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諾霍米須 (Snohomish) 郡小型企業紓困、復甦和復原 (R3) 

介紹 
 
史諾霍米須 (Snohomish) 郡小型企業紓困、復甦和復原 (R3) 補助計畫有四大目標： 
 

1. 協助小型企業繼續營運 
2. 保護當地工作不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而流失 
3. 支援社區復甦 
4. 提高社區中當地企業的復原力 

 
透過 R3 計畫，在史諾霍米須郡營業且受到新冠病毒嚴重打擊的合格小型企業，就有機會申請現金
補助，以達下列目標： 
 

1. 提高復原力 
2. 支援復甦 
3. 協助緩解因新冠病毒導致收益下滑的衝擊 

 
史諾霍米須郡預計透過補助作業的行政實體 Workforce Snohomish，向符合資格的小型企業主提供
最高達$25,000 的一次性現金補助款。小型企業可按照簡單的線上申請流程，根據理由充分的需求
或企業復原所需，申請$5,000、$10,000、$15,000、$20,000 或$25,000 的補助。 
 
史諾霍米須郡運用聯邦與州政府的補助，來發放這些補助。 
 

進度時程 

日期 活動 詳細資料 

2021年1月19日 開放申請 無資料 

2021年1月28日 公開提問期結束 下午5:00 

2021年2月2日 申請結束 下午5:00 

2021年2月16日 公布收到獎勵補助款名單 時間待定 

2021年3月5日 所有收到獎勵補助款協議簽署完畢 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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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優先順序 

符合資格的 R3 申請表會依照以下標準排定核准的優先順序： 

• 所受衝擊最大的企業，包括餐廳/餐飲業、零售業、旅宿業、藝術與娛樂業，以及其他服
務產業企業 

 

資格 

申請本資助計畫的企業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 擁有 Washington 州營業執照。 
• 公司實際位於 Snohomish 縣。 
• 擁有最多 20 名等效全職(FTE)員工（包括企業東主/員工）。 
• 運作時間至少一年以上。 
• 能夠確認，至少 25％的收入減少歸因於 COVID-19 疫情大流行。 
• 能夠證明，企業在 2020 年 3 月 23 日之前處於持續經營狀態。 
• 未面臨任何未決訴訟或法律訴訟。 
• 沒有暫停或禁止使用聯邦資金。 
• 非連鎖店（除非大多店鋪地點位於 Snohomish 縣內）。 
• 非特屬專營店，除非該特屬專營店不屬於某大公司的子公司，且予以證明。 
• 不僅限於 18 歲以上顧客。 
• 根據聯邦法規，尚未從任何組織或轄區獲得過任何 CARES 提供的資助。 

已在 2020年申請過 R3計畫但尚未獲得任何資助金額的企業在本輪中將被自動予以審核， 無需重
新申請。 
 

資金用途 
獲得補助的小型企業只能將補助款用於允許的核准部分獎勵補助款，在此分為以下三大類別： 
 

1. 薪資與福利 
薪資與福利可用於留住必須即將遭到解雇的員工、因收益下滑而無法領薪水的業主或主管，
或補足因新冠病毒導致的未預期員工相關成本，例如：在上班時間提供個人防護設備 (PPE) 
的訓練、為實體店面加強安全措施所額外花費的工時、實施和/或訓練虛擬企業服務平台
的工時、更新讓顧客和/或工作人員間保有安全社交距離的流程與程序之工時，以及其他
這類成本。 

 
2. 設施 

設施包括需支付給商業貸款、公用事業費用、商業租金等其他確保實體商店能在新冠病毒
肆虐期間開門營業的必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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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貨物成本與一般和行政支出 (SGA) 

此類別包括為協助企業進行臨時數位轉型（網路攝影機、視訊會議軟體的授權等）所需的
新設備，以及維護企業營運的一般必要成本 

不允許將補助金用於以下用途，包括但不限於： 
 

• 償還非企業債務，例如與企業無關用品的個人信用卡卡費 
• 購買個人物品，例如購買家庭用新車，或修繕自宅 
• 直接資助政治活動，或付清稅金或罰款 
• 購買個人物品 
• 購買藥物、香菸和/或酒類 
• 飲食與娛樂 
• 紅利 
• 與企業營運無直接關聯的旅行費用 

 

