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該計劃是什麼
麥迪遜市規劃部門的社區補助計劃幫
助社區美化門道，創建公共聚集場
所，或培養組織能力和領導技能。贈
款計劃提供的是資金，但最成功的計
劃的背後是街坊鄰居的想法、決心和
驕傲。在2023年，該市預計將發放
25000美元的贈款。

與鄰里小組和市議員討
論項目構想

參加1月19日下午
5:00的可選虛擬研討
會，訪問以下的網頁

了解詳情 

與規劃部工作人員討論
項目構想（聯繫方式如
下）； 如果需要尋求
資助流程方面的幫助  

請在2月20日下午
4:30之前提交在

線、手寫或視頻申
請

撥款將在
2023年4月

宣布

2023年12月1日前完
成項目，並在2023年
3月20日前提交收尾

材料

我们为谁提供资金
• 由5名或以上的居民組成的小團體

或與社區相關的新成立組織

• 鄰里協會和規劃委員會

• 服務於設定地理區域的非營利組
織和宗教中心

• 從事社區建設和/或公民參與活動
的商業協會和組織

我們資金資助什麼
社區增強或鄰里領導和能力建設項
目那有：

• 與新成新並多樣化的社區達成
聯繫

• 創建和建立社區
• 提高社區和鄰里對公共決策和

社區生活的影響
• 準備好在授予日期後的 1-3 個月

內開始
• 免費且對公眾開放

簡單的申請步驟和時間表

2023 年鄰里贈款計劃

聯繫我們！麥迪遜市致力於幫助感興趣的團體完成計劃要求。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neighborhoods@cityofmadison.com，或致電 608-267-1131 聯繫 Linda Horvath，或致電 608-267-8739 聯繫 Angela Puerta。也可在: 
https://www.cityofmadison.com/dpced/planning/2023-neighborhood-grants/3739/  查看信息。

2020 年Ujamaa 商業協會能力建設2022 年西南麥迪遜行動聯盟 - 振興西南
麥迪遜

2020年Emerson East圖畫書慶祝Ray Chi的 
《WE OUR US》人稱代詞雕塑

2019年Bayview肖像 2018年Elvehjem的50週年

2021年Junction Ridge公園露台



評分標準包括高分、中分和低分的要素。由於項目的性質千差萬別，因此標準不是絕對的。其旨在申請人在為申請做準
備時給予指導，並指導市政府工作人員對申請進行評分。低於50分的申請將沒有資格獲得資助。

1. 範圍/質量/創意/項目準備狀態   0-35分
高分數

• 該項目有明確的範圍、時間表、目標、詳細步驟和可衡量的成果，將於2023年12月1日完成。
• 該項目極富創意。
• 領導人已作出承諾，並確定了暫定會議日程。
• 實體項目對公眾來說是非常顯眼和可接觸到的，並且有一個現實的持續維護項目和預算。
• 公共藝術被深思熟慮地融入到項目中。
• 該申請是來自初次申請者。
• 鄰里協會或其他相關團體批准該項目並有提供支持文件。
• 預算是經過深思熟慮且切合實際的，並且有證據表明社區的居民、企業和其他人廣泛代表都提出了貢獻的。
• 該項目或活動涉及一次的性支出。
• 有業主的支持信，允許項目在其土地/場所進行。
• 申請人沒有從該項目中獲得任何正在進行的資助。

中檔分數
• 该項目具有明确定义的范围，但此时可能还不知道产品是什麽。描述了該過程的每個步驟。
• 該提案有表明尋求創造性和可行解決方案的意願。
• 鄰里提供的捐款有所提議，但在申請時並沒有獲得認捐。
• 鄰里之外的組織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捐款。
• 申請人尚未聯繫業主，以尋求在其土地/房屋上開展項目的支持。

低分數
• 項目範圍和最終產品尚不明確。沒有明確定義的流程，也沒有完成的時間表。
• 沒有關於鄰里資源的文檔。
• 未來很可能需要額外的資金來完成該項目。
• 申請人的項目還未完成，而該項目以前由本項目資助。
• 業主沒有對在其土地/場地上進行項目提供支持。

