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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埠社區計劃概述 



 

暑期學生體驗費城華埠文化 

Dr. Scott Hanson教授帶著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公正暑校的學生來到華埠。這些來自世界

各地的50名學生 - 少數留學生 - 來到費城參加賓夕法尼亞大學為期3週的課程.PCDC的員

工和實習生帶這些學生遊覽華埠。對很多這些學生來說，這次旅程是他們第一次訪問到

華埠.PCDC的員工給他們介紹華埠，體驗本地生活和這個社區所面臨的各種挑戰。旅程

從中國友誼門開始，前往Trocadero，安樂樓和亞洲超市等不同地點.PCDC的員工向他們

介紹這些地點在我們社區中的歷

史和文化意義。 

費城華埠之旅是賓夕法尼亞社會

大學公正學院Dr. Hanson組織的年度課堂活動。此次旅行的重點是華埠面臨

的城市發展挑戰，包括華埠發展在地理上的限制，華埠當地老年住宅的重要

性以及華埠商區的多樣性。這些學生在亞洲超市購物，在不同奶茶店享受飲

料，然後在東方明珠酒樓享用午餐。 

遇見Indego自行車共享，探索費城的最佳方式！  

不知您有沒有注意到路邊的许多藍色單車？很好奇想要知道他們是什麼？他們就是費城的共享單車計畫，Indego的一部分。於二零

一五年公開，Indego的開放極大程度上方便了沒有單車的市民。他們只需要解鎖任意單車，然後在到達目的地後就地停放即可。

Indego是一個替代私家車，或者費時的公共交通的新式交通方式。市區和大學城

內有超過100個站點。在這些站點，您可以隨時解鎖或者歸還單車。 

以下是使用方法: 

首先, 您需要在Indego的官方網址 (rideindego.com) 購買通行證。或者使用Indego的

手機APP進行購買. 您可以選擇Indego30計畫 (每月$17) 或者Indego365計畫 (一次性

支付一整年費用$156). 如果您是持有access card的低收入人群, 那麼您享有更低的

價格, 您加入Indego30只需支付$4每月, 或是Indego365將降低至$48每年, 並且接受現金。接下來, 您需要找到一個 Indego 站點。距離

唐人街最近的站點在9街和Arch街的交叉路, 8街和Market街的交叉路, 和12街與Filbert街的交叉路。您只需要使用您的手機或信用卡

卡號來獲取自行車，簡簡單單就可以上路了! 接下來的一小時內用戶可以享受免費服務，但是超出一小時的部分需收取另外$4 (每

小時). 當你到達目的地的站點時，將自行車停在站點內,這樣就算服務結束。當然, Indego並沒有騎行次數的限制。 

Indego也經常提供一些安全教育課程, 幫助新手有信心地暢遊城市街道。具體日期可以在Indego的網站上找到: rideindego.com/

classes.  

2018年華埠夜市：我們在招募供應商和表演者！ 

今年的十月十一日，費城華埠發展協會將舉辦第八屆華埠夜市活動，我們正在尋找願意加入我們的供應商和演出者！預計將有超過

2萬參與者，夜市是華埠最大的社區活動之一，也是展示才能的最佳機會我們強烈鼓勵本地

的表演者，亞洲食品供應商，和手工製品供應商參與請看以下鏈接獲取如何申請的資訊:  

•食品供應商：www.bit.ly/YeShi2018Food 

•手工製品供應商：www.bit.ly/YeShi2018Craft 

表演者：請直接聯繫Lamei Zhang至lzhang@chinatown-pcdc.org 

供應商的申請截止日期為週五，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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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C 項目和服務   

青少年支持小組 

青少年支持小組是青少年談論生活壓力並學習良好心理健康習慣的安全場所。 

日期：8月7日 

時間：下午5點－6點三十分 

901 Wood Street，Philadelphia，PA 19107 

老師：UPenn精神病學家Jenny Yu，醫學博士，博士和費城亞洲心理健康先驅，Helen Luu，LCSW 

七月青少年活動與機會： 

重要公示： 

八月SAT練習會在 八月25 日九點至下午一點半于901 wood Street舉辦。 參與者請與Rosaline預約位子。 

青少年俱樂部參觀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 

成員必須提前填寫申請，許可表可以在SAT教室或PCDC辦公室領取。 

日期:  8月3日 

時間：下午 1：00－3：00 

 