申請流程 

我們從2021年1月19日至2021年2月2日下午5:00開放申請。2021年2月2日下午5:00後，恕不接受任
何申請表。 
 
您必須以電子方式透過線上申請門戶網站提交申請表，網址為：
workforcesnohomish.org/snocogrant 
 
一般來說，申請流程大約需要30分鐘。 
 
若要準備申請，小型企業應備妥下列適用資訊： 

• 企業法定名稱 
• 統一編號 (UBI) 
• 商業地址與設立日期 
• 業主/申請人聯絡資訊 
• 行業別 
• 截至 2020 年 1 月 1 日，在史諾霍米須郡的 FTE 員工數量 
• 截至 2020 年 5 月 1 日，在史諾霍米須郡的 FTE 員工數量 
• 簡短說明企業與提供的產品/服務 
• 簡短說明企業如何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包括預估對收益的衝擊 
• 預計此次補助可以協助企業聘僱和/留住多少份工作，說明此資金將如何協助企業保有償

付能力，並提供要求金額的充分理由 
• 申請資金可用於以下所列三大類別：薪資與福利、設施、貨物成本，以及一般和行政支出 
• 史諾霍米須郡議會區，根據企業總部地點而定：

https://snohomishcountywa.gov/906/Council-District-Maps 
 
 
  

https://workforcesnohomish.org/snocogrant
https://snohomishcountywa.gov/906/Council-District-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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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審核 

所有申請表都會由 Workforce Snohomish 進行基本合格性的初步審核，再給出優先順序的分數；此
分數是以申請表中提交的優先順序回答而為基礎，定義請見「核准優先順序」一節。 
 
符合基本合格性且經指派優先順序分數的申請表，會轉交由 R3 評分團隊 (R3RT) 處理。 
 
R3RT 會根據優先順序分數、申請表優點，以及資金可得性推薦核准與否。史諾霍米須郡和
Workforce Snohomish 保留僅發放部分補助款的權利。 
 

第 1 步：WFS 收到申請表 

第 2 步：由 WFS 審核申請表，檢查是否符合資格與優先順序 

第 3 步：符合資格的申請表會送到 R3 評分團隊 (R3RT) 

第 4 步：R3RT 會根據申請表優點、優先順序和資金可得性推薦核准與否 

第 5 步：R3RT 通知 WFS 推薦核准件 

第 6 步：史諾霍米須郡和 WFS 公布 R3 獎勵補助款名單 
 

獎勵補助款 

Workforce Snohomish 會透過簡單版協議，向經推薦的小型企業發放獎勵補助款。獎勵補助款會以
一次性方式已現金發放。透過協議，獲得獎勵補助款的小型企業主必須就支出和結果提出一次性
計畫報告，定義請見「報告」一節。 
 

報告 

所有收到獎勵補助款的小型企業都必須向 Workforce Snohomish 提出報告，詳述資金運用方式以及
運用結果。必須於 2021年 7月 30日前向Workforce Snohomish提出報告。Workforce Snohomish會
建立報告範本，並連同獎勵補助款協議一併交給收到獎助款的企業。報告內容應保持簡短扼要。
報告中的預期結果應包括但不限於： 
 

• 資金運用方式 

• 資金如何協助企業度過難過和/或成長 

• 留住了多少員工 

• 雇用了多少員工 

• 資金如何對收益的產生帶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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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解決方案額外資訊 

我們鼓勵所有企業與 Workforce Snohomish 和 WorkSource 企業解決方案團隊攜手合作，滿足員工
的其他需求，無論此次補助流程的結果如何。 
 
WorkSource 企業解決方案團隊（WorkSource Business Solutions Team，簡稱 BST）是提供給華盛頓
州所有居民的免費服務，可為企業提供多種就業服務，包括 SharedWork、臨時裁員、現任工作人
員訓練、青年實習、在職訓練、過渡性工作等服務。 
 

• 企業解決方案團隊：WorkSource 所屬團隊，可為企業主管和人力資源專業人士在現今經濟
態勢下的員工規劃需求提供協助，協助持續營運。 

• SharedWork：  BST 提供諮詢和轉介至就業安全部門的 SharedWork 計畫。此計畫旨在協助
企業取得部分失業福利，以取代降低正職員工工時所流失的薪資。 

• 臨時裁員：BST 提供諮詢和轉介至就業安全部門的臨時裁員計畫。此計畫旨在協助雇主讓
全職工作人員待命最長 8 週時間，讓員工在該段期間內符合完全失業福利的資格。 

