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C成立於1966年是一個著眼與社會基層，非營利，為社區服務的組織。 我們的使命是維護華埠風貌，保護居民與商家利益，促進 華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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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2018
PCDC 新聞
12 街 家 庭 住 房 最 新 資 訊
13戶可負擔出租公寓即將開始招租！一室至三室公寓供你選擇，房租680 - 1500美元不等。

租房申請表可以從費城華埠發展會的網站上下載，或從發展會前台領取。
我們將在12月10日早上10點開始接受申請更多信息請諮詢
費城華埠發展會：215-922-2156, Yue Wu

PCDC的第一次感恩節聚餐會！
PCDC的員工與現在和前實習生還有前青少年俱樂部的成員們，在感恩節當天一起享受聚餐同時感恩生活中的一些小美
好。大家都很開心，歡樂的笑聲，美味的食物，與遊戲讓大家都感到很滿足.PCDC希望大家都會有一個圓滿的感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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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商業主參加咖啡和商業活動了解更多政府資源
11月15日星期四，費城商業部的員工，大
費城亞裔商會，以及費城華埠發展會與華
埠的商戶老闆在飽餅店見面。“咖啡和商
業”活動給商戶老闆提供了一個與政府官

這期主要内容:
PCDC 新聞
北 12 街家庭住房最新資訊
PCDC 感恩節聚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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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見面並了解市政府提供的資源的好機

華埠大道

會。 市政府的商業服務辦公室為小企業

小型商業主了解更多政府資源
2
選舉日當天的投票率
2
亞太裔講述他們的心聲
2
AmeriCorps VISTA 成員參觀華埠 2

主提供多樣的支持，比如商戶安全攝像頭
項目，店面美化項目，店內可免除貸款項目，以及商業輔導項目。你可以瀏覽網站以獲

與前兩屆相比，華埠選舉投票率大大增加
在今年的選舉日，我們遇到了暴雨，強風和寒冷的氣溫。儘管天氣惡劣，
華埠的居民仍然認識到參加投票的重要性。根據www.philadelphiavotes.com，費
城市委員會的選舉網站，2018年華埠選民投票率與之前的中期選舉相比大
幅增加。根據第5區第24分區的州長（679張選票）投票總票數，華埠與
2014年相比增加了419％（260張選票），與2010年相比增加了206％（330張選票）。在第5
區，第31區，主要由華埠北組成，共有245張選票投給州長。

區劃和規劃
第 4 個目標-小型商戶及製造業
鼎華居最新消息
分區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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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和服務
十二月青少年活動
消費者行動大會
國稅局報稅服務中心尋求志願者
良好信用系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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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各組織為亞太裔發聲
從10月28日到選舉日，參加AAPI Power Table的組織召集並徵求選民的意見，敦促他們投
票。在選舉日前一個月，來自PCDC，亞裔美國人聯合會（AAU），賓夕法尼亞州移民與

公民聯盟（PICC），東南亞互助協會聯盟（SEAMAAC）和VietLead的志願者訪問了費城
東北部的社區並撥打電話提醒亞太裔美國人投票。 在2018
年，PCDC註冊了135位選民，撥打了2,909
個電話，並且敲門742次。在選舉日，
PCDC志願者提供選民協助，以確保選民
參加投票.PCDC在華埠，Locust和第十街

社區新聞
PCDC 引導實施社區計劃

10

PCDC清潔調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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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的討論

費城華埠發展會是一個501(c)(3)非
營利，為社區服務的組織。我們
的使命是維護華埠風貌，保護居
民與商家利益，促進華埠發展。
我們需要你的支持，捐款以下.

以及里德街長老會公寓設置投票協助站 .
P C D C帶 A m e ri C or ps V I S T A 成 員 遊 覽 華 埠
11月28日星期三，PCDC工作人員帶領三十名AmeriCorps VISTA費城