大學工作坊/青少年發展系列 

夏季期間，這些課程將於週五下午1點至3點舉行，每兩週一次。 時間表將在秋季改變，以考慮開學時間。 工作坊將討論包括大

學申請，論文修改，FAFSA，如何選擇你的專業等內容。此外，我們也會對於大學生活，如何充分利用本科生活，實習/志願服務

（如何讓你的簡歷脫穎而出）等進行討論。日期：7月13日，7月27日，8月10日，8月24日，9月7日 。 

 

免費參觀博物館 

準備好迎來一個藝術之夏了嗎！ 十四至十九周歲的費城青少年可以通過申請Philly Stamp Pass來免費參觀費城博物館。 

申請網址：http://phillystamppass.org/paper-pass/ 

 

讀書獎學金 

這項獎學金由Coffee for Less機構提供，面向年齡在14-19歲之間，在一所被認可的學院或大學就讀的學生. 申請者需要寫一篇短文

(不超過500字) 說明教育在他們生活中的重要性, 以及獎學金將如何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的目標。額外的考慮將頒發給用創造性的方

式說明了他們對咖啡的激情, 但同時又沒有忽視文章主題的學生。我們將從

兩個標准選擇優勝者: 論文主題的完成度, 和學生的個人需求需求。我們希望

申請者能展示他們的正直和熱情, 也需要他們提交想用獎學金獲得的教育材

料的收據。 

青少年俱樂部每周行程。 

所有課程與素材一概不收費， 您可以直接登門參與！ 

SAT 閱讀和寫作 

每星期一 下午四點至六點十五分 

901 Wood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7 

老師: Phoebe Ho 

SAT 數學 

星期四 下午四點-六點 

901 Wood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7 

老師: Benjamin She 

免費 SAT 模擬考試  

每月的最後一個週六，早上九點到下午一點

三十分 901 Wood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7 名額有限，請電郵Rosaline Yang 

至 ryang@chinatown-pcdc.org 進行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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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和規劃  