• 現任員工訓練：《勞動力創新與機會法案》（Workforce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 Act，簡
稱 WIOA）的現任員工訓練 (IWT) 計畫為繼續教育、訓練、現任或在職員工技能提升提供資
金。IWT 計畫旨在提高當地企業競爭力、避免可能的裁員措施，以及/或對史諾霍米須郡既
有企業員工進行技能提升/就職位空缺重新招募員工。 

• 青年實習：在職場上具備妥善架構與規劃的學習經驗，時數最少需達 90 小時。實習可視
情況支薪或不支薪，且青年實習薪資可透過 WorkSource 青年中心對符合資格的人士提供
補貼。 

• 在職訓練：由 WIOA 提供資金的聯邦計畫，讓企業能夠雇用並訓練具備技能的員工，且因
為在有限時間內進行訓練，企業可獲得受訓練者最高達 50%薪資的補助。 

• 過渡性工作：由 WIOA 資助的聯邦計畫，可支援尋找工作者發展在職技能。過渡性工作有
時間限制，且針對支薪的工作經驗，補貼最高可達 100%。 

 
如要聯絡企業解決方案團隊，請致電(425)921-3426，或傳送電子由建置 
business.solutions@workforcesnohomish.org 
 

細則 

獎勵補助期 

此申請要求會導致預期在 7 月簽訂獎勵補助款協議，具體開始日期待定。 
 
準備提案的成本 

撰寫申請表的成本需由申請人自行負責。Workforce Snohomish對這些成本概不提供補償。 
 
退出 
在提案截止日期前，可撤銷已提交的申請表。申請表的撤銷要求必須以書面方式傳送至此電子郵
件： snocogrant@workforcesnohomish.org 
 

mailto:snocogrant@workforcesnohomis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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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流程 
Workforce Snohomish不接受澄清事項。申請人會在提交申請表時，收到可編輯的連結。若申請人
決定必須變更申請表上的資訊，則申請人得在截止期限之前完成變更。截止期限過後，Workforce 
Snohomish恕不接受申請表的任何變更，且所有申請表都會以提交時的內容進行評分。Workforce 
Snohomish保留在截止時間後要求申請人澄清疑義的權利。若Workforce Snohomish收到同一間企業
的多份申請表，則將採用第一份提交的內容，並捨棄所有其他提交內容。 
 
隱私權政策 
所有個人與企業財務資訊都會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保密。 
 
協議 
獎勵補助款必須到Workforce Snohomish和企業簽訂獎勵補助款協議後，才算完成。對於協議生效
日期以前招致的任何成本，Workforce Snohomish概不負責。 
 
取消執照和停業 
企業必須保證，他們未由行政管理和預算局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和CFR第2條第180和
215部分取消執照、停業或遭聯邦協助計畫排除在外或不符合參與資格。企業也必須保證，他們不
會與執照遭取消或停業的轉包商簽訂合約。 
 
限制 
RFP不會要求Workforce Snohomish必須核准某協議、支付因回應此申請表所招致的任何成本，或者
尋找服務或耗材或與之簽訂合約。Workforce Snohomish保留為了Workforce Snohomish和/或史諾霍
米須郡的最佳利益，而接受或拒絕任何或所有在此申請作業中收到的任何申請表、與所有合格來
源談判、省去正式手續、拖延核准獎勵補助款，或者部分或全面取消此申請表的權利。 
 
取消核准獎勵補助款 
若協議未簽訂，或若聯邦、州政府或郡法規或政策要求必須變更計畫目的或內容、暫停該等計
畫，或者對資助作業施加限制，Workforce Snohomish有權立即取消核准獎勵補助款。在這類情況
下，若有必要針對合約活動進行協商，則Workforce Snohomish保留將協商期限制在六十 (60) 天的
權利，且超過該期限後即無提供資金之義務。 
 
平等機會 
R3計畫會遵循Workforce Snohomish和史諾霍米須郡對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平等機會法律的承諾加以
實施。任何人或企業都不得因為其種族、膚色、宗教、性別（包括懷孕狀態、生子和相關醫療症
狀、性別刻板印象、變性狀態和性別認同）、原始國籍（包括英語熟練程度有限者）、年齡、身
心障礙或政治黨派歸屬或信仰，而無法參與R3部分或全面資助的任何計畫或活動，或者無法享有
該計畫或活動福利或受到歧視。 
 
