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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和歷史的交會 

8 月7日，PCDC在安樂樓長者服務中心為Josephine Tsai的書法課舉辦了一次書法展覽。參加者

的美麗作品被自豪地展示在房間周圍，供所有參與者欣賞，包括PCDC的工作人員。陳國賢向

Ms. Tsai和其他出席的人表達了他的喜悅。 

“我要感謝你將你的專業知識帶到華埠，向我們傳授中國藝術的精彩技巧。我們非常幸運，

能讓你向我們的社區傳授藝術 - 我來到安樂樓，我喜歡看窗戶上的藝術，我知道大家都喜歡

加入你的課程。因為你，我們可以繼續推廣中國的藝術和書法。” 

接著，Ms. Tsai說了一些關於她的工作 

“我個人一直很喜歡書法，當我來到美國時，我開始更愛它，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與我的文化

根源聯繫起來的方式。書法對我來說最快樂的部分就是我可以用筆和畫筆來展現和展示中國

文化“。 

她將漢字描述為嵌入歷史的文化對象，並強調人物的創作者如何將

教育學和友好合作等概念帶入視覺語言中。她認為書法的實踐是一

種親屬關係或像是與古代人會面，他們的歷史通過中文保持活力。  

如果你錯過了書法課，不要擔心！PCDC已獲得足夠的資金來運行

八個以上的課程。下一次一定要學習和實踐這個美麗古老的藝術形

式。 - 課程將於8 / 14, 8 / 28， 9 / 18,  9 / 25, 10 / 9, 10 / 23,  11 / 6和

11/20，每個下午5：30-7：30在平安樓（亞區街810號）舉行。  

不要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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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埠，街舞遇見短電影 

社區成員在一個飄雨的週六傍晚齊聚平安樓（810亞皆街）的社

區大廳，共同欣賞了一系列亞洲/亞裔制影人的作品。本地的舞

團：L＆M 舞蹈工作室，用他們的系列嘻哈表演開幕了整個活

動。 這些電影的故事涵蓋了移民，代溝，少數群體的迷思，以

及性別認知等社會問題. PCDC 與 Scribe Video聯合舉辦了了此

次活動，活動從8月11日下午7:45持續到下午 9:30. 