分會成員參觀了唐人街。參觀的地點包括：標誌性的友誼門，華埠
的第一間商戶，歷史悠久的“華埠歷史”壁畫，等等。這次參觀的主題
是華埠及其反對仕紳化的鬥爭.PCDC正在努力保存，保護和宣傳華
埠。
AmeriCorps VISTA（服務美
國的志願者）是致力於消除
貧困的國家服務計劃.VISTA
計劃服務於美國五十個州和所有美國領土.VISTA
成員去到他們需要的地方，通過志願服務和動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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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C 項目和服務
十二月青少年活動與機會
重要公告：
12月SAT練習會在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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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州美術學院（PAFA）的家庭藝術學院研討會
每月免費課程在加強家庭發展和藝術教育的舉措。 週日下午將整個家庭帶到PAFA，與當地藝術家見面，學習新技能，
每週製作不同的項目。 無需註冊。
日期：週天下午2-4點

地點：PAFA，118-128 N. Broad Street Philadelphia，PA 19102

•12月16日 - 燈光, 環繞, 組裝: 用自己製作的光球來慶祝節日, 靈感來自Rina Banerjee的讓我成為世界的總結. 教學藝術
家: Lindsey Bloom

Smile Tutor College Scholarship
獎學金每三個月頒發一次。需要一篇750-1000字關於你作爲即將成爲大學生的目標，願望和動機。如果你曾經接受過輔
導或者曾經是導師，請同時包括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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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
截止日期：2018年12月22日
獎勵金額：2,000美元
申請：https://smiletutor.sg/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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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你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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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7日
獎勵金額：1,000美元（5個獎項）
申請：https://www.jonestshirts.com/scholarship
青少年俱樂部每週行程。
所有課程與素材一概不收費，您可以直接登入參與！
SAT 數學

大學講座

星期一 下午四點-六點
901 Wood Street,
老師: Clara Zheng

每第2和第4星期五下午4:00 - 6:00
901 Wood Street
老師：Yingmiao Rao

SAT閱讀和寫作

運動之夜 -羽毛球

每星期二下午四點至六點

每週三

901 Wood Street, Philadelphia,
老師: Phoebe Ho

下午 3:30 - 5:30 Holy Redeemer Gym，915 Vine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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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Lamei Zhang和Rosaline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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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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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和規劃
PCDC將在未來幾年帶頭領施唐人街社區計劃。有1300名社區成
員和利益相關者參與規劃過程。該計劃的設定了改善建成環境，
發展經濟機會和改善社區生活的具體目標和行動。在計劃實施過
程中，整個社區的廣泛參與將加強华阜作為一個重要的居民區，
目的地商業區，以及整個費城和大費城區域移民的鄉外之家。

感謝 Interface Studio, 指导委员会, 與社區合作夥伴們對此計劃的支持.

第4個目標 - 小型商戶及製造業
我們為何提出這個目標
華埠是全城最熱鬧的就餐地點之一的，也是一個獨特又地道的小商戶商業區。他們不但為居民和勞動者提供本地貨
品和服務，也為英語水平有限的移民提供了工作崗位。然而，很多現存的食品製造和供應商正在面臨越來越高的地
稅，並可能因此被迫離開。強化小型商戶作為華埠蓬勃發展的支柱非常重要，它也將支持費城的經濟發展。
我們將如何實現目標
改善商業區的公共領域
費城華埠發展會將組織更多活動，提供更乾淨的街道以及更好的宣傳，以改善華埠的總體商業環境。正在進行的1美
元1天清潔項目已經極大地改善了華埠的街道清潔度。費城華埠發展會致力於擴展1美元1天項目的參與度，並將項
目服務區域擴展到11街，以及增加萬安街北邊的服務天數。
保護製造業
費城華埠發展會將會採取行動加強為社區服務的小型商戶和製造業的持續價值。費城華埠發展會將會與製造業業主
和製造業區域專家舉行會議。這類討論將會幫助提出保護華埠商業的方法。
你如何參與
- 參加1美元1天清潔項目
- 參加小型商戶會議

UPDATE
鼎華居最新消息
鼎華居建築工程如期進行，將於2019年秋季完
工。社區活動中心的玻璃幕墻即將完成。它將為
社區成員提供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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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和規劃
分區事項
以下是華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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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對於區劃有寶貴意見，歡迎參加RCO會議或ZBA聽證會。所有ZBA聽證會都在拱門街1515號的One
Parkway Building第18樓舉行。
PCDC的規劃委員會作為註冊社區組織（RCO）在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二下午6點就第7至第13街，Filbert至Spring Garden
Street的區劃舉行會議。 下次會議將於12月11日舉行接下來的三次會議將於以下日期舉行：
1月8日
2月12日
3月12日
上次會議案件：
地址：北第十街333號
上訴編號：35160
許可證編號：900495
預定聽證時間：2018年12月19日
計劃：允許在現有附屬建築物上方加蓋，大小和位置正如申請/計劃中所示整個底層將保持個人服務，增加十四（14）個
住宅單元，上層共計十八（18）個住宅單元（多戶家庭生活）。
RCO的意見：尚未決定
下次會議案件：