分區事項  

RCO意見：待決定 

地址：第12街210號 

上訴＃：33766 

許可證號碼：859405 

預定聽證時間：2018年8月8日星期三上午9:30 

建議：建造一個附有屋頂甲板的附屬結構的許可證，僅用

於住宅用途，用作第一層/第二層的空置商業空間，用於第

三層至第十層的二十六（26 ）個住宅單元。（9）1級自行

車道位於無障礙通道上，沒有停車位..（申請表有尺寸和位

置） 

RCO意見：未作出任何決定 

下一個訴訟内容： 

地址：第8街212-48號 

上訴＃：34312 

許可證號碼：878339 

Vine街建築：用於建造一（1）個獨立式結構（最大高度

129英尺），帶有綠色屋頂和頂層公寓，可供多戶家庭居住

（190個住宅單元），從一樓到12層，四十（40）附屬停車

場，有兩（2）個無障礙空間，包括一（1）個麵包車可通

行空間，九（9）個電動車停車位，兩（2）個裝載空間，

以及十二（12）個自行車位，地面可通達地板。 

EJC建築：用於建造一個獨立結構（最大高度190英尺），

綠色屋頂和露台位於三樓，設有頂層公寓和電梯，用於商

務和專業辦公室以及多戶家庭生活（八（8）個住宅單元）

從一樓到第十一層（11層），一層（1）裝載空間和第五層

二（52）個自行車空間位於一層可通行的路線上，十六

（16）個自行車空間位於開放空間內，用於創建一百八十

一（181）個附屬地面停車位，包括六（6）個可進入的空

間，包括一（1）個麵包車可進入的空間（建議共有

以下是華埠區目前和即將開展的區劃事宜。在分區調整委員會

（ZBA）聽取之前，區域事務首先通過公共RCO會議向社區提

出。如有任何有意義的事，請隨時參加RCO會議或ZBA聽證會。

所有ZBA聽證會都在1Arch街1515號One Parkway Build-

ing的第18層樓內舉行。 

PCDC的計劃委員會在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二下午6點舉行會

議，作為註冊社區組織（RCO）的第7至第13街，Filbert至

Spring Garden街的邊界。 

下次會議將於8月14日舉行。接下來的三次會議是： 

8月14日    

9月11日 

10月9日 

之前的訴訟内容： 

地址：Spring街1025號 

上訴＃：34021 

許可證號碼：870262 

預定聽證時間：2018年8月8日星期三下午3:30 

建議: 現有的附屬結構中允許三個住宅單元（多戶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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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和規劃  

社區計劃 - 第一個目標             

PCDC將在未來幾年率先實施唐人街社區計劃。有1300名社區成員和利益相關者參

與規劃過程該計劃的目標規定了改善建築環境，擴大經濟機會和改善社區生活的具

體目標和行動。整個社區廣泛參與和參與該計劃的實施過程將加強唐人街作為一個

重要的居住區，目的地商業區，以及整個城市和地區移民的家外之家。 

 

感謝 Interface Studio, 指導委員會, 與社區合作夥伴們的支持。 

我們是怎麼想出這個計劃？ 

沒有經濟適用房，真正的唐人街是無法維持的。唐人街在歷史上一直是移

民的門戶，並且仍然是該地區華人移民的“家外之家”。然而，長期以來被

稱為唐人街的人口很容易流離失所，而自2000年以來，住房價格在附近飆

升。唐人街的新住房開發絕大部分是針對高收入市場的。當低收入和工薪

階層的居民離開城市更便宜的地方時，為他們提供服務並僱用他們的企業

最終也會離開。因此，我們的目標是通過公平的發展，確保社區能夠繼續

成為低收入家庭，移民和老年人的家。 

 

我們將如何實現這個目標 

- 保留併升級現有的經濟適用房 

現有的經濟適用住房將在可負擔性計劃中老化，允許業主將其建築物轉換

為市場住房.PCDC將通過信息郵件，社區會議和訪談與居民聯繫，並建立

居民委員會，以努力保留現有經濟適用房的可負擔性，例如榮華園。 

 

- 制定新的經濟適用房的機會 

PCDC將繼續尋找機會開發新的經濟適用房，並促進將負擔得起的單位納

入新開發項目。完成新的經濟適用房後，PCDC將通過 

網絡推廣，直接聯繫和信息社區會議進行營銷。新單位居民將參加租賃諮

詢服務.PDCD還將舉辦會議，讓社區成員參與重大 

項目討論未充分利用的包裹，最後與市政官員和開發商分享社區意見。 

 

您可以這樣參與 

- 參加有關重大項目和未充分利用的地塊的社區會議。 

- 加入PCDC的規劃委員會，制定可衡量的住房負擔能力目標。 

- 參加榮華園項目的社區會議和常駐領導委員會。 

5 

第一個目標：房子 



 

PCDC 項目和服務   

PCDC夏季實習生   

Yingmiao Rao （饒穎苗） 

穎苗是一個來自天普大學的大

二學生，她現在正在福克斯商

學院讀營銷專業。她於今年六

月27日在PCDC開始了她半工

半讀的旅程。在她的空閒時

間，她喜歡烤蛋糕，彈吉他，

與素描靜物。她在這裡協助

PCDC的華埠社區報刊，這是

一個關於華埠與移民經驗內容

有關的雙語雜誌。其餘時候，

她也在幫房產所有權的研討會

與2018年的世博會做準備。 她的一生最愛莫過於蛋撻啦！  

Benjamin She (佘傑明) 

佘傑明  最近畢業於Vanderbilt University， 並持有神經科學學士學

位。一直在費城地區長大的他經常

拜訪唐人街並從事志願活動，這使

他產生了在PCDC工作的興趣。在

PCDC工作期間，他對城市規劃和

社區發展產生興趣，計劃加入當地

的大學並進行城市規劃專業碩士項

目的學習。不工作時，Ben喜歡騎

自行車和拉小提琴（有時是二

胡）。肉夾饃是他在唐人街最喜歡

的食物! 