上訴程序 
未獲選的申請人得根據所述選取程序，針對限定於程序有誤的決議結果進行上訴。在宣布核准獎
勵補助名單後七 (7) 天內，snocogrant@workforcesnohomish.org即受理上訴。 

mailto:snocogrant@workforcesnohomis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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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集（收到問題即更新） 

問題被視為公開資訊，且經Workforce Snohomish判斷為公開資訊的所有問題會完整公開於
Workforce Snohomish網站上，僅需要遮住部分保護隱私，並在收到問題的一 (1) 個工作天內回答。 
 
請僅透過電子郵件提交問題。對於以電話或面對面向Workforce Snohomish工作人員或委員會委員
和/或史諾霍米須郡工作人員或代表提出的問題，我們不予回應。所有問題請一律透過電子郵件傳
送給Workforce Snohomish，電子郵件地址為snocogrant@workforcesnohomish.org。 
 
兼職員工算員工嗎？ 

是的，薪資帳冊上的每個人都算是員工。 
 
所謂「全時等量」有哪些要素？ 
「全時等量」(FTE) 的計算方式是員工的排定工時除以雇主的全職工作一週工作時數。若雇主工作
一週需要40小時，則經排定一週工作40小時的員工，其FTE即為1.0。員工經安排一週工作20小
時，FTE則為0.5。 
 
申請人姓名和提交材料是否會向民眾公開？ 

會。根據RCW第42.56章，提交的申請表和證明文件均為公開記錄。 
 
如果我的企業因為州長公告而暫時關閉一段時間，但目前又重新開門營業，那麼我該如何回答
「企業是否因州長公告而暫時關閉？」這道題？ 
若企業因州長公告而暫時關閉，但又重新開門營業，則針對「企業是否因州長公告而暫時關
閉？」這道題，回答請選取「是」。 
 
我們正在申請PPP計畫。這與R3是否有衝突？ 
即便企業獲得其他新冠病毒相關協助，仍符合申請資格。R3資金與其他新冠病毒相關協助，可能
不會均用於補助相同成本。 
 
若要符合資格，其中一項要求是收益方面必須下滑超過25%。在計算收益下滑程度時，是以哪一
段時間為準（是否有具體開始和結束日期）？ 
由於小型企業的營業方式各不相同，這部分是由申請人自行決定如何評估收益因新冠病毒導致下
滑25%。申請表上有個方框，供您說明收益減少情形，以及該情形與疫情有何關聯。 
 
是否要開門營業才能申請？我們目前因為強制令關閉中。 

因封城令而暫時關閉的企業符合申請資格。 
 
若已獲得SBA緊急經濟傷害衝擊 (Emergency Economic Injury Impact) 計畫的補助，是否就立即失去

申請資格？ 
即便企業獲得其他新冠病毒相關協助，仍符合申請資格。R3資金與其他新冠病毒相關協助，可能
不會均用於補助相同成本。 

mailto:snocogrant@workforcesnohomis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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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企業僅在特定季節營運，2020年1月1日的薪資帳冊上只有7位全職員工。  針對下列要求，我
是否仍符合申請資格？企業擁有至多20名員工（包括企業業主/工作人員在內）；員工計數應以截
至2020年1月1日的員工數量以會為基礎？可以的，貴企業仍滿足此要求。  不過也要符合其他所有
要求。 
 
非營利組織是否也符合申請R3補助的資格？ 

否，非營利組織不符合申請R3補助的資格。 
 
我的企業有多個分點。要求中提到企業必須有20個以下的FTE員工，此限制僅適用一處分點，還是
適用於整間公司？ 
員工數量是以整間公司進行計算。若相關企業的UBI各不相同，則可分開申請。 
 
我們是位於史諾霍米須郡的小型當地企業。企業在2019年尾聲才開始營運，這樣是否符合此補助
資格？ 
申請時，企業在史諾霍米須郡必須已營業超過一 (1) 年。 
 
此計畫是「先到先得」，還是會等到申請截止期限後才一開始決定？ 

獎勵補助的決定並非以「先到先得」為基礎。 
 
是否會提供部分獎勵補助款（例如申請人要求$25,000遭拒絕提供全額，是否仍有可能獲得金額較
完整要求金額更低的獎勵補助款）？ 
我們會根據提交的申請表進行評分。要求金額是由申請人自行斟酌決定。評分團隊會將可用資金
納入考量，並酌情決定是否要核准部分獎勵補助款。 
 