2.社區效益    0-25分
高分數

• 該申請書對要解決的問題明確且具體的表明，並提供了問題的文檔。
• 該提案表明了尋求創造性和可行解決方案的承諾。
• 該項目將使低收入人群受益。
中檔分數

• 申請書說明了要解決的問題，但關於問題的程度，文檔有限。
• 可能的結果將有利於鄰里的局部部分。
低分數

• 該申請書沒有清楚表明出問題。
• 對鄰里的益處將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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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鄰里參與    0-25分
高分數
• 在項目所有階段都有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項目，讓鄰里和商業社區參與其中。
• 參與者將積極包括不同年齡、民族、種族和收入的人。
• 居民將有機會擔任領導角色，發展新技能，且新的領導者將會出現。
• 該項目將與公共/私營實體或其他社區團體加強和/或建立新的合作關係。
• 有支持信、資金和/或服務承諾，或其他社區廣泛支持的證據。

中檔分數
• 項目期間有一個鄰里參與的總體項目。
• 該項目試圖解決鄰里問題，但並沒有明確、持續的實施承諾。
• 有證據表明鄰里中有些人對此表示支持。
• 有包容性過程的項目，但目前可能還不知道具體細節。

低分數
• 沒有明確的鄰里參與的項目。
• 幾乎沒有鄰里投入或社區支持的證據。
• 沒有關於社區資源的文檔。

4. 與城市政策和已採用的計劃保持一致    0-15分
高分數
• 該項目實施或是實施所採納的鄰里計劃的一項或多項建議的一個步驟。
• 該項目顯然符合城市政策。

中檔分數
• 該項目與已採用的鄰里規劃一致，但可能未具體列為推薦計劃。
• 項目領域不包含在已採用的鄰里規劃中，但與其他城市規劃或城市政策一致。
• 該項目總體上符合城市政策。

低分數
• 該項目不屬於已採納計劃的一部分，也不符合城市規劃和政策。

2017年Worthington鄰里快閃市場 2016年 Secret Places 鄰里池塘清理和小鴨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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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款計劃條款和合同要求是什麼？
• 本市保留自行決定申請是否符合條件，以及提議的項目、計劃和活動如何滿足計劃的指導方針和標準。
• 如果申請人不是應稅實體，則可以使用財政代理機構，例如社區中心、規劃委員會、非營利組織或基金會。財務

代理通常會收取少量管理費。市政府工作人員可以幫助團體確定財政代理人。
• 申請人必須在2023年6月1日前與本市簽訂合同，否則將面臨資金被沒收的風險。作為合同批准的一部分，如果申請

人未使用財務代理且不是納稅實體，則申請人必須獲得 EIN（雇主識別號）或 TIN（美國國稅局的納稅識別號）。
市政府工作人員可以描述獲得有效TIN或EIN所需的簡單步驟。

• 在開始項目之前，申請人需要獲得許可或其他批准。需要許可證的項目示例包括但不限於公共通行權結構、公共土
地上的活動以及私人土地上的項目。

• 可能需要保險。市政府工作人員將審查提案並幫助申請人確定保險要求。
• 項目對所有人必須是免費、可接觸並歡迎的。受贈者不得向任何人收取使用或參與該項目的費用。

受贈者如何獲得贈款並支付費用？
• 獲得贈款的團體被稱為“受贈者（grantees）”。受助者在開始項目之前必須簽署合同。如果使用了財政代理人，市

政府將與負責該項目的組織的實體簽訂合同。
• 受贈者必須有一個銀行賬戶。各方一旦簽署了合同，總贈款的50%將直接存入受贈者的銀行賬戶。 受贈者必須按

照贈款合同規定的時間表提交其項目剩餘贈款資助部分的付款證明和可交付成果。
• 受贈者必須提交最終報告（見下文）和剩餘收據/發票以獲得最後 20% 的贈款。

報告要求是什麼？ 
• 最終報告 - 完成項目後，每個受贈者必須準備一份兩頁長的項目評估和費用報告，並在項目完成後的30天內提交給

規劃部，但不得遲於 2024年1月31日。
• 照片 - 受贈者必須在最終報告中提供至少三張顯示項目活動的數碼照片。市政府保留將贈款圖片用於未來宣傳或出

版的權利。

哪些類型的費用不包含在贈款金中？
• 日常維護、持續運營費用（如工資或出版時事通訊）、更換現有的物品（除非它是對現有物品的重大改進）。
• 城市所有或控制土地上的遊樂場設備和其他改進，是城市持續服務或更換週期的組成部分，和/或通常是另一個