地址：禮士街911號
上訴＃：35575
許可證號碼：900684
預定聽證時間：2019年1月30日
計劃：完全拆除現有附屬建築物，並加建房屋，大小和位置如平
面圖/申請中所示一樓和二樓用作餐廳，上層建築用作多戶家庭居
住（三十二（32）個單位），並且有十一（11）個自行車停車處
（位於一條可通達的通道）;此申請不包括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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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和服務
消費者行動第九屆全國大會
今年11月14日和15日，PCDC的副總監麥敏儀和項目經理李萍好參加了消費者行動（Consumer Action）於芝加哥舉辦的
第九屆全國社區組織提升消費者生活條件培訓大會。
今年大會培訓主題計有：移民家庭的財政和應急資源，如何保護消費者個人隱私資料，關於住屋歧視現象及避免方法，
發薪日高利貸款問題等等，所有講題皆由消費者行動邀請各界專家菁英出席講壇，並於現場解答問題及全程參與學員培
訓。此次報名參加培訓的80位來自全美各州之非牟利組織成員之中包括多位華裔人士在內。與會學員在完成培訓課程
後，會將最新相關資訊帶至全美各大小社區，以強化所有消費者安居樂業之生活條件。
消費者行動是一個非牟利組織，於1971年在加州成立，目前辦公總部設於舊金山（Washington, D.C.），另外於華盛頓行
政特區（San Francisco）及南加州亦設有聯絡處。消費者行動的服務宗旨是為消費者代言及在全美各地（Las Angeles）
舉辦免費社區理財教育培訓為主，同時也向各個社區組織免費派發以五種語言印製之教育手冊（中，英，西班牙，韓
文，以及越南文），每年發行量高達百萬份以上，個人如搜尋消費者權益相關訊息，歡迎上網：www.consumeraction.org，也有內容豐富的中文網頁資訊可供瀏覽（www.consumer-action.org/chinese。組織留言：1-415-777-9635，會有

良好信用系列的重要性- #3
負債有好處嗎？
您可能寧願用現金買東西付賬單，因為您不想負債。如果您一生都在努力避免借
債，會覺得好得債務這種說法不可思議。當您需要建立良好的信用時，好的債務確

有其好處。當然，該避免的債務還是應該避免。通常，銀行及貸款機構對管理良好
的債務的看法是正面的。
好的債務指的是為可以保值 - 甚至增值（亦稱為資產淨值） - 的財務而藉貸，或者
為提高您的生活水準而貸款 - 例如，貸款接受更高的教育使您未來能找到較高薪資
的工作。好的債務的例子包括您的主要居所的抵押貸款，幫助您創業或擴大業務的
商業貸款，上班或上學用的汽車貸款，或者用於房屋整修而使房屋增值的房屋淨值貸款。
避免借錢來購買不能保值的東西。例如，避免使用高利率信用卡支付您的膳食或者是不必要的衣服，除非您能夠每月付
清欠款。您今天使用信用卡購買$ 50的衣物，如果沒有立即付清，在最終付清時的總額也許是最初買價的很多倍。而您
所購買衣物的穿戴時間很可能還沒有債務延續的時間長！

好的債務指的是為可以保值，甚至增值的財務而借貸。

*信息來源於Freddie Mac Credit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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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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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帶給你更多的選擇並節省更多資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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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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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Bank of America 美國銀行

Chase Homebuyer Grant

高達 $3000

JPMorgan Chase and Co. 摩根大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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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9222156 獲取更多詳情。

