的活动。社区发展、艺术、教育、环境、人文等等。来看下申请资
格。未在美国国家税务局有501c3状态的非营利组织不包括在内。谁有申请资格？这里全都告诉你
了。
Dene' Starks (01:01:56):
如果你符合资格，那你可以继续向下看，查看其他信息。这项补助金是什么？资助谁？这个项目
的目标是什么？所有信息都在这下面。甚至告诉了联系人是谁。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补助金的疑问
和关于申请资格的疑问，可以进行联系。也许你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符合要求。也许你只是想和某
人聊聊，有时候我们仅仅只是想和某人聊聊。补助金信息和联系方式都在这下面。在这里，我们
可以看见发布地点，也可以看见截止日期是2021年3月15日。我们在搜寻补助金信息时要尤其注
意这些方面，这非常重要。这是另一个网站。叫做grant watch。这是会员制网站。他们采用会员
制，但如果你成为会员，就可以获取他们提供的各种服务。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补助项目。看看下
面的所有信息。点击小企业，看看针对营利性组织的补助项目。
Dene' Starks (01:03:10):
这项补助金提供给非营利性组织、营利性组织、教育机构以及符合资格的个人。我们可以看见补
助金申请截止日期是2021年3月3日。相信我，这些日子很快会过去，加上所有信息都混在一起，
对于这些日期，如果不分类并进行记录，我们就很容易错过。会有信息告诉你项目针对哪些州，
其中有些只针对加利福利亚州，这个是针对伊利诺伊州。有一些是针对部落实体。但是再次强
调，这里是你能找到补助金的地方。如果你在研究补助金，他们也提供在线聊天室，如果你想确
认自己是否有资格申请或其他疑问，你可以通过聊天室问问专员。或者你想让他们帮你寻找补助
金也行。他们可能会收费，但是他们拥有寻找补助金的资源。他们也有补助金的最新消息。这些
可以告诉你什么是优先事项。我们谈到了将教育列为优先事项。这些也就好比薪资保障计划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PPP)，能为你提供信息，告诉你事情进展。2021需要完成的非营利
性目标。
Dene' Starks (01:04:21):
这是一些对你的业务非常有益的知识，可以加入你的工具箱和“掌舵室”。这就是我想给你们展示
的。现在，你们可以随意提问。我不知道聊天框中是不是已经有问题。我现在就会打开聊天框接
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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