2018年夜市賣光了 

夜市是美食家的首選文化活動。自2011年以來，它為當地商戶

提供了推廣自己的機會，並在這個受歡迎的戶外食品和娛樂地

點增加了銷售。費城食品保護辦公室在PCDC的工作坊上向食

品供應商提供了技術援助。與會者包括首次參與的商戶。 

請把2018年10月11日星期四下午7點至晚上11點標記在你的日

曆上！ 想要成爲供應商或宣傳你的商鋪？  

食品供應商: http://bit.ly/YeShi2018Food  

工藝品供應商: http://bit.ly/YeShi2018Craft  

贊助: http://bit.ly/2018YeShiSponsor  

參與2018年華埠夜市吧：志願者和表演者們！  

志願者：我們正在尋找熱情的志願者來幫助夜市期間各種不同的

任務職責包括但不限於：  

 準備和設置垃圾箱，桌子和椅子  

 幫助供應商到達指定的地點  

 向與會者提供夜市地圖  

 拍攝照片/視頻  

 街道清理和設備故障  

 持續更新社交媒體  

 記錄出席人數  

此外，所有志願者都將得到一張指定食品供應商的食品券和一件

免費的夜市T卹。  

在這裡註冊志願者：http://bit.ly/2018YeShiVolunteer   

表演者：有興趣在夜市展示你的才華嗎？PCDC將主持公開麥克風

表演。所有表演必須適合家庭觀看。註冊按先到先得的原則進

行。  

在這裡註冊表演者：http:://bit.ly/2018YeShiPerform  

居民與他們選舉的議員見面  

2018年八月22日中午，美國國會議員 Dwight Evans 先生造訪了費

城華阜，並在安樂樓與社區居民們開展了一次簡單融洽的研討會

議。會上，Dwight 介紹了自己與美國亞裔群體的淵源並表達了他

對費城華阜的關注與熱愛。在提問的環節，有居民提出了關於 

Vine Street 高速公路安全保障治理的問題，Dwight 表示更多的資

金已經被投入到治理這個問題的行動之中，數額在日前被提高了的 

TIGER Grant 資金項目將會被用以支持 PCDC制定的一系列安全

性提高計劃。此外，還有居民提到了今日新成立的市政部門準備重

新評估並提高物業稅一事，對此 Dwight 和 Mary 共同認為增加的

稅收應由地產商----而不是住戶本身----來進行承擔，但同時Dwight 

遺憾的表示聯邦政府和賓州政府都無權直接過問此事，並熱心地建

議居民們邀請本地市政評議會成員來參與社區會議，並向他們反饋

意見。最後Dwight鼓勵居民們在未來的功選中踴躍投票，以此來顯

示我們的存在，彰顯我們的立場，行使我們的力量。 

2 

http://bit.ly/YeShi2018Food
http://bit.ly/YeShi2018Craft
http://bit.ly/2018YeShiSponsor
http://bit.ly/2018YeShiVolunteer
http::/bit.ly/2018YeShiPerform


 

以下是華阜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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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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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C 主

管第7至第13街，Filbert至Spring Garden街內 

的分區事宜。 

下次會議將於9月11日舉行接下來的三次會議是： 

10月9日 

11月13日 

12月11日 

之前的分區事項： 

地址：990 Spring Garden Street 

上訴編號：34421 

許可證號：884938 

預定聽證時間：2018年9月26日星期三下午4:30 

建議：按照之前所通過的結構，特例批准在一樓A

區與D區與其他用戶一起建立一個超過50人的夜總

會和私人會所（不會舉行由費城區劃代碼14-603

（13）條例定義的活動）。 

RCO意見: 同意作為攝影工作室和活動空間;不作為

夜總會或私人會所 

即將到來的分區事項:  

地址：920 Winter Street 

上訴編號：34468 

許可證號：880063 

預定聽證時間：2018年10月3

日星期三下午4:30 

建議：允許在現有的附屬建築

物的後面增加一層樓的隧道小

巷（規劃所示的大小和位

置），用作多戶（8戶住宅）

家庭生活之便。 

地址：215 N. 11th Street 

上訴編號：3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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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證號：896247 

預定聽證時間：2018年10月17日星期三下午3:30 

建議：在一樓及二樓兩戶住宅內按現有結構

建立超過五十(50) 人（夜總會和私人俱樂部）

的喜劇劇院的（沒有在費城1區的第14-603（13）

節中定義的活動。 

地址：210-12 N 12th St. 

上訴編號：33766 

許可證號：859405 

預定聽證時間：10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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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用

於住宅用途，神情使用第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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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類自行車道位於無障礙通道

上，沒有停車位 (申請號所示的大小和位置). 

RCO意見: 待定  

東方大廈更新  

東方大廈社區項目已經進入了下一個施工階段。

一輛臨時起重機被帶到現場拆卸高塔式起重機。

我們現在正在建造大廈的前面部分。該建築將提

供150個出租公寓單位，一個社區中心，辦公室

和底層零售空間。 

請繼續關注未來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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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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星期三下午5:30  -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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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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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星期二下午四點至六點十五分 

901 Wood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7 

老師: Phoebe Ho 

大學講座  

每第2和第4星期五下午4:00 - 6:00  

901 Wood Street  

運動之夜  

每週三和週四下午4：00-6：00 Holy Redeemer 

Gym，915 Vine Street  

老師：Lamei Zhang和Rosaline Yang  

SAT 數學 

星期一 下午四點-六點 

901 Wood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7 

老師: Clara Zheng 

 

Love Your Career Scholarship 

需要一篇一千字以上的論文，用至少三個

步驟闡述你計劃如何在明年開始一個通往

你喜歡的職業生涯道路在考慮這些步驟

時，請思考這些問題：你的激情如何使之

成為職業？採訪你睜眼研究的領域的專業

人士，他/她在該領域至少有3年的經驗。 

截 

止日期：2018年9月10日  

獎勵金額：1,000美元（5個名額）  

申請 : https://www.jonestshirts.com/

scholarship 

九月青少年活動與機會  

重要公告：  

九月SAT練習會在9月29日上午9:00至下午1:30於901 wood Street舉辦。請通過ryang@chinatown-pcdc.org與 Rosaline 聯繫預訂座位。   