徵求國稅局免費報稅服務中心（VITA）志願者
費城華埠發展會正在招募志願者參加2019年2月和3月的免費報稅服務中心計劃（VITA）.VITA計劃為收入少於54000美元
的家庭，殘疾人仕，長者以及英語口語能力有限的納稅人士提供免費報稅的幫助。
職位：
接待員：接待客戶，協助詢問員完成初步諮詢和管理任務。
需要IRS認證：志願者行為標準考試
諮詢員：篩選客戶資格，幫助客戶填寫所需表格並整理所有文件。
需要IRS認證：志願者行為標準考試
諮詢/詢問和資格檢查考試
報稅員：與客戶面談，為個人和家庭準備聯邦和州所得稅申報表。
需要IRS認證：志願者行為標準考試
諮詢/詢問和資格檢查考試
基礎/高級考試
***所有這些考試都可以在https://www.linklearncertification.com上找到
成為VITA志願者的要求：
1）願意服務的熱心
2）願意學習基本的稅務事項，並按照VITA程序
3）參加要求培訓
4）通過美國國稅局規定的在線測試（至少是基本級）
無需經驗。如果您有興趣成為VITA志願者，您可以在線報名http://bit.ly/
PCDC2019VITAVolunteers，我們會與您聯繫並提供進一步的指示..欲了解更多信息和/或通過電話/電子郵件報名，請致
電PCDC215-922-2156聯繫李萍好或發送電子郵件至plee@chinatown-pcdc.org。
2019 VITA服務日期 (星期六和星期天):
2/9, 2/10
2/16, 2/17

No service on 2/23, 2/24
3/2, 3/3
3/9,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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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新聞

費城華埠發展會於11月7日宣布獲得了富國銀行區域基金會的一項重大撥款，此款項將用於實施華埠社區計劃2017這個5
年期的撥款共計750000美元，它將資助社區計劃的落實，並於2018年6月30日開始。
華埠社區計劃完成於2017年10月，它將致力於鞏固華埠作為費城地區重要的居住區，商業
區，和移民的鄉外之家的地位。約有1300個社區成員和相關人員通過社區調查，面談，重
點小組，和公眾論壇參與了規劃過程。
“我對於華埠社區計劃將給我們的社區帶來的改變非常興奮。”陳小姐，一位華埠常住居民
這樣說道：“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來保護華埠作為一個能讓多代亞裔美國人繁榮發展
的地方。
在華埠，越來越多的勞動階層的移民被高房價排斥在外，同時非常貧窮和非常富有的家庭都在增長。保留華埠的可負
擔性和歸屬感對於華埠的健康活力非常關鍵。與此同時，平衡保育和發展也很重
要。華埠要力圖適應和影響社區的變化。
以新的社區計劃為指導，華埠發展會將領導一系列積極行動來增進社區的健康和活
力。社區計劃的落實將專注於六個領域，住房，連結，開放空間，小型商戶和製造
業，社區健康，和建立聯盟。重點項目包括開發新的可負擔住房，連結萬安街南北
兩端，改善商業區，以及建設社區參與和管理。
市議員史奎拉說：“費城以一個移民聚集城市而聞名華埠正是這種好客精神的體現這
個社區計劃將會保證華埠得到其居民應得的注意力和服務。” 這個計劃的實施將需
要強大的社區能力和合作。在華埠發展會的領導下，合作夥伴將支持社區組織和能夠幫助落實該計劃的個體。在計劃的
實施過程中，我們期待華埠社區中廣泛的參與和共同承擔。

茶餘飯後
餐桌上擺著香脆烤鴨和噴香炒菜，華埠的成員聚在生記餐廳內討論原住人口流失和平
等發展等議題。晚餐和討論由費城華埠發展會組織，是11月8日費城餐桌對談活動的

一部分。費城餐桌對談是一個由社區組織引導的公民對話和討論當地問題的論壇。
在這次晚餐中，華埠居民，社區組織，和商戶業主表達了對於代表權，老人公寓，犯
罪，文化保護，和華埠自豪感的擔憂。很多成員強調，
更深程度的多世代融合，更多社會活動，和華埠人與社
區更緊密的連結在傳承和改善華埠過程中非常重要。

2018 PCDC: Chinatown Cleanliness
Survey
How does Chinatown’s cleanliness affect you?
Let us know by completing a cleaning survey
here: http://bit.ly/CleanChinatown

2018年費城華埠發展會：華埠街道清潔調查
費城華埠的清潔度如何影響你？通過完成清
潔調查告訴我們:
http://bit.ly/CleanChina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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