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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跨性别基金 (International Trans Fund, ITF) 很高兴能向大家公布我们的第二轮基金资助开始了。
我们欢迎世界各区域年度预算低于15万美元且由跨性别领导的跨性别组织提交申请。本申请的截止日
期为纽约/美国东部时间2月12日下午5点。

今年各组织均需提交一份申请表。我们强烈建议您在提交申请前仔细阅读以下指南。如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info@transfund.org。

关于我们

ITF的设立是为了调动可持续资源，协助建立强有力的、由跨性别领导的运动和集体行动，以应对和消除影
响全球跨性别组织的资金短缺问题。 ITF的目标是：

 1.  建立并维持一项支持机制，支持应对国际、区域、全国和地方性各类议题的不同规模的跨性别团
体，并着重支持规模较小和/或可获得资源较少的组织。

 2. 增加资源总量、开拓可获得资源的渠道，以支持跨性别运动。其中包括：
  - 通过拨款的方式，提供致力于由跨性别领导的组织和群体的财政资源。
  -  为跨性别组织提供非财政资源，如能力建设、组织强化、领导力发展和运动支持。
  - 联系其他的新捐助渠道。
 3.  在慈善行业中，为同行组织提供跨性别议题知识，影响其他资助者和战略盟友参与到跨性别相关的

承诺和战略中。

 

关于本资助项目

ITF为参与式基金资助，采用活动家主导的方式鼓励跨性别者参与我们的资助流程。这代表着本项目的各
个步骤均将有跨性别者的积极参与，包括商定优先资助事项 、审阅申请文件以及确认最终获得资助的组织
等。我们想要在保证跨性别社群的广泛参与的同时，培养其领导力和对资助决定本身的集体自主权。我们
相信采用这种途径从事慈善工作能增进决策者群体的多样性，使我们的决定更加有力，并可让颇为多样的
草根跨性别组织获得更多的资金。
 
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将由拨款专家组 (Grant Making Panel, GMP) 审批。GMP由来自全球的12位跨性别活
动家组成。在GMP选出获得资助的组织后，其决定将最终由ITF指导委员会批准。ITF在去年第一轮资金援
助计划中共收到了256份申请，并最终为其中29份申请提供了总价值500,000美元的资助。即本基金有能
力为11%的申请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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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资助事项

ITF本轮资助周期的优先事项为：
 •  资助团体的多样性，包括各区域、语言、性别及其他身份、战略和议题的多样性。
 •  优先考虑所面临边缘化的程度更严重的跨性别社群（如种族歧视、阶级主义、年龄歧视、残障歧

视、厌女症等。
 • 支持应对交叉性议题且为社会公正、运动建设以及跨性别者的解放做出贡献的跨性别组织。

 
 ITF的工作定义

我们相信合作各方对所用词语的理解保持一致是非常重要的。国际跨性别基金指导委员会已经为一
些关键术语制定了工作定义。

边缘化
边缘化或社会排斥是指一个群体因其自愿认同或被强加的身份而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其享有权利、资
源和机会的途径也被拒绝。例如，个人可能在性别认同/表达、性取向、性别特征、种族、民族、残
障、年龄、阶级、种姓、所处地理位置等方面遭受边缘化。他们可能同时经受基于不同理由的多重边
缘化，从而被边缘化的情况更为恶劣。例如，有色人种的跨性别性工作者常常遭受更严重的暴力、歧
视和被拒绝提供服务的现象。ITF优先为所面临边缘化程度更高的跨性别社群提供资金。

交叉性
交叉性是阐述我们不同的身份（如跨性别女性、黑人）和与其相关的压迫体系（例如顺性别偏见、白
人至上主义）之间的动态关系的范式。ITF使用这个术语来指代不同形式的歧视（例如顺性别偏见、
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等）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结合、相互加强和交织互动从而交叉构成种种压迫体系的
这种复杂且恼人的方式特征。我们所享有的特权和所面临的歧视都是我们自身在社会中独特定位的产
物，是由我们的经验和身份决定的。例如，一个不讲英语的跨性别农村贱民种姓达利特人，由于性别
认同/表达、阶级、种姓、种族、语言、宗教和所处地理位置而以某种方式生活着。国际跨性别基金
寻求对采取交叉性方式开展工作的团队给予积极地支持。