Hui Shi ( 石惠) 

惠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學專業

的研究生。她在2018年五月加入

PCDC的青少年項目，主要負責

舉辦大學申請講座，協助文件歸

檔和翻譯等行政工作。不工作

時，惠喜歡畫油畫和讀書。她最

喜歡品嚐中國城的早茶！ 

Kaitlin Lee ( 李凱琳) 

Kaitlin 是 Pennsbury High School 

的高中三年級學生，她喜歡英

語和科學。自6月19日起，她開

始在PCDC實習，並一直在幫助

組織PCDC的年度世博會和每天

1美元項目。她主要花時間歸檔

和組織活動來跟踪其他實習生

的數據。 

她在華埠長大，因為她母親的

日托（Olympik Tots Childcare）

讓她能夠更多地體驗和了解她

的中國文化。她很喜歡夏天去

不同的餐館，如Bubble Fish和

Pho20，喜歡和她的朋友一起在華埠社區散步。 

Luyun Chen  

律蘊是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專業

的大三學生，她也同時在進行醫學

預科課程的學習。她於2018年6月

開始在PCDC做志願者。她主要協

助準備首次購房者教育課程。 

她出生在中國浙江並在浙江成長到

12歲，然後來到美國讀中學。她在

唐人街最喜歡的地方是新開的甜點

店，Mango-Mango。她第一次吃

Mango-Mango是在紐約法拉 盛，從那刻起就愛上了它。當4月

份Mango-Mango來到費城時，她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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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C 項目和服務   

PCDC勤工實習生  

Amy Dong ( 董文馨) 

董文馨 是 Central High School 的高中三

年級學生。作為WorkReady計劃的一部

分，她正在PCDC實習。她在華埠幫助

翻譯，分發傳單和報紙，並幫助老年

人領取他們的優惠券。 Amy期待繼續

為PCDC工作並幫助華埠社區。 華埠是

在費城長大的Amy 經常光顧的地方。

華埠的亞洲美食和餐館讓她感受到了

她的家鄉。那裡的中國人讓她感覺好

像每個人都是家人。華埠是她最喜歡

Tahirah McCleary  

Tahira是一名就讀於 Charter High school for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CHAD) 並且即將升高三的學生。她

是WorkReady 2018的暑期實習生. 她希望在她高中畢業後能夠順利的被Morgan State University與Clark 

Atlanta University接受並主修商業和理財專業, 輔修傳播學. 她希望在PCDC當實習能夠幫助到她實現這

些夢想. 從小在費城長大的她去過這個城市很多地方,包括在三個不同的地方上學：北費城，Olney，與

市中心。她希望在PCDC實習的同時能夠感受一下華埠的文化與它的食物和其他傳統。  

Lidya Ang ( 洪莉達) 

Lidya是中央高中即將畢業的學生。她

主要的興趣是與藝術有關的活動，例如

平面設計，傳統藝術，攝影，以及音

樂。作為Art with Heart的主席，她非常

願意幫助她的社區。心臟是一個製作美

術與工藝品的社團，以義賣的方式賺

錢，並將賺到的錢捐給非營利組織。她

還參加過清潔街道，派發捐贈物品等活

動。 

作為一個出生於美國的印尼華裔，她從小就被亞洲的文化熏陶

著。自幼開始，華埠就成為了她與她的家人吃飯的首選，特別是

當她有一個只喜歡吃亞洲食物的爸爸的時候，華埠一直是與家人

和朋友共度美好時光的好地方。她在華埠裡最喜歡的餐廳是寺

川，這是她認知裡費城最好吃的拉麵店。她從2018年的七月開始

Tommy Lu (盧家偉 ) 