青少年俱樂部獲得額外項目  

運動之夜回來了！它們將在星期三和星期四下午4：00-6：00在Holy Redeemer Gym舉行。大學講座

將於星期五下午4：00-6：00舉行。請在下面查看完整的新計劃。  

Moving Forward Scholarship 

該獎學金由Bellhops提供，該獎學金由Bellhops

提供，並且當前的大學生或即將入讀高等教

育的新生開放.Bellhops獎學金競賽每年舉辦一

次，旨在幫助優秀學生完成大學教育。申請

人必須具有3.0或更高的GPA，並且必須同意

Bellhops官方獎學金規則並遵循所有申請說

明。需要官方成績單和1000-2000字的文章，

解釋你的專業在當今社會中的重要性。  

止日期：2018年9月15日  

獎勵金額：3,000美元  

申請: https://www.getbellhops.com/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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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le Tutor College Scholarship 

獎學金每三個月頒發一次。需要一篇750

-1000字關於你作為即將成為大學生的目

標，願望和動機。如果你曾經接受過輔

導或者曾經是導師，請同時包括在內。

該獎學金將頒發給最佳候選人。你的財

務需求，學術標準和社區參與也將被考

慮在內。  

止日期：2018年9月23日  

獎勵金額：2,000美元 

申請:  https://smiletutor.sg/

scholarship/ 

https://www.jonestshirts.com/scholarship
https://www.jonestshirts.com/scholarship
https://www.getbellhops.com/scholarship/
https://www.getbellhops.com/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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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C 項目和服務   

 

 

 

 

 

 

 

 

 

 

對於那些每月至少參加12個小時項目，並且至少4個月

的人，他們將參加獎學金抽獎活動！總共有4個獎學

金。一月份有兩（2）名獲勝者，六月份有兩名（2 ）

獲勝者。必須填寫表格才有資格。  

獎學金金額：$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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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字關於你作為即將成為大學生的目

發出你的聲音！  

每個月，我們都將向您展示一些向市政府反應廉價房或其他問題的方法，您可以以此來改善我們的社區。讓我們攜手並進，發出

我們的聲音！ 怎樣向市議會反應您的提案  

http://phlcouncil.com/offering-public-comment-at-council-sessions/ 
http://phlcouncil.com/council-hearings-on-fy2019-budget-to-begin 

 

您可曾想過您能為您的城市帶來什麼影響？更低的物業稅，更多廉價房等等。去向市議會提案來實現吧。  

任何費城居民或納稅人都有權向議會提交公眾意見。議會一般在每週四上午10點左右開會。在會議的後半段，在場民眾可以在議

會開始為法案投票前闡述自己的意見。主持官有一份發言人名單。註冊電話是（215）686-3410或（215）686-3411。您必須在星期

三5點之前註冊。但議會有權允許錯過註冊時間的人發言。您可以在會議開始前於City Hall 400房註冊。您發言的權利將得到保

障，即使您沒能提前註冊。每一位發言人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議會的時間表可以在這裡查詢 https://phila.legistar.com/Calendar.aspx , 任何問題都會被回答。  

 

獎學金機會！  

file://///pcdc/Shared$/Newsletter/2018%20Newsletter/September/%20https:/smiletutor.sg/scholarship/
file://///pcdc/Shared$/Newsletter/2018%20Newsletter/September/%20https:/smiletutor.sg/scholarship/
http://phlcouncil.com/offering-public-comment-at-council-sessions/
http://phlcouncil.com/council-hearings-on-fy2019-budget-to-begin
https://phila.legistar.com/Calendar.aspx


 

項目和服務  

社區會議  

從2019年1月開始，社區衛生保健（CHC）將為以下人們提供醫

療援助（Medical Assistance）保險：  

 

•  已註冊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  

•  已註冊醫療補助計劃，用於身體殘疾  

•  或住在醫療補助計劃支付的養老院  

 

CHC是一項管理式的醫療計劃。這意味著你將選擇CHC計劃來

管理你所有物理醫療保健和長期服務支持。想要了解CHC，歡

迎參加這些社區會議去學習有關該計劃的更多信息，並有機會

在會議上提出問題。  

 