我想取得申請表副本。 

申請表一經提交，系統就會自動向您提供的電子郵件傳送申請表副本。 
 
是否可以將租金費用納入補助金支出？ 

可以的，租金是允許的補助金用途。 
 
遭到資遣、待命或工時縮短的工作人員，是否仍算員工？ 
遭到資遣或指派待命的工作人員不算在2020年5月1日的員工之內；然而，工時縮短的工作人員會
納入員計數（依FTE計算）。 
 
R3補助計畫是否接受無證件移民和難民企業業主申請？ 

企業必須由具備工作授權者擁有。難民可以申請，我們也鼓勵此舉。 
 
收到補助後，是否需要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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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根據補助協議支出資金，就不必償還補助金額。這不是貸款。 
 
補助金額為何是$25,000？ 
獎勵補助款以$5,000為級距，分為多個等級。企業可申請$5,000、$10,000、$15,000、$20,000或
$25,000的補助。我們對每間企業只接受一張申請表。獎勵補助款金額會以向盡量多的企業分發平
等金額為基礎來決定，且盡量讓金額充足，能夠帶來實質協助。 
 
若我是農夫市級的攤商，是否也符合資格？ 

是的，只要您滿足資助條件即可。 
 
我是否要向華盛頓州政府登記，才能獲得補助？ 

是的。 
 
我是否必須具備商業執照才能獲得補助金？ 
若貴企業所在管轄區要求商業執照，則您必須具備有效商業執照才能獲得補助。若獲選核准，但
您的商業執照已經過其，Workforce Snohomish工作人員會與您合作來更新執照。 
 
若獲選核准，我該提供哪些文件？ 
您必須提供有效的商業執照（若適用）、UBI編號、鄧白氏環球編碼 (DUNS)（可選）、費用報
告，且必須填妥W9表單。 
 
若我位在為包含在內的史諾霍米須郡中，是否符合資格？ 

是的。 
 
我可以將補助金用在哪些方面？ 

您僅可將獎勵補助款用在收到獎勵補助款之企業的營運費用。營運開支的定義為企業日常交易營

運作業，例如支付薪資和房租，詳細資訊請見「資金用途」一節。 
 
企業必須位於什麼地方，才符合申請資格？ 

此計畫可供史諾霍米須郡中符合資格要求的所有企業申請。 
 
 
 
 
 
 
 
 
Workforce Snohomish是平等機會雇主/計畫。我們備有輔助性設備與服務，供身心障礙索取使用。華盛頓轉
接專線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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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行2 

地址行1 

範例123456789 

範例123456789 

 
 
 
 
 
 
 

史諾霍米須 (Snohomish) 郡小型企業紓困、復甦和復原 (R3) 
補助計畫申請表 

您是否確定，貴企業滿足本補助的資格要求？ 
如需瞭解資格要求與其他資訊，請前往： 
 workforcesnohomish.org/snocogrant/#eligibility 

企業資訊 
企業法定名稱 * 
 
 

虛構商業名稱（如適用） 
 
 

統一編號 (UBI) * 
 
 
  
 
 

 

 

商業網站 

 

城市 州 郵編 

商業地址 * 

   
  

 

 

http://www.cognitoforms.com/WorkforceSnohomish1/SnohomishCountySmallBusinessReliefRecoveryAndResiliencyR3GrantProgramApplication2
https://www.workforcesnohomish.org/snocogrant/#eligibility
https://www.workforcesnohomish.org/snocogrant/#elig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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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企業在史諾霍米須郡是否有多
個據點？ 

  是   否 
 
若答案為是，請列出貴企業在史諾
霍米須郡的所有據點。 

 

在史諾霍米須郡設立的日期 * 

商業地址是否與通訊地址相同？ 
  是   否 

 
 
申請人姓名（CEO/總裁/業主） 
* 

 
申請人電話號碼 * 

 
 

通訊地址 

 
 

 

申請人電子郵件 * 

 