作為與United Affairs Coalition合作的

WorkReady項目中的一部分，家偉開

始在PCDC實習。在此之前，他在夜

市，新年等各種活動中當過志願

者。現在，他在財政部門李鎮廷的

指導下學習如何記錄支票信息並保

存財政紀錄。他在羅馬天主教高中

是一名即將升高三的學生。他喜歡

玩電動遊戲並對跟電腦技術有關的

東西感興趣，他將來想就讀於計算

機科學工程專業。 

家偉出生於費城，但隨後搬家去了馬里蘭州，在那裡住了四年，

直到在五歲的時候回到費城華埠定居。從小他就轉過無數次學，

他在麥考上幼兒班，然後在 Holy Redeemer 上了五年的課，最後

在FACTS度過了他的初中生涯。華埠在他心裡佔著一個非常重要

的位置，他很榮幸在PCDC工作並用他的能力幫助和支持這個社

區。他在華埠最喜歡的餐廳是 BonChon chicken，因為他很喜歡

韓國炸雞。  

Hannah Dong ( 董文卿) 

董文卿 是Central High School即將畢

業的學生。她第一次被介紹到費城華

埠發展會是在2017年的十一月. 那

時，她參加了青少年俱樂部，開始上

預備SAT考試的補習班。她現在參加

了青少年WorkReady的項目, 是費城華

埠發展會 (PCDC) 裡的一名實習生。 

Hannah 除了回過中國幾趟看親戚以

外, 一生都住在費城。因為她住在華

埠附近, 她喜歡步行三十分鐘去那

裡。她曾經在培德學校上學，後來轉學到民藝特許學校. Hannah 

已經在華埠上了五年中文課. 她很開心能在這個通過語言, 食物和

文化讓她回想起她的家鄉的社區裡. Hannah很高興能夠在P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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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住所購買的常見問題： 

按揭預審合格與按揭預先批准有什麼區別？ 

儘管聽起來非常相似，但按揭預審合格和預先批准是非常不同的。 

資格預審合格意味著您可能符合的一定的抵押金額。由於它是基於您提供的未經驗證的信息， 一些抵押貸款專業人士認為資格預

審實際上是無用的。 

來自貸方的預先批准信表明，您有資格獲得特定抵押貸款金額，具體取決於包銷商對您的實際財務信息（例如您未償還的債務，

信用記錄，收入和資產）的審查。 

我是否需要支付佣金給我的房地產經紀人？ 

購房者永遠不需要向房地產經紀人支付費用。交易完成後，

房產經紀人的佣金將會由賣方支付。 PCDC建議買家與經驗

豐富的房地產經紀人合作。該房產經紀人有法律義務代表您

的利益。 

你應該支付抵押貸款的預付費用嗎？ 

您應該向貸方支付的唯一預付費用是：1）申請費; 2）信用

報告費。其他費用可以以後支付，在您決定想要房屋抵押的

前提下。 

我的信用評分低時該怎麽辦？ 

信用評分低的買家也是有可能獲取房屋所有權的; 但是，您

將面臨更高的利率 。 PCDC的輔導員可以向您展示如何提高您的信用評分。 

警告，提示和資源 

• 比較成本。從幾個不同的抵押貸款機構獲得“貸款估計”，看看您有多少資格，包括費率，費用和積分的細分。 （請參閱

CFPB文章“我需要做什麼才能申請抵押貸款？”：http://1.usa.gov/1PanOan） 

• 檢查您的信用報告。在您開始購房手續之前，請在www.AnnualCreditReport.com或致電877-322-8228索取免費的信用報告副本。

檢查報告是否有錯誤，並按照指示糾正不准確的信息。 

• 掌握你的信用評分。當您申請抵押貸款時，可要求貸方為您提供“抵押貸款信用評分”，這是貸款申請過程中貸款人使用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數字。 

• 尋求HUD批准的住房顧問的幫助。了解您有資格申請的抵押貸款的數額以及如何獲得住房貸款，確保您不存在可能導致違約

或止贖風險的特徵。要找到附近的顧問，請訪問www.consumerfinance.gov/find-a-housing-counselor/。 PCDC是HUD認證的住房