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即承认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权力不平衡的存在，但希望所有群体都能充分和平等地
参与进来。这也包括对所有成员都是安全且受保护的公平社会的愿景。国际跨性别基金支持其工作有
助于社会公正的跨性别组织。

跨性别运动建设
全球有许多颇为多样化的跨性别社群，所以运动建设并没有唯一的既定方式。国际跨性别基金将致力
于创造共同愿景、策略和行动来挑战压迫性力量和动态的群体性过程视为运动建设。我们将巩固跨性
别社群、影响公共话题并试图改变社会固有成见和公共政策的活动认定为运动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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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ITF每年都会进行一轮提案征集。我们的第二轮将于2017年12月4日开放。第二轮拨款则将在2018年8月
前发放。

由于自身资金的限制，我们只能提供一年的资助款项。大部分资助将在一万美元到三万美元之间。在特殊
情况下，也可能会考虑不超过五万美元的补助。我们不接受五万美元以上或五千美元以下的申请。

国际跨性别基金今年为各组织提供核心/一般性资助。我们相信各组织理解自身的真实需求。如果贵组织想
要申请项目资金，您可以在资金需求那一部分中标注说明。

我们鼓励来自世界各区域的组织提交申请，并接受英文、法文、俄文、简体中文和西班牙文的资助申请。

各组织只能提交一份申请。如果某团体提交了多份申请，则可能都被认定为不合格。

申请条件

有资格申请的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 由跨性别领导
  a.  ITF对“跨性别领导”的定义为：跨性别者处于制定决策的角色，如制定组织战略和财务优先事项；

同时跨性别者在组织的工作人员、发言人以及理事会或其它决策团体中，人数比例超过75％ 。
  b.  如果情况并非如此，组织必须展示并证明跨性别者在预算、组织和战略方面是如何主导决策的。
 2. 运营预算低于15万美元。
 3. 团体（即不是一名个体)。
 4. 主要工作重心为使跨性别社群受益。
 5. 对运动建设有贡献，而不仅仅是提供直接服务。

不符合以上条件的申请将被认定为不合格，不能送至GMP进行审查。

不提供支持的情况

ITF 不为以下情况提供资助：
 -  个人;
 -  不是由跨性别者领导的组织 （即使其依然从事跨性别议题)；
 -  没有开展针对并有益于跨性别人群或社群的专项工作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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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运营预算高于150,000美元的组织、集体和网络；
 -  仅向个人提供直接服务而没有以某种方式推进运动建设的群体和项目。

优秀申请的撰写建议

 •  保证申请材料是完整的。将申请表的所有部分和所需细节资料填写完整。ITF不会对不完整的申请
进行跟进。如果您的申请没有填写完全，则可能被直接认定为不合条件的申请。

 •  清晰简明地表达您的意思。 今年我们会严格限制申请书的页数，以助公平地对其作出评估。申请书
的长度应在6页以内，再外加按模板填写的预算表。字体至少为11磅。请注意为公平起见，我们将
不会审阅6页后的文件内容。额外资料 (比如报告和战略规划等) 将不会被审阅。

 •  3-2-1三步走。考虑到对页数的严格限制，请对申请书布局进行有策略地调整。我们建议您这样分
配：完成第一部分组织概况不要超过三页；使用2页完成第二部分资金需求；最后用一页完成第三
部分财务状况。

 •  请考虑您的审阅者。您的申请将由国际跨性别基金的GMP审阅，即全球各地的跨性别活动家。这意
味着您应该以和同行交流的方式撰写申请书，但他们对于您工作的社会背景可能所知甚少。跨性别
活动家们明白您的工作非常重要，但请您详细描述其具体情况。

 •  写一份出类拔萃的申请。清楚地描述资金的用处。保证您的申请能说清楚这笔资助将对您的社群以
及跨性别运动做出何种贡献。由于资助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您需要给出足够理由证明贵组织的工
作对于所在区域跨性别运动发展的重要性。

 •  申请应符合实际。您是您所在领域的专家，所以请告诉我们贵组织想要做什么，而不是去揣摩我们
希望看到的内容。最优秀的申请都是目标远大但又脚踏实地的。这也包括提交的预算：按照贵组织
完成工作所需的实际资金来申请。

