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EAP支援津貼指南
關於
Eastside Arts Partnership (EAP) 為提供年度藝術、文化和遺產項目服務於 Washington 州的
Bellevue 居民和遊客的非營利組織提供運營支援資金。
申請人最多可以申請 $10,000。 提出申請的非營利組織必須具有 501 (c) 3 身份或 501 (c) 3 財政
保薦人，並提供面向大衆的計劃。

追加資助機會
在申請 EAP 資助時，申請人可以選擇申請額外的 $5,000 追加資助，即，PowerUp for Equal
Access 獎金。 這一機會旨在彌補弱勢社群的藝術和文化空白。

線上申請
提交的所有申請皆透過 SurveyMonkey Apply 線上
管理。
bellevuearts.smapply.io
該計劃由 City of Bellevue 藝術與文化計劃 (Arts &
Culture Program) 管理。
如有任何疑問，請直接傳送至： Manette Stamm, Arts
Program Assistant
(425) 452-4064
mstamm@bellevuewa.gov

期限
申請開放日期：
2022 年 8 月 16 日
申請截止日期：
2022 年 10 月 3 日

如您需要本文以其他格式或形式顯示，需要口譯人員或為您另作其他合理的安排，請提前 48 小時聯絡
425-452-4195 (電話) 或電子郵件 lcvc@bellevuewa.gov。 如對其他安排不滿請聯系貝爾維尤市ADA /
Title VI管理員（電話：425-452-6168）或發送電子郵件至ADATitleVI @bellevuewa.gov進行投訴。 如果您
聾啞或聽不清，請撥打711。所有會議都方便輪椅進出。

計劃概觀
Bellevue 的 Eastside Arts Partnership (EAP) 支援津貼 (Support Grants) 是對社群的一項投
資。 這些資金的重要性遠遠超出藝術的內在價值——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孩子的教育和發
展、企業的活力以及我們與社群的緊密聯繫。

資助申請
符合條件的申請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請的金額為 $10,000，但不得超過該組織年度預算的 50%。
EAP 支援津貼提供為期兩年的運營支援。 如果申請獲批，2024 年將再次獲得 2023 年的資助
金額，前提是該組織能夠保持相同的服務水準和非營利狀態。 在完成要求的資助後報告 (PostGrant Report) 時，申請人可以接受 2024 年的資助，而不必再次提出申請。

公共資助 = 公共福利
Washington 州法律要求，接受公共資助的個人或組織必須提供公共福利。 公共福利的例子
包括：
 免費或減價的公開表演、展覽、研討會、放映或讀書活動的門票
 免費學習持續進行的收費藝術教育或培訓課程
 為代表性不足的群體提供更多接觸藝術和文化的照顧服務
 免費的電子資料，包括文學出版物、聲頻或影片。

資格
誰可以申請？
 基於藝術使命的非營利藝術和文化組織
 擁有 501 (c) 3 財政保薦人的藝術和文化組織
 至少提供一個向公眾開放並為 Bellevue 居民服務的文化項目或服務
 至少連續運營 2 年

誰不可以申請？
 沒有 IRS 501 (c) 3 官方身份或財政保薦人的個人或組織
 申請項目津貼 (Project Grants) 的個人或組織
 從 Bellevue 市議會直接獲得運營資金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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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根據資格和審查標準，在競爭的基礎上對申請進行審查（參見以下頁面）。 在截止日期之後提交
的、不完整的申請可能不會接受審查。

如何申請和具體流程
1. 如果您或您所在的組織還沒有 SurveyMonkey Apply 帳戶，請建立帳戶。 所有步驟和申請材
料，包括上傳，皆集中在 SurveyMonkey Apply*。
2. 於 2022 年 8 月 16 日開放申請。 如果需要，申請人可以在計劃開始時索取一份 PDF 格式的申
請表。
3. 完成資格核對表。 如果符合條件，將進入申請階段。 沒有申請資格的組織可以選擇申請項目
津貼。
4. 請準備以下材料，並附在申請表後面：


2 份作品樣本。 這可能包括年度報告、當前或最近的項目手冊以及促銷照片或視頻。



2023 年預計預算。



最新的國稅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表格 990 或 990 EZ。

5. 在 2022 年 10 月 2 日的截止日期之前，線上完成申請，包括額外的附加申請（如需要）。
6. 獲得資助的公告將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發佈。 申請人必須在 2023 年 1 月 10 日的截止日期
前接受資助，並同意資助要求（見下文）。
7. 在 2023 年第四季度，申請人可以透過提交資助後報告獲得資助。 這是為了確保，貴組織已經
開展 Bellevue 市議會同意支持的年度活動、項目或研討會。 報告應在 2023 年 11 月 30 日之
前提交，將透過郵寄支票的方式撥款。 申請人可以在提交報告後大約一個月收到撥款。
8. 在提交 2023 年資助後報告之後，申請人可以接受 2024 年的資助，並同意資助要求。
*如果您沒有電腦或網際網路接入，請與計劃管理員聯絡（參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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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資助機會
您是否為那些在日常生活或學校裡沒有接受藝術或文化教育或活動的孩子服務？ 您是否為老年人
提供參與藝術或文化項目的機會？ 貴組織是否為藝術表達機會有限的文化群體服務？ 如果是，您
可能有資格獲得額外的資助！