城市機構預算的一部分。
• 改善學校擁有的土地和設施（如果有新的和創造性的方法，可以允許例外）。
• 直接社會服務，如醫療診所、食品盒和應急準備用品。
• 直接贈款、獎學金貸款或津貼以及與準備贈款申請相關的費用。
• 根據市政府工作人員的判斷，有包括能力建設計劃在內的提案可能有資格使用高達50%的贈款金用於設施租

賃、食品和飲料以及娛樂和用品，包括但不限於音樂、喜劇和其他類型的表演； 遊戲、獎品等。能力建設可以
包括諸如組織建設技能研討會、領導力培訓和增加成員的工作。

2023 計劃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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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寫申請書、在線完成申請或通過YouTube提交一段不超於10 分鐘長的視頻來描述您的項目。在2023年2月20日下午
4:30之前將申請提交致 Linda Horvath, Planning Division, 215 Martin Luther King, Jr. Blvd. P.O. Box 2985, Madison WI 53701, 
或 lhorvath@cityofmadison.com

申請機構： 聯絡人： 

郵政編碼：                電話（白天）： 電子郵件： 

              地址： 

項目名稱：  

1. 項目範圍  描述項目及其創意，隨後描述任務、成果或產品、責任方和項目完成日期。 不超於500字 (0-35分) 附上
其他材料，如場地規劃、設計圖紙、照片示例等，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lhorvath@cityofmadison.com 給 Linda Horvath

2. 社區利益。  有哪些問題將被解決、以及提出了哪些有創意性和可行的解決方案？該項目將如何受益於整個鄰里？
不超於275字 (0-25分)

基於殘疾的非歧視：申請人應遵守《麥迪遜一般條例》第39.05條，在市政府資助的計劃和活動中禁止基於殘疾的歧視。根據《麥迪遜一般條例》第39.05（7）節，除非
申請人或接收人在授予市財政援助之前提供了符合第39.05節的保證，否則不得授予市財政資助。申請人特此做出如下保證：申請人保證並證明其將遵守《麥迪遜總條
例》第39.05條，標題為“在市政府資助的計劃和活動中禁止基於殘疾的歧視”，並同意確保如有執行本協議任何部分的任何分包商將遵守第39.05條，也包括《麥迪遜總條

例》第39.05(4)條裡所禁止的所有行為。 

2023 年撥款申請



C. 志願服務時間/其他貢獻
1) 提議的志願者時間 (小時) 小時 x

$20/小時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捐贈和/或實物商品和服務 (請描
述並包括金額)

$________

$________

總數: $________

B. 項目現金

1) 鄰里撥款申請
$_________

2) 來自鄰里的現金

       $_________

3) 來自其他來源的現金

 $_________

總數: $_________

A. 項目費用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數: $________

3. 鄰里參與。 您將如何涉及鄰里、商業社區以及不同年齡、民族、種族和收入級別的群眾參與進來？居民們將如何
擔任領導角色和/或培養新技能？是否會與其他鄰里、社區團體和/或私人或公共實體建立新的合作關係？ 不超於250
字(0-25分)

4. 與已通過的計劃和政策的一致性。 描述該項目將如何實施所採納的鄰里計劃中的建議，以及如何與城市政策保持
一致。 獲取有關此問題的幫助請致電 608-267-1131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lhorvath@cityofmadison.com 聯繫 Linda 
Horvath。不超於200字 (0-15分)

基於殘疾的非歧視：申請人應遵守《麥迪遜一般條例》第39.05條，在市政府資助的計劃和活動中禁止基於殘疾的歧視。根據《麥迪遜一般條例》第39.05（7）節，除
非申請人或接收人在授予市財政援助之前提供了符合第39.05節的保證，否則不得授予市財政資助。申請人特此做出如下保證：申請人保證並證明其將遵守《麥迪遜總
條例》第39.05條，標題為“在市政府資助的計劃和活動中禁止基於殘疾的歧視”，並同意確保如有執行本協議任何部分的任何分包商將遵守第39.05條，也包括《麥迪遜

總條例》第39.05(4)條裡所禁止的所有行為。 

預算

計劃理解 本人已經閱讀了贈款計劃指南，且本申請符合其中的要求。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和组织: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3 年撥款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