 •  检查申请细节。保证您的联系方式，特别是电子邮箱地址拼写正确。如果无法联系到您，则将延误
资助流程。

 •  推荐人。请选择两位了解您的组织并能给出诚实且有见地的推荐参考的人选。不要忘记将您的申请
告诉推荐人，并提醒其回复我们的推荐请求。

理解申请条件

条件1：组织必须由跨性别领导

决策者必须为跨性别者，如制定组织战略和财务优先事项；同时跨性别者在组织的工作人员、发言人以及
理事会或其它决策团体中，人数比例需超过75％。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你必须展示并证明跨性别者在预
算、组织和战略方面是如何主导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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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第12问是关于贵组织是否由跨性别领导的。我们需要您告诉我们是谁来作出决定，并列出所有
员工和理事会成员及其身份认同（如需保护组织成员的隐私请参考后面的例子)。我们强烈建议您提供
清楚具体的信息，从而让ITF得以评估组织的受助资格。

 
我们对“跨性别” (trans) 的理解

国际跨性别基金将“跨性别”视为一个政治性术语。它定义了ITF的服务社群。我们的定义是性别认
同或表达与其出生时所赋予的性别不同的人群。有些人自我认同或表达是男性或女性；也有人认同非
二元划分性别的身份。这些身份或表达可包括跨性别女性 (trans women)，跨性别男性 (trans men)
，fa’afafine，leiti，fakafifine，akava’ine，mahu，vakasalewalewa，palopa，Sistergirls，Brother-
boys，whakawahine，tangata ira tane，muxhe，omeguid，travesti，双灵 (two spirit)，hijra， Band-
hu，mangalamukhi，kinnar，thirunangai，thirunambi，khwaja sira，meti，katoey，waria，mak 
nyah，跨性男 (kua xing nan)，trans laki-laki，transpinay，transpinoy，kwaa-sing-bit，和跨性别者 
(transgender)，跨性者 (transsexual)，性别酷儿 (genderqueer)，非二元性别 (gender non-binary)，多元性
别 (gender diverse)，性别不顺从 (gender non-conforming)和无性别者 (agender)等等 ，仅举以上数例。

作为ITF对身体自决权和反霸权压迫的承诺的一部分，我们将永久保证并乐于承认社群在其社会政治背景下
所声明的、新出现的性别认同。它们产生于正不断进行的抵抗和解放的运动中，涉及到对性别认同和表达
的记忆理解和重新想象。ITF不会为任何一个性别认同或表达提供其它身份所没有的特权。这也包括那些没
有具体术语来描述其身份的社群。

我们的组织是由跨性别者组成的，但参与领导的比例不足75%。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ITF很看重跨性别者的领导和决策。我们将75%的比例定为目标，来强调我们认为资助由跨性别者主导的跨
性别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也理解在某些情况下组织可能无法达到75%这个比例标准，比如您的组织可能只
有3个人，或者您可能刚刚开始接触和探索所在国家的跨性别社群，也可能是您的工作环境对跨性别者极
为恶劣。如果贵组织不够75%由跨性别领导，不必担心这并不代表着申请会被直接视为不合格。这种情况
下您需要告诉我们，您认为贵组织是由跨性别者领导的原因，并且展现跨性别者在预算、组织和战略方面
是如何主导决策的。如果您的申请中没有对此进行清楚地描述，则可能被认为不符合条件，所以请您非常
清晰明确地表达出这一点。 

我们的组织是由跨性别领导，但我们不想透露组织成员的名字和身份，应该如何申请？

我们不要求您提供跨性别者的全名，同时也理解由于隐私、防护和安全等原因贵组织可能不愿透露名字。
以下是对申请表中第12题作答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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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工作的国家环境对跨性别者并不友善，这使跨性别者加入我们的组织或者参与行动变得十分困难。
目前我们的组织内有6名成员，其中有4位跨性别者：两位跨性别男性，一位跨性别女性，和一位非二元性
别者。本组织通过确保主席和财务主管为跨性别者来优先跨性别的领导。这保证了组织内关于策略和预算
的决策权都属于跨性别者。我们还努力保证跨性别者代表的多样性，并采用跨性别发言人轮换制来代表组
织发声。
 