以下兩個地方提供中文幫助：  

•2018年9月6日，在 PASSI, 6926 Old York Road, Philadel-

phia, PA 19126  

- 上午10:00至中午12:00或下午1:00 - 3:00  

•2018年9月18日，在American Postal Worker's House，

801 Locust Street，Philadelphia，PA 19107  

- 上午10:00至中午12:00或下午1:00 - 3:00  

如需註冊，請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之下午7:00撥打 1-833-

735-4416，或在線訪問 www.healthchoices.pa.gov 位置有限，

如果你不是單獨參加，要求只能有一個人陪伴你。  

財務狀況  

如何確保您的財務狀況良好？您應該首先檢查您的信用報告！

那信用報告又是什麼呢？信用報告將提供您所有信用活動的信

息與記錄：包括您的個人信息，銀行賬號，貸款於信用卡消費

記錄。信用記錄非常重要，它將全方位影響你的生活。舉例來

說，您房屋貸款，個人貸款或購車貸款的利率將由它的信用記

錄和您獲取信用卡的能力決定；此外它還有可能影響您的工作

機遇。信用報告將會顯示您的信用評級，下限300分，上限

850分。獲得720以上的評分代表良好的消費信用，說明該消

費者被信任不會做出違約行為，因此他們會被評價為低風險的

客戶，從而獲得更低的貸款利率。嚴格每月按時繳費並按時還

信用卡的消費者將會有800以上的評分。 

 

如果您的信用評級很低，請務必檢查您的信用報告。您可以從

以下來源獲取您的信用報告與評級：  

網址: www.annualcreditreport.com  

電話: 1-877-322-8228  

PCDC提供財務諮詢服務。信用報告通常價值20美金，但是參

與我們的服務，您可以免費獲得一份為您訂製的三方信用報告

與信用評級。我們的房屋諮詢專家將幫助您檢查您的信用報告

並重鑄您的信用記錄。如果您感興趣，請撥打 215-922-6156 

Wendy Lee預約。 

華埠發展會主持United Healthcare  

費城華埠發展會將主持 United Healthcare,.Binh Tran 將輔助華

埠發展會的員工幫助居民更新和註冊醫療補助與兒童健康保險

計劃（CHIP）。她對醫療健康及我們社區的問題有著豐富的經

驗與知識。 

每週三下午1點至4點半，華埠發展會歡迎 Binh Tran 和 United 

Healthcare 在這裡解答您的任何疑惑。她的聯繫方式是：  

 電話：215-982- 7823  

 電子郵件：binh_tran@uhc.com。  

PCDC 

劃所需的工具，並能夠獲得必要的計算機設備，通過增強的技術為客戶提供適當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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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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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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DC 感謝項目再投資：財務能力（PRFC）和 PHFA 為我們的住房計劃提供資金。在他們的支持下，我們能夠獲得社區組織，規

劃所需的工具，並能夠獲得必要的計算機設備，通過增強的技術為客戶提供適當的服務。  

記住你的基本個人信息！  

您是否在學英語？學會陳述你的個人信息。很多英文學習者常常被問及他們的基本個人信

息然而無法向公共服務人員提供. PCDC 的一位客戶，A女士，曾因此收到一張名字被完全

印錯了的醫保卡。她曾打電話給保險公司試圖更正，然而她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她無法跟

工作人員確認自己的住址.A女士不知道怎樣用英語表達自己的基本信息，導致她無法證明

自己的身份，因此保險公司的人員不能夠給她提供進一步的

服務。 

為了避免更多人與家庭陷入這種困境，我們誠摯的提醒您： 

•  請學會並記住如何用英語表達您的名字，生日，社會安全號，家庭住址以及電話號碼。  

•  請務必私下多聯繫這些發音。  

•  如果您實在無法說出來，至少學會如何拼寫它們（A，B，C ...）  

•  即時 PCDC 幫您打電話給任何組織，您都必須

自己說話並能夠向接線員核實自己的信息。  

同時請留意您個人信息的安全性，保護您的個人信息可以使您遠離身份被盜用

的困境下面是一些保護您個人信息的小提示：  

•  提防信息詐騙犯  

•  妥善保管或出示您的個人信息，甚至在電腦或實體文件上也一樣。  

•  確保只有您自己知道您的密碼。  

•  向工作人員質詢為什麼要收集一些敏感的信息。  

•  只使用安全的軟件，並避免您的電腦感染病毒或木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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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當地消防和警察部門的家屬  

