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孩子申请

参与项目资格

The Fresh Air Fund的夏季项目免费提供给纽约市的家庭
在 child.freshair.org 网站申请
在 2022 年 4 月 30 日之前完成您的申请可能会增加您孩子的参与机会。 我们确实在直到所有名额都被填满之前
接受申请。参与项目的位置有限。 请尽快提交申请。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需要帮助完成申请，致电 1-800-367-0003或发邮件到apply@freshair.org。我们将会帮
助您！

• 孩子必须在纽约市居住和上学。 Camp Junior 申请者必须住在布朗克斯区 Bronx。
• 对于特定年龄的项目，参与者必须是 2022 年 6 月 1 日之前达到年龄要求。
• 家庭可以表达对孩子有资格参加的所有项目的兴趣。 但是，一个孩子只能参加一个孩子项目。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此信息适用于所有项目的参与者。

4 月 30 日
推荐申请者申请

的截止日期

• 如果孩子在寄系统中，申请必须由合法授权为孩子做出决定的人签名，并且他们必须填写寄养信息页面。 如果您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
人，我们需要法定监护证明。
• 我们的计划适合有特殊需要/情况的儿童，但并非专门针对所有特殊需求而设计。 如果我们无法让您的孩子参加我们的一项项目，我们
会将您转介给美国露营协会。

提交申请后会发生什么
1. 申请只能在 child.freshair.org 提交。
2. 我们将在收到您孩子的申请后两周内开始审核。
3. 如果申请中缺少任何信息，我们将与您联系最多达到五次，以帮助您完成申请。 如果我们无法联系到您，该
应用程序将变为“不活跃状态”。
4. 您可以随时“重新激活”申请并继续提交文件，直至完成。
5. 一旦您的申请被审查并确定完成，您将能够选择一个可选的项目的时间段。 如果没有可选的时间段，您可以
选择加入候补名单。

所有项目参与者、工作人员和寄宿家庭的
参与成员都必须完全接种疫苗。 如果没有
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申请将不会继续进
行。

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说法，完全接种疫苗的定义是在接种第二剂
辉瑞（Pfizer）或摩德纳（Moderna）的后两周，或在接种强生（Johnson 
& Johnson）第一剂后两周，接种了主要系列的 COVID-19 疫苗。 作为
注册过程的一部分，需要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The Fresh Air Fund 将继
续遵循 CDC 的指导方针。

4 月
项目&项目时间

段选择开始

3 月
项目 申请开放！

5 月和 6 月
必需参加的

迎新课程

7月
暑期项目开始！



夏日空间项目 (Summer Spaces)

参与资格
• 年龄: 5岁-12岁
• 新的和回归的参与者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

夏季青少年学院项目 (Summer Teen Academy)

参与资格
• 年龄: 13岁-17岁
• 新的和回归的参与者

DOE/DOH 医疗表格
医疗保险卡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

扩展项目 (Enrichment Programs)

为青少年设计的专门项目，提供获得证书、实习和获得重要工作经验的机会。 研讨会包括扩展领导力技能，
职业探索 ，大学准备以及更多。

有趣、免费和安全的游乐空间，提供有监督的活动，包括艺术和手工艺、体育、STEM 活动、障碍赛等。 
（自助签退年龄：10岁。）

Circle of Brotherhood 是一个小型指导小组，供男孩们加深友谊、形成支持性社区、创造安全空间并让他们讨论健康男
子气概相关的问题。
Girls Empowerment Series 是一个女孩辅导小组，提供安全和支持性的环境，让他们专注于未来的目标、加深友谊并了
解社区服务的重要性。

必需的表格

必需的表格

参与资格
• Circle of Brotherhood: 男生，13岁-17岁
除参与此项目外，参与者还可以申请和参与其他项目。
• Girls Empowerment: 女生，13岁-17岁
除参与此项目外，参与者还可以申请和参与其他项目。
• 新的和回归的参与者

DOE/DOH 医疗表格
医疗保险卡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

必需的表格

家庭健康项目(Family Wellness)

参与资格
• 家中有5岁-17岁的新的和回归的参与者
除参与此项目外，参与者还可以申请和参与其他项目。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
所有家庭成员都需要

在纽约州的Mid-Hudson Valley的Fresh Air Fund营地，家庭可以享受 3天/2夜的旅行，探索大自然，共度时光，参加游泳、
远足、钓鱼、手工艺术和划船等营地活动。

有限的位置。

必需的表格



友好城镇 
(Friendly Towns)

参与资格
• 年龄：10岁-18岁
• 仅限回归的青少年（回归到之前匹配过的寄宿家庭）
• 青少年可以在纽约市以外的地方生活和上学

Fresh Air Fund 的2页医疗表格 
必须由孩子的医生完成。

医疗保险卡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
免疫接种记录
评估表
如果孩子在特殊教育班，或者如果孩子从校内或校外的提供者那里

接受治疗服务，则必须由老师填写

寄养信息页面
如果孩子在寄养系统中，则必须由社会工作者/计划员/主管填写。

寄养评估表
 如果孩子在寄养系统中，没有特殊教育服务，也没有在校内或校外

接受治疗服务，则必须由社会工作者或个案规划员填写。

在 2022 年夏季，之前曾通过 Fresh Air Fund访问过
寄宿家庭的 10 岁至 18 岁青少年将能够在今年夏天访问
同一个寄宿家庭。 该项目将在有限的地理区域进行。
Fresh Air Fund将直接接触符合条件的家庭。