条件2：运营预算低于15万美元。

ITF将只资助运营预算不足15万美元的团体。

条件3：团体（即不是一名个体)。

ITF可以开放灵活地为不同形式的组织提供资金。请注意，贵团体注册与否并不重要。团体形式可以是支持
小组、组织、集体、网络、项目等等。本条件的要点在于我们不会资助个人。申请者必须是两个或以上的
个体组成的团体。

条件4：主要工作重心为使跨性别社群受益。

您的申请必须清楚地表达出贵组织的核心工作有益于跨性别社群。如果您的组织成员为跨性别，但是工作
重心不在于帮助跨性别社群，那您的组织并不符合申请条件。如果您属于一个致力于多样性问题的LGBTI组
织，但没有专注于能够使跨性别社群受益的工作，那么您的组织也不符合我们的申请条件。

在申请表中，我们会问到您认为这笔资金能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希望您能通过回答这个问题来详细描述
您的工作会如何帮助到跨性别社群。

条件5：对运动建设有贡献，而不仅仅是提供直接服务。

全球有许多颇为多样化的跨性别社群，所以运动建设并没有唯一的既定方式。国际跨性别基金将致力于创
造共同愿景、策略和行动来挑战压迫性力量和动态的集合性过程视为运动建设。我们将巩固跨性别社群、
影响公共话题并试图改变社会固有成见和公共政策的活动认定为运动建设活动。 

我们支持广泛的运动建设活动，包括意识提升、直接行动、教育讲座、培训课程、互助小组、媒体项目、
政治倡导、资源开发、与艺术结合的行动主义、社群研究、社群空间、技能分享课程、领导力或个人发展
项目、教育或政治运动、游行示威、社群动员以及许多其他活动。ITF也乐于支持未被列出的有创意和新意
的活动。

ITF支持提供直接服务的组织，如提供医疗或法律咨询和一些无需预约的服务。但是直接服务不能是您的组
织参与的唯一活动。

提示: 申请表的第15问会问到在贵组织提案中策划的活动会对跨性别运动建设做出怎样的贡献。希望
您能通过回答这个问题来详细描述您认为您的工作是如何巩固跨性别社群、影响公共话题并改变公共
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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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申请书各部分

第一部分：组织概况

这个部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您的组织、服务对象以及工作内容。我们理解您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因此简短
地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些困难。但是我们强烈建议您仔细阅读问题，并简明清晰地作答。

提示：第7问会问到您工作的背景环境。我们想了解您所在的社群面对的主要问题。请向我们讲述您
的跨性别社群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和最大成功。请不要超过150字。

 
提示：第11问会请您介绍您的组织。请与我们分享关于贵组织核心元素的信息。我们想要了解您组织
的愿景、任务、核心活动和合作伙伴。此处原文会被直接纳入申请总结中供GMP成员阅读，所以请简
明清晰地进行表述，不要超过200字限制。

第二部分：资金需求

通过此部分我们能了解贵组织需要多少资金、你打算做什么、如何为跨性别运动建设做出贡献以及这笔资
金能够有哪些影响。国际跨性别基金为各组织提供核心/一般性资助，我们相信您理解贵组织的真实需求。
一般性资助所提供资金并无使用限制，从而帮助组织更好地实现其目标。比如这笔资金可以用来租赁办公
室、给员工发工资、打印资料、购买电脑或者其他任何组织认为需要的地方。如果您想要申请项目资金，
请在第14问阐述您的组织想要做什么。并根据该信息完整填写预算表模板。

提示：第14问中需要您告诉我们2018年的计划。我们强烈建议您非常清楚地描述贵组织将开展怎样的
活动。最优秀的申请书都成功地回答了下述问题：您这一年的目标是什么？您计划在这一年内开展哪
些活动？这些活动会在哪里举行？会有多少人参与其中？您会与哪些组织或合作伙伴一同行动？

第三部分：财务状况

这个部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贵组织的财务概况。我们希望知道您的运营预算以及是否在最近收到其它捐赠
者的资金。这能让我们了解贵组织在资金管理方面的能力和经验。