諮詢機構。預約請致電215-922-2156。 

• 請注意，具有使借款人面臨違約風險的條件的抵押貸款仍然合法。避免具有高風險特徵的抵押貸款，例如純利息支付，高債

務收入補貼和大額尾付貸款。 

• 小心詐騙。不要在沒有收到實際貸款文件的情況下申請抵押貸款。抵押貸款申請的唯一前期費用是申請費和信用報告費。在

實際申請前請務必確認您已收到貸款估算，結算費用披露表和法律要求的所有其他文件。 （請參閱CFPB的“在抵押貸款成立

之前應收到什麼文件？”：http://1.usa.gov/22hQfQl。） 

• 抵押貸款人或服務人員出現問題時，向CFPB報告。 CFPB接受投訴的網址或電話如下：www.consumerfinance.gov/complaint 855-

411-2372。 

• 通知州政府有關您的抵押貸款投訴。在www.naag.org找到你所在州的總檢察長. 在www.nasaa.org找到你所在州的金融監管機構。 

獲取整個購房過程的提示。 

• 通過www.consumerfinance.gov/owning-ahome/訪問CFPB，獲取工具和資源，幫助您在整個抵押貸款申請流程中做出最佳選擇。 

• 參加PCDC每月家庭教育課程 



 

PCDC 的 HUD 認證房屋諮詢計劃每月提供雙語的購房者教育課程，以協助和支持潛在的房主，無論你是在本月或在幾年內才

進行購買。PCDC 是費城唯一一家使用中文進行購房教育講座的機構。 你將會得到一個好的開始，當你決定成為房主的時

候，這可以給你帶來更多的選擇並節省更多資金。課程安排在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四。上午班是上午 9 點至下午 1 點 ，下午班

是下午 3 點至 7 點! 

下一個課程是   8 月 16 日。 

需要註冊，請致電或發送電子郵件給李萍好以預留您的座位： 215-922-2156 或 plee@chinatown-pcdc.org。***完成本課程後，再加上兩小

時的 PCDC 一對一輔導，你將獲得一個購房教育證書; 這將有權申請首付和/或成交費用援助計劃。 

購房者首期過戶費補助計劃正在進行中： 

項目  金額上限  銀行  
CommunityWorks® program 高達 $7000 HSBC Bank 滙豐銀行 

Home Grant Program 高達 $2500 Bank of America 美國銀行 

銀行提供不同的的協助項目，請與您銀行的貸款部門人員協商以獲得準確信息，你也可以撥打 PCDC 熱線電話 Ping Lee 215-922-2156

獲取更多詳情。 

項目和服務  

EXPO幫助家庭 

6月30日，PCDC在中華基督教會暨服務中心舉辦了2018年10週年博

覽會.40家參展商向華埠社區介紹了兒童早期教育，高級護理服

務，移民和難民社會服務以及公共衛生等主題。一些參展商還為

EXPO參與者準備了各種活動，包括初級健康檢查（Drexel家庭醫

學），牙科檢查（Penn Dental），骨科手法治療（費城骨科醫學院

亞太裔美國醫學生協會），火災卡車展（費城）消防局House of 

Dragons）和自行車測試（Indego Bike Share）.PCDC還為寫完清潔

問卷的參與者發放了免費的回收桶。此外，參展商還舉辦了“為您

和您的家人帶

來的福利“（社

區法律服務），”預防保健“（哈內曼初級保健），”租戶權利和責任“（社區法律服

務），”共同所得稅問題“（費城法律援助）”健康家園“（能源協調機構）和”購房者和

租房者援助“（PCDC的老員工Wendy Lee），豐富並賦予與會者有效我倡導者的重要

信息。 

和去年一樣，PCDC再一次向

所有與會者分發了“護照”，

他們通過訪問參展商的桌

子，參加研討會和活動以及完成清潔調查來收集貼紙。然後，他們用貼紙兌換

了抽獎券，用這個他們可以抽取獎品，如得到「費城人」（費城）棒球比賽的

比賽，藍牙音箱，禮品籃，以及一幅眼鏡（加配套的視力檢查）。 

在有265名參與者的情況下，今年的EXPO創下了PCDC迄今為止最高的出席率。如果沒有55名志願者和工作人員的辛勤工作和支持，沒

有他們在場地設置，清潔，語言協助及活動管理上的幫助，這樣的大型活動是不可能舉辦的.PCDC感謝所有的志願者，中華基督教會和

中心，所有參展商，抽獎獎品捐贈者以及所有與會者為2018年世博會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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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Smile 