Hero ThrillShow®公司是目前唯一投身於為執行公務中捐軀的警

察/消防員的子女捐助大學學費的公益組織。第六十四屆年度Hero 

Thrill Show將會在九月22日星期六舉辦。票價為10美金每人，或

25美金每家庭（上限五人）。門票可以在十街與櫻桃街的消防局

處購買。  

保持華埠清潔！  

保持鄰里清潔非常重要。 你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保持鄰里的清潔，

例如：  

  打掃人行道  

   把垃圾拿出去 

   保持暴雨排水管暢通 

  撿起附近的垃圾 

  清理你寵物的糞便 

  回收垃圾  

許多社區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社區其他成員非法傾倒垃圾。 大多

數人晚在上非法傾倒，所以他們可以避免罰款，這種行為是不對

的，因為他們傾倒：  

  有害物質  

  建築區的碎片  

  舊電子產品 

  汽車零件  

 

更別說有的人不止在別人的財產

下非法傾倒垃圾，還會將垃圾進

入下水道，河道等。 保持鄰居清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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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新聞  

2018夏季实习生成果展示  

PCDC對17位犧牲寶貴暑假中大量的時間來為我們的組

織貢獻了大量工作的志願者與實習生表示極度誠摯的感

謝。他們在社區活動，文案編輯，社會服務以及項目管

理中習得了各種將在他們接下來的高中/大學生活中支持

他們前行的實用技能。相信有了這次PCDC的工作經驗

之後，我們的志願者和實習生們會將他們的所學所長反

饋到他們未來的學習與工作中，並在學術與專業領域取

得優勢。我們再一次對他們的辛勤貢獻致敬，並鼓勵他

們繼續為提升自己，建設更美好的社區而努力。 

 

“PCDC是一個聚集了一群有趣，有愛，而又熱

心服務於中國城的成員的組織，我對於能夠參

與到這些非凡的工作中，並切實服務到有需要

的人，感到非常高興。” 

                - Hannah Dong 
 

 “在PCDC工作，並能夠幫助到華阜社區充滿

了樂趣。我非常開心能在這裡遇到新的人，並

在學習的經驗中獲益良多。我不會忘記我在

PCDC的經歷.”  

- Amy Dong 

“我實習工作中最愉快的時刻就是當我解決掉

那些我討厭的工作的時候。這次實習真是一個

令人釋懷而又充實的經驗。即使我被委任了一

些棘手的工作，但我把他們當作提升自己的機

會。同時我收穫了寶貴的時間管理的技巧。”  

- Lidya Ang 



 

PCDC 項目和服務   

“我在這座城市裡已經生活了近11年，但我還未曾深入了解過它的文化，歷史和人們。在PCDC實習的經驗讓我留意到了太多我

在10年間忽略的東西。我愛這個叫做中國城的小地方，我愛PCDC，我愛這裡的每一個人。” 

- Yingmiao Rao 
 

“PCDC教会了我如何学习并发展新的技能，也教会了我耐心。我对于与新的同事合作并探索我所不知道的费城感到非常愉快。” 

- Tahirah M 
 

“我很享受在PCDC工作的時光，這不僅是一段工作經驗，更是一段讓我在未來的職業道路上受用的學習旅程。” 

- Jingru Lin 
 

“我在PCDC學到了人生的一課，我學會了何謂真正的努力工作。儘管這很辛苦，我很享受在PCDC工作的時間。”    

- Tommy Lu 
 

“我非常非常感謝PCDC這個大家庭能接納我，因為在我做項目的過程中我學會了很多新的技能與工作技巧，這些東西會在我的

未來幫助我前行。在PCDC的工作體驗非常的棒，我很願意再來一次。” 

- Kaitlin Lee 
 

“我從 2018 年一月起就在 PCDC 實習，我很遺憾我不得不離開，但回想起我在這所經歷的一切，我感到非常感激。我在這學

到了前所未知的技巧與概念，特別是在 ETCC 項目，PCDC 項目以及籌款委員會中的工作。展望未來，在我開始為公共衛生

專業的畢業課程著手做準備，並即將踏入費城的職業世界的當下，我認為 PCDC 的實習經驗讓我更充分的準備好了與各種不

同的機構合作。我很肯定我還會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中國城，這是我童年時期的第二處居所，而我也期待著未來與PCDC產生更