在申请表中我们会问到您组织2017年的运营预算 (请以美元为单位)：

收入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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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是指贵组织在2017年中收到的来自资助、捐赠、售卖、会员费等渠道的款项。支出则是您在2017年
的花费数额。请您依据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的收入和支出中计算出您的运营预算。

您的各项信息需以美元为单位提供。一些网站提供在线货币转换计算，如OANDA：https://www.oanda.
com/currency/converter/。

在这个部分我们还会问到贵组织是否收到过其它外部资金。这是指您收到的来自基金会、信托基金、政府/
双边援助、企业、大使馆等渠道的任何资金。如果有过的话，您必须列出两年内 (2016-2017) 曾经或正在
资助贵组织的资助方名单以及资金用途。不需要在这里列出的则包括个人的单次捐助、筹资活动、商品售
卖等信息。

预算模板中应该填写您组织为2018年已经计划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鉴于我们提供一般性资助，因此希望
了解机构的整体情况。就算没有任何已承诺的或者预期的资助者也没有关系。然而您的支出不应该超过收
入。否则请提出合理的解释。所有组织必须完整填写预算表并且与您的申请书一并提交。如果没有依模板
提交预算表，您的申请会被视为不符合申请条件。

第四部分：推荐人

申请要求您列出两名推荐人的名字。如果您的申请被选中，我们会联系推荐人。推荐人应当为熟悉贵组织
工作的个人，并且已授权您邀请ITF与其联系。您的推荐人应可以代表贵组织与之合作过的组织。例如可以
是当前或以前捐助方的项目官员，或是与您的组织合作过的跨性别/同志/人权组织的代表。

视频申请

为了更好地给所有组织提供申请渠道，ITF欢迎您以视频方式提交申请。视频申请将仅提供给无法使用英
文、法文、俄文、简体中文或西班牙完成申请文件的文稿撰写但可通过上述语言之一以口语的形式更好地
完成申请的组织。

我们依然需要您以书面形式提供部分信息，以保证流程的公平性。所有申请都须对相同问题做出回答。而
部分必需信息则难以轻松地口头表述出来，例如联系信息或预算。因此，我们仍需您采用五种申请语言之
一的文字形式提交部分信息。

视频的时长限制为？

视频最长不能超过10分钟。

视频文件应采用什么格式？

请使用.mp4和.mov格式。我们期望并鼓励“自拍风格”的视频。您可以直接正对智能手机、平板或电脑录
制自己的视频，向我们讲述您组织的工作。无需特殊效果、标签或编辑。如果我们无法在视频中看到代表
组织发言的人，视频将不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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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的当前资助对象

国际跨性别基金也欢迎目前正接受资助的组织提交申请。我们理解跨性别运动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您
需要递交申请，我们会将您的申请与其他申请一视同仁进行审阅。这种方案与有独立续约流程的其它许多
资助方不同。使用这种方案是为了贯彻我们的参与式资助理念，保证由 GMP来审阅所有申请。

如果您想申请续约，请保证您在申请表的财务信息部分包含ITF的资助情况。

提示：在第14问，请说明贵组织将怎样在现已获得资助的工作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安排您的工作。并
请明确说明您的组织需要额外资助的原因。我们建议您将组织的可持续性考虑在您的工作内容中。

所有申请续约的组织都将需按时提交您的中期报告（2018年3月1日）以被纳入考虑。该报告将和你的申
请一同提交给GMP进行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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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请

当您准备结束申请前，请检查您的申请工作是否已全部完成。

确认(X)

贵组织两位工作人员的联系信息

组织背景（不超过3页）

资金申请（不超过2页）

财务信息（不超过1页）

已填妥的预算表

两位推荐人的联系信息

免责声明：我们已了解ITF将不会对缺失文件进行跟进

 

提醒：申请文件（除预算表外）不应超过6页，且字体不应小于11磅。公平起见，我们将不会审阅6页之后
的文件内容。提交的其它材料（如报告、预算、战略规划等）将不会予以考虑。

 
截止日期

提交本申请的截止日期为纽约/美国东部时间2月12日下午5点。如需换算为当地时间，
可使用www.timeanddate.com等时间换算网站。
 
请将您的完整申请提交至 info@transf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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