PowerUp for Equal Access
在申請 EAP 支援津貼時，申請人可以選擇追加 PowerUp for Equal Access 獎勵申請。 該筆資助
是一個固定的 $5,000 獎勵，用於資助具有說服力的申請人。
這一機會旨在彌補弱勢社群的藝術和文化空白。 申請流程很簡單，在 2023 年之前獲得 PowerUp
資助的申請人有資格申請。
該筆獎勵僅在 EAP 授予週期的第一年發放，但是，在兩年週期結束後，您將有資格再次獲得此附
加獎勵。
何謂弱勢社群？ 弱勢社群的定義：包括但不限於因地理、種族、性別或性別認同、經濟、年齡或殘
障限制而很少有機會體驗藝術的群體。 我們也歡迎申請人自行定義其所在社群中的弱勢群體。
組織可以專注於為特定的選區服務；然而，根據國家民權法律和禁止歧視的政策，服務對象不具
有排他性。 這延伸到招聘做法和參與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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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標準
資助金額由藝術委員會按照分配委員會之建議批准，最後，由 Bellevue 市議會批准。 根據計劃的
總體目標和合格組織的標準，在競爭的基礎上審查申請。

創造性參與
 組織現有的和擬議的藝術、文化和遺產節目編排和服務的品質和有效性，能夠滿足參與者和
成員群體的文化需求。
 Bellevue 不同居民和遊客的創造性參與和公民參與。
 為職業藝術家、文化工作者和志願者提供有意義的創作和公民機會。
 為 Bellevue 居民和遊客提供多樣化的藝術形式、創意體驗和文化資源。

面向公眾開放和公共福利
 向 Bellevue 居民和遊客提供的公共福利的品質和範圍。
 弱勢群體獲得大量文化機會，或表明弱勢人群和社群獲得更多文化機會。
 與新社群和弱勢社群進行包容性溝通的努力和證據，尤其是在家裡不使用英語的社群。

組織能力和可持續性
 證明財務能力和穩定性。
 組織管理和治理的優勢。

City of Bellevue 由衷感謝 4Culture 和 the King County Hotel Lodging
Tax 對該資助計劃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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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贊助的要求
接受資金的組織必須遵守下述要求。

致謝
接受 City of Bellevue 資助的組織必須至少在印刷形式的宣傳冊中，或者，如果不適合印刷，應當在
公眾可見的標牌和專用於受資助活動的數字媒體上，對得到的支援表示感謝。 接受資助的組織保
持透明有助於我們保持和提高資助水準，並讓 Bellevue 居民瞭解，他們的納稅如何為社區的藝術
活動提供支援。 計劃管理員將提供徽標，用於包含在致謝中。

作品範圍
接受者承認，申請表用作詳細說明如何使用資金的作品範圍。

現場審查
對於一場活動，藝術委員會可能最多索取兩張門票，以進行現場審查和組織評估。 如果需要此類
門票，該市工作人員將向貴組織發出充分的通知。

公共福利
資助接受者知悉，每年必須至少向公眾開放一個計劃、活動或服務（現場或線上），以滿足
Washington 州的公共資金捐助要求。 有關公共福利的更多詳情，請參閱上文。

最終報告
為獲得資助，需要在年底提交一份最終報告。 該報告表格可透過資助門戶網站線上獲取。

在哪裡申請
City of Bellevue 使用 SurveyMonkey Apply 徵集所有申請材料。
bellevuearts.smapply.io
有關如何使用該門戶網站的詳細說明包含在該市的藝術和文化資助網頁上。
bellevuewa.gov/artsgrants

計劃之連絡人
該資助計劃由 City of Bellevue 藝術計劃 (Arts Program) 管理。 如有任何疑問，請直接傳送至：
Manette Stamm, Arts Program Analyst
(425) 452-4064
mstamm@bellevuew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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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間表
2022 年 7 月 12 日

發佈指南

2022 年 8 月 16 日

線上申請門戶網站開放

2022 年 10 月 3 日

申請於夜間 11:59 截止

2022 年 10 月 5 日至
28 日

分配委員會審查

2022 年 11 月 1 日

藝術委員會審查

11 月/12 月 2022

市議會審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佈資助名單

2023 年 1 月 10 日

於夜間 11:59 停止接受資助

2023 年 11 月 30 日

於夜間 11:59 停止提交資助後報告

CDD-22-7005-CHT

該市保留更改 2023 EAP 支援津貼指南時間表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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