必需的表格

夏令营 (Camp)

参与资格
• 各个营地年龄要求不同

• Camp ABC: 8岁-15岁, 女生
• Camp Hayden-Marks: 8岁-15岁, 男生
• Camp Junior: 8岁-15岁, 所有性别

只限于布朗克斯 (Bronx) 的居民
• Counselor-in-Training (CIT)

邀请将直接由董事发送给候选人
• CAP/Camp Mariah: 升入6年级和7年级的孩子

 Career Awareness Program (CAP) 是一项为期 
三年的全年计划，旨在让 7 至 9 年级的学生探索职
业生涯并参与工作见习、辅导、读书俱乐部等。 
参与者在夏季参加Camp Mariah。

• 之前参加过The Fresh Air Fund任何夏季项目的
孩子们有资格申请这个项目
之前参加过Fresh Air Fund露营的孩子们的亲兄弟姐妹也有资
格参加项目

在纽约州的Mid-Hudson Valley的Fresh Air Fund营地, 
营员们探索户外活动，获得信心并结交新朋友。 
活动包括体育、游泳课、艺术、音乐和专注领导力发展、

Fresh Air Fund 的2页医疗表格
必须由孩子的医生完成。

收入资格食品服务表 
脑膜炎表格
医疗保险卡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
免疫接种记录
评估表
如果孩子在特殊教育班，或者如果孩子从校内或校外的提供者那里接
受治疗服务，则必须由老师填写 

寄养信息页面
如果孩子在寄养系统中，则必须由社会工作者/计划员/主管填写。

寄养评估表
 如果孩子在寄养系统中，没有特殊教育服务，也没有在校内或校外接受
治疗服务，则必须由社会工作者或个案规划员填写。

必需的表格

有任何疑问?
(800) 367-0003 | apply@freshair.org

参与者必须能够参加整个时间段并使用The Fresh Air Fund安排的交通工具。



为纽约市孩子们提供免费，安全&乐趣的夏季项目

自从1877年成立以来，The Fresh Air Fund，是一个not-for-profit青年发展组织已为超过180
万的服务不足社区小朋友提供免费生活改变夏季户外经验。青少年人也参加了全年的领导，工
作探索和教育项目。 

过夜夏令营 (Sleepaway Camp) 
在我们过夜营地在New York’s Mid Hudson Valley,  
8-15岁的女孩和 男孩在户外探索同时学习关于环境。
与自然当他们的课堂，露营者远足树木繁茂的小径，
学习游泳，与带更多自信，新技能与新朋友回家。

活动包括体育，划船，艺术与音乐课，活动也集中领导发展，
科学还有更多。

我最喜欢的东西关于营地是游泳
因为我可以学习如何游泳和朋友
们同时一起玩。

– Anita, 9

夏日空间 (Summer Spaces)

在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做 – 好像当我玩足球或者做美术。我学
了好多爽游戏！

– Ugyen, 7

为5-12岁的孩子提供邻里游乐区，活动范围安全且收到监管。活
动包括体育，美术，手工，科学与更多！

Sharpe Reservation
• Camp ABC: 女孩，8-15岁
• Camp Hayden-Marks: 男孩，8-15岁
• Camp Mariah/ Career Awareness Program 

(CAP):升入6年级和7年级的孩子
      这是一项为期三年的全年计划，旨在让 7 年级至 9 年级的学   
      生探索职业并参与工作见习、学科辅导、读书俱乐部等。 参与
      者在夏季参加 Camp Mariah，并在他们 10-12时， 在他们进
      入 6 年级和 7 年级前的夏天进行申请。
Harriman State Park
• Camp Junior: 男孩和女孩，8-15岁从布朗克斯



专业在线与面对面项目为青少年，13-17岁 提供机会获得证书，
实习工作，与重要工作经验。研讨会包含发展领导技能，工作探
索，大学准备与更多！

新鲜空气青少年学院 
(Fresh Air Teen Academy)

Youthful Savings 真帮我开始创了自己的事业与学了成为成功企业主所有的技能。演讲嘉宾是整项目中我
最喜欢的部分！

– Ralph, 15, Youthful Savings  

 @thefreshairfund

 @freshairfund

 @freshairfund

2022年夏季项目可调整

访问 FreshAir.org 来了解更多有关项目的信息
全部参加者和员工都需要全接种疫苗。

如果没有全接种疫苗的证明，申请表将不会进行。

扩展项目 (Enrichment Programs)
CIRCLE OF BROTHERHOOD  
一个为13岁-17岁男生提供的小型的辅导小组以加深友谊，加深友谊，形成支持性社区，创造安全空间并讨
论与健康男子气概相关的问题。
GIRLS’ EMPOWERMENT SERIES  
一个为13-17岁女生提供的辅导小组，为她们提供一个安全和支持性的环境，专注于未来的目标、通过艺术
赋予她们权力、加深友谊和了解社区服务的重要性。

有问题吗？ (800) 367-0003 | apply@freshair.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