行業別 - 請選取下方至少一項產業別；若為其他產業，請填寫於下方方框
中 * 

 零售與旅宿業 

 餐廳/餐飲業 

地址行1 

地址行2 

城市 州 郵編 

http://www.cognitoforms.com/WorkforceSnohomish1/SnohomishCountySmallBusinessReliefRecoveryAndResiliencyR3GrantProgramApplica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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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與娛樂業 

  製造業 

若企業不屬於優先行業，也不會失去資格。 

2020年1月1日，在史諾霍米須郡的全時等量
（full-time equivalent，簡稱FTE）員工數量 * 

 

2020年5月1日，在史諾霍米須郡的FTE員工數量 * 

 
 

所謂「全時等量」員工有哪些要素？ 

「全時等量」(FTE) 的計算方式是員工的排定工時除以雇主的全職工作一週
工作時數。若雇主工作一週需要40小時，則經排定一週工作40小時的員工，
其FTE即為1.0。員工經安排一週工作20小時，FTE則為0.5。 

請勾選所有適用選項 
  企業符合由少數族裔擁有的資格 

  企業符合由退伍軍人擁有的資格 

  企業符合由女性擁有的資格 

  企業符合由LGBTQ擁有的資格 

  以上皆非 

請選取所有適用選項 

簡短說明企業與提供的產品/服務 * 

其他 

http://www.cognitoforms.com/WorkforceSnohomish1/SnohomishCountySmallBusinessReliefRecoveryAndResiliencyR3GrantProgramApplica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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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500個字元 

新冠病毒影響 
簡短說明您的企業遭受新冠病毒疫情衝擊的何種影響。* 

 

最多500個字元 

這樣的影響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您的企業收益是否因而下滑至少25%？ 

  是   否 

若答案為是，請簡短說明。 

 

最多200個字元 

企業是否因州長公告而暫時關閉？ 
  是   否 

企業永久歇業的可能性有多高？* 

http://www.cognitoforms.com/WorkforceSnohomish1/SnohomishCountySmallBusinessReliefRecoveryAndResiliencyR3GrantProgramApplica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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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中    低 

此次補助能否協助企業繼續營運？ 
  是   否 

此次補助是否能協助保有工作職位？ 
  是   否 

若答案為是，則可保有多少份職位？ 

 

企業是否針對新冠病毒收到任何州、聯邦或其他相關資金協助？ 
  是   否 

 
若答案為是，這些資金的用途有何不同？ 

 

最多200個字元 

要求補助金額與預算 
要求金額 *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扼要詳述資金如何用於符合資格的費用。* 

http://www.cognitoforms.com/WorkforceSnohomish1/SnohomishCountySmallBusinessReliefRecoveryAndResiliencyR3GrantProgramApplica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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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費用包括：薪資、租金/貸款、公用事業費用、債務、保險、貨物成本。最多

300個字元。 

請說明此次補助可如何協助貴企業保有償付能力，並提供要求金額的充分
理由 * 

 

最多500個字元 

史諾霍米須郡議會區 
請勾選一個 * 

  第1區：Arlington、Granite Falls、Marysville、Stanwood 

 第2區：Everett、Mukilteo 和 Tulalip 
  第3區：Edmonds、Lynwood、Woodway 
  第4區：Bothell、Brier、Mill Creek、Mountlake 

  第5區：Gold Bar、Index、Lake Stevens、Monroe、Snohomish、
Sultan、 

  未知 
如需更多資訊，請前往： 
https://snohomishcountywa.gov/906/Council-District-Maps 

 
  茲證明本人在本申請表中提交的資訊已盡我所知真實且正確，且本人
為此企業的授權代表。本人瞭解Workforce Snohomish仰賴本申請表
提交內容的準確性和相關證明。若有任何誤導性或不準確之資訊，可

http://www.cognitoforms.com/WorkforceSnohomish1/SnohomishCountySmallBusinessReliefRecoveryAndResiliencyR3GrantProgramApplication2
https://snohomishcountywa.gov/906/Council-District-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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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導致需償還補助金。 

http://www.cognitoforms.com/WorkforceSnohomish1/SnohomishCountySmallBusinessReliefRecoveryAndResiliencyR3GrantProgramApplica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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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會被要求提供佐證文件，證明您的回答準確而可獲得補助金。 

簽名 * 

 

茲證明本人為此企業的授權代表。 

日期 * 

 
 
Workforce Snohomish是平等機會雇主/計畫。我們備有輔助性設備與服
務，供身心障礙索取使用。華盛頓轉接專線711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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