多交集。” 

- Jamie Song 
 

“PCDC是一個真正鍛煉工作經驗的地方，我初到此地的時候，我的設想是我會在各種不同的項目中打雜而我也不期待這種實習

經驗能給我帶來太大的提升。但現實卻是PCDC完全尊重並滿足了我學習會計技術的願望。特別是在ETCC的帳務工作中，我被

給予了非常清晰詳細的指引與任務，而這些任務又有著足以鍛煉我的難度，同時我的上司還鼓勵我自行思考並創造新的更好的

工作方法與模板，這讓我獲益良多。此外我很喜歡辦公室裡近乎無限的零食供應。”  

 - Zhenting Li 
 

“在PCDC工作的六個月時間中，我收穫了很多寶貴的工作經驗。我所被委任的任務與職責極具多樣性，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挑

戰，但當我看到我的工作轉換為實績的時候，我覺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PCDC在我與其他實習生/志願者的工作中表現得非常

可靠而又耐心。當我在未來的職業道路上前行的時候，我不會忘記回望PCDC與它優秀的員工們為我鍛煉出來的良好基礎。” 

- Jack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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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 Brother Love (PBL) 的志願者們 

幫助清潔華埠 

中國福音教會開設了名為Project Brother Love（PBL）的夏季項

目.PBL是一個為期一周的城市任務項目，高中學生有機會在費城

周圍的各種組織做志願者。他們每年約有90名參與者，這對於年

輕人來說是一次有益的經歷。每天都有大約10名學生和2名成人

輔導員被分組送到不同的組織。今年，PCDC成為眾多組織之

一。年輕人的任務是幫助每天1美元項目的清潔女工清潔華埠。

他們在華埠附近幫助掃除，除草和拾取垃圾，甚至修剪了費城華

人天主教堂暨培德學校 的灌木叢。非常感謝PBL志願者們。  

社區新聞  

費城市工資稅 

作為降低城市工資稅計劃的一部分，費城稅務局於2018年7月1

日減少了居民和非居民的稅務。企業在2018年6月30日之後的支

付日期發放的任何薪水都必須以新的費率扣繳費城城市工資

稅。  

費城居民的新工資稅率為3.8809％（.038809），費城非居民的

新工資稅率為3.4567％（.034567）.PCDC敦促費城的所有工人在

2018年7月1日之後檢查他們的薪水，以確保應用了新的工資

稅。  

這次減稅是一項長期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旨在將居民和非居

民的工資稅在2022年降到40年來的最低水平。到那時，費城的

工人可以預期居民的工資稅率將降至3.6997％，非居民的降至

3.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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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機會  

PCDC是一個基層，非盈利，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我們的使命是

保留，保護和促進唐人街作為一個可行的，住宅和商業社區。我們

正在尋找財務運營分析師，他/她將努力提升PCDC的組織形象，制

定和實施有效提供卓越的組織財務管理和客戶服務的戰略。分析師

還將參與支持PCDC計劃發展的戰略，特別是VITA稅務申報計劃。

該職位將直接向首席財務官，我們的副總監報告。 

主要職責包括但不限於： 

 支持改善組織財務管理的戰略; 

 制定和改進財務流程和控制 

 跟踪財務報告和預測 

 幫助副總監實施稅收戰略並為稅務申報準備財務 

計劃服務： 

 為英語和中文發言人制定小型企業稅務策略研討會試點計劃，

以便為小企業客戶提供更好的建議 

 分析和設計金融服務計劃，以滿足目標客戶的金融知識水平 

 擴大計劃，在五年內為25％的客戶提供服務 

資格/經驗： 

 至少需要財務或會計學士學位，優先碩士學位 

 良好分析能力，重點是預測，預算和建模 

 需要優秀的Microsoft Office技術 

 雙語（中英文）能力首選 

 有問題嗎？聯繫Rachel Mak：rmak@chinatown-pcdc.org， 

215-922-2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