AmazonSmile 是一個由亞馬遜運營的網站，在上面購物，您可

以享受到和 Amazon.com 一樣的多選擇，低價格和便利的購物

體驗。每次在 AmazonSmile 上購物時，您都是在支持 PCDC，

而且不需要支付多餘的費用。具體來說，當你在

smile.amazon.com 上購物時，亞馬遜會自動將您購物總額的一

部分捐贈給 PCDC. 

 市民引導警察逮捕了犯罪嫌疑人  

在七月的某個早晨，一個焦慮的市民聯繫陳國賢先生（PCDC

的執行主席）她見到一個在躲避警察的犯罪嫌疑人跑進了興華

園(Hing Wah Yuen). 陳先生立刻撥打了911報警，警方也在一分

鐘之內到達了。 

警察找到了正在躲藏的犯罪嫌疑人，並在沒有對居民造成任何

傷害的情況下逮捕了他。警方做了他們的工作，但現在他們需

要你們的幫助。 

PCDC建議您採取以下行動： 

1.如果您在興華園發現可疑人士或目睹可疑活動，請致電

911任何闖入您住宅大門的陌生人都是非法闖入者，您有權

要求警察驅逐他們; 

2.照料您的鄰居; 

3.填寫警察語言表格，註冊您的家庭住址，電話號碼，說明

您的首選交流語言，並將表格郵寄給警方。這樣，當警署

接 到

您 家

裡 的

PCDC青少年俱樂部之賓大與德雷塞爾大學之旅  

在七月六日與七月十八日，青

少年俱樂部分別參觀了賓夕法

尼亞大學與德雷塞爾大學。帶

領這兩個團的分別是PCDC的

兩個實習生-Jamie Song，就讀

於賓大，即將升大四的學生與

Jacky Wong，就讀於德雷塞爾

大學，即將升大四的學生 - 他

們從自己實習裡抽出時間來帶

領我們的參觀團，並且很榮幸

的跟我們展示他們的學校。 

這對我們的青少年來說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機會，讓他們重點關注

華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的學生體驗，了解並接觸每所大學背後

的學術和社交生活。他們通過問傑米和傑克問題（如課堂文化與

課外活動），從現有學生那裡獲得了寶貴的建議。  

                    書法課的展覽秀：我們歡迎所有人 

書法課正在進入最後階段。不同年齡和種族的藝術學生正在為8月

7日的展覽藝術項目而努力。展覽結束後，藝術品將在選定的唐人

街企業里和PCDC展出。 蔡女士是中國畫筆和書法家協會的創始

人之一，也是她自己的工作室名為老闆。蔡女士將大部分時間用

於學習，分享和練習中國藝術。除了參加表演和舉辦個人藝術展

覽外，她還為社區的許多學校帶來了中國文化和藝術，並在達靈

頓美術中心，社區藝術中心，費城安樂樓中心和她自己的工作室

教授中國畫筆。  

日期：2018年8月7日  

時間：下午1:00至下午3:00  

位置：安樂老年中心 

地址：219 N 10th St，Philadelphia，PA 19107  

如果你還想參加這個有趣的活動，我們最後一節課將會在八月三

日舉行  10 

PCDC 項目和服務   社區新聞  

東方大夏正在步入下一個階段 

大夏的外部基本結構已完成，內部

裝修即將開始。這個月開始，

Hunter Roberts建築公司將會拆除

天秤並且開始建社區中心與Vine街

附近的零售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